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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库里的权利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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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要： 土地储备库里存有国有土地所有权，但无建设用地使用权，更无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以及地役权，也不应该有债权性质的土地权利。该国有土地所有权并不归属于土地储备机构，而归
摘

国家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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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的地区，存在着土地储备机构及其看护下的土地储备库 。所谓的土地储备库，望
文生义，是指存储土地之所。土地储备库里存有何种权利？ “摸清家底 ”，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
实践问题。这事关土地储备制度的健康运行和金融秩序的保障 ，值得重视。 本文专门辨析土地储备库
里的权利，反思我国现行的土地储备机构作为抵押人的规定和操作 ，敲响警钟。
二、土地储备库里存有国有土地所有权
土地，虽然在物理形态上一望无垠，但通过技术手段，人为地将土地区分为若干部分，使每个特定部
［1］
分作为独立之物，登记造册，使其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
如此，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11—15 条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或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法无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因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
用土地而收回土地使用权，根据土地储备计划收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政府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
地，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办理完毕原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后 ，均为土地储备库
里的土地。
有土地必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17 条规定，市、县人民
政府可根据需要，对产权清晰、申请资料齐全的储备土地，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核发土地证书。 所有这
些，应不成为问题。有疑问的是，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人是谁？
从《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11—15 条的规定，以及实务运作的情形来看，
土地储备库里的土地肯定不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所以，土地储备库里的土地所有权人不是集体经济组
*

收稿日期： 2013 － 02 － 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土地储备制度的现状与完善”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12YJA820013） 。
作者简介： 崔建远（ 1956— ） ，男，河北滦南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1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4 期

