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138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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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物权冲突法在信托的法律适用、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无形财产
的法律适用、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构建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以取代物权
摘

冲突法体系能解决这些困境。财产权冲突法体系能涵纳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使
有关冲突规则在财产权冲突法领域的适用更具有系统性、逻辑性与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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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权乃是人对物进行管领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在涉外物权法律关系中，由于所涉各国物
权法的规定不一样，就需要进行法律选择，以确定所应当适用的法律。 基于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性，各
国国际私法均对涉外物权法律适用规则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随着各国物权实体法及物权冲突法的
发展，各国有关涉外物权法律适用规则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别 。我国于 2010 年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该法第五章对涉外物权法律适用问题做了规定 ，与之前我国立法有关涉外物权法律适用
的相关规定相比，该法无疑有重大进步。但随着当代国际社会物权实体法及物权冲突法的新发展 ，笔者
认为，我国物权冲突法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 ，有待进一步改善，为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物权冲突法体系进
行重构，以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物权实体法及物权冲突法的新发展 。
一、中国物权冲突法体系之困境
我国目前有关物权冲突法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五章，共有五条关于物
权冲突法的规定，内容涉及不动产物权、动产物权、运输中动产物权、有价证券、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对不动产所有权及不动产所有权的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
关系的法律适用做了规定，我国《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分别对船舶物权和航空器物权的法律适用问
题做了相应规定。从上述我国已有的关于物权冲突法的规定来看 ，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与不足。
( 一) 信托的法律适用
信托本是英美法中特有的制度，但自 20 世纪以来，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不断引入信托制度，
从而导致各国有关信托的法律冲突越来越多 。对于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和收益第三人对信托财产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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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权利的性质，英美法通过双重财产权理论得到了相应的解释 ，但大陆法系国家却很难通过物权和债
权制度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我国有的学者指出，大陆法系从罗马法沿袭下来的一套财产法概念逻辑
体系在纷繁复杂的商品世界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理论和实践上常常陷入困境。 信托关系虽然权利
义务明确，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却很难做出正确解释 。信托关系无疑兼有物权性和债权性 ，对收益第三人
和受托人权利的法律性质仍值得探究 。由于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和收益第三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权
利性质既不是一种物权，也不是一种债权，因此，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
既没有规定在第五章物权中，也没有规定在第六章债权中，而是规定在第二章民事主体中。 笔者认为，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信托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在民事主体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信托法虽
然不能包含在物权法或债权法中 ，但显然与民事主体制度是相差甚远的 。 从国际社会有关国际私法立
法的普通实践来看，各国均未将信托的法律适用规定在民事主体当中 。就信托的法律性质而言，信托制
度本来与物权法制度相对比较接近 ，但我国现有的涉外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却不能涵纳信托法律适用
的规定，这说明我国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在面对信托法律适用问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境 。
( 二) 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第五章物权部分规定了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该法第 39 条规
，
定 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笔者认为，
该法对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规定无疑能进一步完善我国冲突立法 ，填补我国原有立法有关冲
突规则的一些盲点，但有关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规定在物权部分同时也使得我国物权冲突法体系陷入
困境。我国于 2007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 2 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
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该法
没有进一步规定什么是动产，什么是不动产。我国《担保法》第 92 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
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本法所称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 。 一般而言，我国《物权法 》所称的物，
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均指的是有体物，抽象权利并不属于我国《物权法 》所称的物，除非法律另有规
定。从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除了在权利质权部分规定了有价证券可以作为权利质权的客体
以外，并没有在其他部分单独对有价证券问题做出规定 ，因此，有价证券并不是我国《物权法 》所单独规
定的一种物权类型，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却在物权部分单独对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
做出规定，这显然使得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呈现出与我国《物权法》不协调的困境。
( 三) 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
对于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共有两条规定涉及，其中该法第 37 条
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
