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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集体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理论中以一种新型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有别于传

统民法理论中的自然人与法人。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语境下的农民集体进行定义追溯，分
析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的固有缺陷，结合 2017 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 99 条、第 101 条关于
农民集体行使主体的最新规定，从农民集体法律地位依据私法明确、农民集体类型依据渐进式构造、农民
集体行使主体依据实践塑型、农民集体意志形成机制依据自治程序指引几个方面对农民集体进行私法重
塑，使其能遵循法律主体的制度逻辑，明确行使主体职责、承担相应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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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承载了政治功能 ，政治属性大于法律属性，尽管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财
产的所有者，但法学界对其权利主体地位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 。这归根于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忽视了
立法技术研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 ”在历史上的原始出现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产物，农民
集体更多地指向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法概念，法律上长期缺乏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权利主体的可
操作性规范。2017 年《民法总则》出台，在第 99 条、第 101 条中分别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以特殊法人地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在相关法律规范以及实践中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
所有权的主体，其法人地位的明确对于农民集体作为权利主体的运行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笔者拟从农民
集体的法律内涵出发，结合《民法总则 》第 99 条、第 101 条的最新规定，分析其在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中的
固有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定义追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语境下的农民集体
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新内容 ① ，我国《宪法 》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客体———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由此，作为农民组织形式的农民集体在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理论中
以一种新型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 ，有别于传统民法理论中的自然人与法人 。
（ 一） 农民集体的定义
通常的“集体”意指许多人合起来的有组织整体 ② ，相对于集体土地而言，当指一定范围内农民组成的
农民集体。因此，农民集体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 ，以农地资源为基础，由特定的农民联合起来的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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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继受大陆法系中私法体系的基础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思想的忠实践行，又
有对前苏联模式的借鉴以及对自身农业集体化经营教训的反思。故现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既有革新的因素，具有独特
性，亦有历史的因素，具有传承性，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所有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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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整体。尽管我国《宪法》确认了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土地的具体所有者，
因此留下了一个法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①。之后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以及《农村土地承
包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的态度却是采取各自规范内不同的称呼 ，以致在我国法律中，集
体、农民集体、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相关概念屡有出现 。
《物权法》制定时使用“农民集体所有”概念，回避了之前使用最多的集体经济组织概念 ，从法律文义来看，
就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而言 ，农民集体较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具代表性 。
对于法律权利而言，要寻找的是能够依归的主体，这一主体必须具有边缘清晰的特性，以提供实践操
作上的可能性②。农民集体无论在财产还是在权利上都存在着理解的混同，究其原因则是外部边界没有
厘清。首先，农民集体不同于村民委员会，虽然后者在相关法律中有代表前者行使所有权的规定，《民法
总则》第 101 条赋予了村民委员会民事主体的地位，但也限定其民事主体地位是为从事履行职能所需要
的民事活动，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还具有民法范畴之外由其他法律调整的职能 ，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本质
的区别。其次，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也不能混淆 ，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 》的相关规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之一 ，这并不是指农村土地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
实质上是由农民集体授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 尽管《民法总则 》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作出了新的规定，但第 99 条中体现的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的创新 ，并且是在坚持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探索 ，因而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仍然是“农民集体”。
（ 二） 农民集体的权利主体特征
尽管我国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都没有对农民集体作出清晰的界定 ，但根据近年来的文件、政策可
以看出，农民集体作为一个组织体，有如下几个法律特征： 第一，农民集体具有地域特征，村民们世世代代
都聚集在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开展生产 、生活，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土地权利。 农
民集体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村、村民小组以及乡镇地域范围内部的土地资源，集体之间存在着地域边界。
第二，农民集体是群体性主体。我国的集体化运动在法律上强制将自然形成的村落划分为更小的组成部
分或将村落聚合为更大的整体，这就诞生了村农民集体，村小组农民集体以及乡镇农民集体。 农民集体
的权利主体地位以一种群体性主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数量上具有复数特征。 农民集体是农民的联合，
农民个体与农民集体之间发生归属关系 ，成为特定农民集体中的成员，而集体体现特定成员的群体利益
与群体意志。第三，农民集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动态性，稳定性是指组成集体的成员占整体的大部分
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动态性是指这个集体存在有新陈代谢，原有成员死亡、退出，新的成员出
生、加入等。第四，农民集体是建立在特定农业资源基础上的经济单位，以农业为主要分工，具有组织农
业生产协作的功能。农民集体作为经济单位要为集体成员生活需要提供公共品 ，又要保障整个社会的粮
食安全，同时需要回应市场经济的自由性和多样性 。

