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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者特定动产、
不动
。
，
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 对优先权定性不能仅仅从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为之 无论是从优先权的起源、
摘

历史沿革、
各个国家对该权利的立法态度及目前该权利适用的情况等方面考察，
还是从优先权与抵押权、
质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相比较分析，及对该权利的价值基础、
制度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均可得出优先
权是担保物权的结论。科学界定优先权的性质，
对于我国建立统一、
完善的优先权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
值，
是解决相关理论困境的基点、
我国优先权制度设计的基础及司法实践中解决权利冲突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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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法定设立的担保物权 ”被认为是最早的表现形式①。 法国法
继受罗马法并将优先权称为“Privilèges”，日本在继受法国法时将优先权译为“先取特权”，《德国民法
典》虽没系统规定优先权制度，但是优先权则散见于海商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和强制执行法等程序
［1］
法中，优先权的功能也是通过法定的质权和法定抵押权来实现的 。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形式的英美
法系国家，虽无系统的优先权制度，但在很多制度中都隐含着优先权的功能，如“留置权 （ Lien） ”制度。
我国尚无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但在特别法中零星地规定了一些特别的优先权，如《民事诉讼法》、《企业
破产法》、《海商法》等； 在《物权法 》制定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应在《物权法 》中规定统一的优先权制度，
但因在优先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而没有实现 。本文拟就优先权性质的界定及其价值谈
些认识，以期对我国统一的优先权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有所裨益 ！
一、优先权的内涵
关于优先权内涵问题，可谓见仁见智，理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优先权是
依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或者根据法律直接的规定 ，在不同性质的民事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 ，一种民事权
［2］
利比另外的民事权利优先受偿的权利 。 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与“优先 ”二字有联系的权利都是优先
权，这样界定难免太笼统，并没有真正揭示优先权的本质涵义。第二种观点认为，优先权又称为优先受
［3］
偿权，是指法律所规定的特种债权就债务人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 这种观点把优先
权与优先受偿权看作是具有一样效力的权利 ，而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也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优先权和

它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从该观点中表达出来 。第三种观点认为，优先权是指特殊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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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设立的担保物权，以及法定设立的担保物权三类。法定设立的担保物权是
① 罗马法上将担保物权分为自由设立的担保物权、
指债务依法具有直接规定具有抵押权的功能。参见周枏： 《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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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或者特殊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甚至担保物权，即优先权是指特殊债权的一种效力 。 第四种观点认
为，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者特定动产 、不动产的价
［5］
值优先受偿的权利 。
本文认为，优先权内涵的界定必须从优先权概念的发展历史着手 ，既要与外国民法中的优先权的概
念保持大体上的吻合，又要与我国法律对其的规定以及其未来的发展相衔接 。 从罗马时期君士坦丁一
世制定的嫁资制度和监护人制度 ，到《法国民法典 》中规定的优先权制度及其各种类型，再到先取特权
（ 优先权） 制度在《日本民法典》中的确立，随后又得到发展和完善，均可看出优先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
某些特殊的债权，如农业劳役优先权、种苗和肥料的供给的优先权等等。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企业
破产法》中规定的职工工资优先权、《海商法》中规定的船舶优先权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优先权
也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对某些特殊债权加以特殊保护的权利 ，因此，本文赞同第四种观点。
二、优先权性质的界定
