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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都采取了模糊或

者回避态度。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建筑在宅基地之上的农房是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然而，根据我国《土

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不属于农民遗产，不允许继承。这就导致了农村宅基地继承的法

规与现实的冲突。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有利于解决法律冲突、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促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保障私人财产权利。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

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原则，在继承主体、继承条件、继承方式、继承权利行使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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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和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方略之后，农村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问题成为学界研究、农民关切的重要现

实问题，学界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化，且取得了丰硕

成果。但是，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的研

究还比较薄弱，成果较少。现实中，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被继承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宅基地使用权继承

也被广大群众高度认同。但是，关于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继承问题，包括《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继承

法》等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理论界莫

衷一是。在法律回避、研究欠缺、现实需求之背景

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等，

都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的研究，学

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肯定说”和“否

定说”。
肯定说认为:根据《物权法》“房地一体”原则，

地随房走，继承人通过房屋继承从而获得农村宅基

地使用权，具有合理性。同时，按照我国物权制度

“物权平等”原则，作为公民遗产的农村房屋及宅

基地与城镇房屋及土地属于同类性质物权，其权能

是平等的，都应该能够继承。况且我国《宪法》《继

承法》都强调公民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不得侵

害，作为农民私产的房屋当然具有继承性。
否定说认为: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

承，则可能会违背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原则，

或者可能会突破农村宅基地使用者主体身份限

制，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条

件相抵触。再者，根据相关法律规范，农村宅基

地管理制度实行的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属于

村集体，而农户只是拥有使用权，而绝非私产。
因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依据《继承法》中关

于“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而进行继承。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依据不同的法条，研究

得出了两种相左的观点，都有其法理依据和理论

基础，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析言之，“肯定

说”符合我国《宪法》和《继承法》之关于公民私

人财产可以依法继承之规定，但又与我国《土地

管理法》之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主体身

份性、面积限定性的规定相违背;“否定说”则完

全体现我国《土地管理法》之立法原意，基于农地

保障性物权的性质，但它又与我国《宪法》和《继

承法》相矛盾。综上，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

否继承问题，拘泥于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下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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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都不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我国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亟待改革与完善。笔

者认为:应通过法律制度创新保护继承人的农村

宅基地继承权。

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

法规状况考察及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宅基地管

理制度及继承制度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和变迁。
在 1949 ～ 1962 年间，农民拥有土地 ( 包括宅基

地)所有权，对农村宅基地具有当然的继承权;到

了 1962 ～ 1982 年间，农民就只能享有土地使用

权，农村宅基地继承也受到限制;1982 年后至今，

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法律制度已逐渐形成，但对于

农村宅基地继承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却采

取了模糊或者回避态度。我国农村宅基地继承

制度的变化，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财产问题，

更是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缩影。
( 一) 法规状况考察

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的规定，也

是散见于我国《宪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
《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等

部门文件中。
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内容。《宪法》是我国根

本大法，其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农村宅基地所有

权归集体所有，第十三条第二款又提出保护公民

合法私有财产继承权，但对于是否允许农村宅基

地使用权的继承，宪法并未明确说明。
继承法中的相关条款内容。《继承法》第三条

第三款规定了公民可以依法继承的遗产内容，其中

房屋被列为遗产之列。尽管该法没有明确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是否能够继承，但按照“房地一体”原

则，因继承农房而继承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允许的。
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条款内容。《土地管理

法》是我国专门调整土地管理方面的专项法律，

该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强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的主体是农村村民，其他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无法取得;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可以继承，而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中的相关条款内容。《物权法》首次对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做了独立的制度安排，凸显了对

该项权利的重视，该法第四条第六款、第一百四十

七条第七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第八款、第一百五十

三条第九款都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强调“房随

地走，地随房走，房地一体”原则，但是对于农村宅

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却未明确规定，采取适用土地管

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办法。
部门规章中的相关条款内容。关于农户能否

拥有第二宗宅基地，城镇居民能否拥有农村宅基

地，国务院办公厅、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多次发文予

以禁止。特别是在 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2004 年国

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等文

件中，更是措辞严厉。但是，对于因农村宅基地继

受取得问题，1995 年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2008 年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发证工作的通知》，2011 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于

