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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体土地协议征收的法律规制

王红建*

摘 要 在我国当前的土地管理实践中,针对集体土地的“协议征收”广泛存在,但这种活

动始终处在法外运行的状态中。简单地将这种混合了“市场自由交易”和“强制征收”等要素的

土地管理实践认定为违法或将其合法化都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要实现法

律对集体土地协议征收活动的有效规制,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土地法规范进行体系化解释,排

除此类实践中的不合理因素,并将其中的合理因素分门别类地纳入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等不同的土地管理制度中,从而确保我国的土

地管理实践真正运行在法治的框架之内。

关 键 词 协议征收 协议购买 公益征收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我国现行的法秩序中并不存在“协议征收”这一术语,即便是在2019年8月26日第三次

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土地管理法》)中,我们也找不到这个

术语的踪迹。但当人们把目光从法律文本转移到土地管理的实践时就会发现,所谓“协议征

收”(实践中往往被称为“协议拆迁”“预征收”“土地整治”“土地流转”或其他名称)被各级地方

政府广泛使用,而且法院很难依法进行有效审理。比如在“刘洪利诉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

政府、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牡丹街道办事处土地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中,菏泽市丁堂村村

民委员会与牡丹街道办签订合同,约定丁堂村所属土地968.286亩流转给牡丹街道办使用,用

以建设七里河湿地公园。对此,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建设七里河湿地公园,确需征收的还应

依法征收”,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牡丹街道办占用涉案土地系基于合同约定,既非强制也非征

收”,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针对牡丹区政府和牡丹街道办占地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并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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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之诉,故对于牡丹街道办与丁堂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相关事宜不予审查”。〔1〕

基于汉语语义学的分析,人们可以认为“征收”所内涵的行政强制性与“协议”所内涵的自

由平等交易要求并不相容,因此批评“协议征收”或“协议拆迁”这种表达根本不成立,也可以基

于公法上“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原理,认定所有的“协议征收”属于违法行为,但却不能采取

“鸵鸟政策”,对广泛存在且可能会进一步蔓延的土地管理实践假装视而不见。否则的话,不但

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纠纷难以处理,而且新《土地管理法》在土地征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制度改

革成果(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利益”要件、征收程序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审批程序)也将被虚

置,变成一纸空文。

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协议征收”这种制度,而且相关法律实践比较混乱,因此学术界

目前尚没有对该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2〕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新《土地管理法》的实施,研

究“协议征收”土地管理实践产生的制度原因,分析这种实践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通

过法释义学的解释方法,讨论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对其进行体系化法律规制的具体解决方案。

一、“协议征收”产生的制度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协议征收”之所以在实践中大量出现,与1998年修正后的《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特殊集

体土地征收程序密切相关。从形式上看,1998年《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比

较简单,包括“内部审批程序”和“外部公告程序”两大部分。所谓“内部审批程序”是指市县人

民政府在拟征收集体土地之前,需要依据土地征收的对象(是否为基本农田)和征地规模(三十

五/七十公顷)分别报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和征地审批后,才能行使土

地征收权。“外部公告程序”则只有关于“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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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利诉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牡丹街道办事处土地行政强制及行

政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843号行政裁定书。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福州

绕城高速公路东南段项目建设系典型的公共利益项目,结合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精神,依法取得征地批

准是政府组织实施征地活动的法定前提条件。因此未经批准直接通过签订补偿协议的方式客观上存在上述

程序不当问题,该院在此予以指正。但是,基于合同双方自愿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的效力不宜轻易

否定。参见杜昌龙诉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0312号行政裁定

书。相关新闻报道还可参见官昕:《河北保定徐水区20天“征地”万亩 管控土地还是“圈地”贴边发展?》,载央

广网,https://www.sohu.com/a/296047798_362042,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4月3日。
根据笔者2021年1月以“协议征收”“协议拆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学界在讨论集体土地

征收时,主要讨论的是征收补偿协议的规范化问题,中国知网目前只收录了4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学位论文,
而且其中只有龙峰法官撰写的“作为行政潜规则的集体土地‘协议拆迁’:形态、成因、风险及治理”一文属于规