二、固有缺陷： 游离于传统民事主体之外的农民集体
我国现代民法乃继受大陆法系之结果 ，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能在大陆法上的所有权制度框架
体系内找到基本依归，大陆法系传统理论技术在规范和解释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具体实践时却力有
不逮。实践中的诸多困扰和弊端正是由此而生的 ，其中每每为学者们所诟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
与混乱尤为突出。农民集体尽管其在立法上归于物权主体范畴，但长期游离于传统民事主体之外，在法
律上徒有虚名，以致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能切实履行其作为所有者
的职责和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 ③。
（ 一） 农民集体的法律表达虚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现在土地上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和集体分别拥有土地的所有
①
②
③

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 上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32 页。
2011 年第 54 页。
侯德斌： 《农民集体成员权利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蔡立东，侯德斌认为农民集体当指一定成员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主体在法律上是能有所指但无法确指的，有一定的虚位性。参见蔡
立东，侯德斌： 《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省主体》，《当代法学》2009 年第 6 期，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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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不存在农民以个人名义享有单独的所有权形态。“农民集体 ”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人民公社
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由“三级所有 ”体制下① 集体财产生产资料所有者逐步转向了“土地经
营者”与“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②，“农民集体 ”的出现是由于人民公社瓦解后，“推
动所有权由谁继受成了问题”③，其最早在法律上的表达在 1986 年《民法通则 》第 74 条“集体所有的土地
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所有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首次明确提出了“农民集体 ”的概念，2000 年
《农村土地承包法》与 2007 年《物权法》逐步明确了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与财产的所有者地位 。 从传统民
法学来看，农民集体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集体 ”作为权利主体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以古罗马简单商
品经济为基础的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中 ； 而从我国现行法规定来看，农民集体的“主体形态与现行民法科学
无法衔接”④。农民集体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 、没有法律人格的意指全体
农民的集合群体，仅是我国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⑤。 因为农民集体不仅在民法上享有权
利并承担义务，同时也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出现，自治权与民事权利的混同让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民事权利主体⑥。究其原因，国家的体制性权利被收到乡镇政府后，乡镇为行使其政府职能，仍常常将村
作为其下属组织对待。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致使集体土地财产权与集体土地的行政管理权发生
紊乱，集体土地财产权的行使主体偏离了其原本应有的法律品格 ，甚至丧失了其作为法律主体的独立性
而沦为国家权力的附庸，直接后果就是农民集体的私权属性的弱化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公权性 。
（ 二） 农民集体类型的归属困惑
民法上的民事主体一般有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团体三种类型 （ 国家也可以成为特殊的民事主体 ） 。
按照所有权主体为单数或复数的不同为标准 ，土地所有权可分为单独的所有形态和共同的所有形态，土
地的单独所有可分为土地的自然人单独所有与法人单独所有两种 ⑦。 很明显，农民集体的民法构造与我
国当前的民事主体制度并不相符 ，就组织形式来看，农民集体既不能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自然人 ，更不可
能是国家，那么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只可能是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 选择法人形式还是非法人团体
形式是学界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此，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孙宪忠教授认为，不论所有权在哪一级农民
集体，都应当承认该组织是法人，并按照法人的形态对其进行再造 ⑧。陈小君教授也赞同对集体土地所有
权进行法人制改造。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在性质上属于非法人团体 ⑨，并对农民集体
瑠
。 至于农民集体以法人名义
进行非法人团体之改造提出了新型总有 、合有与集合共有三种代表性模式瑏

享有单独的所有权形态还是以组织名义享有共有的所有权形态 ，学界各有见解，尚无统一共识。 我国《物
权法》虽对农民集体有了进一步解释，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拨云见日的效果 ，需要进一步结合理论
瑏
瑡。
学说和客观现实来廓清农民集体的内涵和地位 

（ 三） 农民集体的行使主体混同
“农民集体所有”是个玄妙的法律概念，它既没有否认农民天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也没有让农
民真正意义上享有土地所有权。 这一状况造成了权利真空，使得各种农民实体都可以行使所有者的权
瑢。首先，
瑏
利
在行使主体的类型上，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统计总面积为 66． 9 亿亩的农村集体土地，由集
瑣。 这主要源自《土地管理法 》
瑏
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治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第 10 条、《物权法 》第