从理论上给优先权的性质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比认识它更困难 ，以至于被学者称为是“难以开垦
［6］
的法律领地” 。然而给优先权定性对优先权法律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优
先权是物权，还是相对于其他债权而言仅具有优先性的债权 ； 优先权除了具有优先受偿效力外，是否还
具有追及性和不可分性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优先权的定性 。所以科学界定优先权的性质，是
建立和完善优先权制度的基石。
在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之下，优先权有统一本质说和非统一本质说两种基本立法
［7］
例 。统一本质说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优先权都具有统一的本质 ，此观点为罗马法和近代以来法国模
式下的各个国家所采纳。这些国家的立法都认为优先权具备物权的基本属性 ，而且属于典型的担保物
权。如《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十三章并列规定了优先权和抵押权 ，而且将抵押权和优先权相关适用的
问题设定了“共同规定”一节，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并列，同为担保物权。《日本民法典 》在“物权编 ”中专
门设立了“先取特权”（ 优先权） ，直接规定优先权属于物权范畴。非统一本质说则认为优先权有债权性
质的优先权和物权性质的优先权之分 。债权性质的优先权又被称为程序性的优先权，在德国模式下的
国家中的优先权多为此类。这些国家认为优先权是为了破除债权平等性原则 ，为推行社会政策和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而赋予特种债权以优先受偿的权利 ，并不改变特种债权的性质。基于此种认识，债权性质
的优先权被认为是债权的特殊效力 ，不能成为独立的担保物权。此类优先权多规定在破产法、民事诉讼
法和强制执行法等程序法中，因此被视为具有破产或诉讼执行阶段的特殊效力 ，仅是一种程序上的规
定。债权性质的优先权只能享有在分配债务人特定财产或一般财产时的优先顺序 ，而不具有对标的物
的支配权或变价权，该优先顺序只有在破产或者执行程序中有效 。因此债权性质的优先权缺乏对世性 。
物权性质的优先权又被称为实体性优先权 ，此类优先权多散见于德国模式下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
典、商法典和其他单行法中。实体性的优先权是与债权相独立的物权 ，而不是债权的特殊效力，因此，其
在标的物上有很强的追及性、支配性、变价受偿性及代位受偿性。不仅大陆法系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国
家的法律对优先权的具体属性存在不同的态度 ，英美法系国家亦是如此，即使同属一个法律传统的不同
国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做法亦各不相同 。
［8］
理论中关于优先权性质的学说可谓纵说纷纭 ： 第一种观点认为优先权属于物权 。 主张优先受偿
权是物权的基本效力，也是物权和债权的主要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优先权是债权。第三种观点认为，
优先权是债权的物权化。主张优先权本质上是债权，但基于法律的规定使其具有物权的效力。 此外我
［9］
国内地有学者认为，优先权是一种保护权利的方法 。该观点主张将优先权纳入到担保物权的范畴是
出于为优先权正名的需要。
上述各种学说，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优先权的某些性质 ，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不足。 物权说认
为优先权是物权，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优先权的物权性质 ，但是优先权在某些方面又有别于物权，
却没有得到体现。依照物权的基本属性，权利需指向特定的标的物，特别优先权的客体确实为特定的标
的物，然而一般优先权的客体为债务人的总财产 ，不具备这个要求。 债权说认为优先权是债权，则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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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否定其物权性。债权是一种请求权，其效力体现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 ，而优先
权的效力可以直接及于债务人的总财产或者特定的财产 ，体现为一种支配权，这是债权说无法回避的。
另外，优先权的权利人有比一般债权人甚至比担保物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而债权基于
［10］
债权平等原则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起就债务人的财产平等受偿 。将优先权定性为“债权的物权化”，
并不能揭示优先权的真正本质，该观点仅从法律条文来推断优先权的性质 ，显然是片面的。将优先权说
成是一种权利的保护方法，给人一种另辟蹊径的全新视角，但并未给优先权定性，事实上是回避了对优
先权的法律定性，甚至没有表明优先权是何种权利 ，只是一种方法。清偿顺序说亦为如此。
本文认为，对优先权定性不能仅仅从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为之 ，需要从该权利的起源、发展来考察，
比较与该权利相似的其他权利的异同 ，不仅要尊重其历史的原貌，而且更要注重该权利未来发展的需
求，不仅要体现出其权利的特性，而且要维护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谐 。基于此：
［11］
首先，优先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权利云者，依法律之担保，得贯彻主张某利益之可能也。 在优
先权性质争论中，有优先权是种特殊的效力，或是一种清偿顺序，又或是一种权利的保护方法等学说。
这些观点都认为优先权并非一项独立的权利 。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均没有揭示优先权的本质属性 。优先
［12］
权是指法律规定特殊债权人就债务人的概括财产或具体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 优先权实质上是特