范法学的分析。参见龙峰:“作为行政潜规则的集体土地‘协议拆迁’:形态、成因、风险及治理”,《云南行政学

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1-27页。不过,这篇文章所得出的“依托立法突破重构司法监督”“推进土地财

政制度变迁”“建构以合法性为内核的行政文化”等研究结论,并不能从法律适用层面有效解决“协议征收”实
践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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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并组织实施”的规定。〔3〕但这两项制度的运行情况却是“程序繁琐、报件复杂、资料重

复、工作量大、成本太高”,〔4〕而且“耗时过长”,让地方政府“等不起”。〔5〕

对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来说,他们在“政治和行政任务承包”体制下,不仅肩负了发展经

济、促进就业、增加税收、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多项职

责,而且要参加以“GDP考核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6〕在日益理性化的时代,政府职责以及

政治锦标赛的考核规则,主要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数字指标来建立的。在这种背

景下,如果严格按照1998年《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土地征收审批程序来进行征地,那么上级

政府下达给市县政府的其他任务和指标可能无法按期完成。于是,为了节省时间和其他各种

成本,作为“理性人”的市县政府开始普遍采取“预征收”“协议拆迁”“土地储备”“土地流转”“规

划管控”等各种名目和方式,规避《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征收程序。

自2017年《土地管理法》再次启动修改程序以来,立法机关认识到了集体土地征收领域长

期存在的“审批层级高、时限长、程序复杂、地方反应强烈”等问题。〔7〕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新

《土地管理法》删除了“省级征地批准报国务院备案”的规定,并以“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为

标准来划分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在农用地转用领域的审批权限。同时,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也正

在根据“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将用地审批权进一步下放。〔8〕如果这些改革可以顺利实施的

话,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所存在的“耗时过长,成本过高”等问题有望得到缓解,而这也将大大

降低市、县人民政府以“土地流转”“预征收”“协议拆迁”等名义,继续违法进行集体土地征收的

必要性和抗辩正当性。

不过,若由此得出结论说,“协议征收”这种违法行为会在法律实践中萎缩乃至消失,

那是过于乐观了。因为新《土地管理法》在优化内部审批程序的同时,根据“正当程序”原

则对征收的外部程序进行了调整。该法第47条规定:①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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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参见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46条第1款。
曹圣明:《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及完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广东某地自然资源局负责征地事务的官员对近几年该局报给国务院的批件

用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从市县政府制作好《建设用地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
《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书四方案”)向上级政府申请土地征收开始,到国务院作出

批复,平均用时为两至三年,省级政府的审批期限为半年到一年左右。
关于“政治承包制”和“政治竞标赛”的研究可以参见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

第3期,第54-77页;金太军、沈承诚:“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南京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第67页。
参见乔思伟:“农村土地制度实现重大突破———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解读新土地管理

法”,载《中国自然资源报》2019年8月27日,第1版。
参见《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号),国务院2020年3月12日发布;《关

于印发广东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19〕1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9年5月4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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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集体土地之前,除了要进行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外,还应当将“征

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

(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②如果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

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

证会,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土地征收补偿方案;③应当与拟征收土

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应当在申

请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④在获得国务院或省政府农用地和征地审批之后,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要进行二次公告,然后才能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

毫无疑问,新《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初次公告+组织听证会+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审批

+二次公告”新型程序控制机制,属于我国土地法领域的重大制度进步。因为其为市县政府征

收权的行使建立了“土地权利人+省级以上政府”双重控制机制,且这种控制机制不但对保障

集体土地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落实

“将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进而减少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和执政风

险。〔9〕不过,需要看到,这种新型程序控制机制同时会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征地的时间、资

金和其他成本,进而会反向刺激市县政府脱离《土地管理法》所设立的征收权行使轨道,更加频

繁地运用“协议征收”等方式来获得集体建设用地,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高度

重视。

事实上,在新《土地管理法》正式通过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意识到《土地管理法》自1998
年修正以后所建立的“先统一征收,后(由政府)有偿出让”体制应当进行改革。但究竟应当如

