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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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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移植德国物权体系，基本反映不动产的财产利用关系，但缺乏对公有制和现代财
产利用关系的有效规制。中国物权立法应当在公有制框架下寻求制度的构建，实现公有制财产利用关系与用
益物权的衔接，应利用制定中国民法典之机，规定国家财产权制度，确认各类国有资产使用权的用益物权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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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flection on and New Ideas Put Forward for the
Chinese Usufructuary Ｒight System
BAO Jiazhi
（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Guangxi College of Education，Nanning，Guangxi 530023，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usufructuary right system，a transplantation from Germany property right system，basically reflects the using relations of real estate property． However，it lacks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for using 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ownership and modern property．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stem of public ownership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Ｒeal right
legislation of China should seek system build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ownership，so as to
realiz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using relations of public ownership property and the usufructuary
right． And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formulating Chinese civil code to provide the 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and confirm the types of usufructuary right in the using right of all kinds of state －
owned assets．
Key words： usufructuary right system； public ownership； state － owned assets； Chinese civil code
现代物权法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利用权为中心的发展趋势 ，最为本质地反映各国物权法的特色
制度是用益物权制度。用益物权是非所有人使用他人财产的一种他物权 。 它通过确立一种权利机制，
来实现和促进物的有效利用，并承载着配置社会资源、维护社会公益的功能。中国用益物权是否充分反
映中国财产关系，需要以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予以检讨 ，为重构中国用益物权制度寻找一个恰当的技
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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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检讨
2007 年颁布施行的中国物权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
等四种典型用益物权类型，也确认了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等非典型用
益物权。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在充分注重中国历史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以德国物权法为蓝本，经过
整理、归类和甄别过去分散、粗犷的用益物权，确立了比较完整的用益物权体系，对于培育国民的财产权
意识，维护财产的利用秩序，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增
进了广大农民的社会福利，为稳定农村土地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范了国有土地的
有序流转，为实现国有土地的增值，保护私有房屋的有序流转，提供了法律保护。 同时，物权法第 117
条、第 118 条概括性规定用益物权制度的一般条款 ，为调整未来财产发展的利用关系提供了立法依据 。
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 ，也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缩影，是一项私法权利动态发展的
过程。大陆法系民法是以权利为脉络构筑 ，权利客体是划分民事权利的逻辑要素，为了区分债权客体，
物权体系是以有体物构筑起来。用益物权是从私人的所有权形式向“社会的与个人的 ”所有权形态转
变。近晚以来，强调私权神圣，以所有权为母权的用益物权制度坚如磐石 ，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提供了
十分精巧的法律工具。但是，受限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地上权、永佃权、人役权、地役权、用益权、
先买权和土地负担、居住权等大陆法系用益物权以不动产为客体，折射出“土地是财富之母 ”的光辉灿
烂。自清末以来，中国民法师承德国民法，从体系编排和具体种类来看，对照一百多年前的德国物权法，
中国用益物权着实没有多少的突破性和创新性 ，没有充分反映公有制和现代社会的财产利用关系。 物
权法第 2 条的规定虽表现出传统物权客体的松动和弹性 ，但在编排结构上，依然是以有体物为主轴而制
定，用益物权在调整中国社会财产关系上 ，缺乏了周延性和完整性，奢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显得
底气不足。
具体来说，中国物权法固守传统物权的逻辑体系 ，造成内容上的僵化，缺乏对现代财产利用关系的
有效规制，完全撇开了国有资产在归属与利用普遍分离的现实 ，回避了国有企业法人财产、行政事业单