农民集体内部成员通过继承房屋取得的宅基地使

用权，均明确规定“可以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 二) 现行法规评价

通过考察现行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的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发现，这些法规对之均未明

确规定。根据我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建筑在宅

基地之上的农村房屋是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

承;然而，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宅基

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不属于农民的遗产，不允

许继承。这就导致了农村宅基地继承的法规与

现实的冲突。
一是农村宅基地继承主体不明。农村宅基

地继承中的主体冲突主要表现在非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继承人，特别是从农村迁移出去的城镇

居民，跟拥有宅基地所有权的集体冲突。在《民

法通则》《继承法》等看来，宅基地上的房屋是被

继承人的合法私有财产，理应作为遗产由继承人

依法继承;而在集体经济组织看来，宅基地使用

权主体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否则就不具

备通过继受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
二是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权关系不明。

农村宅基地与其上房屋的不可分离性，致使无论

处分目标是哪种权利都必将牵涉到另一种权利

的处分问题。而根据我国《宪法》《继承法》《物

权法》等法律的规定，房屋属于私人财产，农户有

权对其自由处分，包括继承。但都没有明确农村

宅基地是否可以继承，在《物权法》中虽然规定了

“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房地一体”的原则，但农村

宅基地属于一种特殊土地，其也未明确农户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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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房屋所有权就继承了宅基地的使用权，二者之

间的关系不明。
三是农村宅基地的权利不完整。《物权法》把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归类于用益物权，但为“有限

制”的用益物权，仅包括占有权和使用权，不包括

收益权和处分权。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十款规定农村宅基地管理适用土地管理法。但

《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使用权能否随房屋一起继

承取得、宅基地继承是否有主体资格限制等问题并

未明确规定，基于现行规定要求宅基地使用权特定

的身份，导致其享有的权利也不完整。
四是农村宅基地制度导致土地资源浪费。

《土地管理法》设定了农户宅基地取得的“三个条

件”，其中之一就是“一户一宅”原则，如果继承人

有了宅基地或为城镇居民，对于亲属的宅基地和

房屋，在实现继承权后再将继承来的房屋出售给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受买人要符合相关规定

之条件;否则，所继承之房屋不得重建等，直至房

屋坍塌后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这种做法显然

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来

讲，也十分不公平，导致资源的浪费。

二、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的价值

改革不同于完全否定的革命，它虽也包含自

我否定，但更多的是否定之后的自我肯定与自我

改进，它是一种事物自我完善的实践。进行农村

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首先要确立改革追求的是

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目标。结合相关物权

理论和当前我国实际，应该把解决法律间冲突、
保障用益物权、顺应宅基地权能演化趋势、促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依法保障私人财产权当作目

前制度改革之价值追求。
( 一) 改革有利于解决法律间冲突

评价某部法律的优劣主要是看其内部是否协

调、有序，是否符合形式逻辑。因为这既是法律系

统性之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其科学性，作为法治必

备要素之一。同时，在一个法律体系内部，也存在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导致调整同一对象的多部

法律之间协调性的问题，这也涉及法律逻辑性、科
学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法律冲突是法律完

善的一项重要任务。富勒就将制定相互矛盾的规

则作为造法失败的一项原因，并指出这种矛盾冲突

的情况既可能出现在一部单一制定法范围内部，也

可能在不同的制定法之间存在。
目前，我国涉及调整农村宅基地继承诸法律

中，《物权法》仅笼统规定援引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其法定数量标准;《继承法》
明确了房屋是公民的合法遗产。随着我国新型城

镇化的规模推进，现实中出现了诸如城镇居民继承

农村土地上房屋等一系列新问题，理论上也出现了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继承的争论。农民能否继承宅

基地使用权? 非集体组织成员能否继承?

