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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
与实践以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曾凡昌
（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0031）
要： 在 20 世纪 90 年初期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重新出现在俄罗斯法中，
但是由于苏维埃立法的特殊性导致取得时效制度在俄罗斯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取
摘

得时效构成要件的认定、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和取得时效案件的程序适用上，凸显了转型国家在法律制
度转换过程中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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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俄罗斯法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复兴与 1990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的《苏俄所有权法 》（ 第 7 条第
3 款） 紧密相关，后来该规范被略作修改后移入《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中。 Е． А． 苏哈诺夫指出，“引
入该范畴的必要性可以由国家（ 公共） 所有权的优越地位的丧失来解释，在此以前，按照 1964 年苏俄民
［1］
法典第 143 条的一般规则，无主物归国家所有 ” 。 以占有时效取得所有权对俄罗斯立法者而言并不
是新东西，该制度在罗马私法中就早已为人所共知，也为诸多西欧国家 （ 法、德等国 ） 的立法所接受，在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法中也存在该项制度 。但在苏维埃时期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该制度就消失
了，进一步讲，任何有关取得时效的司法实践也都不可能存在 。 在当代俄罗斯，也只是从 2002 年到
2003 年才逐渐地形成了一些司法判决 。
对当前俄联邦仲裁法院的相关判决的分析显示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法院都拒绝满足要求确认以取
得时效设定所有权的请求。拒绝的原因在于缺乏（ 不能证明 ） 依照《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规定的取
得所有权所必要的法律构成要素 ，要么是占有的缺陷，即不符合对占有这个事实所规定的要求，要么就
是缺乏法定的取得时限期限已经届满的事实 。最具争议的问题还有司法程序问题，即因取得时效设定
所有权的案件应当以何种司法程序予以审理 ，是按照权利争议程序，还是特别程序？
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俄联邦民法典 》规定的取得时效制度为框架，以俄罗斯各级仲裁法
院的相关判决为基础，研究取得时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包括取得时效制度中占有的特点、
取得时效的计算以及以取得时效设立所有权所应适用的司法程序三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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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联邦民法典规定的取得时效的占有的特点
《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第 1 款规定了作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的占有所应符合的条件 ： 一是自己
［2］
占有，即对财产的占有是作为自己的。 自己占有“要么是所有权人的占有，要么是以其名义占有 ” 。
二是占有应当是善意的、公开的和不间断的。
缺乏第一个条件通常就会成为拒绝满足以取得时效确认所有权的请求的依据 。
1． 排除有权源占有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可能性 。
关于取得时效制度的司法实践的最早规定是俄联邦最高仲裁法院 1998 年 2 月 25 日第 8 号司法解
释《关于解决与保护所有权和他物权有关的争议的几个问题 》第 18 款： 在解决与所有权的产生和终止
有关的争议时，应当注意，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关于取得时效的规范不适用于当财产占有在长时间内
是依据合同之债（ 租赁、保管、无偿使用等 ） 或者财产是被以经营权或者业务管理权而被划拨占有的情
形。该观点也与时效占有必须是无权源的占有的学术观点一致： “占有人拥有任何一种占有权源 （ 依
［3］
据） ，如长期租赁合同，即排除取得时效的效力。” 在苏维埃时期，缺乏平等的所有权关系 （ 各种所有权
形式地位平等） 与发达的经济流转，再加上国家所有权的优势地位，导致各种财产，要么是以业务管理

权（ 后来还有完全经营权） 被划拨给国家组织，要么依据法律行为交付使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然
就没有无权源占有存在，而且作为前者的逻辑延伸，占有人就不是以自己的名义，通常都是他人财产的
使用者。
在第 Ф09 － 3267 /04 号案件中，各级法院都拒绝承认对因取得时效而取得住宅所有权 。 开放型股
份公司（ АООТ） 是在 1993 年通过将农产品加工与收购生产协会改组而建立的 ，后来通过改组国有企业
