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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7日全文发布。 在相关
法律反复提出保护产权的基础上， 此次以中央
名义发布的顶层设计文件更强化了产权保护的
法治化路径。中央为何如此重视产权保护？

说到产权， 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个人房
产。 实际上， 产权不仅包括物权这样的有形之
产，其内涵正逐步丰富和扩展。

“现在的产权概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大家熟
悉的物权、债权、股权等，也包括跨经济领域、社会领
域、文化领域、环境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各种无形
财产权（如人力资本产权）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

从国家经济运行看， 产权制度是现代国家
治理体系的基石，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文明之所在。

国家历来关注产权保护。 从改革开放初期
在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上世纪90
年代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从2004年将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写入宪法，
到2007年出台物权法，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
权保护制度逐步形成， 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初步
建立，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对产权保护提出新要
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国
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 十八届
四中全会指出，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
护制度， 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
产权的保护；“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推进产权保
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

但也要看到， 当前我国产权保护状况仍不
乐观， 特别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不够同
等，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民营企业资产被违规
查封扣押冻结等现象时有发生， 公有产权受侵
犯、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依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易发多发。这些现象都亟待解决。

“中央文件是切中时弊的，文件的发布对于
矫正并稳定社会预期， 给整个社会提供 ‘定心
丸’具有重要作用。”常修泽说，中国改革开放正
处在重要的历史时刻， 当下提出并强调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意义重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
27日正式对外公布。

意见的发布，将对公
民的土地与房屋权益保
护释放哪些新信号？

我国首次出台产权保护顶层设计

� � � � 【专家解读】“这项涉及数亿农民
切身利益的规定要求， 是对正在实施
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衔接与明确。”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专家
说，过去，农民对农房宅基地只拥有使
用权，造成抵押贷款受阻，农民进城后
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不畅， 带来一系列
问题导致农民财产权利难以实现。

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2月，全国人
大授权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

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
等相关规定，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
点主要针对农户宅基地取得困难、 利用
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要完善宅基地权
益保障和取得方式， 探索农民住房保障
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

“过去，宅基地制度注重保障农民住
有所居的社会保障权利。 而在当前城镇
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城，不少地区宅基
地社会保障权利弱化， 财产权利性质日

益突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
主任孙宪忠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发
挥宅基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的基础上，有
序赋予宅基地的财产性权利。

专家认为， 意见回应了农村“三块
地” 的改革， 提出落实宅基地的用益物
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
产收益， 能够使宅基地等原来的“死资
产”在一定范围内流动，最后变成“活资
源”。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 � � � 【专家解读】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
地和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表示， 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
加快，土地矛盾日益凸显。目前，个别地
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占用和征

收土地，只付出低价进行补偿，转手进行
房地产开发。最终，政府和开发商攫取高
额利益， 而部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没
有得到保障，引发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刑
事案件等尖锐矛盾， 并造成失地农民等
长远社会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为遏制上述乱象，

国土部近年来每年多次挂牌督办地方
政府的违法征地问题， 并问责有关负
责人。意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科学界
定公共利益的范畴， 防止将公共利益
随意扩大化。接下来，有关部门应该根
据这个精神进行科学研究， 确定好公
共利益的边界。

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了怎么办？焦点一： 关键点： 研究续期法律安排

【文件精神】 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 � � �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常鹏翱认为，意见尊重并回应了民意，
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 既然研究的是
续期的法律安排， 并强调形成受保护
的良好和稳定预期，那么就意味着，对
于个人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政府会
收回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今年4月， 温州房屋20年土地使用
权到期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国务院
1990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

明确，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用途
确定。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大部分住宅的
土地使用权年限都是70年。公众关注，到
期了该如何续期呢？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说，目前，关于住宅用
地使用年限续期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物权
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目前的
法律条文由于缺乏细则， 如何“自动续
期”存在不确定性，难以操作。

杨立新认为， 续期问题可以从三
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不够70年的，到期
后必须都续期到70年； 二是70年到期
后自动续期， 相当于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是一个无期限的物权， 即一次取
得永久使用， 国家不必每次续期每次
都收费； 三是到期后经过自动续期变
成永久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后， 应当
确定使用权人与国家所有权人之间的
关系， 可以考虑收取必要而不过高的
税金，但应当经过立法机关立法决定。

如何遏制征地与拆迁导致的矛盾？焦点二： 关键点： 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

【文件精神】 完善土地、 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 不将公共
利益扩大化， 细化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 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 完善国家补偿制度， 进一步明
确补偿的范围、 形式和标准， 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

农民宅基地权益如何保障？焦点三： 关键点： 落实用益物权

【文件精神】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耕地红线不突破、 粮食生产能力不减
弱、 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落实承包地、 宅基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
物权，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新闻链接

中央为何如此
重视产权保护？

新华社发

解决“房屋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等8大产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