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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特定集体主体对特定农村土地排他性支配的物权，其权利主体和权利
客体的特定必须借助登记制度加以实现。现行法律规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三级所有的规定，违背了
所有权平等和物权特定的基本原则，应确定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在权利客体方面，
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界分标准不清、 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土地界限因主体存在隶属关系而呈现下级客
体包含于上级客体的混乱，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界分应遵循宪法精神和法律逻辑，集体之间的
所有权界线以村集体之间的现状为准；应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制登记制度，以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特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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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公有的社会制度下，我国宪法框架内的
土地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从物权原
理角度，国家所有的土地与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是特
定的民事主体对特定的土地客体享有的排他性权
利，国家具有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特殊权
利主体的双重身份，国家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
收并非是国家的民事权利高于集体的民事权利或
国家所有权吸收集体所有权，而是国家基于公共利
益行使公法上权力的结果。 因此，无论是国有土地
还是集体所有土地都应当遵循物权特定的基本原
则。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特定原则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特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一定范围内的农村土地归属于特定的“集体”组织。
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
集体”包括乡（镇）农民集
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三种组织。 由于现
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组织构造并不完
全符合私法上民事主体品性，一定范围的农村土地
与特定农民集体之间的排他支配关系并未真正建

訛
立起来，譹
使得具体由哪个组织主体以什么形式及
程序行使所有权在法律上无法明确界定。 因此，现
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与物权特定原则不符之
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三类不同范围的集体之间的政治组织功
能与所有权功能相互混同，使得“
一物”之上不能真
正实现只有“
一权”。“
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
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产物,其创制之初未遵循法律制
訛
度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譺
，乡（镇）属于一级政权，其
所有权功能事实上已经被政治组织功能所替代，真
正的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事实上已经极少
存在了，村集体与村内集体的关系事实上也只是一
种层级和隶属关系。政治组织的运行机制已经在客
观上渗入到所有权行使当中， 由此导致乡 （镇）集
体、村集体、村内集体之间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所
有权，由于政治组织功能的渗透而演变为不同层级
的所有权， 一物之上往往反映了多个主体的意志，
背离了一物一权和所有权平等的物权法基本原则。
其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与集体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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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使主体不一致，导致实践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主
体实质上的不特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作为特定
的民事主体，对外应当具有意思自治机构和意志执
行机构，对内应当按照相应的章程和规则体现集体
訛
成员的意志和保障成员的利益。 譹
实践中由村民委
员会和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做法，并不
符合团体组织民事权利表达和行使的要求，未能真
实反映集体组织成员的意志和利益，集体土地所有
权的主体本质上并未实际特定甚至处于缺失状态。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可更改的制度背景下，只
有按照私法权利主体的本质特性来构造完善集体
土地所有权主体，才能实现集体土地物权应有的民
事财产利益，也才能彰显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特定主
体对特定农村土地的排他性支配利益。 为此，应当
就“集体”这一主体从外部形式与内部意思表达机
制两方面进行改革完善。
就“集体”的外部形式来讲，笔者认为，应确定
与村民委员会范围相对应的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褪去乡（镇）农民集体和村
内农民集体（村民小组）也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訛
主体的规定。 譺
主要理由是：第一，农村土地归乡
（镇）农民集体所有的情形在现实中极少存在，即使
存在也不具有普遍性。对于那些仍然用于农业用途
的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可以在厘清土地权属
訛
历史来源的基础上登记确认为相应村集体所有；譻
对于已用于建设用地的，在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
设用地同等入市的改革背景下，通过土地用途管制
和规划的方式处理后登记确权给相应村集体，并由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给国家与相应村集体支付相关
税费。从而达到既整合特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
体，又尊重和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物权支
配利益。 第二，村集体与村内集体天然的具有隶属
关系，历史上形成的大队集体以自治上级的身份对
小队集体所有权行使的剥夺和干涉，仍然延续反映
在现实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的关系中，这种关
訛
系显然与一物一权和所有权平等原则不符。 譼
第
三，在村内的不同村民小组之间，土地用益物权人
互换土地的现象较为常见，如果保留村内集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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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组）所有权主体，将导致用益物权超越所有权
的混乱。第四，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现状看，发包人一
般是代行村集体组织所有权的村民委员会，而且村
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有村民委员会代表机制移植
改造的制度基础，村民小组在集体意志表达方面则
无任何可供借鉴的制度资源。
就
“集体”内部的意思形成机制讲，其根本宗旨
是赋予集体组织意思自治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集
体法人民事权利主体，集体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必须
訛
脱离政治色彩，成为纯粹经济组织体。 譽
可以考虑
制定《农村集体组织法》类似的法律，结合农村以
“
户”为单位的客观实际，由“户”以抽象平等的形式
行使成员权利。 以类似“土地合作社”、“
经济合作
社”等名称自下而上构建集体组织，以与基层自治
组织相区别为原则。成员行使所有权必须通过集体
组织，以自治章程为基础设立意思决策机关、决策
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 形成健全的法人治理机制。
在集体决策机关或执行机关的决定和行为违反法
律或自治章程规定时、或存在侵犯集体成员利益的
情形，应当有针对性设计相应的司法救济规则。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特定原则

