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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分割包含内容分割和级次分割两个

层次,其实质是土地财产分配,体现了共同体性质和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历

史上出现的英国永佃制、我国农地承包经营制,我国古代均田制和人民公社时

期的“三级所有制”,都是以土地所有权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
土地所有权分割是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对于我国当前农地所有

权制度创新,应该以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为指导,设立“农地两级所有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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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研究,主要有国有、私有和

维持论三种观点,但也有学者有别于这三种不同观点,提出了复合、多级所有

权制度,如复合所有制(钱忠好,1997)、双重所有制(潘华顺、臧武,2000)、两级

所有制(贺韶伶,2005)、二级产权制(温锐,2006)、三元所有权制度(洪名勇,
2011)、农地两级所有权(周猛,2014)等。笔者以为,这种复合或多种所有权制

度,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分割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设计。本文尝试以马克思土

地所有权分割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以土地所有权分割为

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分析,探析土地所有权分割与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之

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探讨土地所有权分割在我国当前农地所有权制度创

新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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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

  (一)土地所有权

  所有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其
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所有权

等于产权,狭义的所有权只是产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也对土地所有权

作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土地所有权仅指其核心———所有权;广义的所有

权,则包含了狭义所有权和其衍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

权能组成的权利束。
  (二)土地所有权分割的两个层次:内容分割和级次分割

  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内容分割,即狭

义所有权和其衍生出来的占有、所有、收益、处分等权利束的分割;二是级次分

割,即狭义所有权的分割。马克思分析的亚细亚共同体土地分配形式就是内

容分割,是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在总和的统一体、小共同体和成员之间进行的一

种分配。马克思分析的古典古代共同体私有地的分配形式就是级次分割,私
有地的终级所有权(一级所有权)属公社所有,次级所有权(二级所有权)属公

社成员所有。
  (三)决定和影响土地所有权分割的因素

  首先,生产力是决定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土地所有权分割作为土地的分配形式,也
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在原始的亚细亚公社,土地所有权分配形式只能是内容

分割,因为单个人无法战胜自然独立生存,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就成为了个人存

在的前提,个人只是共同体的肢体,“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
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其次,共同体性质是前提。共同体的性质是指共

同体所代表的成员利益,是由成员的地位来决定的。共同体性质决定所有制,
所有制决定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决定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所有

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私有制社会,土地所有权只是在共同体和少数成员之

间分配;而在公有制社会,则在共同体和全体成员之间分配。最后,共同体和

成员的共同意志是主观因素。这主要包括共同体的意志、成员的意志及二者

之间的力量对比等。
  (四)土地所有权分割的实质

  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告诉我们,土地所有权是可以分割的。土地

所有权分割是指土地所有权的级次和内容分开,是土地所有权在共同体和成

员之间分配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土地财产分配,体现了共同体性质和成员之

间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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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种以土地所有权分割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

  (一)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

  1.英国永佃制

  在英国,威廉一世(1066~1089年)宣布英国土地属英王所有,英王是英

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将土地分封给各地贵族。1085年,威廉一世采用全国

土地调查的办法,加强英王的集权,通过《末日审判书》,将“无主”土地收归国

王所有,而贵族土地均来自国王的分封,从而在英国建立了全国土地受封自英

国国王的概念。全国形成了这样一种体系:顶端是作为所有人的领主的国王,
国王以下是他的直接封臣或总佃户,他们又是佃户的领主,后者可能是另一些

佃户的领主等,一直到最低的土地持有者。封君的权利是:英国国王在其直属

封臣死后,如该封臣无继承人,可以收回土地;可以行使没收权,没收犯有重罪

的封臣的土地;封臣的子嗣在封臣死后如未成年,国王有监护权,管理该封臣

的土地。
  土地财产分配所采取的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即土地所有权属共

同体所有,占有、使用等权利束属成员所有。由于存在有贵族,共同体成员的

地位不平等,因而共同体只是代表少数成员的利益,土地财产只是在共同体和

少数成员之间分配。这是一种私有制下的土地所有权属英王,保有权属佃户

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2.我国承包经营制

  承包经营制是在农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经营

制度,经历了发端、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和发展完善四个阶段。其主要内容是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

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

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

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

的承包期为30~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可以延长;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从形式上看,这只是我国农地的经营制度,只是所有权人在经营制度层面

通过承包合同来实现的一种经营方式。但从本质上看,是土地在共同体和成

员之间的一种分配形式,是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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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因为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

能等,是通过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所赋予的,承包合同只是一种实现形式,超出

了经营制度这一层面,实际上是社会制度层面对土地的一种分配形式。因此,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所有权属集体,占
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属农民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制

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二)以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

