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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权处分的认定
石冠彬
（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要： 无权处分指处分人无权针对特定标的物实施的可能导致物权变动的处分行为，其内涵包含
了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在内。无权处分的认定关键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存在瑕疵，所有权人处
摘

分自己的财产亦可构成无权处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应当扩大解释
为“无处分权的人处分存在他人排他性权利的财产”。无权处分的认定还应当区别于无因管理、无权代
理等民事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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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无权处分涉及物权变动模式、意思表示、缔约过失、善意取得、瑕疵担保、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无因
［1］
管理等诸多民法基本理论与重要制度 ，可谓困扰学界数十年 。它是联系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一座具体
［2］

法规性桥梁，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

。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无权处分进行了规定 ① ，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
久的学界争论。诚如有学者所言： “自《合同法 》颁行以来，该规定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引起
［3］
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但若加以仔细分析，可发现学界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无权处分所涉合同的效力
展开 ② ，并对无权处分的认定产生了一定争议 ③ ，但对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能否构成无权处分尚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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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合同法》之前，我国仅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或者批复形式就出卖他人之物、处分共有之物的效力加以规定，且均直接

认定合同无效，参见奚晓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版，第 84—86 页； 参见刘德
权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 一）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 页。
②

有不少论者曾明确指出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是学界关于无权处分争论的焦点所在，如“自《合同法》公布实施以来，无权处分行

为效力问题便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叶金强： “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模式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 年秋季号，第 90 页） “《合
同法》第五十一条确立了无权处分制度以后，对于无权处分的效力，在理论上与实务中存在着极大的争议。”（ 王利明等： “2001 年民商法
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2 年第 1 期） “此规定出台后，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学界众说纷纭。”（ 龚赛红、于海旭： “再论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 年第 6 期）
③

由于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理解的分歧，学界对于出卖共有物、出卖他人之物等无权处分的典型情形是否属于无权处分都发

生了一定的争议。出卖共有物属于无权处分的观点，参见刘贵祥： 《论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调———以私卖夫妻共有房屋时买
受人的保护为中心》，载《法学家》2011 年第 5 期； 参见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上卷》（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37
页。出卖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出卖他人之物属于无权处分，参见梁慧星： 《物权变动与无权处分》，载王利明主编： 《民商法理论争议
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 页。出卖他人之物不属于无权处分，参见彭贵： “出卖他人职务买卖契约的
效力分析———兼析《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适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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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论证，对于无权处分与无因管理、无权代理的区分也仅停留在表面，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文着力于从司法实务视角通过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围绕“如何对无权处分予以定性 （ 即如何理解
此处“处分”的内涵） ”、“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能否构成无权处分”、“如何从制度层面区分无权处分
与无因管理及无权代理”三个问题对如何认定无权处分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期能对无权处分问题的理
论研究与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二、无权处分的定性
现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明文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
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就此，学界展开了对什么是无权处分的争论 ： 有学者直接将
［4］

上述法律规则界定为无权处分

，显然这并未说明何为无权处分。纵观学者们关于何为无权处分的论

述，可以发现存在分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 第一，无权处分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 第二，无权处分仅
指签订合同的债权行为还是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 ，抑或是包含了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和物权
变动结果本身在内的行为。
针对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无权处分是指非所有人或无权处分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事
［5］
实行为”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首先，从处分权能的来源而言，我国现行《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将其明文规定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有学者将处分权能界定为“就是所有权人对其动产或者不动产进行消费和转让
［6］

的权利”，消费自然是指事实上的处分，转让则指法律上的处分

。 显然，无权处分不同于消费等这类

事实行为。其次，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核心区别在于法律行为中若无当事人
相应的意思表示则不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在无权处分中，无权处分人若无处分的意思表示，则无权
处分行为也即不存在。是故，无权处分在行为属性上属于法律行为 ，理应属于一个不存在任何争议的结
论 ①。
针对第二个问题，王利明教授曾撰文指出“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
［7］
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 ” 。 换言之，无权处分指“非为财产所有权人或未取得权利人授权，却
［8］
以自己名义对该项财产进行法律上处分 ，从而实施的债权合同行为 ” 。 概言之，有观点将无权处分行

