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147 期）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刘志刚
（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性质不是民事赔偿，而是行政赔偿。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

损害赔偿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存在适用上的竞合关系，应从立法
纵向发展的角度对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梳理和界定。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存在一
些难题： 不动产登记“错误”认定中的法律适用，不动产登记机构与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当事人责
任分担问题上的法律适用，不动产登记机构向造成错误登记的人追偿时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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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通过之后，围绕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性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法律适用问题产
生了许多争论，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提出了迥然相异的立场。司法实践和学
理上的主张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值《不动产登记条例》征求意见之际，笔者拟对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
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一学理的分析和梳理，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性质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
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依据该规定，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但是，
该种赔偿责任究竟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行政赔偿责任呢？ 对此，《物权法》中并未明确界定，
学界的看法也不甚相同，
主要有两种观点： 民事赔偿责任说和国家赔偿责任说。该种争议源于对不动产登
记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 凡主张登记行为为民事行为的学者都主张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为民事赔
偿责任，
凡主张登记行为为行政行为的学者都主张因错误登记产生的赔偿责任为国家赔偿责任［1］。笔者
认为，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性质是行政赔偿责任，
具体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 一）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是行政机关
“国家赔偿责任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国家机关，因而该机关因登记错误致人
损害承担的责任就应该是国家赔偿责任［2］。对此，有学者秉持反对立场，理由是： “并不是国家机关承
担的责任就都是国家赔偿责任”； “我国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并没有最后确定下来”。笔者认为，不动
产登记机构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固然并不必然决定其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国家赔偿性质，但这并不
意味着其国家机关性质的定位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厘定毫无意义。否定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国家机关性质
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 其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之国家赔偿性质将因为缺乏必要的前置条件而难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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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笔者看来，前述学者的真正分歧不在于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而在于它是否属于行
政机关，其原因在于： 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确立两大类国家赔偿： 其一，行政赔偿； 其二，司法赔偿。后
者又具体分解为刑事司法赔偿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前者的赔偿义务机关是行政机关，后者
的赔偿义务机关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而且，该种赔偿发生于
诉讼场景下。就不动产登记机构而言，它所做的不动产登记显然不能归入到两种形式的司法赔偿范围
之列，因此，即便其在性质上属于司法机关，其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也不能由此归入到国家赔偿的范
围之列，而行政赔偿则不然，如果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话，其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
偿是有可能归入到国家赔偿的范畴的。立基于此，前述学者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
政机关性质目前尚未成为定论，其登记错误致人损害之赔偿因之也就不能归入到国家赔偿（ 行政赔偿）
范围之列。从国际社会来看，不动产登记主要由三种机关负责： 一是司法机关主管； 二是由专职机关主
管； 三是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3］。一般情形下，不动产登记机关均是司法机关，而且登记机关是统
一的［4］。该种体制与国内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年来，国内一直在大力推动不
动产登记机构的统一化设置，但是，学界在该统一化机关的具体设置问题上的立场却不甚相同，主要有
两种观点： 其一，主张由法院作为不动产机构。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二
十条规定： “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组成、登
［5］
记官员的资格，以及登记程序等，由不动产登记法规定”
。其二，主张由统一的行政机关作为不动产

登记机构。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
［6］
在地的等级机关统一管辖。有关登记机关的组成和登记程序，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笔者认为，

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形而言，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分散的，
但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是共同的，都是行政机关。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由法院作为不动产登记机
构不太现实，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行政机关进行登记有其高效、高度公示的特点，其弊端也可以通过
技术处理； 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也是受行政权力影响的机关，独立的目的根本达不到，所以，由法院或
［7］
司法局去履行登记职能从经济成本、效率角度考虑均不适合”
。目前，国家在未来不动产登记机构性