位法人的财产利用权，规避了公用物、特许资产以及现代财产之间的利用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
法学界就国有企业经营权性质的论争 ，物权法束之高阁而成为“悬案一桩 ”，成为物权立法不可逾越的
巨大鸿沟，这完全根源于物权法定位为有体财产法 。物权法第 53 条及第 54 条关于国家机关法人和事
业单位法人财产利用权利的规定 ，这是对权利进行限制式规定，并在内容上加以分割； 第 55 条和第 56
条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表现出模糊性 ； 对于国有企业享有的股权问题，表现为一种谨慎的回避而置
于公司法规范。这与其说是违背法律调整的基本方法 ，不如说其回避了作为基本财产法应承担的立法
责任，造成用益物权制度空间的窒息。无奈之下，国有资产的利用关系在物权法上活生生地表现出立法
和现实之间的犹豫与彷徨，正确和谬误之间的迷惘与徘徊，造成不伦不类的 “新型物权 ”的立法现象。
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公用物，学界普遍认为应由公法调整，据此，物权法弃之不管，这完全将公用物游
离于物权法之外，根本没有考究这些财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 ，没有认真思忖这些国有
财产的利用关系。政府经营的特许资源，如营运车牌、电信执照、路桥收费证等，是一种虚拟的特殊国有
资产，“是为了公共事业更好地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依一定的方式拟制出来的财产利益 ”，①其利用关
系蕴含着用益物权的本质，倘若不能确认用益物权的权利机制 ，必然导致公权力恣意与国有资产的隐形
流失。采矿权、水权、渔业权等非典型用益物权，是权利人利用国有资源进行开发、收益的权利，采取行
政审批的方式，零散规定于单行法，总给人造成用益物权内容杂乱、
分散凌乱的感觉。现行合同法调整的
重要财产租赁、
融资租赁和所有权保留，
客观上使用人具有排他性支配权利，
本质是一种他物权，
在以传统
物权理论难以界定这些财产关系下，美其名曰为“债权物权化”或“物权债权化”，纯属概念法学规避下的
①

孟勤国： 《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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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游戏。物权法第 117 条关于动产上设置用益物权的概括性规定，却没有在用益物权的制度设计上得
到充分的体现，
也就成为一种法律摆设。网络虚拟财产、证券化资产等现代财产形式，其利用关系与用益
物权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物权法弃之不管，
这与一百多年前农耕时代的用益物权制度并无二致。

二、公有制与中国用益物权制度
一国的物权法本质上反映着该国所有制的财产关系 。公有制的宪政制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
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并决定了用益物权制度的目标和定位 。中国物权立法必须在公有制框架下寻求
制度的构建和体系的移植，如何调和公有制和传统民法之间的冲突，如何实现公有制与物权立法的衔
接，是考量中国用益物权能否本质地反映中国现代财产关系的试金石 。
公有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用益物权为法律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虽不能决定私法制度的体系和内
容，但用益物权制度应是反映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的外在法律表现形式 。 前苏联民法没有规定完整的用
益物权制度，越南民法典第 2 编“财产与所有权”隐形地规定用益物权，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则以“所有权
的派生权利”概括用益物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在公有制国家被视为禁区而被湮没长达八十年之久 ，
这是遵循列宁所宣称“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属于私法范畴 ”的立法主张，是政治力量
所起的推动作用。理论上，只要存在物的所有与利用的分离事实 ，使用人就享有对物的利用上的支配权
利。用益物权的体系结构取决于各国的历史习惯和财产结构 ，各国所表现出用益物权种类的不同有着
社会结构和法律上的技术因素。但是，财产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使用关系 ”，在任何国家社会都没有根
本上的差别。市场经济强调资源的市场配置，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存在商品经济交易 ，同样存在资
源的利用，只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的强度有所差别 ，但丝毫不影响物的利用关系，不能抹杀利用人对
物所享有的权利。“物权法的结构原则，与私有制或公有制并无关系。 公有制的物权法是否要采取此
等原则，纯属法律技术的考虑。”①物的所有者类型并不是确认用益物权的决定性因素。 公有制的改革
和完善，本质上是合理处理财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 。公有制国家的财产制度虽然存在国家所有权的问
题，但并不应成为在国家财产上确认用益物权的障碍 ，充分发挥国有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效益，必须通过
财产利用制度才能得以实现。
我国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 ，冲破了私法不能规定国家所有权的樊篱 ，是实现公有制与财产法
连接的一个结合点，是体现公有制与物权理论契合的重要法律策略 。 物权法规定 “一体承认，平等保
护”的原则是切实反映中国公有制和社会财产关系的实情 ，是大陆法系物权立法的创举。但是，国家所
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存在不同的社会渊源和法律内涵。“近代私法上的绝对所有权是指一个具体的、实
在的主体对一个具体的有体物完全的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②国家所有权仅是解决了物权法
“定分止争”的问题，“物尽其用”才是国有资产运用的关键所在。 质言之，构筑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才
是实现国有资产利用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均可以通过设定用益
物权的形式来保证财产的利益和效率 ，实现它们之间的平等保护。理论上，国家所有权的绝对观念难以
存在，掺杂着公权和私权的性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主体，需要落实到多层次的权力机关。 本质上，国
家所有权只是物权法对公有制财产关系的一种法律表述 ，以表明国家的归属意义。实践表明，物权法单
纯规定国家所有权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上衍生的各种积弊 。 规定国家所有权，不等于说物