种债权人优先受偿的一种可能，也是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从其本质上讲优先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 ，而
不是一种特殊的效力、清偿顺序或权利保护的方法。从罗马法创设嫁资制度和监护人制度，到《法国民
法典》设立优先权，再到《日本民法典》发展完善先取特权（ 优先权） ，以及其他各国对优先权制度的立法
来看，优先权都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考察一项权利是否具有独立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 1） 权利
产生的原因是否独立； （ 2） 权利的效力范围是否独立； （ 3） 权利消灭的原因是否独立。 按照优先权的历
史传统和本质内涵，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是两个独立的民事权利 。 优先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而产生，而其所担保的债权或是因侵权行为产生 ，或是因合同行为产生，两者都有其独立的产生的原因。
此其一。其二，优先权基于优先受偿的效力直接就债务人的财产 （ 总财产或特定财产 ） 有优先受偿的效
力，按照民法理论，其享有的是对物的支配权。而其所担保的特种债权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享有
的是债权的请求权，请求权和支配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权利类型 。 其三，优先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一
样，有独立的消灭的原因，优先权的消灭与其所担保的债权的消灭互不影响 ，优先权的消灭会使其担保
的债权成为普通债权。当然，特殊债权的产生或者消灭会对优先权的产生和消灭有着直接的影响 ，但这
并不否定优先权的独立性。
其次，优先权是一项实体权利。权利分为实体权利 （ 私权 ） 和程序性权利，私权又分为实质性私权
［13］
和技术性私权 。实质性私权是指以实质性生活权益为内容的权利 。决定利益排他的归属的物权，及
以取得为目的的债权和继承权，即其典型。与之相对，以技术手段作为权力变动的原因的权利，称为技
［14］
术性私权。如抗辩权、形成权、请求权 。实体权利主要存在于实体性法律关系中，如人身关系、财产
关系。程序性权利则存在于程序性法律关系中 ，如诉讼关系。此两种关系的构成要件明显不同 。其一，
实体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 ，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 而程序性法律关系
的主体还包括法院，且法院是不可或缺的。其二，实体法律关系的客体通常是指物 、行为、智力成果或人
身利益； 而程序性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处于争执中的民事案件 ，待定案件的事实真相是法院和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其三，实体法律关系内容是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 ，一般
表现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及与此相对的义务； 而程序性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所享有的诉讼
权利和所负担的诉讼义务。就优先权而言，其主体是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法院的介
入； 客体是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标的物 ，即债务人的概括财产或具体财产 ，而非法律案件的事实真相； 内
容是实体上的权利、义务而非诉讼权利、义务，所以优先权是实体性权利。
确认一项权利的实体性和程序性 ，除了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来考察 ，还可以从权利的设立是否会实
质性改变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来判断该权利为实体性权利或程序性权利 。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有实质性
改变的就是实体性权利，如物之所有权人为他人在物上设立用益物权 ，则该用益物权直接改变了所有人
对该物的使用收益的权利，所以其为实体性权利； 相反，权利的设立只是为实体性权利的行使或为追求
法律上的公正，而不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内容 ，即为程序性权利，如申请回避、上诉的权利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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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因优先权的加入而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特别优先权的加入，使得特殊债权人
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特定的财产 ，而优先受偿； 一般优先权的加入，虽然债权人不能因一般优先权对债
务人的财产有支配效力，但一般优先权不仅比普通债权有优先受偿效力 ，甚至比许多具有担保物权的民
事债权优先受偿，这些都说明优先权构成了一项实体性的法律权利 。
此外区分一项法律权利为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 ，还可以从权利产生的时间上去观察。 优先权由法
［15］
律规定的特殊债权的形成而产生，优先权是为实现特殊债权而设的一道司法保障 。 程序性权利一般
因诉讼程序或非诉讼程序的启动始得产生 ，并随程序的终结而消灭，优先权与司法程序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所以优先权是实体权利。有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优先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 ，究其原因乃是： 他们仅看
到优先权需要法院来实现、某些优先权还表现为一种权利清偿的先后顺序的表象 ，却没有抓住优先权的