质定位的立场已经基本明确。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不动产登记条例》（ 征求意见
稿） ，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
不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
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
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的登记，由所跨县级行
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分别办理。不能分别办理的，由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协商办
理； 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定办理。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
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国务院批准项目的用海、用岛等不动产的登记，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规定。”依据上述规定，未来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定位和目前是一致的，都是行政机关，不同之
处仅仅在于，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 二） 不动产登记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行为
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定位是确定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性质的重要条件。学界对该问题的争
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不动产登记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行为？ 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 （ 1） 事实
说。该观点认为，不动产登记是“经权利人申请，国家有关登记部门将有关申请人的不动产物权的事项
［8］
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事实”
。（ 2） 行为说。该观点认为，不动产登记是“将土地及建筑改良物的所
［9］
有权与他项权利的取得、转让、变更、丧失，依法定程序，登载于地政机关所掌管的簿册上的行为”
。

（ 3） 双重说。该观点认为，不动产登记是“指经当事人申请国家专门机关将物权变动的事实记载在国家
［10］
设计的专门簿册上的事实或行为”
。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来看，尽管并没有对登记

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着重规定了登记的申请和审查行为，明显是行为说的
［11］
体现，而第十四条、十六条和十七条则从登记簿的角度规定登记的效力，则显然是事实说的体现。”
笔

者认为，不动产登记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行为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如果有，则属于行为的
14

刘志刚：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范畴，反之则属于事实。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当事人之间交易事实的记录性证明。因此，不动产登记在性质
上属于一种行为。其二，不动产登记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 对此，学界的认识不甚一致。有学者认
为，“房地产登记的性质应为民事行为，其理由是： 第一，登记行为源于登记申请人的请求行为，该申请
权及所为的意思表示当为民事领域范围； 第二，登记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权利确认功能和公示功能，其本
质是为了确保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物权，承认并保障权利人对房地产的法律支配关系，以及保护交易的
安全和稳定而设计出来的法律制度。第三，从世界范围内看，诸多登记行为产生的诉讼，当事人向法院
提起的是民事诉讼，而非国家赔偿之诉； 登记机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民事责任，而非国家责任。第四，
登记与交付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也是民法物权的重要内容，动产的交付是典型的民事行为，与之并
列的不动产登记如果定性为民事行为，则不伦不类。第五，在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将不动产登记的性质
［12］
界定为民事行为，登记是民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此，笔者秉持相反的立场，理由是： （ 1） 对不

动产登记的性质定位应立足于国内的法律环境。对不动产登记性质的厘定直接关涉到对不动产登记错
误致人损害赔偿性质的界定，对于我国当下的情形而言，这属于一个实证性的法律问题。诚然，我国目
前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国外的一些做法也确实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
将国外的制度作为界定国内现实法律问题的理由； （ 2） 不动产交易与动产交易不甚相同，对不动产登记
性质的厘定直接关涉到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以不动产物权与动产物权的变动方式不同为由否定不动产
登记的行政行为性质不足以成立； （ 3） 行政行为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
益，它和民事行为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的差别。以之作为否定其行政行为性质的理由比较牵强。笔
者认为，识别和判断不动产登记是否属于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界定它是否符合行政行为的成立条件，这
是区分它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的唯一标准。从行政法理上来说，行政行为成立的条件无外乎四个
方面： （ 1） 该行为是由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发出的； （ 2） 该行为是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的组织行使法定职权的行为； （ 3） 行政主体在实施该行为时，主观上有与相对者一方结成行政法上权利
义务关系的意图； （ 4） 该行为能够产生直接的、法律上的后果。依照《物权法》的规定，将不动产登记与
上述条件做联结分析，可以确信： 不动产登记在性质上应该界定为行政行为。
二、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 一）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在法律适用上的竞合
诚如前述，就我国法律制度的现实情形而言，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不动产登记行
为属于行政行为，立基于此，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性质在外观上似乎就可以归入到行政赔偿
的范围，进而依据《国家赔偿法》审理该类案件。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 《物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对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赔偿问题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国家赔偿
法》中的相关条款对该问题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针对该种情形的法律适用出现了客观上的竞合。
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民法通则》① 对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的适用性。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种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 （ 1）
侵权责任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2） 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必须是因国家机关
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条件，在归责原则上采取无过错归责原
则。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机关性质、不动产登记行为的行政行为性质均符合上述条件，因此，不动产
登记错误致人损害是可以纳入该条的适用范围的。其二，《侵权责任法》② 对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
赔偿问题的适用性。《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用人单位责任被分割成三块，并作不同的规定： （ 1） 国家