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特定主要涉及两个面向
的问题，其一，集体所有权的土地与国家所有权的
土地范围区分认定；其二，不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訛
界限划分。 譾
对于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认定问
题，不仅仅是地表和土地空间的界限划分，还涉及
到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认定，同时还必
须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土地与法律意义
上的土地之间的关联与区别。
（一）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认定
1.与自然资源关联土地的所有权认定
根据《宪法》第 9 条和《物权法》第 46、48 条规
定，矿藏、海域、水流只能专属于国家所有，但承载
这些资源的土地不一定都是国家所有。 因此，在认
定承载了矿藏、海域、水流资源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还是集体所有时，必须结合该类土地的自然属性
与法律属性进行判定。
就矿藏资源讲，虽然矿藏都存在于一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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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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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但矿藏与土地具有价值可以分别实现的法律
属性，因此，承载着矿藏的土地所有权既可以属于
国家所有也可以属于集体所有，只是国家在矿藏上
设定探矿权、采矿权用益物权而必须占用集体土地
时， 应当依法通过行使公法上的权力进行征收、征
用。这样的情形说明，矿藏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
对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及城市郊区土地归集
体所有的划分不会产生影响。
水流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自然资源，其价值的
实现可以通过取水权、水面养殖权等用益物权设定
方式独立于相对应的土地，同时，水流资源与以发
电、饮水、灌溉用途为主的水利设施，既有自然属性
上的关联，更在法律属性方面存在本质区别。所以，
水流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对相应土地及其水利
工程设施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 以城市与农村、
城市郊区进行划分也不会产生影响。
至于海域，鉴于其构成的自然属性与其价值实
现的法律属性的一体化，加之海域与城市、农村的
划分无对应关联，因此，海域对应的土地应一律属
于国家所有。
此外，以森林为典型的自然资源既可属于国家
所有，也可属于集体所有，由于森林资源价值实现
与土地不可分离，故森林资源所有权与对应土地所
有权主体是一致的。
2.与城市、农村、城市郊区对应土地所有权的
认定
依据《宪法》第 10 条、《物权法》第 47 条的规
定，城市的土地一律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
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
有。前述规定是我国土地国家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
划分的基础性规范，这一看似明晰的规范仍有如下
问题应予特定。
其一，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如何界定？城、乡二
元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存在，我国法律尚
未对“城市”与“农村”进行明确定义，对城、乡划分
的认识主要还是建立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聚居
訛
功能、农业与非农业生产功能区分对应基础上。 譹
这
种通识角度划分的城、乡并不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法
律意义，从所有权法律制度上界定城市土地与农村
土地必须与宪法精神和法律逻辑相契合。 首先，国
家所有权意义上的城市土地是指 《城乡规划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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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城市、镇的建成区。 其次，虽然属于城市、镇
的规划区，但尚未被国家征收并且由特定农民集体
支配的土地，仍然属于农村集体土地。 因此，“城中
村”的土地不能通过强行改变农民身份或撤消集体
訛
建制的方式转变为国家所有。 譺
再次，根据《宪法》
第 10 条城市范围外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权
訛
凡是法律规定国家所有和城市、镇
利推定原则， 譻
的建成区以外的土地都应当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其二，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并非一律属于集
体所有，那么“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
市郊区的土地”主要指哪些土地呢？ 依据《宪法》和
《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位于农村和城市郊区范围内
但应当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主要包括：历史形成的
国有农场范围内的土地；历史形成或通过国家征收
用于铁路、公路、电力、电信、水利、油气管道等国有
基础设施的土地；历史形成或通过国家征收用于国
防建设的土地；历史形成或通过征收土地进行考古
发现的文物遗址占用的土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范围
内的土地；森林等与土地不可分割的国家所有的自
然资源占用的土地。
（二）不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界限划分
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由生产队、生产大
队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土地所有权客体演变形成的，
正如本文前述分析，现行集体土地由村内集体(村
民小组)、村集体、乡(镇) 集体所有的规定，与所有
权平等原则相悖，未能反映一物一权，导致农村一
定范围土地客体的权利主体难以特定，因此应当确
定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在
此前提下，不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客体界限只需维
持村与村之间的现状即可，因为村内集体的土地本
身就处于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所需解决的问
题只有两个，一是将仍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少部
分土地按照其历史由来划回对应的村集体；二是通
过登记的技术手段将村集体范围内土地界限的现
状登记到村集体的名下。
三、登记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特定原则