本质； 优先权的优先受偿效力源于其自身属性 ，而非源于诉讼程序的启动。
再次，优先权归属物权。基于权利标的的分类，民事权利可分为人格权、财产权、物权、债权、能权、
［16］
社员权等 。优先权具体归属于哪项实体权利，理论界争论最多的是物权说和债权说。 如上文所述，
在德国模式下的各国理论都认为优先权归属于债权 ，而在法国模式下的各国理论则都认为优先权归属
于物权。物权与债权是民法权利体系中的两个并列的权利类型 ，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在权利主
体、内容、客体及效力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确定优先权是债权抑或物权，不仅需要将优先权放入物
权与债权的区别中进行甑别，而且应就其性质加以认定。就性质而言，本文认为，优先权具有物权的特
性即法定性、支配性、排他性和追及性，因此应属于物权。“物权法定 ”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
指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
［17］
法 。无论是在法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的国家立法中 ，优先权制度均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各国均规定
优先权是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 ，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当法定要件齐备时，优先权就自然产生；
而且优先权的位次也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 ，所以，优先权具有法定性。 此其一。 其二，优先权具有支配
［18］
［19］
性。物权是直接支配物并享受其利益，而且具有排他性的权利 。 支配性是物权的核心和灵魂 。
优先权的支配性不是注重实体控制担保物 ，而是为实现债务的清偿而追求标的物的交换价值 ，其主要目
的在于担保物的处分及收益。特别优先权人可以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 ，以自己的
意思享有物权的利益，无需依赖债务人的给付； 一般优先权虽不直接支配特定财产，但就债务人的总财
产的价值仍有支配效力。其三，优先权具有排他性。排他性是指物权不受其他权利干涉而独立存在 ，体
现在位次性和特定性两方面。就位次性而言，优先权的位次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 ，由优先权人独自享有
不容他人干涉，而且同一位次上不可能存在不相容的权利 。优先权的特定性即客体的特定性 ，这在特别
优先权表现得特别强烈即直接支配债务人的特定动产或不动产 ； 一般优先权的客体在成立时虽不能确
定，但在实现时则是确定的，所以一般优先权同样具有特定性。 其四，优先权具有追及性。 动产优先权
和不动产优先权的追及性不尽相同 。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并促进交易的完成 ，权衡不同的利益，各个国家
对动产优先权的追及性作了一定的限制 。 完成保全登记后的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则具有完全的追及效
力。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在登记后，能大大加强追及性，其中不动产保存优先权，因保有行为完结后即为
登记，因此，此类优先权实际上无需登记就具有追及力 。另外，有些国家特别法上规定的船舶优先权自
产生之日起随船舶而行，不论船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船舶优先权仍得存在，具有极强的追及性，被称为
不能消除的权利（ An Indelible Ｒight） 。
最后，优先权是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其债权实现的财产
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担保物权作为物权，其注重的是担保物的价值，当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债
权人有权就担保物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 。因此担保物权是价值支配权，具有客体的确定性、存在的从属
性和不可分性。就优先权而言，其具有担保物权的这些特性，因而属担保物权。 其一，优先权是一种价
［20］
值支配权，因而具有价值性。担保物权的价值权性质是“所有物的担保的共同属性” 。优先权的价值
性主要通过变价受偿性和物上代位性表现出来 。优先权设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特定债权人的特种债权
得以实现，而不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利用 。故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为谋求公正或手续上的
［21］
慎重，并维持社会经济秩序起见，借国家公法上的权能来实施拍卖 。 债权人的优先权就是从该拍卖
或变卖所获价金优先受偿。优先权是就债务人财产 （ 总财产或特别财产 ） 对债权人之债权做担保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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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债权人不占有、使用债务人之财产，但对该财产的价值有物上的担保效力。 物上代位性是指担保物
权的效力及于其标的物之替代物 ，即标的物灭失之际，该标的物之替代价款或替代物仍有担保物权之效
力。就优先权而言，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的物上代位性有所差别 。 特别优先权是设立在债务人特
定的财产之上，其有很强的物上代位性，而一般优先权是设立在债务人的总财产之上，由于债务人的总
财产常处于变动的状态，所以优先权不能确定到特定的财产之上 ，其物上代位性相对较弱，但笔者认为
在债务人的总财产全部灭失之际 ，一般优先权的代位性便可明显表现 。其二，优先权具有从属性。担保
物权的从属性又叫附随性，是指债权的存在是担保物权存在的前提 ，没有主债权就没有担保物权。担保
