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教授谈物权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AE_AA_E6_c122_486042.htm 主持人：亲爱的网

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腾讯网在两会期间的直

播，大家一定记得在去年两会开始之前，大家围绕《物权法

》是否违反了宪法有很多的争议，而且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强

烈的讨论，今天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教授。 张千

帆：大家好。 主持人：有关于《物权法》，我们知道当时有

了这样一个言论之后，有专家学者认为它是有违反于《宪法

》一些规定的，您当时发表了一些文章，觉得这个是不违反

的，经过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您的观点是更确定了。 张千帆

：是，还是原来的观点。《物权法》的宪法问题，说它复杂

也挺复杂，简单也挺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

以来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

他们安全有自由表达自己的言论，所以对于《物权法》里面

的方面表示担忧，这是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应该分为两类，

一类是政治上的言论，一类是法律上的言论，这个问题不是

我们见仁见智的问题，不是谁认为怎么样都可以，而是有一

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对于《物权法》是不是违宪，对于专门

研究宪法的人还是有发言权的。 主持人：您的很多专著里面

写到一些文章，在媒体上面发表，也引起了网友的反响，我

相信这个《物权法》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七次审议

了，今年将再一次提请到两会期间做这种审议，您觉得这部

法律如果出台以后，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于我们非法学的人来讲，不需要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大

家可能觉得《物权法》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切身利益的？ 张

千帆：《物权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物权法》所调整的

是国家公民的财产权，它的重要性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像在

国外，一些基本法一个是《民法》、《行政法》，关于财产

权的是《物权法》。因为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社会主义体制公

有制，对财产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重视，但是改革开放二十

多年来已经非常重视了，你说它是不是直接关注到人的切身

利益，我说是的。 主持人：您来之前，网友在网上已经留的

很多言了，比如第一位网友谈，能不能谈谈《宪法》与《物

权法》之间的关系？ 张千帆：当然可以。我们说《物权法》

是一部基本法，它既是《物权法》，也是一部普通的法律，

你说《物权法》和《宪法》之间的关系就很简单了，也就是

说《宪法》相当于母法，是高位法和低位法之间的关系。《

宪法》当中有规定，比如征用人民财产的时候必须要给予补

偿，他们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但是也倒不是完全从属的关

系，也是进一步延续和发展的关系。 主持人：算是其中某一

个领域的补充部分。 张千帆：对。《宪法》不可能把每一项

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物权法》是对《宪法》某些具体原

则的西化，比如对于补偿问题，究竟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补偿

，《宪法》只是说了给予补偿，但是没有具体说，但是《宪

法》会进一步对它进行明确的规定。 主持人：既然由我们的

网友或者专家学者提出了《物权法》可能会违反《宪法》这

样一个说法，无论它现在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这里还有一

个网友关注到了，《宪法》和《物权法》之间有哪些冲突的

地方呢？比如说他提出的理由，而我《物权法》实际是什么



样的？ 张千帆：目前反对者是基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就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物权法》首先规定了私有财产和共有

财产之间平等，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

保护，宪法当中有四项基本原则规定社会主义，我们国家的

体制是公有制，你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提到同一高度，是

不是走了私有制这种道路，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物权

法》有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他们主要提出是这两个方面。 

主持人：一方面是公司之间的顾虑，还有一个是国有资产的

顾虑。对于你对《宪法》的研究和对于《物权法》的理解，

你认为这个是不成立的。 张千帆：对，我认为这个是违问题

。我们《物权法》时间很长，它经过八年的起草、制定、通

过，本来去年要通过的，但是又出现了波折。在整个过程当

中我们都一直关注着，但是我们都没有提出违宪问题，其实

提出违研的是法理学者，《宪法》确实规定了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国民经济，比如说GDP贡献

