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于作者2018年底至2019年初在四川省和湖南省几个关于民营经济法治问题研讨会上演讲的整理稿。在此对

于湖南林业科技大学法学院李敏副教授、中南大学法学院许中缘教授为整理稿件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1〕 如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9月19日的 “2018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

施,消除民营企业投资的各种隐形障碍。对此请参阅同日新华社的报道。
〔2〕 关于这一方面的言论,参见 《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载https://baijiahao.baidu.

com/s?id=1611381254913702052&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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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所有权研究的六个问题

孙宪忠*

内容提要:所有权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法律问题,对所有权的准确理解有助于民营

经济所有权在中国当前社会阶段的定位和保护。鉴于前一段时间有关否定民营经济的观点,有必

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民营经济所有权涉及的主要问题,从而为保护民营经济所有权提供理论支

持。有必要先从民法的视角展开观察,再从民营经济所有权所具备的重要政治、经济意义以及其

对民生的重要影响等方面来深化对它的认识。事实上,所有权观念的历史演进以及有关民营经济

所有权保护的历史表明,承认民营经济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并给予其充分的保护,是社会经济健康

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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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当前建立专门的针对民营经济的法制研究机构,形成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理论支持,为

以后的制度建设做准备,其意义十分显著。2017以来,李克强总理曾经多次提到,虽然近年来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是有一种隐形障碍。〔1〕虽然李总理没有点明这个隐形障

碍是什么,但是我们近年来陆续可以听到一些否定民营经济的社会舆论,〔2〕有些产生了比较大的

社会影响,这些言论毫无疑问代表了一部分社会心理,而且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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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隐形障碍的一部分。本文是关于民营经济所有权这一法律问题的一些研究心得,希望以此支

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消除阻碍其发展的隐形障碍做出努力。

关于民营经济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庆典的资料中其实已经有

了明确的阐述,简单地说就是 “56789”。其具体含义是,今天,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税收总量的

50%,提供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提供了80%以上的

城镇新就业岗位,提供了99%以上的企业数量。〔3〕“56789”这五个数字,以事实说明民营经济

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的作用是正面的,而且,这些贡献都超过了作为龙头老大的国有经济。从这些

铁一样的数字来看,民营经济在我国的作用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拾遗补缺,也不是20世纪

90年代有些人所说的 “必要补充”。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位和认识都

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都不足以描述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从 “56789”这几个数字来看,我们

可以确定地说,目前民营经济在我国同样是国计民生的骨干。从普通民众的生活需要来看,民营

经济发挥的作用更加直观和具体,尤其是大家需要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国有经济长期以来解决

不好,为民营经济所解决。比如吃饭,现在主要是由民营经济解决的,国营的餐厅已经很少了。

笔者1978年当兵时,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一个活动之后已经是中午,为了吃饭和一个战友沿着广

场到北京航空学院几十公里的道路,好几个小时都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因为当时所有的饭店都是

国营的,过了中午时间就关门了。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到北京念研究生,饭店也都是国营的,

服务普遍不好。但是现在,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想吃什么都有,服务都不错。这就是

民营经济的贡献。其他很多具体的民生问题,现在国有经济都不参与了,都是依靠民营经济,且

解决得非常好。所以,民营经济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

但是,为什么我国还有很多人对于民营经济那么不信任? 尤其是提到民营经济的所有权,为

什么那么多人的评价总是负面的? 这和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有关。过去我国把所有权问

题看得十分沉重,而且对于民间所有权的描述十分黑暗。但是笔者的研究发现,过去很多宣传的

历史资料是不准确的。很多人正是基于这些不准确的历史资料,一看到私有财产就把它定义为万

恶之源,就恨不得从政治上将它牢牢地踩在脚下。再加上中国数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粹思

想,很多人一看到民间所有权的增加,就站起来反对。久而久之,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认为民营经

济所有权是一种具有重大道德伦理缺陷的法权。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 “民营经济退出论”的观点,一时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这一观点提

出,中国民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该从国计民生中退出去。这种观点,仍然

从政治上把民营经济定位在协助公有制的地位上,不认为民营经济可以超越这个定位。因此,这

个定位,不但不符合上述 “56789”的现实,而且还提出了民营经济必须倒退至改革开放初期的

政治要求。因此,这是一种思想的逆流,其消极的社会影响是严重的。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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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 《工 信 部:中 小 企 业 提 供 了 50% 以 上 的 税 收》,载 http://www.dongao.com/news/ss/local/201405/

162345.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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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国务院总理都迅速地做出了回应,提出了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4〕其核心就是坚

持壮大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并且将这一点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过,从 “民营经济退出论”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深层的、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观