物权的从属性主要体现在成立、移转、消灭三个方面。优先权在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当然产生，即当
特殊债权形成之时，优先权始得产生，并因这些特殊债权的移转而移转，因特殊债权的消灭而消灭。 其
三，优先权具有不可分性。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是指在全部债权清偿之前 ，担保物权可以就标的物全部
价值行使权利，虽然标的物被分割或部分毁损，但剩余标的物仍对全部债权有担保责任 ； 同时，虽然债权
［22］
一部分被清偿或灭失，剩余的债权仍然能就标的物的全部价值享受担保的权利 。 优先权所担保的债
权正是就标的物的全部优先受偿 ，标的物也要以其全部价值担保主债权，债权或标的物的部分消灭，对
［23］
优先权不产生影响 。
此外，无论是从优先权的起源、历史沿革、各个国家对该权利的立法态度及目前该权利适用的情况
等方面考察，还是从优先权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相比较分析 ，及对该权利的价值基础、制
度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均可得出优先权是担保物权的结论 。
三、优先权性质界定的价值
科学界定优先权的性质，对于我国建立统一、完善的优先权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
( 一) 是解决相关理论困境的基点
在优先权性质的争论中，同时引发了相关理论的争论，如优先权与债权平等原则、优先权与物权公
示原则及公法债权与私法保护等 ，因此，优先权性质的正确界定，无疑是平息这些理论上争论的关键 。
其一，优先权与债权平等原则。
债权平等原则，是指当同一债务人有数个债权人时 ，全部债权人可以就债务人的总财产平等受偿，
不足以清偿时，应按债权比例受偿。债权平等原则实质上就是民法上平等原则的延伸 。按照此原则，既
然每个民事主体平等，那么，民事主体依照意思自治对债务人发生的债权和其他民事主体之债权应当有
相同的效果，由此可知债权平等实际是债权人平等 。而优先权作为一种特权，是法律赋予特殊债权人就
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表面上看这有损债权平等和公平原则之嫌疑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些
学者不赞成设立优先权制度。但是主张设立优先权制度的学者认为 ，优先权制度的价值旨在破除形式
上的平等，追求实质上的公平，是一项关乎人们之间实体平等的法律制度，符合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对优先权特殊规定背后的真正的、更深层次的理由还在于法律对利益以及利益关系进行的衡
量。将优先权界定为物权性质，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法则，能够解决优先权与债权平等原则的困境 。从优
先权的制度设计和种类编排中可以发现 ，优先权通常与抵押权、质权并列形成系统的担保物权制度，同
时，法律赋予特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上的支配效力 ，实际上优先权就是将特殊债权以优先权的担保形
式，对其进行保护。所以，优先权与债权平等的理论困境，实际上是有些学者没有真正弄清楚优先权的
性质所致。若将优先权界定为债权性质，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这样的理论困境 ，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前提。优先权是担保物权才是其法律制度的本意。 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 》规定，工人工资、伤残补
助、医疗费用以及法律规定的企业须支付职工的补偿金能够在第一顺序中得到清偿的立法本意 ，就是通
过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对职工这个社会特殊的群体进行特殊的保护 ，利用优先权来破除债权平等原则 ； 同
时优先权又设立在企业的破产财产之上 ，就是赋予这种特殊的债权以物的担保效力，来保障债权的实
现，从而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但是我国《企业破产法 》将这些特殊的债权放在一般债权范围之中，规定
在对破产财产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优先受偿后才能得到清偿 ，仅较普通债权受偿顺序优先，这明显不利于
对这些特殊债权的保护，这种立法设计与优先权制度的本质相左 。 而我国《海商法 》对船舶优先权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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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则很彻底地保护了船员工资、船舶相关税费、海难救助费等费用的优先受偿权利； 《海商法 》规定船舶
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留置权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本文认为，为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法律
必然应对一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 ，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从立法上明确赋予优先权物权性质 。
其二，优先权与物权公示原则。
［24］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物权变动即新的权利关系的产生须有与此相应的公示方法予以表彰 。 物权
具有强大的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 ，现代物权法均以公示为基本原则 ，公示之方法，在不动产为登记，在动
产一般为占有。然而，就优先权而言，法律对其种类、内容和顺序都予以全面规定，优先权的成立、消灭
均无需再以登记或占有为其生效的要件 ，这是优先权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优先权与物权公示
原则确有不和谐之处，甚至有人认为优先权为了社会政策与公平的实现而部分牺牲了物权公示原则的
权威性； 实质上，优先权有其特殊的公示方法，与物权公示原则并不相悖。优先权不是没有公示，而是依