何改革,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方案可以称为

“征购说”,这种方案认为应当在公益征收制度之外,恢复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征购”制度,并

将该项制度作为公益用地以外的集体土地产权变动方式;〔10〕第二种方案可以称为“议价购买

说”,其认为应当建立替代性的“国家议价购买集体土地制度”,即由国家在遵循市场交易规则

的情形下议价获取集体土地所有权,〔11〕或通过设立与公益性质征收平行的市场化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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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有研究者曾经细致梳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土地征收决策机制的演变历程,并发现因为“采取了自

上而下形成的空间规划通过政府内部层级审批在微观层面的落实”,所以“农地非农化的国家征地原则”一直

在政府内部封闭运行,应对滥征的措施也始终没有超脱对自上而下控制的强化,因此其建议应当在空间规划

阶段就加强公共参与。参见彭錞:“中国集体土地征收决策机制:现状、由来与前景”,《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1期,第56页。
参见瞿灵敏:“《宪法》第10条第1款与第3款间的矛盾及其消解———兼论‘入城’集体土地的产权

归属及其变动模式”,《北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58页;还可参见赵红卫:“论我国土地征收和征购法律制

度的构建”,《学术交流》2011年第6期,第53-54页。
王克稳:“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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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来解决政府取得非公益性建设用地的问题;〔12〕第三种方案可以称为“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征用说”,这种方案同意“征购说”关于应当赋予政府强制交易权的看法,但认为国家

在征用的土地上同样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贸和住宅建设,因此根据比例原则,应当选

择对农民权益影响比较小的手段即土地征用制度来解决相关问题;〔13〕第四种方案可以称为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说”,这种方案也认为应当从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层面来着手解决问

题,因为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创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然后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与用地者

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4〕

这四种解决方案的共同之处是都致力于在公益征收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种新的集体

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和流转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首先,究竟应当从“所有权”还是“使用

权”层面来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和流转问题? 其次,政府究竟应当完全依赖市

场自由交易机制来获得集体建设用地的相应财产权,还是应当在确保(按照市场价格)公

平补偿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行政强制交易权? 最后,如果允许政府利用市场自由交易机

制来获得集体建设用地的相应财产权,那么其与公益征收制度如何进行衔接,该交易机

制是作为公益征收的前置程序而存在,还是作为公益征收制度之外的一项独立制度运

行? 上述四种方案的对比,可参见表1。

表1 四种解决方案差异对比

解决方案         权利类型 所有权 使用权 自由交易权 公平补偿权

征购说 √ × √

议价购买说 √ √ √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征用说 √ × √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说 √ √ √

另外,这四种方案各自的适用条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清晰,从相关学说提出者的论

述来看,这些方案仿佛是孤立存在且相互排斥的。然而,从“协议征收”的法律规制角度来看,

这些方案都无法独立解决“协议征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全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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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参见陈小君:“《土地管理法》修法与新一轮土地改革”,《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第59页。
参见叶必丰:“城镇化中土地征收补偿的平等原则”,《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127页。
参见崔建远:“征收制度的调整及体系效应”,《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63、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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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征收”法律规制的体系化路径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协议征收”在实践中的无序蔓延,确保土地管理实践运行在法治的

框架之内,需要在现行法的框架之下,建立一套能够结合相关方案优点的体系化制度解决方

案。下文的论证也将表明,如果能够准确厘清相关术语和制度的规范功能和规范内涵,这一体

系化的制度解决方案是可以有效建立的。具体论证如下:

(一)优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制度

我国土地制度在过去四十余年改革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国家法在保持土地所

有权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所有权—使用权”的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和

管理制度,〔1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的有效实施就是这种经验的成功应用。

当然,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框架之内,能够在建设用地市场上进行有偿出让的原则上

只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此除了合法征收或违法进行“协议征收”外,地方政府并没有

更多的选择。但新《土地管理法》通过之后,不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有偿出让进

入建设用地市场,那些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

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用地市

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来合法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就具有了制度通道。

这一结论可能会让人意外。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公民、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可以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自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33个市

县也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进行试点的。然而,如果不是极端的市场自由主义者,那就应当承

