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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探析
王崇敏

摘 要：
《物权法》提出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不应仅从文义解释层面解
读，还应从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实践和我国土地公有制方面进行探讨。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无偿自动续期与土地国家所有权并不矛盾，且在理论上实现了其宪法
意义上住宅福利性、公民私产维护功能、城乡住宅保障一体化等要求，具有科学性和合理
性。自动无偿续期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科学选择，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
值，也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考虑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设计不仅蕴含了城镇居
民居住权、生存权的福利保障价值，还承载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需要平衡二
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可采用无偿自动续期与征收房屋保有税模式，并在税率上采用面积
累进制、
使用年限累进制，藉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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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长期限为 70 年，该期限是由 1990 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第 12 条 首次规定，并由此引发了住宅建设用地续期问题的长期探讨。1994 年颁布
①

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1 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期届满前一年应申请续期，并以批准土地使

用者申请为原则，这是我国立法上首次明确土地使用权续期规则。但未能对住宅建设用地续期方
式给出实质性解决方案。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在区分住宅用地与非住宅用地的基础上，第 149

条第 1 款规定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自动续期”，在立法上明确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续期的基本规则，但有意回避和模糊了续期期限、次数、主体、程序、费用等具体内容，使得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存在规则设计上的留白与缺乏实践操作性的困境。
《物权法》之所以最终未对
住宅建设用地续期是否有偿明确规定，是因为一方面理论界对于续期问题争议较大；另一方面全
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住宅建设用地续费关系到公众的基本利益，续费的理论依据存在不足，物权法
以不作规定为宜。 立法者的意见也得到了学界的回应：一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70 年的最高期
②

收稿日期：2017-02-01
①《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12 条：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
（一）居住用地 70 年；
（二）工
业用地 50 年；
（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 50 年；
（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40 年；
（五）综合或者其他用地 50 年。
②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
《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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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较之于建筑物的平均寿命而言仍是不对等，加之相关法律规定了短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
限，一体规定殊为不宜。二是考虑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关涉民众切身利益，住宅是公民个人安
身立命之本，制度设计应当公平、科学。正如《物权法》确立自动续期制度之初衷，亦应是为了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是立法对人民的基本财产权或基本生存条件的住宅给予特别
的保护 。
①

立法的回避策略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长期限为 70 年。虽

然目前距离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70 年的“大限”尚有时日，但是到期如何续期在实践中迟早会成为
一个普遍问题。同时，当前法律对这一问题的模糊处理，可能引发期满后产权不确定、税费收取不

统一等问题，造成公众对不确定预期的不安。尽早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问题进行探讨并
提出解决方案，实为紧要。自 2016 年 4 月份温州二十年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事件后，解决该问题

的紧迫性得到了凸显，2016 年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在《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

权的意见》
（中发﹝2016﹞28 号）中做出了“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的政治承诺，国土资源部也在 2016 年

12 月 8 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问题的复函》中提出了

“两不一正常”
（即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的暂缓解决方

案 。2017 年 3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回应 70 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
②

期续期问题时重复了上述暂行方案，指出“可以续期，不需申请，没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交易。且

国务院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相关法律抓紧研究提出议案”。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③

权续期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目前也进入了实质阶段，本文将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
理论研究和实务有所裨益。

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的争论述评
社会各界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设计分歧较大，有有偿续期论、无偿续期论、附条
件续期论等观点。
目前学界多数坚持无偿续期观点。如孙宪忠教授、房绍坤教授认为，自动续期之“自动”即为
不必办手续，也不必缴纳费用，即可续期；崔建远教授也认为自动续期不应再收取土地出让金。
④

⑤

杨立新教授则进一步指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经过自动续期成为永久性用益物权，与国有土地
所有权并不冲突，也是从保障公民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住宅权之必须，且无偿续期能够使几亿
人安其居而乐其业，有恒产而有恒心。 此外，在比较学界各研究方案的前提下，有论者从现行土
⑥

地二元所有制这一实质障碍出发，主张民法典应当采纳土地一律国有化前提下的“房屋安全年限
内免费自动续期”立法方案来解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问题。 持有这一观点学者中，
⑦