按照现有制度，以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宅基地

使用权严格限制主体身份，所以，前者是适格主

体，而后者是非适格主体。前一种情况下，由于

目前我国法律对能否继承没有明确规定，仅仅规

定了农民内部有限之一并继承即不能单独继承，

仅能随着其上的房屋一并被继承，但是这样的结

果必然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标准。至于

后一种情况，表面上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首先

城镇居民非适格主体，其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这样便产生城镇居民依据继承法取得农村

房屋所有权却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虽

然从表面上理解，此时城镇居民继承的仅仅是宅

基地上的房屋，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但这

与我国法律确立的“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法律

原理相矛盾。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涉及规范宅基

地继承的立法规定矛盾重重，已经损害了法律权

威，同时也导致了法律理论和实务上操作的莫衷

一是。这其中既有立法技术水平较低的原因，也

有立法政策方面的无奈考量，归根结底还是法律

理论及立法未能适应现实社会关系。
因此，我国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首先要

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

这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应有结果。
( 二) 改革有利于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物权法》已经以立法的形式定位并赋予了

宅基地使用权以用益属性，关于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中央文件也多次重申对

农民用益物权的保护，这体现了中央对该项权利

保障的日益重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流转(继承) 方面

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引起人们对其的系列质疑，

其是否为一项独立权利? 是否具有完整用益权

能? 如果是独立的物权，为什么不可以像其他财

产权一样流转( 继承)? 这些都与其作为物权法

中一项基本的用益物权的地位极不相称，目前立

法上的这种模糊规定尤其不利于实践中对农户

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有效保障，不利于增加农民的

资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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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益物权是一种他物权，指对他人所有物

(主要是不动产)的用益，是实现“物尽其用”的一

项重要手段，有效地解决了物的所有和物的利用

之间的矛盾，即所有者不利用和利用者不所有的

难题，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双赢，大大增加了物

之效用发挥。作为中国特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解

决了集体土地公有和私人基本居住需求之间的

矛盾，成功解决我国亿万农民居住问题，是我国

一项最基础的物权。
从民法理论上讲，用益物权人可以是所有权

人外之任何人，故宅基地使用权理论上可以为集

体外之任何人享有，故不存在城镇居民通过继承

而成为其权利主体的理论障碍。依法理，用益物

权人具有一般物权的支配性特征即独占的占用、
使用和收益权及保证其完整性所需的完整的物

权请求权。除物权人外，其他任何人对物权人的

权利负有不得侵害和妨害的义务，［1］(P185)
现行的

对待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其作

为一项独立财产权和具有完整用益性，进而对其

作为一项基本用益物权的部分否定，明显违背相

关法理。因此，若明确承认其为用益物权，就需

要遵循其基本原理，否则，就会出现一方面强调

其用益属性，另一方面却否定其实质的用益内容

的矛盾。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宅基地

使用权理应具备财产权的基本性质，如可转让性

或流通性，即非身份性的财产权一般情况下都应

可以在主体间进行转让，而且可转让性或流通性

也是财产性权利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主要手段，这

类似于市场经济中货币的流通性越强，其产生的

价值越大的原理。因此，保障该权利的可转让性

也是保障该权利的应有之义。
故需要通过改革其继承制度，在制度上和实

践中落实其在理论上应具有的用益性和支配性，

才能使其物上请求权制度真正发挥保障物权状

态圆满的保障作用，进而有利于保障农户用益物

权，同时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把保障宅基地用益权

作为推进改革实践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 三) 改革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评价的一个关键标准

就是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换句话说即农民融入城

市的程度。城镇化过程中影响其程度的主客观

因素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市民化后之前农村利益

的去留问题，这其中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等能否继续享有，或者丧失农民身份后

能否对其进行继承等。而目前，建基于计划经济

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之上的具有强烈身份性

(非流转性) 特征的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未能明

确解决这一难题，已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

程，具体表现为一边是作为农民一项重要财产的

宅基地使用权，另一边是市民化后城市相对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对于面临是否市民化的农民