法律。该法第 38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
的，适用运输目的国法律。相对于之前我国立法有关涉外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 ，该法无疑填补了空
白，具有较大进步，但该法关于动产物权法律适用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动产的范围做出界定 。由
于该法没有对动产做进一步区分 ，这就意味着该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动产 ，这种立法模式会使得我国涉
外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陷入困境与不利的地位 。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动产的法律适用，不
仅要区分有体动产和无体动产来论述 ，还有诸多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的情形。 对于有些特殊类型的动
产，有些国家的国际私法规定了特殊的法律适用规则以保护本国的利益 ，如关于文化财产的法律适用，
《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 90 条规定，如果被一国列入其文化遗产的财产于出境时根据该国法律系以非
法方式离开该国国境，则该国要求返还该财产的权利由此时在该国施行的法律支配 ，或者根据该国的选
择由要求返还时该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支配 。 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 》第 70 条规
定，如果被列入一国文化遗产的物品被非法带至该国境外 ，则该国要求返还该物品的请求权适用该国的
法律，除非该国已选择适用在提出返还请求时该物品所在国家的法律 。 我国目前没有对文化财产的法
律适用做出有利于保护我国文化财产的单独规定 ，这显然会使得我国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陷入困
境。此外，关于旅行产品的法律适用，各国普遍规定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如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
际私法的法典》第 67 条，《摩尔多瓦共和国民法典 》第 1605 条，《罗马尼亚国际私法 》第 53 条，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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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际私法》第 23 条。我国目前没有对文化财产和旅行产品等特殊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做出单
独规定，这显然会使得我国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陷入困境 ，尤其是对于文化财产没有做出有利于我
国的规定，更是不利于我国追索流失于海外的文化财产 。
( 四) 无形财产的法律适用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五章共有五条涉及物权的法律适用，除第 39 条规定了有价证
券的法律适用，涉及无形财产外，由于我国《物权法 》所称的物基本上是以有形财产为客体的，因此，我
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无形财产权 。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第七章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 ，涉及无形财产权的法律适用，但仅仅规定知识产权的
法律适用并不能全部涵纳无形财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当代社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出现，使得信用财
产与现实财产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财产种类。它属于无形财产，但不同于知识财产。知识财产的客
体是现实利益，而信用财产的客体是未来利益。因此，随着信用财产的出现，使得我国目前的物权冲突
法体系陷入困境，信用财产的法律适用既不能适用我国目前现有的物权法律适用规则 ，也不能适用我国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 五) 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关于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并未涉及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
我国目前关于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的规定主要规定在《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中，分别对船舶物
权和民用航空器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规定 。从我国现有关于运输工具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来看，
一方面，我国目前关于公路交通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没有相关规定 ； 另一方面，我国立法将
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定在单行法而不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中，显然不利于我国国际私
法的系统性与协调性。从当前国际社会国际私法有关运输工具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来看 ，许多国家均
在国际私法中规定了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 ，如《德国民法典施行法 》在第六节物权中的第 45 条规
定了水上运输工具的法律适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在第六篇国际私法的第 1207 条规定了船舶和宇
宙物体的物权的准据法。《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篇国际私法第 1121 条规定了交通工具物权的
法律适用。《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 33 条规定了水上交通工具的法律适用。《阿塞拜疆共
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第 22 条规定了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
的法典》第 68 条规定了交通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 》第 20 条规定
了关于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罗马尼亚关于调整国际私法关系的第 105 号法律 》第 55 条规定了
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 89 条规定了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 在当代国
际社会国际私法发展呈现出法典化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 ，我国国际私法将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规
定在单行法中的立法模式显然会使我国的物权冲突法体系陷入不系统 、不协调、不完整的困境。
二、重构中国物权冲突法体系之基本思路 ： 构建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国际私法中的物权冲突法体系正陷入困境。 在我国现有
的物权冲突法体系下，一方面，对于有些财产权问题，如信托、无形财产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目前的物
权冲突法体系无法涵纳； 另一方面，对于有些财产权问题，如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与我国目前的物权法
体系不协调； 此外，对于有些物权法问题，如关于动产物权、运输工具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现有的
物权冲突法体系则规定得不是很系统与完善 。我国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所呈现出的这些困境都说明
我国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存在很大不足 ，需要进一步改善，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进行