，国有部分要占多数，或者要达到某一个比例，这种看法是

很荒唐的，因为这些学家只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但是

他们还有一方面没有注意到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你如果

要实现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把公有制在市场经济进行体现。

所以私有企业可以国有化，国有企业也可以国有化，你没有

办法去维持私有制或者公有制任何一个固定的模式，法律当

中规定一个比例，《宪法》规定社会主义，你把它理解

为50%以上，结果我们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们也理解

国有制已经在下降，这是意味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路都走

错了，所以我们要机械的看待《宪法》、社会主义这一条。 

主持人：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不是按照《物权法》其中的



条款的话，就是罪魁祸首呢？ 张千帆：也不是，《物权法》

通不通过，可能对国有资产本身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物权法》如果实施的比较好，可以对国有资产的流失进行控

制和预防，但是我绝不认为《物权法》通过以后就会加剧国

有资产流失，因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我们制度上存在很多漏

洞。比如国有企业的老板可以把国家的资产转化成自己的资

产，它最终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

实行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制度，马上要开全国人大，大家可以

把这个意见提给全国人大；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如果违反，

或者他选举当选以后没有能够很好的行使自己的智能，我们

知道国家的领导都是从全国或者地方全国人大选举，如果他

们当选以后没有很好履行自己的义务，最后会造成国有资产

的流失，这就说明我们的民主决策机制出了问题，还有我们

的法院能够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如果说法院这个体制

搞不好，也会对国有资产流失束手无策，所以这是由于我们

体制上不完善的地方造成的流失。 主持人：体制上的问题不

能够归罪于《物权法》里面中间规定的一些条款。 张千帆：

对。 主持人：网友问到，您是如何看待《物权法》违宪者经

济发展中的原罪的？ 张千帆：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

像英国国家开始实行圈地运动，让老百姓没有土地，我觉得

这和《物权法》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我刚才提到征地补偿，如果我们可以把征地补偿做到位，

能够给失地的农民或者诚实的拆迁户得到补偿，这些问题就

可以避免了。我们不是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是不可能

的，这不是一个选项，这必须要往前走，也就是说一方面是

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但是要对经济改革当中所出现的问题



予以回应，这就是要从制度上着手。有些经济改革当中所出

现的问题跟经济改革本身没有关系，你必须通过经济法律制

度的改革才行。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网友说，《物权法》中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不是很完善，或者说没有一个