为等同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债权行为 ，从物权变动的视角而言，即无权处分指物权变动的原因行
为。此外，物权行为论者则认为无权处分中的“处分 ”应当限定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 ”，即德国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物权行为 。笔者认为，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的内涵包括了“引发物权变动效果
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结果”在内，无权处分中的“处分”应当理解为广义上的处分，也即法律上的
处分②。之所以持这样的见解，主要在于对日常用语习惯的尊重，因为甚至在司法活动的专业语境中，
“行为人张三出卖李四所有之物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这样的表述显然是包含了“行为人与第三人形成
了买卖合同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第三人 ”这样两层意思在内的。 因此，不论我国现行立法是否承认
物权行为的概念③，无权处分都应当作为一项包含“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 ”和“物权变动结果本身 ”
这样两个层次的内涵在内，应当将其作为一项制度予以整体性把握 。

①

事实上，在关于无权处分是否包含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在内的争论中，所有论者的默认前提即无权处分在行为性质上应

归属于法律行为。
广义的处分和狭义的处分的论述，参见王泽鉴： 《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王泽鉴： 《民法
② 关于处分可分为最广义的处分、
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四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6 页； 王利明：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 年
第 10 期； 曹瑛辉：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 年第 2 期。
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已经采纳了德国的物权行为
③ 我国学界通说观点主张我国现行立法并未采纳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
理论。此外，亦有论者认为“物权行为独立性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承认债权、物权两分体系必然导致
对物权行为的承认”，从而主张我国采纳的是有因性物权行为理论，也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本质上即有因性物权行为理论，
对此笔者颇为赞同。参见洪霞： “我国现行立法与物权行为的关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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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必须加以明确的是问题就是无权处分必须有可能引发物权的变动结果 ，否则
不能被界定为无权处分，因为不论是狭义层面还是广义层面的“法律上的处分 ”都包含了“直接引发物
权变动行为”的内涵在内。是故，无权出租他人之物的行为并不属于《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所说的无权
处分，因为其不可能涉及物权变动法律后果 ①。
综上所述，无权处分属于法律行为，其必须有导致物权变动的可能性，应当作为一项制度对其加以
把握，也即无权处分的内涵包含了“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结果”在内。
三、“处分他人财产”的释义及其展开
或许是基于《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立法表述，通说观点认为所谓无
［9］

权处分即指没有处分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的财产的行为

。 但传统民法理论对于处分人与

处分标的物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所有权人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存在构成无权处分的可能性 ，因
［10］
为“判断是否属于无权处分，以处分人是否享有对标的物的合法处分权为已足 ” 。

具体而言，可从理论层面与现有法律规定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而言，诚如前述，从处
分权能的属性而言，其属于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我国《物权法 》第三十九条明文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据此可知，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之物行
使处分权时必须“依法”，若所有权人没有依法进行处分，理论上是存在构成无权处分的可能性的。 其
次，
从现行立法而言，“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不表明无权处分只能针对他人财产 ，这样的解释
结论将造成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周延 ，因为无权处分的本质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存在瑕疵 。因此，“无处
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应当扩大解释为“无处分权的人处分存在他人排他性权利的财产 ”。 诚如王利
［11］
明教授所言，“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之人实施的处分他人权利的法律行为 ” ，也就是一个处分行为

之所以被定性为无权处分行为关键在于其侵犯了存在于被处分标的物之上特定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
且该合法权益并不限于标的物的所有权 ，亦包含设定于被处分标的物之上的诸如抵押等他物权的民事
权益。即使《合同法》立法者当时并未意识到所有权人处分自己所有的财产也可能构成无权处分 ，理论
实务界也均应当站在客观的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对存在瑕疵的法律规范通过补正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
漏洞，而不应当总归责于法律规范本身的不合理性 ，为了捍卫法律是正义的文字表述的信仰，必须穷尽
［12］

解释方法使法律适用结论公平合理

。

具体到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是否存在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可能构成无权处分的问题而言 ，笔
者认为结论也应当是肯定的。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当属《物权法 》第一百九十一条② 所规定的抵押人在
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处分抵押物的情形 ，若抵押权实现条件成就，则抵押权人有权主张抵押权实
现条件成就之前抵押人处分抵押物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 。原因在于当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仍享有抵押权
时，抵押权人理应有权限制抵押人行使其对抵押物的处分权能 ，因为抵押权与所有权均属于物权，当所
有权人对自己所有之物的处分权受限于第三人抵押权时 ，理应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换言之，抵押人若未
经抵押权人的同意处分抵押物，该行为违反了《物权法 》第 191 条对抵押人所有权所作出的限制规定，
理应理解为无权处分，并按照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相应规则分析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物的法律后
［13］