建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本案原告 ） ，设立人 （ АООТ ） 向该公司投入了原告请求确认所有权的财产。
法院的判决确认在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和开放型股份公司之间签订的私有化协议中投入财产部分无
效，按照原告的观点，认为它自 1975 年就开始善意且公开地占有该财产 ，依照取得时效应取得财产所有
权。法院的结论是，原告没有依照仲裁诉讼法典第 65 条的规定证明存在为确认依取得时效设立所有权
所必要的所有条件。《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为取得所有权规定了五个必备条件 ： 客观要件———长期
地、无间断地且公开地占有物，主观要件———善意占有和自己占有。 占有的期间法律允许将所有的时
间，包括援引占有时效的人作为其权利承继人的人占有财产的时间合并入占有期间 。但是，《俄联邦民
法典》第 234 条的规范不适用于对财产的占有在长期时间内是依据经营权或者业务管理权而占有的情
形。法院认为，在改组该生产协会为股份公司之前 ，所有的企业财产都是国有财产且处在业务管理之中
的（ 苏俄民法典第 93 条第 1 款） ，不存在将农产品加工与收购生产协会的占有时间合并入原告的财产
占有时间的理由。
在第 Ф09 － 3565 /05 号案件中，开放型股份公司“A”向法院起诉开放型公司“B”和自治市组织当局
要求确认对天然气管道的所有权 。天然气管道是在 1970 年投入使用的，而且在投入使用后转给了托拉
斯（ 目前的“A”） 占有以便进行技术服务。 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明对争议财产有自己的、公开的占有
的事实。自天然气管道投入使用时起，原告就知道存在国家对天然气管道的所有权 ，因为工程的定作人
是国有企业。原告不能被视为是唯一的天然气管道的占有人，当局认为，该客体根据 1991 年 12 月 27
日第 3020 － 1 号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决议附件 3 属于自治市组织的财产。该案证据只能证明存在对争议
财产使用的事实。由于原告未能提出长期地、善意地、公开地、不间断地自主占有争议财产的证据 ，诉讼
被拒绝。
在第 Ф09 － 3799 /04 号案件中，法院拒绝承认以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因为已经查明，托拉斯将依
靠职业组织的会费购买的车库交给原告 （ 职业组织 ） ，所以原告是依据法律行为 （ 交接行为 ） 取得财产。
在从托拉斯取得车库时原告知道其所有权人。《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关于取得时效的规范不适用
于在较长时间内占有财产是依据合同之债的情形 。法院认为，该案中的文件证明自治市财产所有权的
存在，驳回被告援引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抗辩。 根据《俄联邦民法典 》第 217 条，国家或自治市所有
的财产，可以由其所有权人依照《国家与自治市财产私有化法 》移转给公民或者法人所有。 在国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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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市财产进行私有化时，《俄联邦民法典 》规定了调整所有权取得与终止的制度，如果私有化法律没
有不同规定，可予适用。由于私有化立法没有规定对国有财产依时效取得方式取得所有权的可能性 ，所
以申请人对争议财产不能取得所有权 。
2． 占有只能是在一个人对物实施直接的实际控制时才会存在［4］。
在第 КГ － А40 /6354 － 04 号案件中，俄联邦财产关系部向法院起诉股份公司要求确认以取得时效
取得对不动产客体的联邦所有权 ，它认为，财产是依照国家预算营建的而且后来被俄联邦财产关系部划
拨给联邦国有企业，它在长达 70 余年内而且在当前也是公开地、善意地且不间断地占有该财产并在其
中放置了自己的生产设备。法院拒绝满足该诉讼请求，认为，不是作为争议财产的事实上的占有人的原
告不能依据取得时效取得其所有权 。按照《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的含义，不动产所有权的时效取得
只能是在其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对占有财产的非所有权人产生 。根据时效占有的总体特征可以知道，说
的是对财产的实际占有，而通常所理解的占有人有直接地、在任何时候使用该物的可能性的占有，才能
够引起占有人取得所有权的法律后果 。在此情况下争议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是联邦国家单一制企业 。因
此，由于原告———俄联邦财产关系部并不是争议财产的实际占有人 ，所以它不能被认为是《俄联邦民法
典》第 234 条第 1 款意义上的时效占有人。援引俄联邦财产关系部自己是通过将财产移转给企业进行
经营管理从而自己占有争议财产，间接占有绝不能被认为是实际占有人的抗辩也被驳回 。 此外，按照
《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的含义，占有人应当是为自己占有财产。 这是依据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条
件之一，而且意味着，实际占有人的意志应当指向自己作为所有权人而占有财产 。俄联邦财产关系部是
被赋予了国有财产管理职能的执行权力机关 ，它无权以自己的动议和以自己的意愿处分这些财产 ，而是
按照包括私有化立法在内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其他法律文件，以及规定财产关系部法律地位的文件严格
规定的程序实现在其所属的财产关系中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的意思表示 ，因此，即使俄联邦财产关系部