认政府有权通过宏观调控、土地交易等方式来实现平抑土地市场价格、推动规划和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落实等目标。应当看到,目前实践中所普遍存在的“协议拆迁”,其本质就是“政

府购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然而由于1998年《土地管理法》没有建立集体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制度,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助“协议拆迁”这一混杂了“市场化

购买”和“强制征收”双重性质的违法途径,来实现其土地管理和经济发展目标。新《土地管

理法》通过之后,既然国家对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已经被打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乃至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也已经建立,那么借用这些制度来满足政府对非公益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需求就是可行的。

有人可能会怀疑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只能提供一定期限(30-5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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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程雪阳:“重建财产权: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方向”,《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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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放弃目前的“协议征收”转而积极参与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程序。笔者认为,这个动力是存在的。理由有两个方面:

其一,“协议征收”或“协议拆迁”毕竟是违法的。如果存在合法的制度通道,那么作为理性

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官员没有必要再进行违法行政;其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领域的

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各种土地开发商,其所进行的各种非公益性建设(比

如产业园区、科技创新示范区、写字楼、住宅、商业广场等)并不必然需要永久性的土地所有

权。在许多情况下,一项长期且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满足用地人的需求,〔16〕更何

况,用地人还可以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自动续期事宜,从而

进一步延长其用地期限。

就具体的程序而言,由于新《土地管理法》以及2021年7月2日第三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尚没有对“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基于非公益需要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或出租

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逐步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则。首先,土地所

有权人有权在现行法的框架内,自主确定究竟采用招标、拍卖、挂牌还是协议出让或出租方式,为

了避免不公平竞争,市县或乡镇政府不宜直接以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名义,而应当委托隶

属于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或土地储备中心来参与相关程序;其次,受政府委托的组织在参与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17〕最后,如果土地利用规

划对土地用途进行了变更,土地权利人可以按照规划的要求自行进行开发和建设,但如果变更之

后的规划要求相关地块用于公共利益项目建设,那么政府可以行使征收权,无需进行市场竞价,

也无需获得土地权利人的同意。〔18〕如此一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公益征收”程序可

以实现有效对接,也可以确保集体建设用地供应体制改革的协调性。

(二)建立集体土地所有权协议购买制度

不同建设项目对于土地的利用方式、期限以及土地权利的需求是不同的,这意味着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有偿出让制度,很难满足政府和开发企业对于建设用地的全部需求,那些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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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本文引言所举“菏泽市牡丹街道丁堂村所属土地968.286亩流转给牡丹街道办使用,用以建设七

里河湿地公园”案例即可证明这一点。另外,很多高速公路、铁路两边的绿化用地都是通过租用农民土地的

方式解决用地需求的。
在这个问题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16年4月18日发布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

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税[2016]41号)已经做出了规定,其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再转让价格低于基准地价80%的,试点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
这一原则在荷兰法上被称为“自我实现原则”(self-realizationprinciple),该原则是指“如果土地所有者

具有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的能力,并且愿意采取与市政府相同的方式来实现土地利用规划,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

土地征收”。但是如果所有者/开发商所拥有的地块过于分散,以至于一个有效率的“自我实现”根本不可能,或
者说土地的分散导致土地所有者/开发商不能够实现规划中的单独一部分,但是规划又必须同时作为一个整体

来实施,那么“自我实现原则”不再适用。参见(荷)弗雷德·霍马、彼得·扬:《空间规划开发法导论》,李林林等

译,地质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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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周期较长的建设项目(比如铁路、高速公路等)尤其如此。鉴于这种情况,在土地所有权层

面为政府和社会的需求提供合法的制度通道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此一问题上,人们惯常的

思维是应通过土地征收制度来进行解决。然而,就像“集体土地所有权协议购买说”主张的那

样,国家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方式不仅包括土地征收,也可以包括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有

人可能会认为,基于现行宪法第10条第4款第1句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国家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集体土地所有权是违反宪

法的。这种质疑不能成立,理由有三:

首先,从规范属性来看,第10条第4款第1句确实属于禁止性规范,但其只是在防范土地

公有制受到侵害层面禁止“非法买卖土地所有权”,而不是禁止所有土地所有权交易,否则该款

应当将“非法”二字删除,只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土

地”。〔19〕因此只要土地所有权的市场交易被限定在土地公有制的范围之内,那么第10条第4

款第1句的立法目的依然可以实现,而且可以更加有利于第10条第5款“一切使用土地的组

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的落实。〔20〕

其次,现行宪法在1993年修改时,宪法第7条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第1款修改为“国家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即使1982年的修宪机关没有充分考虑过

“国家通过市场方式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一情况,那么在宪法第7条修正案生效之后,宪法

解释机关也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方式。

最后,从对宪法规范进行体系化解释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也能够弥合宪法第10条第3

款和第4款之间存在的张力。因为现行宪法第10条第3款所使用的法律表达是“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这一表达意味着即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也可以不通过征收而采用其他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损害更小的方式来获得集体土地所有权。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第4款被界定为“国家不得通过购买、互换、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得集体土地所

有权”,那么第3款的规范目的就很难完整地得到落实。

有学者关注到了上述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即使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应当在强制

征收之前优先采用‘协议购买’制度来获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观点。〔21〕这样的建议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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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参见沈岿:“宪法规范层次论:一种解释方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15-16页。
彭錞也认为“合理用地”是现行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核心,是一切用地者都应遵守的宪法原则,不

过,这一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原则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当前中国土地管理制度从计划向市场的转

型,正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合理用地”的宪法要求。参见彭錞:“八二宪法土地条款:一个原旨主义的解释”,《法
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50页。程雪阳最近则进一步提出,第10条第5款是宪法土地制度条款中的上位原

则,其会对第10条第1-4款产生统摄和指引,因此第4条前半句的解释必须有助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这
一原则的落实。参见程雪阳:“体系解释视角下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规范结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

4期,第51-52页。
王克稳,见前注〔11〕,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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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行法的立法目的,而且在其他国家或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22〕但这种理论主

张还必须解决如下难题方能成立: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属于独立于征收制度之外

的法律行为,还是属于“公益征收”程序的组成部分? 政府所签署的购买协议或者补偿协议的

法律性质又如何界定?

笔者认为,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行为而存在。

理由有二:其一,虽然“国家所有权”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理论上存在颇多争议,〔23〕但如

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

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者意义上

的权力。”〔24〕那么,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具体行使者,地方政府可以在本级人大批准的财政

预算内,基于落实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等目标,通过签订有偿购买、所有权互换、

接受赠与等协议的方式取得集体土地所有权。此时,政府的行为与其他市场主体无异,其交易

行为既不受新《土地管理法》第45条所规定“公共利益”的限制,也无需依照该法第46条报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征地审批,但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其二,根据现行《民法典》

第261条和262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对于集体

所有的土地,可以分别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

组,或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因此只要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按照

章程或《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依法作出向国家出售、互换或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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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的“土地征收条例”第11条就规定“需用土地人申请征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前,除国防、交通、水利、公共卫生或环境保护事业,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

者外,应先与所有权人协议价购或以其它方式取得;所有权人拒绝参与协议或经开会未能达成协议者,始得依

本条例申请征收”。日本《土地征收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比如其所规定的调解程序、协议确认程序、和解程序

等),而且通过自愿收购的方式取得公共用地的案件数估计达到99%以上。参见朱芒:“日本房屋征收制度的

基本状况”,《法学》2007年第8期,第31页。
关于“国家所有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不属

于“私法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公权力甚至是主权的代名词”。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
《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页;肖泽晟:“论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

99-103页。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法上的财产权,而不是私法上的财产权”。参见马俊驹:
“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89页;李忠夏:“宪法上的‘国家所

有权’:一场美丽的误会”,《清华法学》2015年第5期,第63页;韩秀义:“诠释‘国家所有’宪法意涵的二元视

角”,《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第53页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国家所有权”属于私法上的所有权,但其在

权利功能、行使方式和收益分配机制方面存在特殊性。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
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2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

11月16日,第1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界定表明,党的最新理论并不支持“国家所有属于一项公权力”这
种主张。不过,国家所有权作为一项“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在法律上究竟应当属于公法所有权还是私法