果

。这样的解释结论一方面符合《物权法 》对所有权权能需要“依法 ”行使的规定、在理论上符合物

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所言的无权处分的观点，可参见田韶华、包雯： “论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合
① 认为出租他人之物，
同及其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再探讨”，载《法学家》2002 年第 2 期。
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
② 《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抵押期间，
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
得转让抵押财产，但是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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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等性的原则，同时充分保护了第三人权益、维护了交易安全，也体现了对所有权人的尊重与保护 ①。
与“所有权人处分自己所有之物是否可能构成无权处分 ”相对应的问题就是“处分他人之物是否一
定构成无权处分”，诚如前述，认定无权处分的关键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存在瑕疵，与处分人是否是所
有权人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若处分人处分他人之物存在法律上的依据 ，则该处分行为并不必然属于
无权处分。首先，第三人处分他人之物的行为可能源于所有权人的授权，如根据我国《物权法 》第二百
一十七条的规定②，可知在承诺转质情形中质权人设定转质权的行为属有权处分 ，即质权人在经过出质
［14］
人同意的情况下，其在质物上再次设定新的质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属于有权处分 。 其次，在连环买
卖的场景，出卖人若将尚未受领的标的物再出卖于他人 ，此时若该买卖标的物是种类物的，通说认定此
时出卖人拥有处分权，即使在买卖标的物是特定物的连环买卖中 ，尚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的转
［15］
卖行为也宜认定为有权处分 。举例而言，甲向乙订购一批货物，在甲尚未收到货物之时，甲与丙签订
了买卖合同，此时的甲尚未取得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 ，但在买卖标的物上其确实享有一个可以对抗现所
有权人（ 本案中即乙） 所有权的债权请求权（ 或可称之为预期所有权） 。是故，此时尚未取得买卖标的物
所有权的买受人甲针对买卖标的物的处分行为相对于所有权人乙而言自然应属有权处分 。
综上所述，无权处分认定的关键在于处分人的处分权存在瑕疵 ，而与处分人对其所处分标的物是否
享有所有权并无必然联系，也即处分人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无权处分 ，而处分他人财产则
有可能并不属于无权处分，但可以确定的是无权处分必然涉及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因此，无权处分
理应包含以下两种典型的情形在内 ： 1． 出卖他人之物，即出卖人在未经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人之
物予以出卖的行为，将他人财产抵押或者质押则因为相当于附条件的出卖他人之物 ，亦属无权处分； 2．
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物，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对共有的处分要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对按份共有物的
处分需经 2 /3 以上的按份共有人的同意，此即法律对共有人何时享有处分权的规定 ，故共有人若不按此
规定出卖共有物的，其处分权自然存在瑕疵，理应认定为无权处分③。 当然，未依法出质共有物或者抵
押共有物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无权处分 。
四、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无因管理的区分
司法实务中对无权处分的界定，除需要以“处分权存在瑕疵 ”这一标准来对无权处分的内涵加以更
为深刻的认识之外，还必须从制度层面的宏观视角将无权处分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加以区分和协调 ，纵
观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与无权处分最难区分的当属无权代理与无因管理制度 。
对于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区别 ，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的区别就在于以
谁的名义进行民事法律活动，如有学者就认为“虽然无权代理和狭义上的无权处分都是未经授权而对
他人事物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为都属于广义上的‘无权处分’范畴，但从操作过程来看，二者有其显著
的不同： 在无权代理中，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交易 ； 而在无权处分中，无权处分人是以自己的
［16］
名义对标的物进行处分” 。王利明先生也认为“由于此种区别导致了无权代理人、无权处分人与相对
［17］

人所订立的合同中的主体是不同的 ” 。同时，王利明先生认为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在如何保护相对
人的法律后果上也存在区别，前者通过是否符合表见代理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者则通过是否符合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相对人的权益［18］。但笔者认为这属于无权代理与
①