念,还需要在理论上、在道德层面进行有效清理。本文将从民营经济所有权的历史分析的角度,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所有权的民法认识

提到所有权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所有权是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来源于民法,它的基本定义

和功能都由民法加以规定,我国 《物权法》和 《民法总则》都规定了所有权。所有权在法律上的

意义,也就是它的功能,可以从一个历史典故中找到答案。这个典故来源于 《商君书》,这是商

鞅给秦国国君讲的一个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

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5〕这个故事里商君让秦王思考,为什么山上有一只兔

子,几百个人都去追赶,然而市场上一只笼子里的兔子,大家都不会去碰? 答案就是因为山上的

兔子所有权未定 (现代民法称之为 “无主物”),所以大家都去抢夺;但是笼子里兔子已经有了

确定的所有权,任何人不能随便拿他人的兔子,否则就构成了侵权。这个历史典故说明所有权在

确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基本功能。古人对此有一个说法即 “定分止争”。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义:

(1)所有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支配权,是你的财产,任由你支配,不是你的财产,你无权染指;

(2)通过民法上所有权的规定,社会财产秩序是明确肯定的,所有权不明确,社会财产秩序是混

乱的;(3)民法建立财产取得制度,合法取得的所有权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总体来看,所有权

确保的社会财产秩序,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治理国家,要从建立明确的所有权开始。

民法意义的所有权的概念及其意义,是从事所有权制度整体研究的基础。无论从哪个角度理

解所有权,包括民营经济的所有权,都不能忽视这个基础。为什么所有权能够确定社会的基本法

律秩序? 首先,所有权的法律科学要求民事主体必须是具体的、特定的;其次,它还要求所有权

的对象也就是现实的物品不论是不动产还是动产也都是具体的、特定的;最后,它要求民法上的

所有权的内容也是具体的、特定的。通过这三个 “特定”,具体的权利和具体的支配关系落实在

具体的民事主体身上,这样整体的经济秩序得以建立和完善。以不动产制度为例。民法上建立不

动产登记簿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将每一个不动产的权利支配关系明确登记下来,这样社会整体的

不动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这三个 “特定”,其实就是民法作用于社会的科学手段,民法上的法

律关系的逻辑、法律关系要素的特定原则,就是如此。“三个特定”的原则,体现了民法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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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

组讨论时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
个没有变”指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参见 《习近平重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三个没有变”》,载http://finance.cnr.cn/gundong/20160304/t20160304_521538214.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日。
《商君书·定分》,转引自高亨注释:《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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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属于所有权制度分析的基础知识。

民法上的所有权,在我国学术著作中常常被定义为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

这样的表述值得商榷。比较准确的表述是,所有权是对于特定财产全面的、彻底的支配权。〔6〕

无论如何,所有权的核心和基本表征是对于标的物的处分权,一个享有处分权的民事主体,其实

就是所有权人。

民法关于所有权的基本概念、基本逻辑是不可忽略的,更是不可违背的。在民法尤其是物权

法中的所有权制度研究中,有些人所说的所有权,恰恰缺乏民法的分析逻辑,甚至违背所有权分

析中的 “三个特定”规则。这样的分析,就失去了所有权概念的科学性基础。比如,在公共财产

权利领域,一个标的物已经被真正的权利人处分了,所有权已经消灭了,但是有人还坚持 “抽象

主体”的所有权仍然存在。这不仅仅只是法学上的笑话,而且形成法律制度上的重大隐患。如果

不坚持民法的科学性,不论什么样的政治解读或者历史解读,都不会有确切的法权价值。〔7〕

三、所有权的政治意义

所有权的第二个分析方法就是政治层面的分析。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财产所有权的意义是非常

重大的,因为这是研究国家治理需要特别重视的。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其出发点是研究社

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的政治力量所拥有财富的对比,以期解决社会整体的公平问题,实现国家的

政治稳固。从这个意义来看,最敏感的可能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并不是具体个人之间

的差距,而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前者不是国家治理之中的重大问题,而后者是。总体来说,

这个差距在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但是需要考察的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差距以及怎样消除这样的

差距。

对于贫富差距,我们不应该不承认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很正常。恰恰

相反,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社会的缺陷,也是我们研究国家治理的时候应该予以关注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导致政

权的更迭。〔8〕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与此相关的,

因为近代以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沦为受剥削的阶层,他们困顿的生活集中地表现在其

所有权的状态方面。但是,这个阶层的贫困,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工人普遍懒惰和愚蠢,而仅仅是

因为社会的变迁,使得工人沦为无产阶级。所以,从社会阶层分析所有权的实际状态,可以让我

们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要解决类似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是具有历史进步性