所有权,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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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合同就是有效的。

有人可能会担心建立“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后,新《土地管理法》所保留的

“省级以上政府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及第33条所建立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会沦为“一纸

空文”。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我国依然处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阶段,且GDP依然是地

方政府“政治竞标赛”中的重要考核指标,因此相对于保护耕地而言,地方官员更热衷于利用土

地进行现代化工商业建设。不过,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严格限制该制度的适用条件、严格落实农

用地转用审批以及行政协议诉讼等配套制度来进行监督和制约。

具言之,①该项制度只能适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或其代表行使主体自愿同意政府购买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261条的规定,所谓“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自愿同意”

是指本集体成员全体一致同意。所谓“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自愿同意”,则需要根据

《村委会组织法》第21条和第24条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确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应当由村民

委员会召集或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

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

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另外,因为这种交易

涉及公共资金的使用和公共财产的处分,所以除非涉及国家秘密,〔25〕交易合同和交易结果应

当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各界或集体组织成员

的监督。②根据新《土地管理法》第44条之规定,无论是国有土地抑或集体土地,凡是涉及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应当依法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否则市、县人民政府

即使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些土地依然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或《国土空间规划》所确定的农业用途来进行利用,而不能以土地所有权行使者的身份直接将

购买所得的农业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对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中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来监督地方政府,防止其“借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名行集体土地

征收之实”进而危害到“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26〕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之规定,一旦农民集体或一定比例的集体成员认为地方政府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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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中“国家秘密”认定标准的研究,参见王锡锌:“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中的‘国家秘

密’探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第2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放管服改革”是值得追求的,但中央政府不宜不加区分地将“农用地转用审

批权”和“土地征收审批权”全部通过授权方式下放给地方政府,而是要在合理制定土地总体规划或国土空间

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严格落实中央和省级政府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的条件,确保农业用地不被违法

转用为建设用地。在2020年3月12日发布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国发〔2020〕4号)中,国
务院关注到了农用地转用审批的特殊意义,所以审慎地将“永久基本农田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
全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

项”则委托给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部分省级政府批准,且试点期限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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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在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中存在强迫交易等违法情形,那么这些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可以诉诸司法审查,通过提起解除合同之诉来确保该项制度规范有序实施。

(三)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制度

如果政府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经济宏观调控、维护土地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经济发

展等抽象的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新《土地管理法》第45条所规定的具体公共利益,那么地

方政府的身份就不再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行使者而是社会的管理者,其可以依法启动基于公

共利益征收集体土地的程序。上文提到,依照新《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市县政府在申

请征收土地之前,应当“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个别确

实难以达成协议的,应当在申请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

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偿出让”及“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中的土地使用

权或所有权出让合同相比,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中的“补偿协议”作为“公益征收”制度的

组成部分,具有如下特点:①由于“公益征收”是行政行为,因此此类补偿协议的法律性质是“行

政协议”而非“民事合同”;〔27〕②由于“公益征收”是一个多阶段的行政行为,因此在征收审批

程序完结之前,此类“补偿协议”的法律效力只能是“成立而不生效”。只有当相关征收申请获

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审批后,该补偿协议才能生效并执行。〔28〕相比而言,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有偿出让”和“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之下,除非有特别约定,否则集

体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出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通常是一致的;③市县政府并不是必须与

每位被征收人签署此类“补偿协议”,如果确实难以与个别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且该项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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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最高人民法院也支持这一观点。比如在汪慧芳诉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

为“龙游县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以委托国有公司‘收购’来代替应当依法

进行的‘征收’而引发。虽然该项收购协议名义上的签订主体是国有龙游城投公司,但此种收购本身属于政府

征收职能的委托,并服务和服从于旧城改造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因而此种收购协议也即具有了行政协议的属

性。将该类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畴”。参见汪慧芳诉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
最高法行申2624号行政裁定书。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021年1月15日通过的《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支持这种观点,其第38条第2
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和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中可以约定附生效条件或者附生效期限。”有民法学者认为,
这种“附条件或附期限合同说”可能会“增加拆迁户们的疑虑,……难以为从事土地征收实践的负责同志接