60 条规定，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8 条却规定包括集体所有土地在内的其他财产权利由村民委员会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瑡
瑏

瑢
瑏

瑣
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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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将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能 ，这与《土地管理法》《物权法 》
中在相关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职能划分上存有矛盾 ； 其次，在行使主体的层次上，现行法律规范提
出的三种新型民事主体形态包括乡 （ 镇 ） 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内农民集体 （ 村民小组 ） ①。 根据我国
现行立法的规定，一般是村集体组织或村委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权利 ，但在照
顾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乡（ 镇） 集体组织、村内不同的集体组织或村民小组也可以成为行使主体 。 具体落实
到哪一层范围的农民集体，就有所指而无所确指了，导致乡镇、村级、村民小组等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行
使所有权时存在着交叉或不完全明晰的地方 ，界定比较困难②。
理论上的模糊性直接作用于实践，全国各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民集体 ”，有的地方既有村委会、村
民小组，又有成立的合作社或农工商公司 ，有的地方没有乡（ 镇） 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但有的地方又由乡
（ 镇） 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或农工商总公司代行“农民集体”职能，各种所谓的“农民集体 ”相互混淆，甚至
农民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属于哪个集体 。 同时，因为城市的扩展，农民集体整建制转为城市居民的现象
较为普通，“农民集体”也经常发生合并或分离，并不固定。 集体土地所有权这种以法律力量赋予农民可
以享受一定范围内的特别利益的制度安排 ，因欠缺明确的归属，最终造成了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利益
的往往不是其主体“集体”。同时由于“农民集体 ”的模糊性，导致与之相关连的“集体成员 ”不能真正实
现成员直接享有对土地的权益③。而立法以搁置争议的态度来逃避对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主
体的制度抉择，只静态地规定了“农民集体 ”。 迄今为止，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的“农民集体”，都是非常模糊而无法清晰界定。
（ 四） 农民集体的意志形成机制不成熟
从民事主体角度而言，除自然人之外，其他的主体均是拟制主体。换言之，农民集体本身是一个没有
生命的组织性概念，作为拟制主体，并且作为一种以群体性组织形式存在的集合主体 ，其意志的形成和意
志的表达机制与一般的自然人个体也有所不同 ，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将自然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 。 我
国从高级社时期起，到人民公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后，农民集体实现土地所有权都处在一种抽象的“群
体意志”的支配下，而此类“群体性”意志常常受到质疑。 尽管目前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
法》等立法时将村委会确立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主体 ，但村委会并不是真正建立在成员自愿参加的
基础上，成员意志也不能在其中进行表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有意志形成与表达机制，但其程序的
设计在应对所有权的意志形成与表达时是粗糙的，立法也并未规定代表主体的代表行为必须遵循农民集
体的意志，更没有规定具体的行使程序。这才导致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运作以及相关权益的实现过程中所
体现出来的外在意志，经常不是农民个体意志，也不是农民个体意志集中上升形成的群体意志 ，而是部分
拥有特权的成员的意志。正是由于我国的立法并没有就农民集体的意思形成与表达作出明确规定 ，农民
集体又难以自发形成凝聚成员意志 、反映成员利益的成熟机制，现行制度下具有生命力和意志的自然人
成员无法顺畅地将其群体意志通过“农民集体 ”组织来实现，而且这一群体性组织体也一直处于变动过
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管理经营主体的意思表示在很多时候理所当然替代了农
民集体的意思表示，导致人们常常困惑于到底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 ，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委会是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因此，农地所有权制度主体的民法构造与我国当前的民事主体制度并不
相符，真正的权利主体难以按照自己的意志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所有物 ，由此带来农地所有权
制度的整体失效④。

三、私法重塑： 走向意思自治的“农民集体”
我国物权法研究和农村土地立法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农地利用制度的设计上 ，试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制度的创新完善替代农民集体所有权的系统构建，以至于不少学者忽视对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细致研