而言显然是一个两难选择，这已成为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不解决这一问题，新型城

镇化就不可能充分推进。
鉴于我国农村宅基地是以户即家庭为单位

分配，因此除非该户举家搬迁进城丧失农村户

籍，否则家庭成员个别的市民化不会导致其宅基

地使用权的丧失，故现实的大多数情况是采取一

种类似规避法律的措施，即一个家庭中年迈的父

母继续保留农村户籍，而年轻子女进城成为城镇

居民，而年迈的之所以仍保留农村户籍除了感情

因素外，更多的是利益的考虑即继续保留作为农

民的相关权益，比如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

权，这一部分具有市民化愿望但出于利益考虑而

未市民化的人群的存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

市民化的程度。即使如上述自发产生的规避措

施实行，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当留守于

农村的年迈父母逝世时，原先寄希望于通过继承

制度继续保有农村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打算

却遇到了因现有制度限制导致的尴尬。这样的

结果既没有达到最初的保留其农村利益的目的，

相反却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
通过改革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使准备进

城的农民能放心地实现市民化，同时使已转变为

市民的原农村居民仍可以合法继承农村宅基地，

这样便解决了农民市民化的后顾之忧，同时，根

据现有规定，若农民举家搬入城镇即市民化后，

宅基地使用权将被收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减

少闲置(浪费)的现象，必将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
( 四) 改革有利于保障私人财产权利

在我国，上至《宪法》下至《民法总则》《物权

法》无不规定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及权益的保

障，表明保障私人合法财产权已是共识。当前，

我国立法一方面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另一

方面却同时规定保护公民对建基于其上之房屋

之继承权，鉴于房屋与土地在物理上的强烈依附

性及导致的价值上的依附性，这必然导致继承人

的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分离，实际上削

弱了继承人的房屋所有权效力。反观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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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使用权，在城镇房地产交易的实践中，已经

明确了“房地一体”原则，从而保障了公民对房屋

的相对于农村房屋更为完整的所有权。
从现有规定来看，实践中名义上保护公民对

农村房屋的继承权，但是不承认与农村房屋休戚相

关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一并继承，特别是当继承人

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法

院判决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人限期拆除房

屋或将房屋折价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

以实现在表面上的依“法”判决即保证不违反对其

主体的限制规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无奈司法实

践显然满足不了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

解决已非个例的此类继承现象的要求，而且这种让

继承人限期拆除房屋或将房屋折价转让给本集体

组织成员的强制做法无疑侵犯了公民私有的房屋

所有权，无异于对所有权的支配排他性、完整性、无
期限性等应有之义的篡改，显然违背物权法定原则

的强制性规定，也明显违背了我国加大保护私人所

有权的改革初衷。
通过改革其继承制度，参照解决城镇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商品房继承方面的做法，真正给予权

利主体以完整的房屋所有权，这既是所有权制度

的应有之义，又是不断加强保障私人财产权利观

念的当然要求。
在物权法理论上，继承作为依事实行为取得

用益物权的一种方式，继承人当然可以继承的方

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这在物权理论上没有问

题。而且，权利的功能实现需要流转(继承) 才能

真正实现，《物权法》也已经由最初的强调物的归

属转向兼顾对物的利用，“物尽其用”原则和效率

原则的确立即是明证。传统的仅仅规定物权人

享有物权，却不允许物权变动或流转( 继承)，既

违背了《物权法》的初衷，也不符合现行市场经济

体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三、农村宅基地继承制度改革之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环境的改变，宅基地使用权成为一种有限资源。
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宅基地制度设置了

严格的限制，使其仅仅发挥着维护农村村民基本

居住权的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而来的宅

基地使用权制度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破

解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也限制了非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继承人对其继承权的行使。因此，构

建现代化的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制度，需要在社会

保障性基础上，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

权能。
( 一) 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主体的改革与完善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主体可分为两种情景，一

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一类是非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关于这两类主体对农村宅基地行