受”,因此主张将“预约合同”运用到征地补偿活动中,在征收审批之前签订“预定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

同”,市县政府的土地征收申请获得审批后再另行订立本约合同。参见李显冬、王晓娜、唐皓曦:“征地补偿合

同审批前之法律效力辨”,《国土资源情报》2020年第1期,第7页。笔者认为,就功能而言,在土地征收补偿

过程中,“预约合同说”与“附条件或附期限合同说”并无本质区别。但“预约合同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难

题:①如果按照上述论者的主张,将“交付补偿款项视为另外一个独立的物权变动的本合同,无须就有关问题

与被征收人另行签订征地补偿协议”,那么“预约合同”的内容必须足够详细,失去了应有的法律功能;②如果

征收机关需要在“预约合同”之外与被征收人另行签订“本约合同”,那会徒增理论的复杂性和现实中土地征收

补偿的沟通成本,因此采用“附条件或附期限合同说”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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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获得了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那么市县政府可以依法做出“补偿安置决定”来替代“补

偿协议”;〔29〕④地方政府应当依据新《土地管理法》第46条申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办理相关

土地征收审批,而不能搁置或绕过该条的规定,以“协议征收”或“协议拆迁”等名义自行征收。

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公益征收三种制度之下不同

类型合同之间的差异及其功能,可以参见表2。

表2 三种制度之下不同类型合同之间的差异及其功能

交易方式    交易内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制度

政府协议购买集体

土地所有权制度
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制度

交易对象
有期限的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

交易程序 合同签订后生效 合同签订后生效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审批后生

效

交易合同的法律性质 民事合同 民事合同 行政协议

交易合同的名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 用 权 出 让、出

租合同

土地 所 有 权 出 让、

赠予或互换合同
集体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合同

适用场景

非公益建设用地使

用权需求领域

公益和非公益建设

用地所有权需求领

域

公益建设用地所有权需求领域

当然,就制度的衔接而言,由于“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可以同时适用于经营

性建设和公益性建设领域,而且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制度都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

权属的变更问题,因此就政府实现获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一目标而言,“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

地所有权”制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具有优先适用性。即,只有当集体土地权利人不同意签

署土地所有权出让、赠予或互换合同,但市县政府认为相关地块必须用于《土地管理法》第45

条所规定的公益用途,那么才能适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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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21年7月2日第三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1条规定“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

协议的应当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笔者支持这一制度安排,因为要求每位被征收人都签署征收补偿协议

在实践中是很困难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允许市县政府做出补偿安置决定。但有两点需要注意:①这

种补偿安置决定所设定的补偿标准应当符合法定标准;②“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中的“个别”应当以不超

过被征收权利人总和的10%为宜,否则可能会突破“个别”这一术语的文义,并让新《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

“补偿协议前置于审批程序”的制度安排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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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政府或开发企业也并不一定需要永

久性集体土地所有权。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需

要建立临时性的“方舱医院”或活动板房;在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需要临时

占用他人的土地堆放建筑材料或施工设备。在这些情况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征收是没

有必要的,但政府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或者难以利用市场自由谈判机制获得集体土地的临时

使用权,此时其可依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征用说”对集体土地进行征用。不过,因为这种集

体土地使用权征用跟本文所要讨论的“协议征收”制度法律规制关系不是很紧密,因此这里不

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四)集体土地所有权征购制度无重建之必要

上文提到,有学者建议恢复“征购”制度来化解“协议征收”带来的危害。这一建议并不可

行,也没有必要。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征购”这一术语在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曾经出现中,但是1982年修宪

时,宪法修改委员会已经将这一术语移出了宪法文本,〔30〕1986年以后制定和修改的《土地管

理法》中也没有再出现过“征购”这一术语,国务院1991年1月4日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2条曾经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中依法没收、征用、征收、征购、收归国有的土地(依法划

定或确定为集体所有的除外)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但由于该条例并没有为“征购”这一

术语的落实建立相应制度安排,所以其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落实。2021年7月2日第三次修

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已经删除了关于“征购”的规定。由此观之,“征购”在我国现行法