权法就充分实现公有制在私法上的终极目标 。物权法规范国有资产的价值目标应是设计合理的权利机
制，以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国家所有权的内部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应由
公法调整； 国家所有权的外部关系，涉及国有资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以及第三人之间 ，是一种平等的民
事法律关系，应由私法规范，据此，国家财产应由公私法综合调整。主体权利的平等性是国家财产权的
①
②

王泽鉴： 《“台湾现行民法”与市场经济》，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 7 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高富平： 《中国物权法： 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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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要求，是防止公权力干预和有效使用的有力保障 。只有平等主体的权利设置和安排，才能确保国有
财产使用的公平和效率，确立起使用权利在对外关系的私法救济秩序 。 现代财产的归属和利用的分离
趋势，需要财产法日益强调因财产差别而带来的财产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平等 ，在一定程度上，又从
“契约到身份”的回复。① 因此，实现国有资产在物权制度中的合理架设，寻求私法的权利机制，是不可
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国有资产数量庞大，防止资产流失，追求国有资产的最大化利用和社会效益是公有制改革和完
善的核心问题。实践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配置不均、废弃与闲置严重，客观上需要用益物权作出合理
的回应。国家主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有资产必须交由国家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占有 、使用，从而产
生了国有资产的归属关系和利用关系之间天然分离的客观事实 ，这既是资产问题丛生的温床，也是构建
其监管体制的切入点，更是确认权利机制的法律逻辑。一方面，在国有资产的财产归属和财产利用上，
剥离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公权力成分 ，分离使用权主体的行政权力内容，厘清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需要
物权法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所有人与使用人的天然分离 ，表明使用人具有一定
的物权性质。换言之，表明使用人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或收益的权利，这本质就是一种物权。 公
共产品的有效运行不仅在于资源的配置 ，更在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行政公产而言，所有权不是问
题的关键，行政主体的实际管领才是关键。行政公产重在研究公产的使用关系 （ 利用关系 ） 而不是所有
权关系。”②“排他权的创设是资源有效地使用的必要条件。”③ 公有制的财产不妨碍通过设置用益物权
实现财产的资源调配和充分利用 。越南民法典和俄罗斯民法典通过设立国家机构或国有企业的用益物
权，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目标。我国学者为解决这重大难题曾经进行连篇累牍的论争 ，提出过无数的良
方妙药，但仅限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权”问题。正确处理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利用关系无疑是市场
经济中的非常重要因素。但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公益性国有资产也是市场经济
的生产要素，也存在资源稀缺和利用关系的矛盾 ，这些利用关系应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或用益物
权，这需要冲破守旧的传统物权思维 ，高屋建瓴，推陈出新。质言之，应否或如何在国有资产上设置用益
物权是一个必须考究的探求路径 ，是实现公有制与中国物权制度连通的重要接合点 。

三、中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物权法应以满足中国财产和时代发展的实践需求为己任 。 现代财产的膨胀发展，新型财产的
涌现，无形财产的复杂性，原有的财产权体系渐次嬗变，而物权与债权、知识产权的坚固堡垒阻碍了新型
财产权利融入的路径。中国用益物权制度出现此类难以避免的内在冲突 ，完全是偏重守成，忽视创新，
僵化地坚持有体物为物权客体之作祟 。质言之，以私有制为基础构建的民法体系与国有财产和现代财
产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为了在西方大陆法系与中国的私法体系寻求适当的平衡点 ，需要中国民法
典的法律变革来消除这些逻辑冲突 。民法典财产权总则的创设、国家财产权的构建、用益物权的革新和
国家用益物权的确认，都是在物权法维度下探索公有制的法律改革 。当然，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一项重
大的理论系统工程，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但这却是一条合理的探索路径。
在现代财产形式多样化和中国公有制下 ，以传统物权构建中国公有制的财产权制度本身就存在逻
辑上的缺陷，难以诠释中国整体财产制度的实情。“公有制与私法的传统理论在价值层面上存在着难
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存在虽然有目共睹 ，但在法学理论上却缺乏协调的逻辑。”④公
有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不可回避的制度约束，“如何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纳入民事法律规范体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9 至 213 页。
① 〔美〕伯纳德施瓦茨： 《美国法律史（ 中译本） 》，
②
③
④

江必新、梁凤云： 《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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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则是困扰我国物权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 ，也是法学家和立法者烦难的问题”。①“将经济关系直接翻
译成法律语言”，“去伪存真”、“创新发展”乃是构建中国特色物权体系的真谛 。因此，立足公有制，立足