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向世人宣示，与物权公示的通常方法———登记或占有有所差别而矣。正因为此，在设
立优先权制度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优先权制度对物权公示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妥
协，使物权公示原则仍然能够制约优先权 。如《日本民法典 》在优先权 （ 先取特权 ） 的效力上规定，未登
记之优先权（ 先取特权） 不能保存其效力或者不具有对抗一般债权或登记债权人的效力 ，以此来鼓励优
先权人另行登记，增加其公示性，从而达到保护自身利益和交易安全的目的。 然而，这种规定仍有其弊
端，能够经行登记公示的优先权仅仅是不动产优先权 ，对于动产优先权和一般优先权而言，登记公示仍
然不易操作。我国《物权法 》没有统一规定优先权制度，现行的《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海商
法》等法中也没有对优先权的公示作出特别的规定。 笔者认为，既然传统的物权公示方法相对于优先
权而言难于适用，倒不如将法律的直接规定作为其公示的方式 ，亦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其三，公法债权与私法保护。
在优先权的种类当中，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设立的优先权许多是属于公法性质的权利 ，比如
税收优先权、国库优先权等。优先权是私法性质上的制度，用私法制度来保护公法权利，在法学理论上
大多是不被认同的。事实上优先权制度已经对某些公法性质的债权加以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各种利益的交叉重合，为理顺好这些法律关系，仅仅一个部门法是难以做到的，这就是公法的私法化
或者私法的公法化，公法和私法相互渗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不是权利保护的前提
条件，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公法债权私法保护、私权公法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制度价值。 利
用优先权保障工人工资优先受偿 ，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劳动关系，而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劳动关系
维护不好，社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利用优先权保护国家税收，而国家税收则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是维持正常国家管理职能的需要 。 所以，将优先权定性为担保物权
则能更好地实现其社会意义和制度价值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海商法等特别法中规定
的优先权，有些是私法性质的权利，如船舶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等，有些是公法性质的权利，如税款
优先权、工人工资优先权等。
( 二) 是我国优先权制度设计的基础
一项权利性质的确定是这项权利制度设计的根基之所在 ，权利性质的模糊必然要引起法律制度体
系的混乱。在我国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优先权制度的设立与否，有很大的争论，其主要原因是理论
界对优先权的性质理解不一致。优先权制度在我国有关法律中虽有规定 ，但很不完备，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亦不断增加 ，优先权制度必将成为我国物权法中一种系统的法律制度 。
其一，有助于优先权制度的立法选择。
一个国家对优先权性质的认识决定了这个国家对优先权制度的立法选择 。在大陆法系法国模式下
的国家大都认同优先权是担保物权 ，所以在这些国家立法中都系统地设立了优先权制度 ，且大都将优先
权同抵押权、质权并列形成完整的担保物权体系 ； 在德国模式下的国家大都认为优先权属于债权，所以
在立法中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优先权制度 ，而是将优先权的制度功能用其他制度来替代 ，优先权的功能就
是由法定抵押权来发挥的。我国对优先权制度的立法选择同样是建立在对优先权性质认识的基础上
的。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关于优先权制度的选择问题，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 以王利明
教授为主持人的《物权法建议稿》认为优先权属于担保物权的性质，并且应当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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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道成为担保物权。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都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在程序法和特别实体
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 ，有必要在《物权法》中对优先权制度进行统一规定。 而以梁慧星教授
为主持人的物权法课题组则反对设立专门的优先权制度 ，他们认为优先权可以在特别法中进行个别的
规定，没有必要将其统一规定在《物权法》中。实质上，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认同优先权是担保物权 ，而
是认为优先权就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债的清偿顺序 ，或者法律直接规定的债的保护方法 ，又或者优先权具
有公法性质不属于私法上的权利 ，反对将优先权制度规定在《物权法》中。我国《物权法 》之所以最终没
有规定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其根源在于对优先权的性质缺乏统一的认识 。
其二，有助于对优先权滥用的限制。
优先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有优先受偿效力的权利 。 其有很强的法律效力，这
种效力的使用有着极其严格的条件 ，一旦优先权被滥用，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优先权设立的种