实际占有的国有财产也被排除了自己作为所有权人而占有的意志的存在 。
在第 Ф09 － 2507 /04 号案件中，要求确认以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诉讼被拒绝是因为缺乏证据证
明对建筑物的实际占有。法院指出，争议财产在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存在本身并不是确认资产负
债表持有人对不动产客体的唯一合法占有人的依据 ，如果这个客体在以前被依照规定程序提供给其他
企业的话。
3． 至于善意、公开、不间断占有的特征，从司法文件的内容中很难说法院有某种统一的对这些概念
的解释，通常都是用不能证明长期地、善意地、公开地和不间断地自己作为所有人占有争议财产的一般
表述，并没有具体化，没有说明到底是何种特征。
占有的善意性是一个评价范畴。基本上不存在对作为《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意义上占有的善
［5］
意性评价的任何统一理解 。在仲裁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区分出对占有的善意的以下观点： 占有
［6］
的善意只能是指一个人不知道财产的所有权人存在 。 善意取得人的定义来源于《俄联邦民法典 》第
302 条，从该条可以知道，善意取得人是指在取得财产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对该财产的权利的

人。在取得时效中，善意体现为，即使占有是非法的，时效取得人在开始占有时不仅不知道 ，而且也不可
能知道自己的占有的非法性。在第 Ф08 － 2770 /2006 号案件中，法院拒绝了要求确认依取得时效取得
所有权的诉讼，指出，公司没有遵守作为依照《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确认所有权的依据的条件 （ 善
意、公开且不间断地自己所有占有争议不动产 ） 。占有的善意被认为是，财产的所有权人没有体现出确
认物为自己所有的意图以及实际占有人公开为自己所有而占有该财产 。法院在对涉及该争议建筑物占
有的合法性的其他案件的判决中证明 ，法院是从争议建筑物是属于联邦财产还是自治市财产出发的 。
在一个案件中，俄联邦财产关系部地方局在要求确认城市首长将争议客体载入自治市单一制企业的资
产负债表的命令无效的诉讼请求被予以满足 ； 在另一个案件中，俄联邦财产财产关系部地方局要求从他
人的非法占有中追索客体的诉讼被予以满足 。由此可知，所有权人已经采取了措施在对争议建筑物的
关系中行使属于他的所有权，在此时就没有理由认为，原告是争议客体的善意占有人，因为他已经知道
在联邦层面确定对建筑物的所有权的司法判决 。
只有在其开始就在客观上与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无关的占有 ，才可能被认为是善意占有。 在第 К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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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40 /1047 － 06 号案件中，法院拒绝承认依时效取得所有权 。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判决确认了对贵重金
属的联邦所有权，此时法院认为，贵重金属既没有被单独纳入，也没有被作为某个财产的构成纳入国有
企业被私有化财产的文件之中； 股份公司 （ 该案原告 ） 没有提交证明以自有资金购得贵重金属的证据。
在判决中，法院也指出，《苏俄国有财产与自治市财产私有化法 》及《苏俄所有权法 》都没有规定对具有
现实评估价值的国有财产实行无偿私有化的可能性 。上述情节，包括生效的法院判决所查明的情节都
证明，将贵重金属交付作为股份公司 （ 原告 ） 的注册资本是违反现行立法，这就排除了认定原告对争议
财产的占有为善意且公开占有的可能性 。在违章建筑方面形成了统一的司法实践： 取得时效不能适用
于在没有提供用于建筑的土地上擅自营建的建筑物作为占有和使用的客体的情形 （ 俄土地法典第 30
条） 。
4． 对公开占有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有些学者认为，“占有人应当公开地，也就是无隐瞒地占
［7］
有财产”，另有些学者认为，“占有应当是公开的，为所有其他人可以看得见的 ” 。 在某些司法判决中，
公开的特征被解释为占有对周围的人的可见性 （ 可辨认性） 。

5． 占有应当是在整个期间内不间断地存在 ，也就是没有从该人的占有中脱离过 。在第 Ф09 － 4112 /
03 号案件中，要求确认依据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诉讼被拒绝 ，因为自投入使用时起财产就被移转给
他人使用； 在私有化时也不在原告的前身的资产负债表上 ，因此也没有被作为其财产的构成而被私有
化，只是依据 1995 年自治市组织首长的决议才移交到原告的前身的资产负债表上 。 按照法院的意见，
该事实即争议财产没有处在原告的前身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且也没有纳入私有化计划 ，就证明了不存在
不间断占有。
二、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
《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规定了一个人应当保持依照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所必须符合的全部特
征的占有的期间，即动产 5 年，不动产 15 年。期间未届满和非自主占有财产是极为普遍的被拒绝满足
承认依时效取得所有权的请求的理由 。这是由于苏维埃时代及其立法所具有的特殊性造成的 。
1． 依据俄最高仲裁法院 1997 年 4 月 28 日第 13 号《与保护所有权和他物权有关的争议解决实践总
结》公开信第 5 款的解释形成了司法实践。该款复制了《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第 4 款关于取得时效