明确的定义，您是怎么认为，而且我认为《物权法》参照《

公司法》认为可以对村委会的决议提出诉讼，我认为不符合

实际？ 张千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特色，也

是1982年所规定的集体所有制，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因

为任何的集体所有制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为

什么那么困难？是因为国有企业是集体所有制，是属于整个

国家所有，但是最后控制这个企业的是某些具体的人。农村

的土地也是这样，土地虽然是属于农民的，但是在调整村民

与村民利益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决策者，所以控制者所行使

的权利是实实在在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村的集体所有

土地的控制者进行比较明确的定义，它的所有权没有什么疑

问，是属于所有的全体村民。比如村子里面女儿外嫁以后，

是不是还要给她分地，这些都非常模糊，但是当地由谁对这

块土地进行决策，是很实际的问题，这个决策者没有太多选

择，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村委会。这是后来1998年实行了

村民自治，就是村委会调整土地的时候由他来进行决策。村

委会的决策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地方的势力，家族的势力，

乡镇的干预等等。无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没有可以向村

委会提出诉讼的规定。现在目前在民事诉讼把它作为社团组

织进行行政诉讼，在法理上存在问题。因为只有两条路都有

法理上的疑问；我个人认为有法律上的控制，要比没有法律

上的控制更好。 主持人：我们网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提



问，这里又有一位网友说，中国违宪的审查制度是否已经建

立，基本情况怎么样？ 张千帆：这个问题要看从哪个角度来

理解，理论上建立了，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可以

撤销和《宪法》相抵触的法，但是实际上人大常委会还没有

行使这个权利，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主持人：目

前的观念是不是大家只是完全的必须要遵从《宪法》，它的

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其它法律服从于《宪法》。 张千帆

：对，《宪法》是最高的法。每部《宪法》都说依据《宪法

》制订本法，但是他之中的规定会不会有冲突呢，这是完全

有可能的，你就必须有一个机制解决这种冲突，做出权威的

判决说到底有没有违宪。近年来全国人大也设法通过一些措

施完善这个机制，比如说05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备案审查

室，也就是说要求有关的法律规范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那里

备案，假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发工委会仔细研读法律法规

，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违研，目前对它的具体运作如何还

没有明确的审查制度。 主持人：这里还有一个网友继续关注

农村经济的问题，他说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可以按照企业改制

的方式进行做呢？ 张千帆：可以，它可以进行等价交换，这

个前提下它和国有企业之间我看不到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但

是农村的土地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毕竟对土地的征用程序

和补偿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落实都不是很到位。比如现

在国家也好，地方的政权也好，把土地征收了，农民没有土

地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它的使用是私

人的，这种体制可能还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像国有

企业这样说卖就卖。 主持人：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像公司

之前的转换，您在文章里提到了公正的补偿和公正利益，这



方面怎么理解呢？因为对于《物权法》当中的一些规定，这

个概念非常模糊，说合理的补偿，这个合理怎么界定呢，这

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具体的把它做更好的持续规定，或者还是

把它细化呢？ 张千帆：《物权法》是补充的作用。《物权法

》征用的时候只是说给予补偿，但是怎么补偿没有说，所以

《宪法》说的补偿是什么，《物权法》做了补偿。比如要征

收农民的一块地，一般是根据前三年的产量乘上收入，最高

乘上三十，因为承包期限是三十年，也就是说我给你三十年

的收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地收回了。像农民有可能前三年

种的是菜，近两年种的是果树，如果根据产量乘上三十倍就

不行了。所以目前法律上有规定的要根据规定补偿，没有规

定的要进行合理的补偿。因为在我们国家社会关系当中，政

府还是一个强势群体，被征地的农民还是弱势的群体，他能

不能得到合理的筹码，这都是很有疑问的，所以要对合理补

偿进一步的明确。这个在国外也是很公正的，就是你这块地

到市场上拍卖会得到什么价，政府征用的时候必须给征地者

一个价格。中国要实施这样的制度有时候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市场经济没有建立起来，你