①
②
③
④

2009 年 7 月 30 日第 E31 版。
盛洪： 《新土地法： 避免十四个陷阱》，《南方周末》，
刘子平，魏宪朝： 《新时期影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策略选择》，《安徽农业科学》2008 年第 20 期，第 15 页。
陈小君： 《我国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立法抉择》，《清华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46 － 55 页。
束景陵：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之克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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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既然“农民集体”是法律认可的概念，关于农民集体享有的农地权利之实现理应展开深入、系统的探
讨①，而要真正发挥出其在法律上应有的民事主体功能 ，就需要对农民集体按照民法的基本规则进行重
塑，使其能遵循法律主体的制度逻辑 ，明确行使主体职责，并承担相应义务。
（ 一） 农民集体法律地位依据私法明确
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密切相关 。 尽管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因所负载的
政治伦理价值而被意识形态化，长期偏离了民事权利的应有之意，其私权本质面目全非，在计划经济时期
甚至曾经被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公权 ②。时至今日，大多学者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私法中所有权的类
型，此权利属性是其本质属性。“中国物权法体系建立在公有制之上，土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集体土地
所有权适用私法的诸多规范，实具私法所有权的性质。”③故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属性所决定 ，其主体
当然应具有私法性，由私法规范所调整。从农民集体自身而言，成为私法的主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
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其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④。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自人民公社时期建立
被沿用至今⑤，即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也未动摇其地位，而被视为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分离出来的一
大法律创造，已经充分说明农民集体的存在一直是符合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 。 另一方面，农民集体的
民事主体地位在《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中都获得了认可，尤其是在《物权法 》颁行后，从
规范意义而言，农民集体已经确定无疑被赋予了民事权利主体地位 ⑥。较之“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权
人为 “农民集体”，“农民集体”投资设立 “集体经济组织”⑦。在实践中，农民集体也一直被固定使用于集
体土地所有权的登记中，在进行征地谈判或参与相关诉讼时也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并独立
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农民集体的性质是私法主体，对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意志单位，代表农民集体成员
以集体的名义行使所有权，发生对外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
（ 二） 农民集体类型依据渐进式构造
在农民集体的法律类型上，对其进行民法构造时，应当选择法人形式还是非法人团体形式是一个难
题⑧。但在

2017 年《民法总则》出台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得以明确 ，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 是

不是意味着农民集体的形式就是法人 ，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将改造为一种法人所有的单独所有权形态 ？ 笔
者认为，集体土地法人所有权形式目前还并不能直接适用我国土生土长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 首先，《民法
总则》在第 99 条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集体都具备集体经济组织的表
现形式⑨。如前所述，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乡（ 镇） 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内农民集体 （ 村民小组 ） 三
级形态，根据统计，农村土地在村、组两级分属 60． 4 万个村、495． 5 万个组的集体所有，但目前只有 24． 4
瑏
瑠。也就是说 ，
77． 4 万个组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
万个村、
如果因为《民法通则 》第 99 条的规定就直接理解

成将农民集体定义为法人形式的民事主体 ，那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和村民小组呢？ 虽然《民法总
则》又在第 101 条赋予村民委员会法人地位，并规定在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情况下代行其职能 ，那么
还有大多数的村民小组呢？ 他们的农民集体就不具备民事主体地位了？ 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寻
求保护？
另一方面，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并发展 ，与农村村域、血缘、宗族等特点
紧密结合，集体成员之间是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 ，并不需要以资本为基础作为加入条件 ，这是与通常的法
人制度最大的区别。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对应的成员在农村的具体实践中有被称为“社员 ”也有被称