类、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的限制，都得益于对优先权性质的清醒认识。 优先权属于担保物权，但其又不同
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这三种典型担保物权 ，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一般优先权是设立在债务人总财产
之上，债务人的总财产很多，优先权在行使之时，就那些财产优先受偿，法律须做出明确的规定，以防止
优先权的滥用，如《日本民法典 》第 335 条第 2 项规定： “一般优先权人就不动产受清偿时，须先就无特
别担保之标的物受清偿，不能完全得到清偿的，才能就已设立其他担保权的不动产优先受偿 。”我国《海
商法》规定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期限是 1 年，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 一是督促优先权人尽快实现自己的权
利； 二是限制优先权行使的期限从而保护有关船舶其他权利人的权利 ，若不做时效的限制，则会造成很
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我国《海商法》规定优先权随船舶的移转而移转的同时 ，为了保护受移转人
的利益，又特别规定优先权人须在法院应受让人的申请而公告之日起 60 内行使优先权，否则优先权消
灭。所以，优先权虽属担保物权，但又有别于其他担保物权，在规定优先权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优先权
特殊的性质，将优先权限定在担保物权的效力范围内 ，既满足优先权人的特种利益，有不损害其他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
其三，有助于优先权范围的确定。
优先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保护特种债权人 ，或者为执行某些社会政策，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都
是基于这样的立法目的而设定的 。优先权保护的大多数债权人都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 ，或是劳工工人，
或是弱势群体，这些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在享受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上有所欠缺，包括法律保护资
源。对于这些人群的特殊债权的保护 ，就不能贯彻债权平等的原则，实际上他们处在社会不平等的地
位，法律必须通过打破形式上的债权平等 ，来追求实质平等； 即使是税收优先权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所以，把优先权界定为担保物权，有利于确定需要特殊保护的特殊债权的范围 。我国现行的法律
制度中已经规定了工人工资优先权 、社会保障费用优先权、伤残补助优先权、税收优先权、船舶优先权
等，但是这些种类的优先权仍然不能满足我国现实社会的需求 ，还缺乏对农民的有些权利做出特别保护
的优先权制度，如《法国民法典》中规定的种子、肥料提供者优先权、运输人优先权等，在我国制定统一
的优先权制度时，可以借鉴。
( 三) 是司法实践中解决权利冲突的标尺
在民法体系中，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错综复杂，各种民事权利交织在一起，不同权利之间冲突的现
象不可避免。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法律创设了不同的权利效力等级 ，等级高的权利其效力大于等级低的
权利。比如物权的效力大于债权的效力。 同样，在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中，同等级的权利也会发生冲
突，法律也必须设立规则对其进行调整 。如普通债权发生冲突之时，利用债权平等原则处理； 物权发生
冲突时，根据登记的顺序来解决。优先权制度的设立，当然也避免不了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 。对优先权
性质的认识是解决其与其他权利冲突的关键 。
其一，优先权与质权的竞合。
由于质权是设立在动产或权利之上的担保物权 ，优先权与质权的竞合只能发生在动产一般优先权
和动产特别优先权与质权之间。动产一般优先权与质权竞合之时 ，两者效力先后顺序，理论界有不同的
观点。有学者认为动产质权优先于动产一般优先权 ，其理由是，《日本民法典 》规定，动产质权与特别动
产优先权有着相同的权利，而特别动产优先权效力又高于动产一般优先权 ，则动产质权优先于动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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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还有学者认为，动产一般优先权优先于动产质权 ，因为原则上一般优先权优先于特别优先权和
普通担保物权，所以动产一般优先权优先于动产质权 。同为一项财产之上的两个担保物权 ，其效力的冲
突还应从各个权利制度的目的出发 。优先权是为了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正义 ，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所以
其效力应优于质权效力； 但动产一般优先权应当首先就债务人未设立质权的动产为之 。 动产特别优先
权与质权发生竞合之时，《日本民法典》规定它们具有相同的效力等级。 但是，本文认为，基于优先权的
特殊立法目的，应分别情况对待： 在优先权人占有该动产时，其效力当然大于质权效力，否则与质权处于
平等的地位。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没有对二者竞合时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优先权仍难
以优先于质权受偿，一是缺乏法律支持，二是质权人一般占有标的物，其有着绝对的优先受偿的优势。
其二，优先权与抵押权竞合。
极强的公益性是一般优先权所独具的 ，根据《法国民法典 》第 2105 条之规定，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
人可以先于抵押权人而获得清偿 。又由于不动产之外的财产，进行一般优先权的登记难以操作，《法国