期间开始的规定。苏俄民事立法曾经规定，诉讼时效不适用于国家组织提出的从集体农庄和其他合作
社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或者公民的非法占有中索还国家财产的请求 （ 1964 年苏俄民法典第 90 条 ） 。 自
199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苏联所有权法》第 31 条规定，国家在立法中保障公民、组织和其他所有权人
同等的所有权保护条件，因此，民事立法规定的国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规范就失效了 。自此诉讼时效
也就适用于国家组织提出的返还国有财产的请求 。因此就该案件的取得时效期间的起算就可以从房屋
的所有权人知道或能够知道诉权产生之时开始 ，但不得早于 1991 年 7 月 1 日（ 1964 年苏俄民法典第 78
条规定，国家组织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 。在苏维埃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财产
都是国有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要求依取得时效设定所有权的客体都是不动产 ，确认依照取得
时效设定所有权的可能性不会早于 2006 年 7 月 1 日。
2． 在司法实践中对土地要求依取得时效设定所有权的案件不是很多 。在某些该类案件的司法判决
中，取得时效期间的起算点的确定与其他不动产客体 （ 建筑物、构筑物 ） 不同。 有种观点认为，对土地，
取得时效期间起算点与取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可能的时间紧密相关 。 因此，在第 A19 － 45524 /05 － 19 －
Ф02 － 4025 /06 － C2 号案件中，封闭型股份公司向法院起诉市政当局要求确认对土地的所有权 ，认为，
依据可赎买的租赁合同取得在争议土地上的不动产客体的所有权 ，公开地和不间断地使用该土地是确
认其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依据。 东西伯利亚区联邦仲裁法院的判决拒绝满足该诉讼 ，认为，在
1990 年《苏俄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前，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是被禁止的而且所有的土地在该时期都属于国
家所有。根据 1968 年《苏联土地立法纲要》和 1970 年 7 月 1 日《苏俄土地法典 》，都规定土地属于国有
财产，也就是全民财富。土地在苏联属于国家专有而且只能提供使用 。 以直接或者间接形式侵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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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所以，按照原告在 1990 年签订租赁合同时有效的立法，签订附赎买
权的生产基金财产综合体租赁合同并没有赋予承租人取得为利用所赎买的财产所必要的土地的所有权
的权利。《苏联土地改革法》于 1991 年 1 月 1 日生效，取得土地所有权只有在 1991 年 1 月 1 日之后才
有可能。也就是说《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规定的期间的起算点应当从 1991 年 1 月 1 日起算。 由于
根据《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第 4 款，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不能早于诉讼时效的期间届满前开始，所
以对土地而言取得时效的期间从 1994 年开始计算，因此时效取得的期间 （ 15 年 ） 在 2009 年才会届满。
［8］
此外，取得时效制度在土地方面的可适用性问题也属于有争论的问题 。
3．《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第 3 款为援引占有时效的人规定了将该人作为其权利承继人占有财
产的期间计入自己占有的时间之内的权利 。对适用该规则而言必要的是查明发生了权利承继的事实。
不能证明权利承继发生的事实也经常是拒绝满足承认依据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请求的理由 。
因此，在目前依据《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被满足了诉讼请求的案件在地区联邦仲裁法院的层面
2006 年 7 月 1 日对国有不动产而言的 15 年时效期间会届满，类似案件大幅
上并不多。但是正如前述，
度增加而且请求被满足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特别是，在 2006 年年末到 2007 年，斯维德罗夫州仲裁法院
满足了阐明在 15 年期间善意、公开且不间断地自己占有不动产的请求的案件有 9 起，满足确认以取得
时效取得所有权的案件有 3 起。通常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作为自己占有财产的证据，法院会注意，申请
人是否承担了财产的维护负担（ 支付土地税、纳税申报等） ，及时进行重大和日常维修，自主签订公共服
务提供合同并支付费用等。与此同时，在法律著作中正在争论一个问题 ，即在 15 年期间届满后，国有财
产能否依据取得时效而取得。根据《俄联邦民法典》第 217 条第 2 段，在国有财产和自治市财产私有化
［9］
时，俄联邦民法典调整所有权的取得与终止的规定 ，如果私有化法律没有不同规定，则予以适用 。 私
有化立法并没有规定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可以依照取得时效取得 。
三、依取得时效设定所有权案件的法庭审理程序