说他这块地的市价到底是多少有时候说不清楚。比如这块地

是农地，以后上面盖厂房或者商业开发，它很可能差几十倍

还末十几倍，你到底根据哪一个市价差别非常大，所以这方

面需要我们国家有创造性的解决。 主持人：在外国的《宪法

》中如何规定《财产权》等的内容？ 张千帆：国外很简单，

比如说美国大部分财产都是私有财产，当然土地有的可以例

外，像美国政府要征用私人的地要按照市价给予补偿。我们

国家对于动产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土地规定是公有制



，其它东西，包括土地上面的附着物，房屋、其它财产、银

行的储蓄等等，这些东西《宪法》很少规定对它进行保护。

我想比较复杂的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问题，这

些都是所谓集体所有的。 主持人：私人控制和管理。 张千帆

：对，这样就出现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的，利益冲突

，国外也有很多这种矛盾？ 主持人：他们怎么解决？ 张千帆

：他们法律比较发达，一般是通过法律解决。哪怕私有公司

，也有董事会和总裁之间的矛盾，他们首先还要考虑公司的

解决发展。这个国家无论是谁，立法者也好，司法者也好，

制定的规则必须符合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目前法律还不够

健全，另外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国外没有的。 主

持人：就《物权法》问题本身，像国外他有没有一部专门规

定《物权法》的法律，是我们领先于他们，还是走在了前列

，我们有哪些借鉴他们的？ 张千帆：国外都有非常完备的财

产法的体制，我们所说的国外是西方的美国、欧洲的社会，

他作为私法首先发展起来，是调整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

像合同法、公司法、侵权法，比如财产法要通过国家的立法

或者司法机构进行解决，这些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已经定型了

，有些国家可能没有一部所谓的《物权法》或者《财产法》

，但是他的法律规则非常明确，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法院发

展了判例，这些判例能够很好的解决《物权法》的冲突。像

美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个普通法系的国家，很多地方

、很多州没有成文的规定（成文：立法机构制订的《物权法

》），他的民法、《刑法》也是各州自己，英国的情况我不

是很清楚，但是他也是普通法国家，但是可以肯定《物权法

》在那里已经发展的非常发达了，我们可以借鉴的是成文法



律条文的规定，你把德国的《物权法》下载下来比较一下就

可以。你要真正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了解，就要看看他们的判

例，判例是真正体现怎么实施《物权法》。 主持人：即将出

台的《物权法》，它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它是不是拿到国外

去，国外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法律沿用呢？ 张千帆：每个国家

都有每个国家的特点，像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但是

国外就可能没有像我们的集体国有制。 主持人：这里有一位

网友提问三个问题，《宪法》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你是如

何评价最新出台的《物权法》，今年是否有望通过？ 张千帆

：《宪法》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比如言论

自由，人身自由，还有是财产权，经济活动自由，财产权到

了04年修宪的时候也放进去了，最基本的规定是尊重普通人

权；中国和国外《宪法》规定上来说完全衔接起来，这是第

一个问题；当然为了保障基本权利，你必须要设计一套合理

的国家制度，如果光把法律写在《宪法》当中没有什么用途

，你必须要落实才行。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新出

台的《物权法》草案，今年是否有望通过，大家已经把焦点

聚集在那里了？ 张千帆：《物权法》制定了八年我想应该通

过了。像《宪法》我们没有反对意见吗，不可能的。每个人

都有心目当中理想的《宪法》或者《物权法》，真正制定出

来的法未必与你心目当中所想的完全吻合。 主持人：就是尽

可能在修改当中平和当中的利益，为生产、生活带来一些促

进和好处。 张千帆：对，一方面尽可能一步到位，就是说你

现在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制定《物权法》，就要让它尽可能符

合绝大多数的利益，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如此，我

也没有发言权，我想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物权法》以后的实



施，看它实施的效果怎么样，在实施当中会挖掘很多问题。

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出，目前怎么样实施宪法，一般的国家要

实施《宪法》要有专门的法院或者普通的法院才行，我们国

家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做。如果立法者明明知道

它是违宪的也不可能通过。 主持人：其实很多民众，尤其早

前期对于《物权法》修改的时候，尤其房地产这一块的争议

比较大，比如买了房子以后如何保证业主的利益，这方面《

物权法》是如何规定的？ 张千帆：《物权法》对于房屋所有

人，也就是说业主的权力进行了规定，某种意义上也是业主

自治，因为我们现在规定了村民自治，但是城市的居委会虽

然也是一种自治，但是没有像村委会那样明确的去规定它的

选举机制，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诚实的自治滞后

于农村的自治。现在城市发展以后，业主和小区的物业方方

面面的关系出现了矛盾的，怎么样调整这个矛盾也是《物权

法》所调控的一个范围，这也是关注网友切身利益的一个方

面，在这个方面如果做得比较完善一些，会大大增进城市的

社会和谐。 主持人：今天网友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踊跃在

网上提了不少问题，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想问一下农村宅基

地的交易问题？ 张千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目前我也听

说了一些关于宅基地的问题，因为有些农村倾向于把宅基地

划的很大，宅基地其实也不是农村的，但是他要比承包地更

多的属于私有，一般农村农村人民宅基地是自己的地，甚至

有的想多要一点地，有的甚至和城市居民进行交易，目前我