民法典》第 2107 条则规定，该一般优先权可免予登记。 我国《民事诉讼法 》和《破产法 》规定，劳动保险
费用和职工工资债权不能比设有抵押权的债权优先受偿 ，而只能比普通债权在无担保的破产财产中优
先受偿。这样的制度安排对职工生存利益的保护很不利 。而不动产优先权因其种类不同，在与抵押权
竞合时处理亦应不同。根据《日本民法典 》之规定，不动产建设优先权与不动产保存优先权，如果进行
了合法登记，则一律比抵押权优先受偿。抵押权与不动产买受人优先权发生竞合之时 ，则以是否登记为
标准，登记的效力大于未登记的效力，登记在前的大于在后的效力。日本民法规定的合理性还得从优先
权制度的目的分析，不动产建设优先权人和不动产保存优先权人都付出劳动增加了不动产的价值 ； 同时
职工工资通常包含在不动产建设费用中 ，其关系到劳动工人的生存，所以其优先于抵押权。我国《海商
法》明确规定船舶优先权优先于留置权 ，船舶留置权优先于船舶抵押权。
其三，优先权与留置权竞合。
因为留置权的标的物通常为动产 ，所以留置权一般不会与特定不动产优先权产生冲突。 有学者认
为，一般优先权优先于除一般优先权之外的其他任何一般担保物权 ，包括留置权。 但本文认为，留置权
担保的债权中不仅包含着债权人的劳动 ，而且留置物的价值也包含债权人劳动成果，也应得到优先保
护； 同时留置权人又实际控制着留置物 ，强行规定一般优先权优先于留置权 ，于法于理都很难说通，留置
权的制度功能也会因此大大减弱 。所以，在一般优先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合之时 ，优先权人应当先就债务
人未设立留置权的动产而行使权利 ，对设立留置权的动产则没有优先受偿的效力。 一般优先权设立在
债务人的总财产之上，通常情况下这种处理方法不影响优先权的实现 ，同时也不妨碍留置权功能的发
挥。由于留置权和特别动产优先权都不适用登记制度 ，所以很难从登记的时间顺序来确定效力先后的
问题。同时，依照“占有”的标准，即占有动产标的物者享有优先的效力，这也不符合法律的逻辑。 因
为，动产特别优先权人并不一定都占有动产标的物 ，而留置权是建立在占有动产标的物的基础之上的，
若脱离对动产的占有，留置权便不复存在，所以动产特别优先权只能与占有标的物之留置权发生竞合，
此时的优先权人也不可能占有标的物 ，以此观之，应当认为留置权优先于动产特别优先权 。我国现行的
司法实践中，一般优先权与留置权竞合时，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是留置权优先于优先
权受偿。但是我国特别法中也对一些特别优先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如《海商法 》明确规定，船舶优先权
优先于船舶留置权。
优先权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其内涵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 ，至今在各国对特殊债权保护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优先权在我国现实社会发展中有着很广阔的适用空间 ，然而我国法律制度中却没
有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散见于个别法中的优先权不能够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 本文通过
对优先权性质的界定，旨在揭示优先权的本质属性，以期对我国统一优先权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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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Priority Ｒight
Zhang Yihua1 ，Wang Haibo2
（ 1．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 Henan Dingrong Law Firm，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Priority refers to the rights enjoyed by the specific creditor basing on direct legal provisions，and the
creditor has priority in compensation on the value of the debtor’s total property or specific movable and immovable property． The qualitative of priority cannot be identified only from one aspect or certain aspects． It is can
be concluded that priority is the guarantee real，whether to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vilege origin，historical evolution，legislation attitude and the right applicable in every country and other aspects，or to compare
and analyze from the priority and hypothec，mortgage and lien and other real right for security or to research on
the value basis，system fun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priority has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for our country to establish a unified，perfect priority system． It is the basis of settlement of
theory dilemma and our priority system design，and it is also the rod of solving conflict of rights in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priority； nature of priority； real right of p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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