重构，以解决我国物权冲突法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适应当代物权冲突法的新发展。 笔者认为，重构中国
物权冲突法体系的基本思路是用财产权冲突法体系取代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 ，将我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第五章物权改为财产权，并将第七章知识产权部分并入第五章 ，对相关内容做进一步完
善，构建完整的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笔者之所以提出以财产权冲突法体系重构中国物权冲突法体
系，主要是因为构建财产权冲突法体系更具有包容性 ，能涵纳各种类型的财产权，以解决我国目前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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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体系的理论困境，同时能进一步整合各种类型的财产权 ，使得国际私法中有关财产权法冲突规则
的适用更具有针对性、逻辑性与系统性。具体而言：
( 一) 涵纳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于 2007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该法第 2 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
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该法
没有进一步规定什么是动产，什么是不动产。一般而言，我国《物权法 》所称的物，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动
产，均指的是有体物，抽象权利并不属于我国《物权法》所称的物，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我国《物权法 》关
于物的概念主要是源自德国民法，《德国民法典 》第 90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为有体物。 据此，无体物
并不属于物权法保护的范围。应当注意的是，在《德国民法典》制定的时代，人类还处于实物经济时代，
在这一时期，人们占有和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有体物 ，因此，以有体物为客体而构建的物权制度和债权制
度足以满足当时的社会经济需要 。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投资不仅带动了实物经济，而且产生出了大量的知识产品，知识产
权和其他无形财产权应运而生。此外，随着信用货币和各种信用产品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出现 ，人类又
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我国有的学者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知识经济与实物经济、信用经济之
间的相互渗透和作用越来越强，由此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根本性变化 。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用经济的是 ，
在法律上，专利权、版权、商标权、股权、证券权利以及其他的一些无形财产权相继产生。 这些权利与以
有体物为标的的物权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如知识产权和物权虽然都具有绝对权的性质，但物权关注
的是权利人对标的物的占有，而知识产权关注的是对权利的排他性利用 ，因此，知识产权的排他性所针
对的不是他人的非法占有，而是他人的非法利用。此外，伴随着信用经济而出现的信用财产虽然与知识
财产一样都属于无形财产，但与知识财产不一样，信用财产关注的是未来利益，而知识财产关注的是现
实利益。对于传统物权法律制度在当代经济背景下所出现的困境 ，我国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现代市场经
济时代已不同于“风车、水磨、马车”时代，大陆法系从罗马法沿袭下来的一套财产法概念逻辑体系在纷
繁复杂的商品世界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常常陷入困境 。随着股份公司的兴起，物权
与债权相互交融，信托业的蓬勃发展，关于股权、法人财产权以及信托关系的性质都很难用传统的物权
法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我国还有的学者指出，自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所发生的制度创新与变革，
从来就没有停息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财富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的财产权
类型不断涌现，从而对传统的私法制度带来重大冲击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物权类型已
经不能涵纳新经济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种财产权益 ，而中国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物权
法思维之下，显然会使得中国物权冲突法体系陷入困境 ，无法涵纳各种新的财产权类型，即使勉强将一
些新的财产权类型并入物权冲突法体系 ，也会呈现出与传统物权法不协调 、不相容的现象。对于目前中
国物权冲突法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笔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以取代物权冲突法体
系。在财产权冲突法体系的大概念下 ，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都能在共通的财产权概念下并存 ，实物
财产、知识财产、信用财产都属于财产类型，它们都可以统一规定在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中。 不仅是
已经出现的财产权类型，即使是将来新出现的各种新型财产种类 ，都可以涵纳在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之中，如我国有的学者提出人格标志利用权与人格财产化 ，指出个人在自己人格标志上享有的旨在保护
经济利益的财产性权利，是无法简单地套用既有概念加以解释的新财产权现象 。它们的出现，对封闭的
传统财产法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也给开放的现代财产法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
财产权类型获得社会的认可，具有经济价值和绝对性，其法律适用问题亦可规定在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
系中。
( 二) 财产权冲突法体系能整合各种类型的财产权，使有关冲突规则在财产权冲突法领域的适用更
具有系统性、逻辑性与针对性
如前所述，以财产权冲突法体系取代目前的物权冲突法体系能涵纳各种类型的财产权 ，具有开放性
与包容性，能整合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各种财产权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特性的基础上 ，那就是绝对性、对
世性及由此而派生的排他性特征 。这一特征使得有关财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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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的总则性规定在财产权部分的法律适用更具有针对性 。财产权的绝对性、对世性及由此而派
生的排他性特征使得财产所在地法在各种财产权的法律适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财产所在地法是各种
财产权法律适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规则 。基于财产权的对世性、绝对性及排他性特征，财产权的
存在与变动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涉外财产权法律关系只有适用财产所在地法才能给第三人提供一
种合理的预期，维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对于财产所在地的界定，由于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权利人的
关注点不同，财产权客体的形态不同，财产所在地也不一样。对于有体财产权利人而言，权利人对权利
的主张是通过对标的物的占有和支配而实现 ，因此，有体财产的所在地应该是财产物理上的实际所在
地。对于知识产权而言，权利人的利益关注点，不是保持对知识本身的占有状态，而是对这些知识的排
他性利用。知识产权的排他性针对的不是他人的非法占有 ，而是他人的非法利用。因此，知识财产的所