还有人用文义解释方法将《物权法》第 149 条第 1 款解读为自动无偿续期，认为：在《辞海》中，
“自
动”的意思是“主动”，即不靠外力，无须对方配合。因此，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不再以申请、合

意、重新签订出让合同与缴纳出让金等作为续期要件。 有偿续期论者认为，无偿自动续期将造成
⑧

①王利明、易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②石冠彬：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宏观构建》，
《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③《房屋产权 70 年到期后可续期，无前置条件》：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7-03/15/content_40459202.htm，
2017-03-21。

④房绍坤：
《物权法用益物权编》，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04 页。

⑤参见崔建远《物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20 -322 页。

⑥杨立新：
《70 年期满自动续期后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东方法学》2016 年第 4 期。

⑦石冠彬：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的宏观构建》，
《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⑧靳相木、欧阳亦梵：
《住宅建设用地自动续期的逻辑变换及方案形成》，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年第 2 期。

89

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5 期

王崇敏: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探析

变相的“土地私有化”、违背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加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与土地资源稀缺性的
矛盾、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性。 也有学者提出，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没有期限限制则所有权与
①

使用权混淆，将有导致土地私有化之嫌。 王利明教授从无偿自动续期可能引发的问题出发，主张
②

有偿但不采纳出让金标准的有偿续期论。 附条件续期论者提出：
“首套房土地使用权期满应自动
③

无偿续期，以充分保障公民基本的住房权利；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土地使用权期满应自动有偿续期，
以抑制住房市场的投机行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④

坚持有偿论者之所以要求有偿，因为：第一，从土地资源配置有效性与资源稀缺性出发，如采
用无偿续期则会造成土地资源被房屋所有人永续占用，尤其是在一户多宅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
资源必然会得不到最有效利用；第二，在我国城市土地国有的前提下，无偿续期会导致所有权与使
用权的混淆，侵害了国家所有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在物权法理、经济法理的理论框架
内论证有偿续期的必要性，未考量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历史发展逻辑和政治逻辑。无偿论者从住
宅建设用地保障制度本身与政治逻辑出发，认为无偿续期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符合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制度设计的本来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对社会实质公
平造成损害。上述基于文义分析而得出应当无偿续期的结论尚应斟酌，毕竟制度的设计往往并非
文义本身所能全面表达。从《物权法》立法取舍来看，其立法草案关于续期规则的制定因意见分歧
较大而几易其稿，最终采取了回避态度，也是有复杂原因的。从这一角度来说，
《物权法》对续期
⑤

问题采取留白设计，并不能简单的从文义方面来理解，应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分析。附条件续期
论即是作了这样的尝试，其是综合有偿续期论的经济性与法理性以及无偿续期论的社会性、政治
性后的折中结果。一方面其可有效避免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陷入绝对无偿续期下土地资源配置
失衡的恶性发展困境，同时也可避免绝对有偿续期下公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害以及由此造成的社
会不公正，最大程度上兼顾了社会公正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总体而言，附条件续期论较有偿续期论和无偿续期论更为合理，坚持附条件续期的学者多数
主张对于符合公民基本居住保障范围内的住宅给予免费续期，而对于超出基本居住保障范围的住
宅征收土地出让金，即按照每户所有的房产套数作为收取土地出让金的标准。但该方式仍对超出
部分继续征收土地出让金同有偿续期相似，均难以厘清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置的目的与国家所
有权关系，以及公民私产合法保护等逻辑问题。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制度的建立和施
行，必须要跳出现行土地出让制度的法理逻辑，将住宅的社会政治逻辑列入考量范围，反映出公众
对土地正义和土地财产权等诉求，在不违背上述社会政治逻辑与相应诉求的前提下，对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续期制度进行重新构造。