审理该类案件程序的诉讼问题使得《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的适用更为复杂。 在司法实践中，对
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问题应当适用何种程序解决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
一种观点认为，关于取得时效的查明的判决可以归入关于权利的观点 （ 是否对财产产生所有权 ） 。
［10］
因为在法院的判决中直接解决的是权利问题 ，这是诉讼审理案件的典型特征 。这种观点是乌拉尔区
联邦仲裁法院中的主流观点。在某些司法文件中直接指出，
从《俄联邦民法典》第 234 条和第 14 章的意义
，
而不是通过查明法律事实予以查明。俄
中可以知道 确认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应当依照普通诉讼程序，
最高仲裁法院的实践也间接有利于这种观点： 1997 年 4 月 28 日主席团第 13 号《关于所有权与他物权保护
的争议解决实践总结》公开信第 6 款包含一些案例，
其中对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争议的审理是按照诉
讼程序进行的。认为自己已经依取得时效成为财产的所有权人的人，有权向仲裁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他的
所有权。该争议应当由法院进行实质性审理。在满足诉讼请求时，
所有权是依据法院判决而产生的，法院
判决同样也是主管机关对该人对不动产的所有权进行登记的依据（ 该信第 8 款） 。
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观点并非是没有争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有权产生的依据
是取得时效，所以所有权是依照《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的规范产生的，而不是依据法院的判决产生
的，因此，案件应当按照查明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案件的程序 （ 俄仲裁诉讼法典第 27 章 ） 予以审理，
［11］
所以法院并不是确认权利———判决只是对阐明和确定取得时效的事实而言是必要的 。 著名法学契
列巴辛就持该种观点： “依照占有时效取得所有权的人，是在时效期间届满时直接成为 ipso jure 的所有
［12］
权人。法院的对确认时效取得有利的判决仅仅具有权利保护意义 ，而非权利设定 （ 创设 ） 意义。” 目
前，这种观点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查明的不是自主占有和使用不动产的事实 （ 俄仲裁诉讼法典第 218

条第 2 部分第 1 款） ，而是取得时效届满的事实，因为断定自主占有和使用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能导致
所有权的产生而且也不是对该权利依照俄联邦《不动产权利及其法律行为国家登记法 》进行登记的依
［13］

据

。在第 КГ － А41 /3212 － 06 号案件中，莫斯科地区联邦仲裁法院认为，拒绝进行所有权登记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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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法院的判决查明了股份公司自主占有和使用不动产的法律事实 。该判决被提交登记机关以便将
所有权登记为股份公司所有。登记机关拒绝予以登记，这就成为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登记机关的行为
违法的理由。一审法院满足该诉讼请求，认为法院的查明上述法律事实的判决就构成对不动产所有权
进行国家登记的依据，同时在判决中没有指出应当进行国家登记的权利的种类 。 莫斯科地区联邦仲裁
法院撤销了该判决并拒绝满足提出的申请 ，认为，根据俄联邦《不动产权利及其法律行为国家登记法 》
第 18 条，确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存在、产生、移转、限制（ 设定负担 ） 并提交国家登记的文件应当符合俄联
邦立法规定的要求，并且包含对不动产的描述和所登记权利的种类 。这些要求也针对作为对权利进行
国家登记的依据的司法文书。依照《俄联邦民法典 》第 131 条，应当进行国家登记的有： 不可动物所有
权及他物权、对这些权利的限制、其产生、移转和终止。因此，依照该规范，由司法文件所确定的占有和
使用不动产的法律事实不应当进行国家登记 。
联邦仲裁法院的实践显示，在大部分情况下查明善意、公开和不间断自主占有财产的事实的判决常
因以下理由被撤销： 一是法院没有弄清楚，申请人的请求所指为何———是要求查明具有法律意义的事
实，还是确认所有权，有时法院以确认所有权替代对法律事实的查明 ； 二是在当事人之间还存在着对不
动产客体所有权的争议，因此查明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申请 ，就应当不予审理。
最为妥当的观点就是对于依照取得时效而产生所有权的问题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解决 ，也可以按
照特别程序解决。查明善意、公开且不间断自主占有不动产满 15 年 （ 动产满 5 年 ） 的事实的特别程序
适用俄联邦仲裁诉讼法典第 27 章规定的一般条件的情形，且须考虑俄最高仲裁法院在 2004 年 2 月 17
日第 76 号《关于仲裁法院审理查明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公开信所做的解释，特别程序只有在没有关
于权利的争议时，才有可能适用，而且此时作出的查明在 15 年内善意地、公开地且不间断地自主占有不
动产的判决同时成为对依取得时效取得的所有权进行登记的依据 。在存在关于权利的争议的情况下，