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同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一
个显著特征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性，不
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在自然形态上是没有空间界
线区分的。 也即是说，特定区域的农村土地属于特
定集体所有不可能依据土地客体的空间维度来确

譹傅鼑生：《
訛
“
入城”集体土地之归属 ——
—
“
城中村”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宪法问题》，《政治与法律》2010 年
第 12 期。
訛同譹
譺
訛。
訛袁震：《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范围的确定》，《河北法学》2012 年第 11 期。
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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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能借助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技术，将没有边际
的土地以测绘数据或一定参照物，记载在不动产登
訛
记簿上反映所有权客体的具体界线。 譹
因此，登记
是一定区域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由特定集体排他支
配的必要基础性制度，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设定用益
物权的前提，也是集体土地财产利益实现的基本保
障。
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建立起集体土地
所有权强制性登记制度。 虽然《土地管理法》第 11
条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登
记确权， 但该条规范意旨并非是强制性的。 《物权
法》的不动产登记规定，主要意义在于从登记对不
动产变动具有何种效力进行规范，没有涉及集体土
地所有权是否应当进行登记。 最近实施的《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第 5 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依照
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但该法规的规范对象主要是
登记行为和登记信息共享、保护。 对集体土地包括
所有权登记较具体详细规定的是，2011 年国土资
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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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1〕60 号），且不论该文件的效力如何，仅就文
件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的，如“对于村民小组
组织机构不健全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为申请登
记、保管土地权利证书”，“没有乡(镇)农民集体经
济组织的，乡(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乡(镇)政府代
管。 在办理土地确权登记手续时，由农民集体所有
权主体代表申请办理。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要求和
形式，可以由各省（区、市）根据本地有关规定和实
际情况依法确定”。 这些意见来看，与物权特定、所
有权平等的法律原则是相悖的，具体理由已于上文
分析。
据此，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权利主体多元
化的物权，必须通过登记制度予以特定后与物权构
造的原理制度相吻合。未来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出
台相关政策时，一是应当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制
登记的规则， 强制性主要包括所有权登记法定、登
訛
记效力法定、违反登记的法律后果法定。 譺
二是将
村集体确定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主体。

On the certain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ight
GUO Zhonghao
Abstr act: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s an ownership right of property by which particular collective
subjects have exclusive control of certain rural land.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 certain rights ought to be
realized with the help of registration system. Regulations of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o be shared among
three different subjects in current laws violates the basic principle that all ownership rights are equal and
property rights are specific. Village collectiv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sole subjects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ight. Compulsory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igh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pecify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ight.
Key words: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specific principles; particular subject; particular object;
regis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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