  1.我国古代均田制

  均田制是我国古代一种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相结合的

重要的土地制度,始于北魏,瓦解于唐朝,前后约300年。北魏孝文帝为保证

国家赋税来源,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并实施。主要内容是:凡15岁

以上男子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女子授田20亩;为了轮种可加倍或两倍授

田;不宜种桑的地区,男子授麻田10亩,女5亩;受田者年过60岁或身死,露
田和麻田归还政府,桑田可传给后代;露田不准买卖;地方官也按级给公田,新
旧任相交换。唐朝在隋朝基础上取消了奴婢、妇人及耕牛授田,土地买卖限制

放宽,内容更为详备,最突出的变化,是土地买卖限制进一步放松。
  长期以来,学界对均田制的性质观点很多,但多数人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国

有与私有并存的两重性质的土地制度。例如,武建国认为永业田具有国有和

私有两重性质;赵俪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又企图干预、又不得不

妥协这样一种二重性的表现;赵云旗认为从土地所有制方面来考察,均田制本

身包含着公有和私有两重性。从本质上看,均田制是一种以土地所有权级次

分割为基础的土地分配形式,是私有制下的一种两级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即
土地一级所有权属共同体所有,二级所有权属成员所有。共同体君王一方面

为实现政治目标,始终控制着土地的一级所有权;另一方面为发展经济,又把

土地的二级所有权分配给了其成员所有。不论是露田、桑田还是麻田,一级所

有权都属国家,二级所有权属农民。其中,露田不准买卖;露田和麻田在受田

者年过60岁或身死后归还政府,桑田可传给后代。
 

  2.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制”
  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制指的是,1962年初至1982年正式解体的,以“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

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

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

产队。1975年《宪法》赋予了公社所有制以法律的地位:“现阶段农村人民公

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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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
  从形式上看,农村大部分集体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主要包括耕地、林地、
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公社和生产大队只拥有部分土地,如林场、
园艺场、水库、河道等,公社和大队更多的只是行使经济、行政等方面的管理和

领导职权,并不真正掌握多少生产资料,因而也就不能算是一级完整的所有制

单位。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一种以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基础的土地分配形

式,是公有制下的一种三级土地所有权制度,即土地一级所有权属公社所有,
二级所有权属生产大队所有,三级所有权属生产队所有。公社一方面代表国

家为实现政治目标,凭借土地的一级所有权,用行政手段干预土地的使用;另
一方面作为一级集体为发展经济,又把土地的二级、三级所有权分配给了小集

体所有,以上级集体身份领导下级集体的生产经营。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组

织仍然保留了这三级集体,只不过是把农地的使用权分配给了农民家庭。

三、土地所有权分割,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

  (一)土地所有权分割,土地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共同体和成员之间,土地作为财产可以有多种分配形式,既可以把全部

土地用来分配,也可以只把部分土地用来分配;既可以把全部土地所有权分配

给成员,也可以只把部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成员。而部分土地所有权分配的

前提必然是土地所有权分割,所以,土地所有权分割是土地分配的一种形式。
  英国永佃制、我国承包经营制都是一种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分配形

式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同的是,英国永佃制是私有制下的土地所有权在共同

体和少数成员之间的分配,即土地所有权属英王所有,保有权属总佃户贵族所

有;我国承包经营制是公有制下的土地所有权在共同体和全体成员之间的分

配,即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承包经营权属农民。而均田制中的露田、桑田和麻

田,一级所有权都属封建君王,二级所有权属农民;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

制”中的农村土地一级所有权属公社,二级所有权属生产大队,三级所有权属

生产队。虽然二者所有制性质不同,土地所有权分配也有差异,但同样都是以

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分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总之,不论是英国永佃

制、我国承包经营制,还是我国古代均田制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制”,
在共同体和成员之间分配的只是部分土地所有权,都是以土地所有权分割为

分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二)土地所有权分割,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

  共同体性质决定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制决定土地分配和土地所有权制

度的性质,但土地分配的具体形式影响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形式设计。所以,土
地所有权分割作为土地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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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英国永佃制和我国承包经营制就是两种土地分配形式相同、性质不同的

土地所有权制度。英国永佃制中土地所有权人即英王,把土地的保有权分配

给了少数贵族,他们是直接封臣或总佃户,农民只是最低的土地持有者;而我

国承包经营制则把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分配给了全体成员,即农民个人所有。
但在这两种制度中,都是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分配形式,以土地所有权内

容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
  我国古代均田制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制”也是两种土地分配形式

相同、性质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均田制中的授田,只是在保留封建地主所

有土地前提下进行的,仅以无主荒地作为国有土地为限,因而是一种土地在共

同体和少数成员之间的分配,到了唐朝,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无田可授而瓦

解。而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集体,是由地位完全平等的农民组成,人民公社作

为政府机关,代表国家以土地所有权人身份,把农地的二级、三级所有权分配

给自己的小集体所有。这两种制度也都是以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分配形

式,都是以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
  所以,尽管土地分配形式相同,但由于共同体和所有制性质不同,土地所