特别程序不适用，而关于依取得时效产生所有权的问题也应当按照诉讼程序在审理关于确认所有权的
诉讼中予以解决。
四、当代俄罗斯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20 世纪 90 年初期开始的俄罗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重新出现在俄罗斯法中。 由于
苏维埃立法的特殊性立法背景的特殊性 ，为配合政治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建立 ，重新承认土地等
私法上的权利和产权的重新划分和配置 ，导致取得时效制度在俄罗斯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特殊性 ，也
凸显了转型国家在法律制度转换过程中的艰辛 。透过当代俄罗斯取得时效的立法与实践，可以给我国
诉讼时效立法和实践提供以下启示 ：
首先，诉讼时效制度存废的本土化问题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承认的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并未得到
200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立法上的承认，只在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 ） 》中出现，
权法》对取得时效制度也没有作出规定。 取得时效在我国本土化的艰难历程，表明了立法者对其价值
［14］
功能和立法技术存在疑惑。从目前的学术争论看，赞成者有之 ，赞成者认为，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有
利于财产秩序的稳定、交易安全的维护和时效制度的完善 ，民法上的时效包括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两
［15］
［16］
者在适用对象、功能、条件和对象上并不相同 ； 否定者亦有 ，认为取得时效制度违背我国传统美
［17］
德，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无现实存在的价值等等 。

中国与原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的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我国在 1978 年开始了经济
体制改革，采取了不同于俄罗斯的“渐进式 ”的经济制度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的财产是公有或
集体所有，个人很少有商品交换的机会，交换仅仅限于国家供给下的消费 。取得时效制度被认为是维护
私有财产的产物，我国和俄罗斯均对该制度持否定态度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
得到确立，财产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
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 ，众多的“私权 ”被法律所确认和保护。2004 年宪法修订前，我
2004 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
国一直采取的是 “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法精神，
70

曾凡昌: 当代俄罗斯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与实践以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有财产不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 ”，2007 年的《物权法 》第四条规定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这表明立法者
已从过去绝对注重“公有财产保护优位”到注重公民合法财产一体保护的立场转变 。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 ，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旧的思想观念被抛弃 ，如“有
恒产者有恒心”等私有财产观念的建立。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受苏联民法的影响，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的法律制度成为必
然。无论是经济基础的变化，还是法律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
“本土化资源”，正如俄罗斯取得时效对苏联民法的“破 ”和“立 ”，我国立法者也可以顺势而为，认识到
取得时效在民法中的重要性，构筑完善的时效制度。
其次，取得时效制度建立所带来的所有权确认问题。 由于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阵痛式
疗法”，即“休克”疗法，涉及财产权领域主要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所谓私有化产权制度
改革，将国有经济民营化，最终塑造和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并且在土地等重要的资源划分和配置方面
采取了历史溯源的方式。这直接涉及公共财产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同样涉及如何保护国有财产不流失
的问题。《俄罗斯民法典》第 234 条第 1 条规定了作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的占有所应符合的第一个条
件是自己占有，缺乏第一个条件通常会成为拒绝满足取得时效确认所有权的请求的依据 。 为排除有权