三、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自动续期”的规范理解
本质上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模式的选择与我国土地公有制、现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
制度、有关土地的公共政策以及公民土地权利保护制度发展密切相关，
“自动续期”的理解也应从
这些方面加以审视。
（一）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与土地国家所有不冲突
不赞同无偿自动续期的观点认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无偿自动续期会架空土地所有权，并
导致土地本质上的私有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无偿自动续期是
①袁志锋：
《城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初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②高圣平、杨旋：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法律后果》，
《法学》2011 年第 10 期。
③参见王利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规则》，
《清华法学》2017 年第 2 期。

④叶剑平：
《对土地使用权续期的几点看法》，
http://mini. eastday. com/a/160423140038096，html，2016-05-01。
⑤王利明：
《保障公民财产权是最大的民生》，
《学习时报》，
2016 年 4 月 28 日，
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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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国后不久，国家对城市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城市建设用地被
国家没收。而部分土地则被城市居民因住房而占有并使用。为实现“一大二公”，国家对城市居民
的住房也进行公有制改造，通过“经租”等方式，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被国家“经租”的房屋
就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对城市私人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将城市私人房地产收归国有。
“文
①

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将一些未在建国后初期改造的城市私有房屋和土地私有制作为革命的对
象，以勒令上交土地所有权证、赶走房主、强占房屋等极端的政治手段将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
地、街基地、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等地产全部收为国有。这样就形成了城市房地产归国
家所有的局面，并通过 1982 年《宪法》固定下来。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城

市建设用地国有化过程中，国家并未支付对价，也未补偿。实行改革开放和城市房地产制度改革
后，城市建设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实行私有化。在此过程中城市居民支付了高额的土地
出让金。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获得了土地出让金之后，应当保证城镇居民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稳定性、安居性，
不能从土地上再重复取利。
其次，住宅建设用地无偿续期也不会导致土地私有化。尽管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权利人具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一种定限物权，是为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
②

其附属设施，并保有其所有权，而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上下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用益
物权，但是这两种权利关系是派生关系，相互并不冲突，也不会导致土地私有化。 因为一是土地
③

④

国家所有主要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
“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城镇土地国家所有的实质就是
全民所有，国家仅是替代全民来操持国有土地。 而宪法中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含义处于虚位
⑤

概念，属于主权、领土和行政管辖之列。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城镇居民
只能享有使用权，通过向国家支付土地出让金而获得使用权，这种类似于地上权的土地权属制度，
能够在保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基本解决城镇居民住宅用地的权属需求，所有权与使用权并不矛
盾。二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自动续期并不会改变土地国家所有权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各自内容，不会造成二者权利内容的破坏。采用无偿自动续期方式，政府继续作为国有土地所有
权人，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另外，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要求，在符合土
地用途管制、土地规划管制范围内使用，并无权对土地本身进行处分。政府作为代理人其有权监
管、限制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使用土地的行为，如果业主改变住宅建设用地的用途，挪作他用，
政府有权行使收回权。且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行使征收或征用权，即国家保留了对土
地所有权的最终支配权。
（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自动续期正当性分析
1. 无偿自动续期是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之后是要重新缴费续期还是自动免费续期涉及到很多利益主体利
益的综合考量，其本质是公权和私权的冲突问题。从私权保护的角度分析，城市居民在购买房屋
时已经缴纳了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其土地价值已经充分反映到了房屋的价格之中。这与国外实行
土地私有制的情况大为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商品，其价格的确定
也有十分复杂的影响因素。我国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多年来各级政府也是依赖土地财政敛取
土地收益，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也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意义。
值得说明的是，
《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生有所居，这也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我
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国家有义务对公民居住权予以保障。从这一点上说，住宅建设用
①杨俊峰：
《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
②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
（上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94 页。

③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
（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33 页。

④高圣平、杨旋：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法律后果》，
《法学》2011 年第 10 期。
⑤程雪阳：
《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
《法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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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也是国民具有福利性质的财产权利。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住宅的根本基础，且二者涉
及到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与居住权，在土地“全民所有”的制度背景下，所谓国有土地所有权，并不是
独立于全体国民之外具有自身利益需求（私利）的国家对城市土地享有的私人所有权，而是为一国
全体国民对城市土地所享有的公共所有权，政府作为国家代理人应对公民的居住权以及住宅建
①