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认识，也就是说这种交易会引发

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会不会导致某些人所忧虑的土地的兼并

；宅基地同样也是这样，比如把你的地卖给我，到城里打工



，后来回来以后结果没有地了。 主持人：针对于您对《物权

法》的研究和《宪法》之间的比较，您觉得《物权法》新出

台以后，我们还可以更多关注其它哪些方面？ 张千帆：最重

要的还是《物权法》的实施，而不是它目前的这些规定，但

是这些东西也要讨论，目前探讨比较说的是怎么样真正落实

《物权法》。 主持人：不能让他流于形式。 张千帆：无论你

规定的好也好，糟也好。 主持人：落实的责任在哪一方？ 张

千帆：当私人和私人出现争执，或者企业和企业或者企业和

他主管单位发生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法进行解决。

比如司法改革，这是会直接涉及到《物权法》落实的怎么样

，但是《物权法》又很难对司法制度做出更好的调整。 主持

人：《宪法》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张

千帆：《宪法》当中研究的问题太多了。 主持人：您可以简

单列举几个。 张千帆：目前和《物权法》最有关系的是补偿

问题，还有一个是征用程序的问题，补偿问题要落实所谓的

公正补偿，这方面《物权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一方面规

定了征地的补偿，比如农民征地三十倍的问题，可能会和《

宪法》所要求的公正补偿发生了冲突，所以我们要对这些问

题探讨清楚。尤其在中国背景下，怎么样妥善调整被征地者

和征地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保证公民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调整好，一方面社会要发展，有很多的

商业或者工业开发，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保证落实群体的利益；另外一个方面你怎么样征用，

征用给多少补偿，这在国外都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大多数

的国家都要通过一个立法机构去决定，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要

征用这块地，就由这个地方的议会决定。比如北京市要征用



，必须要由北京市人大决定到底在什么地方征多少地，给多

少补偿。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市政府拍板征地，如果征用程序

要经过人大的话，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有那

么争论，因为那些人很关心自己的房子会不会被国家征用，

所以很多人提意见这是非常正常的，人大能够保证这些人的

意见得到充分的考虑，最后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在这些

方面我想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主持人：好，我们

也不停的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法律；有位网友说，你用西方

理论研究中国公法问题应该注意什么，目前位置中国公法的

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 张千帆：是的，我想他可能是专门学

法学的学生，这些问题都很好。 主持人：我们就谈最后一个

问题吧。 张千帆：怎么样在中国做公法研究，我个人也未必

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理论

都是从国外来的，我们整个司法传统非常薄弱，从什么地方

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公法学的基础，必然会在很多地方借鉴国

外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整个借用过程当中，我们大

的原则是要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要争取能够做第一线的调

查，我个人这方面做得也非常不够。你要看很多的报告，而

不是从理论道理论，这对中国的公法发展没有什么意义，因

为中国的公法要必须为中国服务，必须真正处理中国的《宪

法》问题。至于中国哪些公法做得比较好，我认为中国行政

法进步比较快，89年规定了行政诉讼。《宪法》没有进入诉

讼，没有直接被运用到社会的实际，这样对宪法学在中国的

发展产生了障碍。怎么样做宪法的研究，怎么样来理解中国

目前这部《宪法》这就回到开始提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宪

法》从1982年制定以后，经过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当



中中国发展非常大，《宪法》经过了四次修正，尤其最近修

正加入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尊重人权，所以《宪法》也在不

断的进化，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进化或者以与时俱进的思路

理解我们的《宪法》，就要把握《宪法》在进化过程当中的

发展方向，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到底是什么？我想无法

是《宪法》当中规定的民主原则，和它相关的还有一个是平

等，当然平等和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宪法》一开

始33条也规定了平等原则，后面还加入了法制的原则，就是

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我想这些是《宪法》一个基本的精神

。如果《物权法》没有违反这些基本原则，就不能说《物权

法》是违宪的。 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请您过来，而且您也

谈到很多方面，对于网友的方面也做了很好的解答，再一次

感谢您，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您过来谈《物权法》或者有关

《宪法》方面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聊的意犹未尽

，张教授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发言权和话题，以后希望我们

的平台转载您的文章，让网友看到您的问题。 张千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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