源占有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可能性主要是在《俄罗斯民法典 》与《国家与自治市财产私有化法 》之间达
致平衡，如果私有化立法没有规定对国有财产依时效取得方式取得所有权的可能性 ，那么申请人对争议
财产不能取得所有权，以保留最低限度的公共财产。 按照《俄联邦民法典 》第 234 条的含义，占有只能
是在一个人对物实施直接的实际控制时才会存在 ，占有人应当是为自己占有财产，这意味着实际占有人
的意志应当指向自己作为所有权人而占有财产 。这也将最低限度的公共财产控制权保留在国家层面 。
尽管俄罗斯经济改革采取的私有化路径与我国宪法对经济体制的规定不一样 ，也与 2007 年颁布的
《物权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借鉴《俄罗斯民法典》第 234 条第 1 条规定了作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的占有
所应符合的第一个条件是自己占有的理解和该国司法实务界的态度 ，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可以对公
共财产排除有权适用取得时效制度的可能性方面的制度设计 ，同时，需要公共财产法等方面的配套法律
制度建设，使国家控制必要的国有财产并集中分层行使落到实处 ，排除对公共财产的私分哄抢，保障国
有财产不流失。
再次，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问题。 俄罗斯取得时效制度是对苏联民法的“破 ”和“立 ”的过
程，经济改革实施的是“私有化”方向，他们在许多地方都在探索，并没有一致性的意见。 俄罗斯取得时
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两个代表性的问题值得注意 ： 期间未届满和非自主占有财产是极为普遍的被拒
绝满足承认依时效取得所有权的请求的理由 ； 对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问题应当适用何种程序解决
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我国学者多从取得时效制度的价值 、观念、利弊及占有的条件进行研究，而对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
和依据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的法律救济及程序研究不足 。我国现在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建设现
代化国家的转型期，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需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所有权制度现状 。 如我国土地所有权只
有两种存在方式： 国家和集体所有，按照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个人依据取得时效是不能取得
土地所有权的，而只能是土地使用权。 类似这些“本土化 ”问题是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必须考虑的问题。
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依时效实现权利 。为了保障实体权利的实现，是否需要设计
依取得时效制度取得所有权的特别民事诉讼程序 ？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取得时效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可能是 ： 取得时效制
度必须契合本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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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temporary Russia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Praescriptio
Aquisitiva and Its Enlightment to China’s Legislation
Zeng Fanchang
（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Praescriptio Aquisitiva was re-appeared in Russia Law in the early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enormous difficulty which especially turns out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identification to elements of Praescriptio Aquisitiva，the calculation of Praescriptio and also the application of usucapio procedure that due to
special nature of the Soviet legislation was manifested in conversion process of legal system in such transition
country．
Key words： Russia Law； Praescriptio Aquisitiva； calculation of usucapio； the application of Praescriptio cas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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