限于篇幅，就“抵押人在主债务存续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处分抵押物属于无权处分”的问题，笔者已另行撰文《论抵押物出

资》加以探讨。
未经出质人同意转质，造成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向出质人承
② 《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
担赔偿责任。”
参见刘贵祥： “论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调———以私卖夫妻共有房屋时买受人的保护为中心”，载
③ 相同观点及论述，
《法学家》2011 年第 5 期； 参见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上卷》（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37 页； 参见温世扬，丁文：
“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兼评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 参见金成： “我国合同法上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载《当代法学》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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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处分这两个行为在法律后果上的区别 ，并不能作为区分一个行为究竟是无权处分还是无权代理的
依据，否则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因为只有先确定行为的性质才能判定适用何种具体的法律规则 。 此外，
根据行为人实施行为以谁的名义并不一定能全然区分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 ，持该论点的学者们或许忽
略了间接代理的存在，我国《合同法》在第四百零二、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了间接代理制度 （ 也即隐名代理
制度） ，间接代理中代理人是以自己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的，合同直接约束的对象是代理人与相对
［19］

人，
并不直接约束被代理人

。无权代理既然适用于直接代理就没有理由认为间接代理中不存在无权

间接代理的情形，若在间接代理中代理人实行了无权的代理行为 ，此时无论被代理人追认与否，代理人
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均约束合同当事人 ，在被代理人追认的情形下，合同相关权利义务还会通过代理人
转移至被代理人。是故，除了根据以谁的名义进行处分这一标准来区分一般代理行为与无权处分之外 ，
还应当区分间接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 ，这就必然牵扯到无权代理、无权处分与无因管理的区别。
就无权处分与无因管理的区别而言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行为人均是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从事
［20］

了相应的民事活动。王利明教授指出，无因管理与无权处分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行为人

从事相应民事法律活动要被认定为无权处分 ，要求处分人需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 ，但无因管理的认定
中只要行为人是在为他人管理事务则不考虑行为人以谁的名义实施了相应的行为 ； 第二，从合法性上而
言，无因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 ，是为法律所鼓励的行为，但是无权处分本质上即
为一种侵权行为，在法律评价上是非法的； 第三，从法律后果上而言，无因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所实施
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而无权处分行为并不一定当然对权利人产生约束力①。 所以说一般认为行为
人的行为即使从表面上看确实侵犯到了特定权利主体的权益 ，若行为人从事这一行为之时确实是基于
［21］

为特定权利主体谋利的目的，也宜认定为无因管理

。但是上述几点只是从理论上对无权处分和无因

管理加以了区分，在司法实务中若要区分无因管理与无权处分并非易事 ，因为这其中往往还会牵扯到无
因管理和无权代理的区分问题，而无权代理的代理人主观上一般确实都是基于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考虑 ，
与无因管理在这一层面上是相同的 。
综上所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区别一般通过行为人以谁的名义从事特定法律行为即可予以区
分，无权处分与无因管理则可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为他人谋利加以区分 。 但是，诚如前述，司法实务
中要区分无权处分与无因管理、无权代理，往往牵扯到三者之间的区别认定，本质上即无因管理与无权
代理的差别，那么应当如何区分无权处分、无权代理、无因管理这三者呢？ 首先，如果行为人处分他人财
产时主观上为自己谋利，则直接认定为无权处分。 其次，如果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时主观上为他人谋
利，则不论其以谁的名义实施行为，均有可能构成无因管理或无权代理 ，也即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可能
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竞合的关系 ②，但最终在法律后果的认定上可将无因管理视为无权代理的特别制度
从而认定为属于无因管理。当然，承认行为人的某个行为同时构成无权代理与无因管理的前提在于可
从一般社会法情感观念上推定行为人的行为是符合被代理人的正常需求的 ，比如说公司的司机在属于
公司的车辆出现故障后擅自决定以公司名义去修车 ，则可认定公司会去修车是应然的事件 ，所以司机的
无权代理不违背公司的意愿，可认定为无因管理中的为他人谋利 。再次，若无法确定行为人行为的主观
动机时，则宜从行为的法律后果上判断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为谁谋取利益 ，若最终的结果不利于特定
的权利主体，则行为人在代理权终止后或者根本就不曾获得过代理权的情况下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宜定
性为无权处分； 若属于超越代理权的情形则可考虑适用无权代理 。
除此之外，必须探讨一个问题，即在有授权的情况下，行为人超越授权范围实行相应行为为他人谋
①