在地应该是财产的利用地。对于信用财产权而言，权利人所关注的是未来利益，信用财产是通过票据、
证券等无形财产形态存在，信用财产的产生是通过政府或企业的发行而产生的 ，因此，信用财产的所在
地应该是财产的发行地。
对于财产权的法律适用，居于主导地位的应该是财产所在地法 ，但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一原则也呈
现出越来越多的例外，其中最突出的例外是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逐渐在有关财产权的法律适用
中得到适用，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 17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 。 该法第 37 条规定，当事人可
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 该法第
83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途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
输目的地法律。该法第 39 条规定，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
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法第 49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用的法律 。 当
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此外，在国际私法的总则中，有些国家的立法也对意思
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做了规定 ，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 2 条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该法第 3 条规定，当
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 。这些规定无疑也可以适用于有关涉外财产
权关系的法律适用。但应当注意的是，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财产法律关系中的适用与在
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适用应有所区别 。涉外财产权法律关系在适用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
时应考虑到财产权的绝对性、对世性及由此而派生的排他性特征 。如财产权中的知识产权是有限制的
权利。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不仅在于鼓励人们从事智力成果的创造，而且在于促进社会对知识的利
用。知识产权既要保护私人利益，也要保护公共利益。因此，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既存在私法因素，
也存在公法因素。基于这一特征，涉外财产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范
围和内容范围方面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因此，涉外财产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有着自己特
定的范围，不能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坚持同样的适用标准 ，因为合
同法具有鲜明的任意性色彩，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较少。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涉外财产关系法
律适用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同样与其他领域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应存在区别 。财产权法律关系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应考虑到财产权的绝对性 、对世性及由此而派生的排他性特征 。基于这一特征，
财产权法律关系中的最密切联系地一般应界定为财产所在地 ，除非在个案中存在有其他有更密切联系
的法律。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基于财产权的绝对性、对世性及由此而派生的排他性特征，财产权法律
适用规则有着自己共同的特殊性 。 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有关财产权的法律适用分散在
民事主体、物权、知识产权中，这种分散性的规定不仅不利于财产权冲突法的体系化与逻辑统一 ，也不利
于有关冲突规则在财产权领域适用的针对性 。 如有关民事主体的法律适用主要是适用当事人的属人
法，属人法的适用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与特性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将有关信托的法律适
用规定在民事主体中显然是不符合逻辑性的 ，有关民事主体法律适用方面的规定在信托的法律适用中
显然不具有针对性。因此，重构我国物权冲突法体系，构建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显然能使我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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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有关冲突规则在财产权冲突法领域的适用更具有系统性、逻辑性与针对
性，在有关财产权的法律适用中统一考虑到财产权的绝对性 、对世性及由此而派生的排他性特征 。
三、国际社会有关物权冲突法体系之新发展
基于当代物权冲突法体系所面临的困境 ，国际社会有关物权冲突法体系的立法出现了一些新的发
展。这些新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 ： 模式之一是在原有的物权冲突法体系中对一些新的财产权法
律适用问题做出规定，以解决当代物权冲突法体系的困境 ； 模式之二是构建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在第一
种立法模式中，如《加拿大魁北克国际私法》在第二章物法中分别规定了继承、动产担保、信托的法律适
用问题。《罗马尼亚国际私法》在第五章物中分别规定了动产、运输工具、有价证券、无形财产等物的法
律适用问题。《意大利国际私法》在第八章物权中分别规定了占有与物权、运输中的物权、通过时效取
得动产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物权法律行为的公示的法律适用问题。《摩尔多瓦共和国民法典 》在有关
国际私法的第三章物权与人身非财产权部分分别规定了有关物权的一般规定 、物权的取得与消灭、运输
工具的物权、需注册之物的物权、处于运输途中之物的物权、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问题。《瑞士国际私
法》在第七章物权部分分别对动产、文化财产、不动产、运输中的物、出口货物的所有权保留、债权、有价
证券或者其他权利的质押、代表货物的证券、运输工具等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规定 。在第二种立法模式
中，如《比利时国际私法》在第八章规定了财产，分别对物权的准据法、运输途中的物的准据法、运输工
具的准据法、文化财产的准据法、流通证券的准据法、赃物的准据法、知识产权的准据法、财产制度准据
法的适用范围做了规定。在这两种立法模式中，笔者认为，第二种立法模式更为可取，第一种立法模式
没有考虑到传统的物权概念已经不能涵纳一些新的财产权类型 ，将一些新的财产权类型的法律适用问
题规定在传统的物权冲突法体系中与传统的物权概念不相吻合 。而第二种立法模式不仅使得有关财产
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而且能使得有关财产权法律适用规则的适用更加具有系统性 、
逻辑性与针对性。
四、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之具体设计
对于财产权冲突法体系的构建，我国有的学者曾提出用“财产法 ”取代“物权法 ”的设想，该学者在
其主编的《国际私法学》第九章财产法中指出，由于本章的内容不但涉及物权，而且也包含了国有化、破
产以及信托等问题，因此，仍像过去一些国际私法著作那样以“物权”或“物权法”作标题已明显不妥，故
改用“财产法”来概括，似更妥当一些。笔者认为，在国际私法中用“财产法”取代“物权法”的概念无疑
是较为可取的，但破产并不属于财产法的范围，因此，在财产法中不宜规定有关涉外破产的法律适用问
题。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财产权冲突法体系的构建 ，在具体内容上可做如下设计：
第 × 章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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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第×条