①

1986 年 4 月 12 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②

2009 年 12 月 26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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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 （ 2） 国家机关的法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①第八条； （ 3） 非法人组织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
释》第九条。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条实际上将各类用人单位责任做了统一的规定。依据该规定，
不动产登记登记机构因其工作人员登记错误致人损害的，也可以纳入到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
范围之列。其三，《国家赔偿法》对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的适用性。《国家赔偿法》（ 2012）
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
赔偿的权利： （ 一） 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 二） 违法
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 三） 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 四） 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
违法行为。”从直观上来看，上述规定并未将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问题纳入行政赔偿的范
围，但是，该条第四项具有承载和包容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② 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
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依据该条规定，《国家赔偿法》（ 2012） 第四条第四项所
做的概括性规定包括该条前三项所罗列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但是，笔者认为，该条的意思并不是说《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前三项所
罗列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以及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都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
之列，具体属于或者不属于还要依据《国家赔偿法》之外的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否则，《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前三项的规定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只是为其他法律进入国
家赔偿范围预留了一个入口。《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
问题实际上就可以由该入口进入到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列，合乎逻辑地成为行政赔偿范围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综合前面三个方面所做的分析，笔者认为，《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国家赔偿法》对不动产
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均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客观上产生了法律适用的竞合现象。
（ 二）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有学者指出，“《物权法》是民法，在民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然是民事责任。不动产错误登记损害
赔偿责任规定在《物权法》中，而《物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将来要成为民法典的物权法篇，是民法的
有机组成部分，是调整物权法律关系的民法基本法。《物权法》第二条规定： 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
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既然《物权法》调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
［13］
错误登记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其责任当然是民事责任”
。相应地，该种责任当然应

当通过适用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事法律加以解决。对于该学者所提出的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
赔偿责任的性质问题，前文已经做过分析，为避免重复，此处不再赘述。围绕由该种观点所衍生出的法
律适用问题，笔者意图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民法中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必然是民事责
任？ 从直观上来看，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国家赔偿责任而言，情况却显见得有些不同。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赔偿责任制度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早期的国家赔偿实际上是经
由《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获得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才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家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界定为民事赔偿责任。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国家赔偿法》实施时起，国家赔偿已经和民事赔偿分离开来了，国家赔偿和民事赔偿之间的差
异已经逐步达致了一种不言自知的状态。自此而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 国家赔偿问题的解决是继续
经由《民法通则》预设的管道来寻求呢，还是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寻求救济？ 其二，民法是否能
够保持其形式上的独立和纯粹？ 私法自治是民法能够保持自身“形式理性”的根源所在，民法典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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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3 年 12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法释〔2003〕20 号。