设用地使用权无条件保障。
2. 无偿自动续期是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宪法要求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自动续期制度是《宪法》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要求。
《物权法》创设出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与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续期制度，其初始目的之一就是立法
对作为人民基本财产的住宅给予特别保护。 随着公民对土地产权保护观念不断增强，以及我国
②

当前商品房价格的畸高，公众早已将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于其上的附属物视为个人重要
财产。
《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是将其作为私产的一个法律确认，必将进一步强化
公民对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财产意识与诉求，这种诉求与意识兼具财产性与政治性。而具体法
律制度方面要回应民意的这种诉求，必须坚守宪法中所确定的私权保护理念和规范。

而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1 条：
“为了改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合理开发、利用、经营土地，加强土地管理，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制定本条例。”可以看出，国

有土地使用权制度设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国有土地如何利用与平衡问题，土地分配只是建设
用地使用权制度所达到的结果。上述学者的观点将有偿续期作为了个人财富社会转移的手段，社
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属于首次分配，社会公平意义上的个人财富转移主要通过消费、税收、公益等手
段进行二次转移分配。且公民个人私有财产是受到《宪法》明确保护的，与社会公平没有本质的冲
突，个人通过努力或继承等方式获得的房产等私人财富属于社会应当保护的正当财产权范畴，与
土地资源初始配置无关，社会公平调节不仅需要首次分配，也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
3. 无偿自动续期是城乡住宅保障体系化的要求
《物权法》首次从立法上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分为住宅建设用地与非住宅建设用地，住宅建设
用地是专用于城镇居民住宅用地需求，同时规定农村宅基地是为解决我国农民居住问题而专门在
集体土地上设立的。根据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同国有土地一样，属于土地公有制的组成部分，农村
宅基地是保障广大村民居住权、生存权，满足其安居乐业的基本需要。宅基地通过本集体成员申
请免费获得，具有无期限性、一户一宅、面积限制等特征，这种制度设计有效保障了农民对于基本
居住条件的要求。同理，住宅建设用地也是为了解决城镇居民基本生存需要与安居乐业的实际需
求，从制度设计的体系性和统一性要求考虑，住宅建设用地到期之后亦应自动无偿续期。申言之，
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应允许房屋业主获得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无偿续期权来获得稳定、
长期的居住权，而从公平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应同宅基地保持一
致，
这是社会公正的要求，也是将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住宅保障体系的趋势与要求。
（三）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规定的评析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城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设置了不同的标准，包括 30 年、50 年

和 70 年等不同情形。对此，学界也有各种疑问：
（1）确定这些年限的标准是什么，是房屋的物理寿
命、是人的生理寿命抑或其他？有无科学性？
（2）确定这些年限标准有什么样的法律意义？是仅仅

区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格？
（3）设定这个年限，若房屋及附属物在该年限时间内发生毁损灭
失风险，则使用权人如何处置剩余时间内所享有的权利？因为这些问题也与是否自动续期以及使
用权人的权利保护息息相关。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长 70 年最早是 1990 年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①朱广新：
《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及其体系效应》，
《法商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②王利明、易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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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确立的。1990 年，在开始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时提出的是住宅 50 年产权，因为 50 年是

一个人的工作年限，同时，在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时也参考了香港的模式。 肖喜学刊文指
①

出：
“当年霍英东最早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租地给外商进行开发，而后来的‘70 年’也是从霍英东
建议的‘99 年’、
‘也可以 75 年’中来。其中的‘99 年’来自于界限街以北的批租土地，而‘75 年’则是

当时港府在界限街以南的批租年限，中国最终为住宅选择了一个比 75 年更短一些的 70 年，而其他

类型的土地年期则更短。”居住用地的使用年限之所以规定为 70 年，是因为立法当时人的平均预
②

期寿命和普通砖混结构房屋的预期使用年限均为 70 年。 有观点还认为 70 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③