不动产物权的准据法

第×条
第×条

运输途中物的准据法

第×条
第×条

文化财产的准据法

第×条
第×条

旅行产品的准据法

第×条
第×条

知识产权的准据法

第×条

有价证券的准据法

动产物权的准据法
运输工具的准据法
赃物的准据法
信托的准据法
虚拟财产权的准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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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第×条

金融衍生品的准据法

财产权准据法的适用范围
在上述财产权冲突法体系中，所有具有绝对性、对世性及排他性特征的财产权冲突规则都能规定在
这一财产冲突法体系中，不仅能涵纳现有的财产权，而且能够不断吸收新的财产权类型，使得财产权冲
突法体系更具有开放性、逻辑性与系统性。同时，在有关财产权冲突法规则的适用与解释中，尤其是在
适用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时 ，应统一考虑到财产权的绝对性、对世性及排他性特征，从而使得财
产权法律适用规则更具有针对性 ，形成统一的财产权冲突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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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Real Right Conflict Law System in China
Zhou Houchun
（ Law School，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applicable law of trust，applicable law of negotiable security，applicable
law of movable real right，applicable law of intangible property and applicable law of transportation real right in
China’s real right conflict law．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y，we should construct property right conflict law
system to replace real conflict law system． Property right conflict law system can contain all kinds of property
right and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flict rules in property right conflict law more systematic，more logical
and targeted．
Key words： real right； property right； conflic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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