②

法发〔1997〕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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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承受时代的流变而在不同的国度呈现出几近相同样态的奥秘均在于此。迄今为止，私法自治依然
是支撑现代民法的基础，但是，民法所处的时代背景、法律环境确实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这在社会制度
迥然相异于西方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之时代大潮的冲击和洗刷
下，民法要继续固守自身的形式理性，拒绝公法规范在自身体系架构内的植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就我国来说，民法中存在一些公法性的条款，或者让私法性的条款兼职担负起一些公法层面的功能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直观地以某民事责任是由民法规定的进而断定其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不符合当下我
国民法发展的现实。立基于前述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针对前述《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国
家赔偿法》围绕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而出现的法律适用竞合现象，我们的务实态度应该
是： 思考和定位上述法律在该问题上的法律适用规则，而不是以对该种赔偿性质的武断定位来莽撞地推
导出法律适用方面的结论。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竞合存在的时间跨度。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不动产登
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竞合是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物权法》施行起方才出现的。1995 年 1 月 1
日《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客观上只能经由《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
来寻求，并无此外的其他法律存在，没有发生竞合的可能性。1995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赔偿法》施行之
后，由于《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中并未直接规定该种赔偿类型，它根本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客观
上也不可能发生法律适用的竞合。1997 年 4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一条对《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做了解释性说明，将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
拓展至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从而使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的赔偿有可
能被包容于其中，确立了《国家赔偿法》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在适用上发生竞合的可能性。但
是，由于该解释由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赔偿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该种
竞合可能性在《物权法》通过之前，依然无法转化为现实。2007 年 10 月 1 日，《物权法》正式实施，该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关涉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规定最终实现了该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那么，自《物权法》实施之后，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究竟适用《国家赔偿法》还是适用《民法通
则》呢？ 笔者认为，该类赔偿应该适用《国家赔偿法》，理由是： 《国家赔偿法》相较于《民法通则》，属于
新法和特别法，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该类赔
偿应该适用作为新法和特别法的《国家赔偿法》。后文言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
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①中的相关规定了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
199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生、持续至 1995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
的法律适用。该种情形在法理上称之为“跨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该种情形下的法律适用涉及到
《立法法》所确立的“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根据“新法优于旧法”规
则，
199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生的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应该适用作为新法的《国家赔偿法》。
但是，由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存在，该种赔偿只能针对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不动产登记错误
致人损害赔偿情形。至于此前发生的相关情形，只能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而不能适用裁决时的法
律规范。对此，学理上往往将其称为“行为时法优于裁决时法”规则。1995 年 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② 中的相关规定反映了该种
立场。《批复》指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法》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
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行为，发生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发生在 1995 年 1 月 1 日以后并经
依法确认的，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发生在 19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但持续至 1995 年 1 月 1 日
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 1995 年 1 月 1 日以后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属于
19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 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

①

1995 年 1 月 29 日，法复〔1995〕1 号。

②

1995 年 1 月 29 日，法复〔199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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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其三，
2010 年 7 月 1 日《侵权责任法》① 施行之后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侵
权责任法》实施之后，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需要厘定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侵权
责任法》和此前规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问题； 第二，《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和《国家赔偿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问题。就前种情形而言，围绕本文的主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
析： （ 1） 《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问题； （ 2）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物权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侵权责任法》和此前规范
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若干问题的通知》②中有明确的规定。《通知》指出，“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
法律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前，但损害后果出现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上述规定体现了《立法法》所确立的“新法优于旧法”规则和“法不溯及既往”
原则，后者又具体表现为“行为时法优于裁决时法”规则。依据前述规定，如果将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
损害赔偿问题理解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话，自 2010 年 7 月 1 日《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就应该
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前述第二种情形③而言，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 1） 《物权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和《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之间的直接适用关系。诚如前文所做的分析，如果将不动产
登记错误致人赔偿理解为行政赔偿的话，《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应该被视为《国家赔偿法》之外的
相关法律中所规定的行政赔偿，该种赔偿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所预设的管道进入到了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列，适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 （ 2） 《物权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款和《国家赔偿法》之间的间接适用关系。所谓间接适用关系，是指《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经由《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国家赔偿法》之间产生的法律适用关系。诚如前文所言，
如果将不动产登记损害赔偿视为一种民事赔偿的话，自 2010 年《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因侵权行为引
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但是，基于该种性质定位引申出来的法律适用问题外
观上似乎并未就此止步，它和《国家赔偿法》之间依然存在直观逻辑上的关联性。其原因在于： 就不动
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而言，它在外观上既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又符
合《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如是以来，《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不动产登记错
误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又结构性翻转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
在法律适用上的关系。那么，该种情形下的法律适用又应该如何处置呢？ 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下的法律
适用问题在实证层面是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 其一，《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只适用于民事
赔偿，并不适用于行政赔偿，相关立法背景资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其二，厘定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
赔偿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是界定该种赔偿的性质： 如果将其界为定民事赔偿的话，自《侵权责任法》通
过之后，适用《侵权责任法》； 反之，如果将其界定为行政赔偿的话，适用《国家赔偿法》，该种情形下的法
律适用和《侵权责任法》是否施行无关； 其三，将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分别界定为民事赔偿和
行政赔偿，进而讨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在该问题上的法律
适用关系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三、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
（ 一） 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
从民法的视角来看，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侵权民事责任，对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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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6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②