权的设定经过理论与实践的验证也是较为合理的，也得到了学者认可。

但是仔细思考起来，无论是 50 年的年限还是 70 年的年限都存在科学依据不足，也不合理，以

之作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也经不起推敲。从根本上来说，当时制度设计时立法者也没有
理论底气，只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确定的，何来科学合理，又怎么能奉之为圭臬？也正因为
如此，所以在此问题上一些学者的探讨和认识也备受质疑，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更多
的是国家所有制和土地政策问题。然而不可否认，一旦立法者或者政府部门设定了各种不同的年
限标准并以此而形成了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则又导致出现了法律上的问题，因为 20 年或者 30 年的

住宅建设用地出让金和 70 年的出让金的价格肯定存在差异，在房屋买卖的价格上也会显现出来，
若不加区分一概而论，肯定会酿成新的不公平。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一个期限对其有何法律意义？因为有
学者提出若自动无偿续期不设立确定期限的话则会导致理论与实践上的续期难题：一是在理论
上，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用益物权通常有时间限制，无偿自动续期会造成理
④

论上矛盾。二是在实践上无偿自动续期会导致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等同，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
浪费。但笔者认为值得探讨。首先，从理论上，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同国外实
践中通常采用的地上权相同，虽然学界对于是否可以在地上权上设立永久存续存在争议，但肯定
说已被很多学者接受。 欧美法律规定地上权最长存续期限长达千年、万年，实际上与永久存续并
⑤

无二致，有些地方土地所有权已逐步变为永久地租收取权，如荷兰等，采用土地租赁制度下，土地
⑥

所有权记录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土地权利，但是土地永久使用权利就是一种真正的土地权利。

⑦

其次，实践上，无论是宅基地使用权还是住宅建设用地上的住宅建筑物均有使用寿命，而建筑物灭

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的一个法定理由，如《物权法》第 154 条规定“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

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有学者提出业主可以通
过对房屋的改造翻新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但我国对于房屋的规划与利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对房
⑧

屋的结构、主体、外观等改造必须经过规划、住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否则业主的改造翻新
行为可能会面临因违反《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而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风险。且现代城市住
宅以城市房屋区分所有权形式即多层建筑为主，对建筑物主体的改造要求每一位区分所有权人的
同意也是难度巨大的工作，实践中可行性并不高。住宅建筑物一般都会有设计使用年限与建筑物
更新换代规律，绝大多数城镇住宅建筑物都会在一定期限内都会被灭失。因而实践中以房屋剩余
使用年限作为自动续期的年限实质上完全能够满足无偿自动续期的目的，不会产生理论上住宅建
①王先进：
《住宅 70 年产权的由来——首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讲述》，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1 年第 12 期。
②肖喜学：
《
“70 年”从何而来》，
《新民周刊》2013 年第 12 期。

③高圣平：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制度研究——兼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第 89 条》，
《政治与法律》2012 年第 5 期。
④苟正金：
《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 年第 10 期。
⑤郑玉波：
《民法物权》，
三民书局 2007 年版，
第 195 页。

⑥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
（中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4 页。

⑦[美]史蒂文 .C. 布拉萨、康宇雄：
《公有土地租赁制度——国际经验》，
康宇雄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86 页。
⑧侯纲：
《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讨论》，
《现代城市研究》201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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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使用权人永久占用土地的后果。

四、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税收调控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特殊用益物权形态，是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产物。
《物权法》规定的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之所以产生巨大的争议，是立法者在理论上意见尚不统一、实践中
又存在各种复杂情况，难以一体规定，而作的立法技术处理，并不宜采用文义解释理解为字面意思
上的无偿或有偿，而应通过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进行理论深入论证与设计。可行的做法
是，一方面，基于住宅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城乡住宅保障一体化的要求，住宅建设用地宜采用无偿续
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采用房屋剩余使用年限作为自动续期的期限，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挥
住宅物尽其用、永续利用的物权效力。即“无偿自动续期”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到达 70 年的使