陈小君等： 《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2 页。
刘道远： 《集体地权流转法律创新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 页。
王泽鉴： 《物权法上的自由和限制》，载《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7 页。
佟柔： 《中国民法》，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 页。
唐欣瑜，梁亚荣： 《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权利演进之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14 年第 5 期，第 62 页。
唐欣瑜：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第 54 页。
于飞： 《“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 谁为集体所有权人？ ———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财经法学》2016 年第 1 期，第
44 － 50 页。
第 240 页。
⑧ 高飞：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7 － 309 页。
⑨ 李适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
第 309 页。
瑠 李适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
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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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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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具体的资格是通过什么途径的加入取得，法律上是模糊的，实践中也存在各种情况①。 即便
《民法总则》在第 99 条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但同时也在第 99 条第 2 款中明确规定法律、行政
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 ，按照其规定。 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变更、终止
有许多特殊之处，具体问题还要由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作出细化规定，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都能够达到依法成立法人的条件 ，就更不要说让其代为行使所有权的农民集体了 。
改革的步幅是缓慢而渐进的，未来的集体土地改革方向应该是逐渐消除制度偏见并松绑，但目前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法律制度创新依然只能在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下进行探索 ②。 因此，《民法
总则》第 99 条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主要是基于集体经济壮大发展目的 ，便于农村的经济主体
参与市场化以提高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效益 ； 第 101 条赋予村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也是因为其需要从事
农村建设中大量的民事活动（ 如签订公益用品的买卖合同） 以及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 ③。 这两
条法律规范并不意味着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一种法人所有的单独所有权形态改造 。 尽管农民集体的
法人改造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目前的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制度构建都正在进行，还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与验证，那就更不能在尚未经过多次农村地区的调研和反复实验的情况下而直接规定农民集
体类型的法人形式，这需要一个渐进式的构造过程。
（ 三） 农民集体行使主体依据实践塑型
现行法律框架内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变 ，必然面临集体土地所有权如何实现的难题，农民集体是
“农民”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基于对土地的权利而言本身具有复杂性以及发展变动性 ，在乡镇农民集体、
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三种形态下变化就更为复杂了 ，这也是造成主体混乱的原因。 依据现行法，农民
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委会、村民小组等表现形式，但《民法总则 》出台以来，
有不少观点认为第 99 条将农村集体经济法人作为特别法人的一种加以规定 ，因而在其与村民委员会、村
民小组的关系中，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应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④。 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有了
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是很不平衡的 。笔者经过调研发现⑤，在农村市场化程度比较
高、集体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一般单独设立集体经济组织，甚至出现村经济合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自然村经济实体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专业农场（ 庄） 、其他合伙农村企业等各种类型的组织体形式 ； 经济
发展一般的地方，集体经济组织与村自治组织实际上为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 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边远贫
困地区的农村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连人口基数都在逐年减少 ，最偏僻的山区农村人口已经不足 20 人，村里
的经济事务由既有的村民委员会一并承担 ，还有无必要再去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村集体资产、行
使土地的所有权？
在我国，通常所说的“村”有自然村与行政村两种涵义，自然村指《物权法》中所规定的村内农民集体，
更为通俗的说法是村民小组； 一般法律意义上所称的村农民集体均指行政村农民集体 。学界习惯于将研
究聚焦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关系上 ⑥，往往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小组的关系。 根
495． 5 万个组的集体所有⑦，但将近 84． 4%
据之前统计的数据，农村土地在村、组两级分属 60． 4 万个村、
的村内农民集体（ 村民小组） 均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尽管《民法总则》第 99 条是对农民集体的行使主体
形式的制度创新，但如果一刀切地认为： “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其在法律主体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⑧，那么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难道将近 84． 4% 比例未建立集体经济组
织的村民小组都需要建立农村经济组织才具有法律主体的表现形式 ？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有的村民委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禹： 《我国村民自治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 － 102 页。
2013 年第 14 页。
张长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法人化改造》，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21 － 322 页。
李适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第 314 － 315 页。
笔者所在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课题组曾在 2013—2015 年间对全国 12 省 30 个村庄进行了实证
调研。
相关论述参见黄忠： 《创新农民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5 月 8 日第 A07 版； 徐刚： 《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
殊法人地位意义深远》，《农村经营管理》2017 年第 4 期，第 20 页。
事实上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来，尽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村集体土地一直主要掌握在队（ 现在
的村民小组） 手中。
李适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第 311 －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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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设有 6 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时分别归属于 6 个小组，平时由村民小组行使土地所有权，
经营管理村集体资产，连同村民小组组长在内的村民并不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什么，也不清楚其定
位与职能。其中一个村民小组只有 16 户共 83 人，笔者访谈时他们认为村民小组已经能很好地处理目前
村集体资产（ 土地） 的经营问题，没有必要再重新设立一个所谓的集体经济组织。 这种情况下，集体资产
的经营管理又能否由村一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 ？ 或者按照《民法总则 》第 101 条的规定，由村民委
员会代为行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也存在乡 （ 镇） 、村、村民小组的三级划分，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这三