2010 年 6 月 30 日。法发〔2010〕23 号。

③

即《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和《国家赔偿法》之间的关系。

刘志刚： 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法学界的立场基本一致。但是，对于该种民事责任究竟属于过错责任［14］、过错推定责任［15］还是无过错
责任［16］，民法学界的立场不甚一致。笔者认为，如果姑且将该种赔偿责任理解为民事责任的话，界定前
述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该类赔偿责任究竟属于侵权民事责任中的哪种类型，也就是说，该种责任究竟属
于一般侵权民事责任呢，还是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一般侵
权民事责任属于过错责任，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笔者认为，不动产
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可能是特殊侵权民事责任，而不可能是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理由是：
（ 1）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关于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尽管使用了“错误”二
字，但是它和作为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过错”并不相同。前者是客观性的，后者是主观性的； （ 2）
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成立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尽管对该种责任做了明
确规定，但是，权利人却是经由《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或者《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来行
使该项请求权的，而它们所确定的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范畴。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话，不
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就只能是无过错责任，其主观“过错”的有无实际上并无实
质的意义。相应地，如何判断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错误”在民法层面也就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问题。但
是，从国家赔偿法的视角来看，如果不动产登记错误属于行政赔偿的话，责任主体必须违法，否则不符合
行政赔偿的条件①。如此以来，所谓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错误登记”其实就是违法登记。但是，如何识别
和判断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是否违法呢？ 是依据国家赔偿法来判断，还是依据国家赔偿法之外
的物权法或者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判断呢？ 由于《国家赔偿法》中并未直接将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
损害赔偿问题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列，它是经由《行赔规定》所预设的衔接《国家赔偿法》与其他相关
法律的管道进入行政赔偿范围的，因此，对该种赔偿中“错误”标准的界定也就需要依据直接承载它的
《物权法》以及规范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判定了。这样以来，所谓的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识
别标准问题实际上也就合乎逻辑地转化为《物权法》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在适用上的关系了。目前，我
国不动产登记机构较为分散，约有八个以上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 包括土地管理机关、房产管理机
关、林业管理机关、草原管理机关、水行政机关、渔政管理机关、矿产资源管理机关、村镇管理机关等） ，
分别负责不动产的权属登记，而且这些登记职能都分别为各相关立法所确认［17］。因此，判断不动产登
记机构的“登记错误”要依据《立法法》所确立的三大法律规范冲突解决规则，即“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规则，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18］，结合《物权法》及相
关不动产登记领域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的规定，综合识别判断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错误”所在，厘定适
用其中的相关法律规范。
（ 二） 不动产登记机构与提供虚假材料当事人责任分担问题上的法律适用
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 1） 当事人如实提供材料申请登记，不动产登记错
误纯粹是由于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的错误造成的； （ 2）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不动产登记
机构工作人员审查把关不严错误登记。前种情形下，当事人没有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不存在与不
动产登记机构分担责任的问题。后种情形下，第三人遭受的损害是由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当事人
和错误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共同造成的，前者承担的是侵权民事责任，后者承担的是行政赔偿责任。
该种情形下，法律责任完全由前者或者后者承担都不公平，由此就涉及到二者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对
此，
《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未作出规定，学界的理解也不甚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连带责
任原则。该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提出赔偿请求时，由登记主管机关先赔偿全部损失，然后登记机关再向
民事侵权行为人追偿其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其二，份额责任原则。法院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况，依据自由裁量权确定登记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损失。其三，补充赔
偿责任原则。受害人优先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在穷尽其他求偿手段均无法获得赔偿时，方可提起行
政赔偿之诉，由不动产登记机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受害人原则上应以先对民事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
方式来寻求救济，当该程序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救济要求时或赔偿不能得到履行时，受害人才可以提起行