用年限后，业主无须申请，其土地使用权即可自动续期，直至房屋剩余使用年限为止。另一方面，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居住权、个人财产权紧密相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带
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属于社会财富的首次分配范畴，而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不仅需要首次分配
正义，更需要二次分配的调控。同样，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带有巨大的财产性，无偿自动续期无疑
会导致财富的聚集与土地资源配置失序，上述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无偿自动续期”导致，不宜通
过再次征收土地出让价金作为续期的条件，住宅建设用地续期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市场化的轨道上
解决，
税收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调控工具。
（一）基于对无偿续期矫正视角征收房地产税的评析
税收有三种主要职能：分配收入、配置资源、保障稳定。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
手段，可以用于税和收入的再分配，解决市场失灵、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在资源配置职能方面，
税收本身具有“内在稳定器”功能，通过税种的设置、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调
①

整等实现税收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税收能调节收入水平、企业收入等作用。 我国房产税早在
②

1986 年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即有规定，但是因为当时仍实行福利分房，且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
免税，因此对民众影响并不大。上世纪 90 年代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尤其是 2010 年以来的房
地产爆炸式增长，使得对个人住房保有环节征税又被重提。

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年限规则内在的复杂性，不妨采用征收
房产税方案，这样既能够避免自动无偿续期带来的土地国家所有无法体现问题，也可以避免房屋
所有权无期限和土地使用权有期限的矛盾问题，并可以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财富不公而引发的不公
平问题。 这一观点立足我国目前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现实，从公平和务实的视角探讨如何
③

解决采用无偿续期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思考的是，通过缴
纳房产税的方式来克服因为无偿续期的刚性所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在解决现有法律规则矛盾方面
的努力是否能够奏效，毕竟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民
众不再是被动接受税制改革的结果，而是开始认识到其与自己息息相关并积极参与这一过程。

④

毋容置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住宅不仅有居住的功能，也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持有作用，甚至是投
资的对象，公民或单位可以通过购买、继承等方式获得多套住宅。相应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财产
性功能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一人占有多有套住宅难免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与住宅资源的闲置
浪费，而房产税正是以此为征收对象的税收制度。只有同时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政治秩序才能
称得上公平正义，社会也才能因此而长治久安。 但是，从现实性考虑，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征
⑤

①张守文：
《财税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112 页。
②肖文圣：
《财政与税收》，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40 页。

③尹飞：
《不宜收费，
而应征税》，
《检察日报》2016 年 4 月 27 日，
第 005 版。
④刘剑文：
《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法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⑤[德]哈贝马斯：
《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第 5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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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财产税对于解决“无偿自动续期”所带来的制度性弊端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首先，财产税可
以针对不同的住宅面积或拥有房屋套数设置不同的税率，以此实现社会总体财富的调节与社会分
配不公的问题。其次，对超面积的住宅征收财产税，可以起到很好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土地资源
与住宅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通过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征收财产税，可以用于转移支付和其他
公共物品支出，有助于社会分配的公平，从而有助于保障社会的稳定。
（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税收与相关制度比较
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 土地出让金
①

与以土地使用权为对象的财产税有所不同：第一，性质上不同。土地出让金是一种土地市场价格
的反映，而财产税是一种经济调控政策工具。第二，适用领域不同。土地出让金通常发生在初次
分配领域，而财产税通常适用于再分配领域。第三，二者收取方式不同。土地出让金通常采取一
次性收取的方式，而税收采用计价或从量的方式征收，征收方式灵活。从二者对比而言，土地出让
金通常为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并短期使用掉的对未来土地收益“透支”行为，不利于长期财政收入
的稳定，且将未来的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当期，有违代际公平。另外，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使得
②

附加的商品房成本大大提高，严重损害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采取财政税收的形式较之土
地出让金能更好的适应“无偿自动续期”的要求，税收的法定性，从量或从价征收方式，以及税收征
收利用的规范性、公共性更好解决无偿自动续期自身的制度弊端。
也有学者提出用土地公共租赁制度代替土地出让金或者房地产税。笔者认为此方案并不妥
当，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现有的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是从香港借鉴而来的，香港推行的批租制度由
③