使继承权有着不尽相同的改革路径。
1．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对农村宅基地的

继承

当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属于同一户

时，只要符合继承条件，被继承人的宅基地使用

权可以被继承。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共同享有房

屋的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被继承人死亡后，

房屋 所 有 权 与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直 接 由 继 承 人

继承。［2］

当继承人是不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也属

于本户内部继承，应允许继承人继承。但继承人

行使继承权后，不得再另行申请宅基地。这样可

以避免出现宅基地荒弃或浪费问题。
继承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该继承人

已单独立户，有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如果允许

其继承将会导致一户多宅的情形出现。根据我

国法律规定，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但有些

学者对此的理解是:这是对宅基地申请时所提出

的要求(一户只能申请一处住宅)，并没有限定继

承后一户多宅的情况。［3］
在国土资源部 2010 年

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

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中将“一户一宅”的内涵

明确规定为:农村居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

地使用权。所以依照该规定“申请”和“拥有”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户一宅是对原始取得主体的

身份限制，不是对继受获得主体身份限定，也不

应禁止继承人通过继承获得多处宅基地。如果

村民拥有两处以上的宅基地，只有一处是通过申

请获得的，其他是通过继承获得，就符合该通知

的规定。［4］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继承人

进行继承，但是对其必须进行一定的限制。例

如:继承人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继承获得的宅

基地使用权设有使用时间的限制等。特别是如

果其他村民依法申请宅基地，而本集体的宅基地

又紧张，可以以受让人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为

代价，优先购买一户多宅继承人的宅基地使用

权。这样既可以保护继承人合法权益，也可以缓

解宅基地供应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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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农村宅基地的

继承

如继承人已单独立户，但没有宅基地，虽然

继承人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具有申请宅

基地使用权所需要的身份，也应允许其继承宅基

地使用权。因为，继承人虽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但是没有宅基地其无法解决居住问题，宅基

地使用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农民生活提供基本

社会保障，实现居者有其屋。在此种情况下，也

应允许继承人继承宅基地使用权。
如果继承人己单独立户，并且已有宅基地。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设立自动消灭时效，［5］
即如

果继承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对继承的宅基地加以

利用，村集体有权收回。对于有宅基地并且不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人，限制要更严格。
除了在上一种情况中的限制手段外，还要设定自

动消灭时效。
如上所述，不论继承人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都享有继承权。因为，无论何种身份主体