先前秉持的违法归责原则有些松动。但是，就行政赔偿而言，并无实质的变化。
① 《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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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赔偿诉讼； 或者说受害人虽然可以同时启动民事和行政诉讼，但是只有当民事判决不能完全被执行的
情况下，才可以执行行政判决［19］。笔者认为，前述观点各有利弊。就连带责任原则而言，该种做法对于
切实保障受害第三人的利益是有利的，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动产登记机构与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登记当事人的责任分担问题。就补充赔偿责任原则而言，该种做法有可能因当事人的赔偿能力不足
而影响对受害第三人权益的及时救济，而且，后续的行政赔偿诉讼在多数情形下将因为诉讼时效的届满
而无法启动。相比之下，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第二种，由法院在审判中酌情决定各自应当承担责任的份
额。但是，该种做法在法律上存在的问题是：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是由法院不同部门审理的，二者在分
开审理的情形下审理的先后顺序缺乏立法保障；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极其有限，无法通过附带诉讼
的方式解决二者的责任分担问题； 民事诉讼中法院无权附带审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而无法处置
与之关联的行政赔偿问题［20］。
（ 三） 不动产登记机构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时的法律适用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该条所规
定的“追偿”制度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其一，不动产登记机构向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当事人追偿；
其二，不动产登记机构向审查把关不严造成错误登记的工作人员追偿。前者涉及的问题是不动产登记
机构与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前文对此已有述及。后者涉及的问题是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问题。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可以
向造成错误登记的本单位工作人员追偿，但是，对于与之相关的制度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难以
操作。笔者认为，追偿制度的顺畅实施，有待于确认以下制度： 其一，追偿的标准。该标准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看： （ 1） 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在登记过程中存在“错误”。依据前文论述认定不动产登记“错
误”标准时所做的分析，该“错误”标准应确立为“违法”登记。具体是否“违法”，要结合《物权法》和其
他相关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的规定综合界定； （ 2） 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在登记过程中
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国家赔偿法》（ 2012） 第十六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费用。”相比较而
言，第一个标准更为客观一些。其二，追偿决定的性质。目前，《物权法》及《国家赔偿法》中并未明确行
政追偿决定的性质，由此涉及到的问题是： 如果被追偿人对该追偿决定有异议，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被追偿人拒绝执行该追偿决定，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自行强制执行或者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其三，追偿的数额。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后，向造成错误登记的本单位工作人员具体追
偿的额度如何确定？ 是全部追偿呢，还是追偿适当的比例？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目前《物权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所说的“追偿”制度缺乏实证层面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相应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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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the Loss Compensation
Caused by Ｒeal Estate Ｒegistration Error
Liu Zhigang
（ Law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loss compensation caused by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error is not civil but administrative． Because
of the concurrence of the Article 21 of the Ｒeal Ｒight Law，the Article 121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nd the Article 34 of the Tort Law，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the loss compensation resulting from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error should be analyzed and confirmed in the view of th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There exist
difficult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definition of the error i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the liability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applicants who provide false materials and the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nstitution’s recovery from the persons causing the registration mistakes．
Key word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error； civil compensation；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applica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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