财产发展，鉴别传统与现代的既相交融又相冲突的私法因素 ，斟酌取舍传统物权理论，立新而不标新，创
制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反映时代发展规律的用益物权制度 ，才能发挥推进公有制改革的历史作用 。
事实上，在公有制下的中国物权立法，孙宪忠和尹田先生主张，基于国家所有权在传统物权没有相
应的制度，应将公有财产区分为经营资产和公用物 ，通过设立公法人制度以确立公法人所有权 。② 此种
观点虽然符合传统物权理论的逻辑 ，但只是一厢情愿的理论设计。国家所有权制度固然具有特殊性，但
不应成为用益物权对国有资产利用关系置若罔闻的理由 ，确认公法人所有权无异于削足适履 ，如果放任
公法人任由处置国有资产，国家所有权的利益又如何体现？ 法律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但不是以社会经
济条件适应传统法律。当法律传统不适应社会生活条件时 ，我们应当通过修正僵化的模式，以制定良法
为社会谋福利。我们所做的只能在符合国情下进行渐进式的制度改革 。法律规范国有资产的根本目的
在于社会效益的扩张、资源配置的合理和严重流失的控制。“如果我们考察用以指导正义和规定所有
权的特定的法律，我们仍将得出同一结论。 增进人类的利益是所有这些法律和规章的唯一目的。”③ 公
有制是中国一项绝不动摇的政治制度 ，需要适当改造财产权制度，协调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资
源归属与财产利用之间的关系。用益物权是一种反映社会财产关系的法权形式 。国有资产最主要是在
于如何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得好的问题 ，用益物权制度的科学构建是处理好国有资产利用关系的一项合
理方案。
国有资产存在着归属和利用关系的天然分离 ，这种归属权利和利用权利的构建，也只能在物权法的
视野下才能得到科学、完善的制度安排。追本穷源，一种客体的财产属性决定着相应主体享有财产权的
内容。“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④财产权是一项蕴含着丰富内涵的综合
性权利，是革命、人权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武器，它既可以由私人享有，也可以由法人享有； 既可体现为一
项公权，也能体现为一项私权； 既可由物权法调整，也可由行政法调整，甚至由公私法综合调整。作为私
法鼻祖的罗马法，并没有禁止在公有物上设立财产权 。意大利和瑞士民法典就对公有物和公用物采取
了行政法和民法两个层面进行法律调整 。英美法是以公共信托理论规制国家财产，开创性判例是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 1892 年在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 （ Illinois Central Ｒailroad v． Illinois）
的判决，⑤有学者根据此判例，认为大陆法系的公物制度具有公权和私权的二元产权结构。⑥ 与此相类
似，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应由物权法来诠释 。毕竟，国有资产作为国民经济中的物质支柱，制度设计的第
一环节应是在财产基本法上对其归属和利用关系的主体 、权利与义务做出原则性规定和制度安排 ，并以
此为架构解决其他环节的法律问题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它的来源、构成和处置等制度的设立，才能做
到主次纲目、体系清楚和层次分明。换言之，首先是确认国有资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之后，方能决定由
谁以什么方式监管的法律问题。不认识到这一点，就藐视了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模糊了用益
物权的本质属性，违反了法律调整的基本方法。
物权法确认国家所有权制度是一种立法的客观要求 ，但治理其根本问题，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所有
权实现。物权法的调整对象并不必然限于用于交易的财产 ，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界定可以跳出有体物笼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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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般的束缚，以价值利益的观念性监控国有资产 。发挥国有财产的增值或社会效益，需要使用人在法律
框架内自由使用，排除不必要的干涉，实现资产的有效利用，这在法律上需要确立国家所有权行使主体
与占有、使用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赋予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国有企业法人等主体的财产使
用权，进而调整国有资产的利用关系，从而达到在维护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和保护使用人权利的张力之间
达到平衡。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主体的抽象性 ，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技术，将其公权力主体的权力角色与
使用财产的主体角色相分离，规定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因此，中国物权法应当研究如何确认国有资
产利用关系的用益物权，并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政策选择和制度创新是解决此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
根据国有资产的性质和用途，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
和公益性国有资产，确认这些国有财产利用关系的物权地位 ，是关系到国有资源配置和效益最大化的重
大问题。从物权理论来说，国有资产的归属和利用关系完全可以确认其利用权为国有资产使用权 ，此不
应成为公有制物权法构造的难点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物权编应当设置以国家财产为客体的
用益物权制度，规定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权、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使用权、特许资源占用权。 为避免上级
政府与下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法人因行政管理关系产生财产利用关系的负面影响 ，国家所
有权行使主体在法律上可以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总而言之，构建完善的
中国用益物权体系，应立足中国公有制的社会实践，创建国家财产权制度，构建体系统一、内容完整的用
益物权体系，确认各类国有资产使用权的用益物权类型 ，以有利于增进国家财产的资源调配 、充分利用，
从而最大限度地为社会谋求福祉 。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