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为《宪法》） 第 9 条第 1 款关于“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 、草原、荒
地、滩涂除外”的规定，第 10 条第 1 款关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第 10 条第 2 款关于“农
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
属于集体所有”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为《物权法 》） 第 47 条关于“城市的土
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的规定看，土地
储备库里的土地应归国家所有，国家是该土地的所有权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为《土地管理法 》） 第 8 条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
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 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
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 以下简称为《物权法 》） 第 53
条关于“国家机关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 ，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处
分的权利”的规定及其规范意旨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人，据此推论，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也不是土地储备库里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人 。
2 款以及《土地管理法 》第 8 条和《物权法 》第 47、
53
按照前引《宪法》第 9 条第 1 款和第 10 条第 1、
条的规定，土地储备机构不应是其看护下的储备土地的物权人 。所以，土地储备机构同样不是土地储备
库里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人。
三、土地储备库里不应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一) 土地储备库里不储备建设用地使用权
断言土地储备库里不储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理由 ，主要有如下几点：
1． 从物权法原理看。
所有权系对物为一般的概括支配的权利 ，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
他人的干涉，使所有权较其他物权在内容上更为全面 。不仅如此，所有权不是权能在量上的总合，而是
一个整体的权利。因其整体性，所有权在内容或时间上不得加以分割。 在所有物上设立用益物权或担
［2］
保物权，不是让与所有权的一部，而是创设一个新的、独立的物权 。 正因如此，只有于存在他物权人
需要分享所有权的部分利益而且产生引发他物权的法律事实的场合 ，才会自所有权中派生出 （ 一个 ） 他
物权来，如果没有为他人设立他物权，或者原来设立的他物权自他人之处消灭，一个特定物上就只存在
一个所有权，不会是该所有权内部还包含着一个或数个他物权 。具体到土地储备制度，由于法律没有赋
予土地储备机构甚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自国家之处分享土地所有权的利益这样的地位 、资格及权限，土
地储备机构不享有土地储备库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没有必要享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作为代表国家管理土地、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不应享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因此，土地储备库里自无必要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这个结论，从《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 国土资发
［2007］277 号） 第 11—15 条关于土地登记机关有义务将依法收回的土地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使建
设用地使用权消失———的规定，得到了印证。
2． 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及用途看 。
观察实务运作中的土地储备机构享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都是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取得的。 但必
须指出的是，按照我国现行法，行政划拨的用地必须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需要的 。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以下简称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 24 条及国土资源部于 2001 年 10
月 22 日发布的《划拨用地目录》的规定，下列建设用地若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
准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 （ 1） 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此处所谓国家机关用地，包括党政机关和人民
团体的用地。（ 2）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它包括城市供水、供热、供气的设施用地，环境卫生设施用地，公
共交通设施以及道路、广场、绿地等的用地。（ 3） 公益事业用地。 它包括非营利性邮政设施、教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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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公益性科研机构的用地。（ 4） 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
利等项目的用地，包括石油天然气设施、煤炭设施、电力设施、水利设施的用地，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
设施的用地，以及民用机场的用地。（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主要包括监狱、劳教所、戒毒
［3］
所、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育所的用地 。我们从中寻觅不到土地储备机构为自己取得资金而取
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可以说土地储备机构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违反我国现行法的。
3． 从土地储备机构与国有土地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看 。
首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规定： “土地储备机构应为市、县人民政府批
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
单位。”（ 第 3 条） 这表明土地储备机构并非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依然
是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际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22 条
关于“储备土地完成前期开发整理后，纳入当地市、县土地供应计划，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统一组织供地”的规定，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由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非是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先拥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后再将该权出让给实际用地者 ，而是通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与实际用地者
约定或基于法律的规定，基于土地所有权于此时此刻创设出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于此场合的所谓“出
让”实际上是“创设”，所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拥有者 。
其次，《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规定： “土地储备工作的具体实施，由土地储
备机构承担。”（ 第 2 条第 2 款） “对纳入储备的土地，经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土地储
备机构有权对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 、保护、管理、临时利用及为储备土地、实施前期开发进行融资等活
动。”（ 第 16 条） “土地储备机构应对储备土地特别是依法征收后纳入储备的土地进行必要的前期开发 ，
使之具备供应条件。”（ 第 18 条） 除了此处所谓“为储备土地、实施前期开发进行融资等活动 ”的规定值
得商榷外，其他规定都显现出土地储备机构不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 ，不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享有
者。它类似于仓储者，管理着已经储备的土地。
因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储备机构更不应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国家这个
土地所有权人无需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所以，土地储备库里不应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4． 从土地储备机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看 。
土地储备机构不应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道理在于： 众所周知，土地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分
立，系非土地所有权人利用土地而获得相应的利益需要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根据 。 该正当根据最好是物
权（ 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可以是债权（ 如租赁权） 。 非土地所有权人
若不分享土地所有权人就土地所取得的利益 ，就没有必要就该土地拥有物权或债权。 具体到土地储备
制度，土地储备机构就其所储土地应否分享该土地所生利益 ？ 我们知道，土地储备机构并非最终用地
者，亦非就所储土地获取商业上利益 （ 如居间费等 ） 之人，甚至不是以己之力将“生地”变成“熟地 ”的当
事人，是一个犹如仓库一样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仓储土地的事业单位 。 既然如
此，它不应该就所储土地而享有利益 ，也就没有必要就所储土地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5． 从物权法定主义看。
［4］
不可否认，实务中确实存在着土地储备机构拥有临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现象 。《物权法 》奉行
物权法定主义（ 第 5 条 ） ，规定的物权种类包括所有权 （ 第 39 条以下 ） 、土地承包经营权 （ 第 124 条以