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要能约束权利人，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只有以下两种情形，权利人追认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或者无权处

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此时无权处分相对人继受取得相应物权； 无权处分相对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条
件，此时无权处分相对人善意取得相应物权。
由被寄予促进统
② “行为人在不享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直接以他们名义从事相应行为可能同时构成无权代理与无因管理”的观点，
一司法功能的国家司法考试在 2011 年卷三民法不定项选择题的第 90 题中予以确立，参见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组编： 《国家司法考
91—92 页。
试试题解析汇编 2008—2013，》（ 第三册）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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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否只能构成无权代理。换言之，代理人超越授权范围从事特定行为是否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权处分
或者无因管理？ 举例而言，若张三因有事外出委托李四卖鱼，并告知价格范围，张三回来后发现李四卖
出的价格低于自己交代的范围。此时李四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权代理 ，还是说有可能被认定为无因管
理或无权处分？ 因为李四的行为是为了张三的利益 ，故首先可以排除无权处分的适用； 即使从法律适用
后果上而言，适用无权处分所引发的复杂法律纠纷也显得并不恰当 。其次，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无因管
理还是无权代理，应当分情况加以讨论： 1． 如果当时情况紧急，如集市快散市或鱼的存活时间将不长 ，在
这种情况下理应将行为人李四的低价处理行为认定为无因管理 ，因为此时行为人客观上确实符合无权
代理的外观特征，但是从整体上而言李四的行为对张三是有利的 ，同时法律是允许一个陌生人实施无因
管理行为的，那么考虑到无因管理的合法性与无权代理的非法性 ，根据“举轻以明重 ”的解释原理，此时
没有任何理由否认代理人李四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 ，只有这样的解释对代理人李四而言才是公平的 ； 2．
若不存在情况紧急之类的情况，则应当认定为无权代理。当然，若李四主观上并不存在为张三谋利的意
思表示，则根据上文区分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的区别标准将其认定为无权处分即可 。
五、结论
综上所述，无权处分应当作为一项制度予以整体性把握 ，其与物权变动紧密相关，不仅包含物权变
动的原因行为在内，同时也包含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结果的行为在内 ，违法出卖他人之物、出卖共有之物
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情形，出租他人之物等不会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 。同时，司法实务
中应当紧扣“处分权是否存在瑕疵”这一标准来认定某种处分行为是否构成无权处分 ，所有权人未依法
行使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也有构成无权处分的可能性。 此外，无权处分多指行为人主观上为自己谋
利、以自己名义处分相应标的物，应当与无权代理、无因管理加以区分： 首先，行为人若主观上为自身谋
取利益，则应当认定为无权处分； 其次，若行为人主观上为他人谋利而以自己名义处分他人财物的 ，则应
当考虑无权代理与无因管理的制度竞合 ，并认定为无因管理； 若是行为人超越代理行为为特定行为，则
根据情况认定为无因管理或无权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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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 Ｒight Disposition
Shi Guanbin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
Abstract： Ex right disposition means the disposer has no right to do the disposal behavior to the particular subject，which may cause the real right change．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the reason of transfer of real right and the
effects． The key to identify the ex right disposition is the defect of the person’s disposition． The owner disposing their own property may also constitute ex right disposition．“Where a piece of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was disposed of by a person without the power to do so ”regulated in article 51 of the contract law
shall be expanded as “Where a piece of property with exclusive rights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was disposed of by a person without the power to do s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 right disposition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 from negotiorum gestio，unauthorized agency and other civil legal system．
Key words： ex right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defect； legal interpretation； negotiorum gestio； unauthorized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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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ferential Ｒules of Origin in FTA
to the Flows of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Luo Xianyun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46）
Abstract： The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in free trade areas may affect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deeply，
courage or restrict． More stringent rules of origin raise courag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ve in，to get the identity of “domestic product”，in order to enjoy favourable treatment． In particular，our country is speeding up
the negotiations for FTAs，how to make flexible preferencial rules of origin must be attache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 treaty on FTAs；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