级之间是相互独立还是隶属关系 ，就算农民集体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业已明确
登记的现状，由村一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村委会） 行使村民小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如
何界定其主体地位？ 如果几个村民小组之间发生土地权利的纠纷，村一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或村委
会） 代谁行使所有权？ 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但又不是直接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制度或是赋
予村民委员会特殊法人地位就能解决的 。
因此，《民法总则》第 99 条更重大的意义是对于业已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明确符合条件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定法人 ，可以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并将之前以各种类型称呼存在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在性质上以特别法人的形式予以统一 ，让其改造后代表农村依法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第 101
条的规定也是为了便于村委会更好地进行农村公益建设以及弥补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区的经济职
能缺失。在立法原意上，也并不是因为出台了这两条新的规定而要求全面改变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
使主体形式。我国土地广袤，农村因其地域的分布而发展各异，还是应在民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农村实际，照顾到农村的既定事实，明确三级农民集体形态中已存在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可以进行法
人登记，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 具备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条件的农民集体可根据《民法总则 》第 99 条设立特
别法人后由其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 对于那些不具备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条件的农民集体不强制改变现
状，集体土地所有权仍由原来的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代为行使 。
（ 四） 农民集体意志形成机制依据自治程序指引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结合的权利 。农村集体所有权首先是实体权利，是农
民集体对其所有的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其次，所有物权均需有一个明确的
主体，对这些主体意志能力的确认和保护即为对物权的确认和保护 ①。 对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
民集体”予以民事主体理念构建，
构造一个有效的机制，
创造一个合理的运作环境，
形成特定范围内农民群体
并将其外化于集体土地上，
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在发展与完善中必须面对的重点问题。
的共同意志，
从私权行使的视角对民主程序进行细化和规范化 ，既是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特殊性的要求，也是
从私法角度对公法制度进行完善的一种途径。在以往的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往往先是社员大
会或社员代表会议选出管理委员会成员，
再由管理委员会成员互相推选负责人，
其民主性不如村民委员会的
有的就是人力集合，
没有财产属性，
这个治理机
直接选举②。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总体上还是松散的，
构并不能按照公司来处理③。尽管《民法总则》第 99 条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地位，但还面临着如
何健全组织机构、
完善治理机构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根据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情况由其他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作出细化规定。
因此，在全国性的法律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选举和治理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前 ，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行使不需要避开职能的重合另起炉灶，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可以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提供程序指
引。因为在以往处理集体事务中，农村还是具有一定的经验，农民集体成员也有一定的反映个体意志的
参与经验，可以通过集体成员权的行使参与并对集体决策进行监督 ，有效避免其对农民个体利益的背离。
在目前的状态下，不管是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行使所有权的农民集体，还是由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
的农民集体，都可以借助完善基层自治程序的契机来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具体行使程序不规范的问题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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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可以成立具有自己名称的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通过集体成员会议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集体
成员代表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形成集体意志 ，并将该意志贯彻于集体土地之上的土地所有权行使，确保最
终的决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反映作为成员的意志 。 同时，组织内部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行使程序，在成员代
表大会上或是按组织体内部相关章程制度规定的时间向全体集体成员公布集体土地的使用 、收益以及有
限处分的情况，认真听取集体成员意见和建议，接受监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约定由村民委员
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由于集体意志的形成依托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尽管这一民主程序
的缺陷和不合理也影响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但这只是目前的状态，从长远来看，一些地方正在进行
改革试点，对农民集体意志的形成机制可以通过完善集体成员权的规定来实现 ，待试点结束后再根据试
点情况在相关单行法律中予以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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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rospect，Defect and Ｒemodeling on the Subject
Status of Farmer Collective Ｒights
YU Jing1 ，TANG Xin-yu2
（ 1．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2． Law School，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 Farmer collective appears as a new type of subject of right in the ownership theory of China’s collective-owned rural land，and hen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al and legal person in the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ory．
Tracing bake to definition of farmer coll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analyzes its inherent defect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ights． Along with the
new regulations about farmer collective as the main executive body in Article 99 and Article 101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promulgated in 2017，the farmer collective is remodeled in the private law，which follows
the principles that clarify the legal status of farmer collective according to the private law，progressively construct
their types，practically shape their main executive body，and guide the formation of their wills according to the
autonomous procedure． The aim is to help farmer collective follow the system logic of legal body，clarify their
main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executive body and take the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Key words： farmer collectiv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subject of right； collective-owned lan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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