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拥有土地所

有权。而集体经济组织可通过一些限制手段，在维

护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基础上保护继承人的继

承权。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也是用益物权，对继承人

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不符合物权平等原则，事实

上也无必要。但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主体的开

放不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继受取得的完全放任。具

体而言，可以要求继承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宅基地

使用权附加一定的使用期限。对于经济发达地区

的农村和农户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宅基

地对其保障功能已经逐渐萎缩，因此可以建立宅基

地使用权退出机制。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可以

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从而享有

对流转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优先购买权。在某些情

况下，还可以设立自动消灭时效，收回继承人所继

承的宅基地使用权。
( 二) 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条件的改革与完善

对于农村宅基地继承人不符合土地管理法

关于宅基地取得的“三个基本条件”者，也不能实

现无障碍继承，为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利，有必

要设定一定的限制。
1． 要实现房屋与宅基地一并继承

当继承发生时，农宅作为遗产可由继承人继

承，而与农宅紧密相连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遗

产，无法继承。为解决这一矛盾，有学者提出这

样一种方案，只转让房屋所有权，但宅基地使用

权不一起转让。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当宅基地

上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时，保留宅基地使用权，

仅需为取得房屋所有权之人在宅基地使用权上

设定法定或约定地上权，通过这种方式，房屋所

有权人获得占用宅基地的合法地位。［6］
作者认为

这种观点并不妥当。首先，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享

有土地使用权，因为所有权人使用房屋的同时，

也在占有、使用房屋所在的土地。如果允许房地

分离，否定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一起继承，则继

承人继受的是无土地使用权的小产权房。其次，

如果在土地使用权之上再设定地上权，将使土地

上的权利状态更为复杂，容易产生各种权属纠

纷。［7］(P246)
而且，地上权设立目的是在宅基地使用

权不移转的情况下，房屋所有权依托地上权而转

移，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所

有权化得到强化，使其无限接近所有权，而作为

农地权利体系基石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进一步被

削弱。最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2 条，《物

权法》第 146 条、第 147 条和第 182 条规定了“房

随地走”和“地随房走”规则。这些规定表明城市

房屋转让适用房地一体化原则，如果农村房屋转

让实行房地分离原则，将导致城市和农村房产转

让适用两套不同规则，阻碍我国将来城乡统一建

设用地市场的建立。
因此，继承发生时，宅基地和其上的房屋不

能分离，必须一起进行继承。
2． 要加强宅基地使用权的登记工作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6 条规定，不动产物权

的公示，需要依法进行物权登记。不动产物权以

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基本公示方法。
我国不动产登记原则上采用登记生效主义。

除此之外，立法者根据制定物权法时我国实际情

况和登记制度的现状，对部分物权( 土地承包经

营权和地役权)的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作为例

外。宅基地使用权采取何种登记主义，物权法没

有明确规定。针对立法方面的缺失，学者们进行

了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设

立无须登记，其设定以申请人完成审批程序为条

件;［8］(P232)
有学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

权利，依据现行法规定，登记为其公示方法，其权

利的设定应当是登记生效。［3］
作者赞成后一种观

点，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的房屋作为价值较大的

不动产，只有通过登记的方式将权属的存在和变

动进行公示，才能使民众知晓物权的现状，起到

保护物权人权利和降低物权变动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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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的实施，全国范围内不动产登记工作正在进行。
在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在全

国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同时，逐步

推进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

记工作。这两项农地权利的确权登记，将为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

用地市场奠定基础。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可参照

城市房地产登记办法，向其使用权人发放全国统

一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纳入全国联网的不动产登

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进行统一管理。［9］
随着全国

范围内登记基础工作的完成，未来我国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将成为必然，［10］
完

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也指日可待。
目前，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和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条，依法

利用宅基地建造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可以申请

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被继承人( 申

请人)通过法定的公示程序，取得房屋所有权和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证明其取得的物权具

有法律效力。当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发生继承

时，继承人根据该权属证书进行继承。但是为避

免权属混乱和纠纷产生，继承人还应到不动产登

记机构进行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登记。
( 三) 关 于 农 村 宅 基 地 继 承 方 式 的 改 革 与

完善

改革农村宅基地继承方式，应该实行实物继

承与货币继承相结合。实物继承是一种最常见

且简单易行的财产继承手段，它具有不可分割

性;而货币继承则需要对将要继承的财产进行市

场价值评估，甚至分割。货币继承是实物继承的

完善与补充，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会更好。在

继承人行使宅基地继承权时，不要僵化地使用实

物继承，而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元化的继承方

式。在继承人继承农村宅基地时，如果没有法律

与制度的障碍，没有产权纠纷及产权分割之扰，

可以实行实物继承。
如果继承人继承农村宅基地时，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遗产继承人，则构成共同继承，需要对共同

遗产进行分割。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继承人通过继承获得宅

基地上房屋区分所有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的按

份共有)。在有些继承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而另一些继承人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这种分

割方式既复杂又可能会导致财产的价值减少。考

虑到要尽可能避免房屋所有权人和宅基地使用权

人的分离，可由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的一位继承

人继承宅基地和房屋，其余继承人可放弃实物继

承。经全体继承人协商，由继承人给予其他放弃继

承权的继承人一定货币补偿。另外，有些地区农村

宅基地闲置现象普遍存在，也可以由继承人申请货

币宅基地形式，以避免实物宅基地继承导致一户多

宅和闲置住宅增加。针对上面这种状况，选择货币

继承方式则较为科学，这样既保护了公民的财产

权，又规避了法律风险。
( 四) 关于农村宅基地继承权行使的改革与

完善

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是宪法精神的体现。
因房屋继承而发生宅基地使用权属之变化，也必