中已经属于一个历史名词,并不具有面向当下和未来土地法实践的规范意义。

其次,基于上述法律发展情况,只有当“征购”制度拥有其他土地管理制度所不具备的制度

功能,且这种制度功能是土地管理制度现代化所必需时,其才有重建的必要性。但从本文的分

析来看,这种必要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公益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政府协议购买

集体土地所有权等三项制度建立健全之后,政府对于非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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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

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的规定,七五宪法第6条第3款删除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前

提,直接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七
八宪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七五宪法的规定。八二宪法则删除了“征购”和“收归国有”,在第10条第3款中只

明文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对于这种法律表达,在1982年4
月12日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的解释是:“即使

宪法规定了(集体土地)国有,将来国家要征用土地时,也还是要给农民报酬。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因此出现不好的现象,例如农民要价过高,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现在规定了征用的统一办法。既然不许买

卖,所以国家不用‘征购’,而只提‘征用’。”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版,第417页。请注意,胡乔木所讲的“既然不许买卖,所以国家不用‘征购’,而只提‘征用’”的意思是,在当时

的情况下,国家没有必要进行征购,而不是说国家没有权利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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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两项制度来实

现。对于公益性建设用地所有权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和

“政府基于公益需要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落实,“征购”制度在现行法上没有存在的

制度空间。

最后,有人可能会批评说,新《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公益征收”制度并不是按照市场价格

进行补偿的,而是按照省级政府所确定的“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31〕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重

建“征购”制度来实现按照市场价格补偿被征收人的目标。这种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并不科

学。因为如果“征购”和“征收”适用的前提都是“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且政府在这两种

制度中都拥有强制交易权,那么在“征购”和“征收”领域采用两种不同的补偿标准就是不可接

受的,因为其不但会徒然增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公

益征收”等制度的衔接和适用难度,而且会像形形色色的“协议征收”一样,让人无所适从。当

然,“征购说”确实提醒人们注意,新《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是不合理

的,因此,应当及时通过土地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取消这一制度并建立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土

地征收补偿的公平补偿机制,同时辅之以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手段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

与农民之间的合理分配。〔32〕

三、结 语

我国当前各地土地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协议征收”实践确实是违法的,其既规避了《土地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为集体土地征收所设定的程序和实体要件,也极易对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造

成不当侵害。但这种土地管理实践有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土壤和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

论是不加区分地将这种土地管理实践纳入到法律体系并进行合法化,还是完全将其排除在现

行法体系之外,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要对这种混合了“市场自由交易”

和“强制征收”等要素的土地管理实践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就必须对我国的《宪法》《土地管理

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解释,并通过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排除“协议征

收”实践中不合理的因素,同时将其中的合理因素分门别类地纳入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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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第48条第3款规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7月发布的《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在将《土地增

值税暂行条例》上升为《土地增值税法》)的同时,将“出让、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纳
入到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第8条、《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7月16日发布。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市”“政府协议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公益征收”等不同的土地管理制度之中。

唯有如此,土地管理领域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Abstract:Expropriationofcollectivelandwithagreementiswidespreadinthecurrentpracticeofland

managementinChina.Althoughthiskindofpracticehascertainrationality,itisalwaysintheshadowof

thelaw.However,itisnotappropriatetosimplyidentifyorlegalizethelandmanagementpracticethat

mixessuchelementsas“freemarkettransaction”and“compulsoryexpropriation”asillegal,anditisnot

conducivetothesolutionofpracticalproblems.Toachieveeffectivelegalregulationofexpropriationof

collectivelandwithagreement,itisnecessarytosystematicallyinterpretthecurrentthelegalnormsof

landlaw,eliminatetheunreasonablefactorsofsuchlandmanagementpracticesandtakeitsreasonable

factorsintothesystemsof“marketizationofruralprofitableconstructionland”,“ownershipofcollective

landpurchasedbythegovernmentthroughagreement”and“expropriationforpublicinterests”.

KeyWords:ExpropriationofCollectiveLandwithAgreement;AgreementPurchase;Expropriation

forPublicInterests;MarketizationofRuralConstructio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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