有权制度设计也就各不一样。

四、土地所有权分割在我国当前农地所有权

制度创新设计中的运用

  (一)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土地所有权分配形式

  在我国,不管是城市土地还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实际上都归国家所有,在
国家和农民之间分配的只是农地所有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所有制,分
配给农民的只是农地的二级所有权;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统一

经营制度,分配给集体的也只是农地二级所有权;乡镇时期的集体所有、农民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分配给集体的仍然是二级所有权,分配给农民个人的只是

农地承包经营权。
  (二)农地承包经营制,土地所有权分割的有益探索

  1.当前农地产权制度缺陷

  农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制度,表现在所有权方面的缺陷主要有:一是主体

不明确,边界不明晰;二是所有权权能残缺;三是集体成员对土地享有的权利

性质不明确。承包经营权方面的缺陷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缺乏流

转和缺乏排他性。这一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极大地促进

了农村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暴露出来

的这种缺陷日益凸显。对于这种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在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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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单从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难以解决。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承包经营只是一种经营制度,但这种制度

是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所作的规定,农民所拥有地承包经营权也是国家以法律

形式所赋予的。所以,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本质上看,就是所有制

层面土地的一种分配形式,承包经营制也就具有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性质,是对

土地所有权分割的一种有益探索。
  2.级次分割———我国农地政策改革演进的方向

  实际上,我国当前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正逐步向土地所有权级次

分割方向演进,新的农地政策已经站在了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基础上。有学

者把包含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在内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称之为

“准所有权”,并认为具有所有权性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赋予了

抵押、担保和入股权;并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

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赋予了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

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赋予了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等。这些权利已经超

出了广义土地所有权所包含的权利束的范畴,分配给农民家庭所有的实际上

就是农地二级所有权。
  (三)农地两级所有权:我国当前农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新思路

  1.“个人地”和“国有地”
  在现有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基础上,将农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个

人土地,即农民现有地承包地,包括耕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二是国有

土地,除农民个人土地,即耕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以外的所有土地,包
括草原、荒地、公路、河流、滩涂、水库、渠道等。
  “国有地”原则上不分配,国家所有,成员共同使用。其中,公路、河流、水
库、渠道等,由国家投资建设、管理和维护,农民共同使用。对“个人地”进行所

有权级次分割,设立“两级所有权”,把二级所有权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
  2.“两级所有权”
  “个人地”的一级所有权属国家所有,二级所有权属农民个人所有。国家

一般不行使土地所有权,但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可以行使终级所有权:一是在涉

及重大公共安全和利益的情况下,如战备、交通建设(修建铁路、机场、防洪

堤)、环境保护等,国家才行使终级所有权,但必须对二级所有权人给予合理的

补偿。因为公共利益的维持费用,不能只由二级所有权人某个人承担,而要由

全体国民共同承担。二是二级所有权人违反政策、法律规定,符合国家行使终

级所有权条件时,如改变土地用途性质、毁坏性使用土地等,国家可以行使终

级所有权。于是,在通常情况下,二级所有权人享有较为充分的土地权能,包
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土地

进行开发或置业,都必须与二级所有权人对等谈判,对土地进行征购(而非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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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家征收土地交易税。农民个人的二级所有权的取得,是通过有关制度

(政策、法律)设计,在土地进行均分的基础上取得的。就当前来看,就是农民

的承包地,包括耕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拥

有二级所有权。
  3.“国家和农民个人双重所有制”
  在“个人地”两级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国家和农民个人双重所有制”。
不管是“国有地”还是“个人地”,所有权都属国家所有,农民个人所有的只是农

地的二级所有权。这是一种以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为基础的土地所有

权制度,是“两级所有权”基础上的“双重所有制”,两级所有是双重所有的基

础,双重所有是两级所有的表现。
  根据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土地所有权分割包含了内容分割和级

次分割两个层次,其实质是土地财产的分配,体现了共同体性质和成员之间的

社会关系。在共同体和成员之间,既可以把土地所有权的全部分配给成员,也
可以把土地所有权的部分分配给成员,而部分土地所有权分配的前提必然是

土地所有权分割。英国永佃制、我国承包经营制分配给成员所有的都是土地

使用权,都是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而我国古

代均田制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制”分配给成员所有的则都是土地二级

所有权,都是以土地所有权级次分割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土地所

有权分割作为土地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础。
对于我国当前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设计,应该以马克思土地所有权分割理论

为指导,设立“农地两级所有权”,将部分农地的二级所有权分配给农民个人,
实行“国家和农民个人双重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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