须用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即继承人取得宅基地使

用权也应进行限制。
1． 继承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应支付相应的

费用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保障农民居住权的用益

物权。在社会保障性制约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可以在不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无期限地使用宅基地。
但宅基地使用权原始取得的无偿只是因农民身份

分配的结果，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

福利。而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属于继受取得，原始

取得的无偿不能成为否定继受取得有偿的理由。
在继承发生时，对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

人，如果允许其行使继承权，继承房屋所有权和宅

基地使用权，则必然会损害到集体利益。因此，从

保护被继承人合法财产权出发，为化解集体和个人

利益冲突，要求这一类继承人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获

取宅基地使用权，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对于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继承人，如果继承人已有了一处

宅基地，则继承会导致一户多宅，或者住宅超标现

象出现，这将背离宅基地保障性物权的立法原则。
因此，继承人只有支付必要的对价，方能解决这些

矛盾。
农村宅基地使用费可以以城镇建设用地出

让金为 模 板，用 农 村 宅 基 地 使 用 金 名 义 来 收

取。［11］(P221)
宅基地使用费具体标准可由各地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并允许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

协商。考虑到农民经济能力有限，宅基地使用费

收取可采用逐年收取的方式。这样既可以减轻

农民的经济负担，也可以使集体经济组织获得长

期、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但为了防止宅基地使

用金被滥用，必须加强监管，可由土地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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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收取，再转交给集体经济组织。
2． 因继 承 获 得 的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要 有 使 用

时限

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之特征之一就是使

用的无期限性，其目的是保障农户的生存居住。
根据物权法理论，宅基地使用权是从集体所有权

上派生的用益物权，属于他物权。作为他物权均

应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若宅基地使用权长久存

续，将会与所有权发生矛盾，［12］
也会使宅基地使

用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

物权不一致。当宅基地使用权处于静态持有状

态，使用权无期限对此影响不大;当宅基地使用

权转让(例如继承)时，则应当明确规定宅基地使

用权的时限。如果不对土地使用权加以时间的

限制，其转让后，将导致土地所有权权能无法回

归，不能回复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样态。结果是宅

基地使用权脱离集体所有权，成为事实上私人所

有权，损害了集体所有权人的利益。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样设计宅基地使用权

的期限? 有学者认为可参见城镇居住用地最长七

十年的规定，［13］
也有学者建议继承获得的宅基地

使用权可以以农屋存续时间为限。［14］
作者认为，第

二种观点较为妥当，应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上的房

屋的自然寿命决定宅基地使用权期限。房屋灭失

后，继承人失去使用宅基地的基础，土地使用权终

止，集体可以将其收回。通过继承获得的宅基地使

用权，继承人只能进行修缮，用以保持和维护宅基

地和其上房屋的状态，但不可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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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rection of the Ｒeform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Ｒural Homestead Ｒight in China

LV Jun － shu，WU Jia － xi
(Ｒesearch Center for Legal Issues of Agriculture，Ｒural Areas and Farmers，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0，Henan，China)

Abstract:Ｒegard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China’s current law on land management，propert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have adopted vague or evaded attitud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Inheritance of our country，the farm house
built on the homestead is private property，which can be inherited according to law． However，according to The Land Management
Law，the ownership of rural homestead is collective，not belonging to the farmers’inheritance and not allowed to inherit． That
leads to a conflict of law and reality in rural homestead inheritance． Therefore，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use of the rural home-
stead system is a necessity and has many benefits such as resolving the conflict of the laws，ensuring that the property of farmer’s
house is to be used，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car-
rying out the reform of the right to use the rural homestead，we must adhere to such principles as“the property of the land public
ownership is unchanged”，“The red line is not broken”，and“The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are not damaged”． And the system in-
novation can be made in aspects of inheriting subjects，inheriting conditions，inheritance modes and inheritance rights．

Key words:the right to use the homestead; inheritance; usufructuary right; trouble and wa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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