下 ）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 135 条以下） 、宅基地使用权（ 第 152 条以下） 、地役权（ 第 156 条以下） 、抵押权
（ 第 179 条以下） 、质权（ 第 208 条以下） 、留置权（ 第 230 条以下） ，没有临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检索其
他法律，也未发现关于临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 。退一步说，即使认可临时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
权也至多是个债权，而非物权。既然如此，土地储备库里不应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 二) 土地储备库里不应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之所以说土地储备库里不应存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因为虽然依法及法理土地储备库里不储备建
［5］
设用地使用权，但是实务中却存在着土地储备机构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权等现象 。 这是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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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合理的，应予纠正。其道理已如前述，不再赘言。
四、土地储备库里不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债权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 的规定 （ 第 2 条等 ） 和立法目的，以及各地实
务运作的情况，土地储备机构所储备的土地是用于房地产开发建设的 ，并非用于农林牧渔的，更不是为
农民建造住宅的，所以土地储备库里不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由于《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3 条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应为市、县人民政府
批准成立、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统一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
单位，
土地储备机构是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它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若干类型的民事活动，例如，购买文房四
宝，
购买油盐酱醋，
等等。于此场合，
土地储备机构便享有取得文房四宝、
油盐酱醋等物品的债权。
于是，问题出现了： 这些债权存在于土地储备库里吗 ？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土地储备已由法律限制
了范围，所储备的限于建设用地，而非储备债权。所以，土地储备库里不存有债权。
五、土地储备机构无权将储备土地用以抵押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国土资发［2007］277 号） 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 “土地储备机构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的贷款应为担保贷款，其中抵押贷款必须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 ； 申请贷款的土地储备机构必
须满足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 。土地储备机构举借的贷款规模，应当与年度土地储备计
划、土地储备资金项目预算相衔接，并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不得超计划、超规模贷款。土地储备机构
申请贷款时，应持财政部门的贷款规模批准文件及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等书面材料向当
地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担保贷款 。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应严格按照商业原则在批准的规
模内发放土地储备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应实行专款专用、封闭管理，不得挪用。”在实务中，不少市、县
的土地储备机构确实将其储备的土地抵押给了银行 ，采取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模式。 安徽省合
肥市土地储备的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占到土地储备资金的 80% 以上； 2001 年到 2005 年湖北省武汉市
［6］
土地储备中心累计融资 288． 1 亿元，除了 4． 6 亿元财政资金外，其他大部分为银行贷款和短期负债 。
笔者认为，土地储备机构将其储备的土地用以抵押贷款 ，这与我国《物权法 》和《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关于土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的规定是不相符的，应予修正。其理由如下：
( 一) 欠缺合法状态的抵押物
按照我国现行法设计的物权设立及其原因 ，土地储备机构并非天然地在所储土地上拥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若取得此类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是基于行政划拨，或是源于出让。可是，从现行法的规定和实际
操作的情形观察，并未发现土地储备机构通过上述任何方式自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
［7］
就是说，称土地储备机构在所储土地上拥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违反了中国现行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
以违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而成立的土地使用权 （ 建设用地使用权 ） 作为抵押物，该种抵
押权难谓合法。
( 二) 缺乏合理形态的抵押物
按照我国现行法设计的物权设立及其原因 、物权体系及其原理，所储备的土地，在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向用地者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前 ，仅仅以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形态存在 ，并非国家土地所有权与建设
用地使用权同时并存其上。由于我国现行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抵押（ 《物权法 》第 184 条第 1 项 ） ，能
够抵押的是出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物权法》第 180 条第 1 款第 2 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 48 条第
2 款） ，而所储土地中不含有独立存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也就是欠缺作为独立之物的抵押物。 没有抵
［8］
押物，谈何以储备土地（ 使用权） 设立抵押权 ？！
( 三) 难以实现的抵押权
土地储备机构以其储备的土地设立抵押权 ，负面的结果十分明显： 第一，一旦土地储备机构不能清
116

崔建远: 土地储备库里的权利辨

偿债务，银行要实现抵押权时，如何拍卖或变卖所储土地的使用权 （ 建设用地使用权） ？ 第二，《物权法 》
及《土地登记办法》对于不动产的抵押有明确的登记要求 ，但办理所储土地的所有权登记与建设用地使
［9］
用权的抵押登记，给国土资源登记部门提出了很大挑战 。第三，在土地储备的整个期间内，土地的价
格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有很大波动 ，致使土地的价值很难评估。在实践中，外部评估机构受利益驱动，

往往是按照借款人的意思进行评估 ； 更不要说一些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地价评估由自己垄断 ，导致评估
［10］
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格，银行即使处置抵押物也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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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Rights in the Land Reservation Bank
Cui Jianyuan
（ 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 the land reservation bank，there is the right of ownership of state-owned land，but there is no right
of using construction land，even no right of using house sites land or right of management by contract and easement． There should be no right of land with creditor’s nature，either． The ownership of state-owned land only
belongs to the state rather than the land reservation institution．
Key words： land reservation； land reservation institution； the ownership of land； the right of using constructi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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