其特殊的政治更迭等历史原因，与我国大陆的土地公有制并不相同。第二，土地批租制实质上也
是一次性收取全部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具有“批发”的特点，无论是“批租制”，还是“年租制”，其
均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与实践上管理、评估、收租成本太大等问题。第三，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
④

土地租赁制，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都是依赖土地出让合同的维系，双方属于土地债权关系，理
论上租赁人不能对租赁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等。而财产税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土地使用人享有
充分、稳定的产权保障，有利于激活房地产市场。
（三）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财产税的实施方案
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无偿自动续期宜采用财产税代替再行征收土地税的方案，主要采
用房地产保有税作为征收税种，但在征税的同时应注意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福利性与土地资源
的调节要求。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年限为 70 年，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城镇住宅所登记的实
际使用年限。房屋所有人在购买房屋时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里已经包含了 70 年的土地使用费，对

此部分不应再另行收税。而对于购买房屋时只购买了 20 年或者 40 年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本着公
平的原则，应按照购买当时 70 年土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并补齐通货膨胀所带
来价格差额。

财产税是以持有的不动产量为对象征税，故住宅建设用地保有税的征收应以所拥有的住宅量
为标准征收对象。在住宅建设用地保有税征收方式上，学界有按套征收和按住宅建筑总面积超额
累进计算征收 两种观点。按照住宅面积超额累计征收更能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对土地资
源配置的控制应该把保障公民居住的生存权排到最优先的地位，而给予每个家庭一定数额的免费
⑤

征税面积正是这种公共资源配置逻辑的具体体现。对超出免费征税面积以外的住房面积采取累
①戴双兴、吴其勉：
《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
《东南学术》2016 年第 2 期。
②白彦锋：
《土地出让金与我国的物业税改革》，
《财贸经济》2007 年第 4 期。

③安体富、窦欣：
《我国土地出让金: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④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初期，许多地方政府都曾实行过土地年租制的做法，但因管理成本太大，欠缴、拖缴、
拒缴年租金的现象普遍存在，
逐步由年租制转向了批租制。

⑤牛立夫：
《论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附条件有偿续期》，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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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纳税制度，公平对待公民在住房方面的适度需求，
抑制公民在住房方面的奢侈需求。
房屋保有税不但应对住宅面积，还应在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的高效利用方面有所
发挥。无偿自动续期以房屋剩余使用年限为期限，无偿自动续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房屋所有人
尽最大努力延迟剩余使用年限。因此，房屋保有税以面积超额累进征收外，对于使用年限也可采
用累进征收制度，即使用年限越长，保有税税率越高。为征税管理与计算方便，以土地使用权满 70

年后，每五年作为一个申报计税节点，税率以每 5 年或 10 年为一个年限税率区。此种征税方法可

使得房屋业主在所保有的房屋失去实际利用价值、但仍不符合灭失标准时，房屋保有人因经济利
益的考量而提前放弃对房屋的保有。

结

语

住宅建设用地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城镇居民居住权的重要保障制度，也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用
益物权制度。住宅作为公民最重要的个人财产之一，往往会涉及到公众基本宪法层面的居住权与
物权层面的财产权，必须予以慎重对待。续期问题是住宅建设用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需要综合住宅建设用地制度的各种价值考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我国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续期规则，在此基础之上，利用税收工具进行调节，以实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社会福利性与
土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之间的平衡。
（责任编辑：
徐远澄）

Research on Renewal of the Right to the Use of Housing Land
Wang Chongmin
Abstract: The term "automatic renewal" in Property Law should be interpreted not only literarily,
but also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 of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the right to the use of housing
land and the national ownership of urban land. Automatic renewal gratis does not contradict national
land owner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of House Welfare,Private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ing security in theory can be achieved. Automatic renewal gratis i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automatic renewal system
not only contains habitati o right and existence right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carries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need to be balanced. Therefore automatic renewal gratis and real estate tenure tax can be adopted, housing area and service lif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ax rate.
Keywords: The Right to the Use of Housing Land; Automatic Renewal; Real Estate Tenure Tax;
Renewal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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