的,其所有权的学说是不可以否定的。

在探讨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制度时,涉及民营经济所有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之后,民众依据法律取得的所有权的正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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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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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参见孙宪忠:《十九大科学立法要求与民法典编撰》,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因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的。国外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巴西 “公交交通涨价”事

件引发的骚乱实质上是因为社会两极分化过于严重。



孙宪忠:民营经济所有权研究的六个问题

所有权正当性问题,也就是所有权应该获得承认和保护的道德伦理基础问题。〔9〕道德伦理

作为法律制度建立的基础,在讨论所有权制度的时候,尤其是讨论民营经济所有权制度的时候,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思路。举一个例子,在苏联名著 《静静的顿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

红军战士在前方打仗受伤了,被送到后方属于红军控制地区的他的家乡养伤。伤养好了以后,他

就留在家乡劳动。小伙子比较聪明,也很勤快,通过勤劳致富,养了牛马有了马车、盖了房子买

了地。后来红军打败了白军,在全国进行土地革命,首先是清理队伍和政治核查。这个以前的红

军战士现在是一个富有的人,因此他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富农,这样他就成了阶级敌人。后来,当

地政权要他交出财产,他不同意,黑夜的时候赶着马车逃跑了。最后他被抓住了,并被认定为反

革命枪毙了。作者肖洛霍夫通过这个小说表达的意思是并非有钱的人都是阶级敌人。斯大林批评

肖洛霍夫同情富农,〔10〕引发了苏联文学界的政治性批判。

这个红军战士打仗时为革命负伤,后来回到红军控制的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合法劳动

发家致富。这个过程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在他富裕之后在阶级划分上成为富农。后来他不

愿意交出财产时又被认定为反革命,最后被剥夺了生命。那么,有人考虑过这个红军战士取得个人

财产的正当性问题吗? 有人考虑过剥夺他的所有权的正当性问题吗? 一个革命的红军战士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合法劳动发家致富后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这个问题让笔者十分苦恼。回顾苏联以及我国改

革开放之前的那些政治斗争,再看看当前 “民营经济退出论”的呼声,这种法权政治上的道德伦理

问题,确实始终是我国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受到道德伦理支持的。再扩大一下理解,这个伦

理道德,既应该成为对于个人合法所有权的支持,应该成为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约束,也应该成为

对于我国社会中某些人总想无偿剥夺别人财产的观念的约束。这一点是否也是一种政治分析的角度?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讲合法性基础,不论什么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一律都反对,这实际

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思想观念。贫富差距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在法治社会里解决这

个问题有它的方法,而且从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看,这个问题在承认和保护民间所有权的基础上确

实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我国的扶贫工程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开始了精准

扶贫工程,近年来,我国原来3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下降为不到2000万。这个伟大的工程一方面

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政党,另一方面也说明,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搞 “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贫富差距问题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

要的是,民间的所有权不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提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笔者认为,在民营经济

所有权的政治分析中,某些学者至今还在坚持把盲动地剥夺、限制民间所有权作为正当方法的观

点,是非常不可取的。

四、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

所有权的第三个分析方法,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方法。这个分析的角度很有价值。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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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15 717页。
肖洛霍夫,全名为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苏联重要作家,因 《静静的顿河》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

奖。其小说被视为苏联主流文学的 “红色经典”,表面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贫农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实则讽刺农业集体化和

合作化运动的荒谬性,否定斯大林发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富农阶层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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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发点就是,建立哪种所有权的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国计民生的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

按照经济学家的通俗说法,那就是如何 “把蛋糕做大”,或者 “谁应该吃最大份的蛋糕”。这个问

题的结论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十分简单,那就是要让最能够把蛋糕做大的人,吃到最大份的蛋

糕,这样蛋糕才会越做越大。好比力气大的人应该多吃饭才会多干活一样,这样干的活也会越来

越多。他们认为这样才最有利于促进国计民生的发展,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得最快。这种经济学意

义上的所有权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实际上,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学者都在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权问题。他们实际上也都

认识到所有权的法律制度设置,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11〕但是,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并从经济学理论上予以体系化解释的学者,是亚当·斯密,他的 《国富论》在这方面

的讨论,可以说在当时达到了理论上的顶峰。这本天才的著作指出,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

看,国家必须找到一个国民经济源源不断发展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所有权,就是个人的、私的

所有权。他说,国家怎样才能调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创造者看到所有

权。财富是创造出来的,只要把所有权交给创造者,他就自然会创造财富;只要创造者的个人所

有权保护是足够的、有效的,社会经济就会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12〕事实上这个理论在英国的

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英国法律打破了天主教会在个人所有权方面的戒律,把所有权完

全交给个人,工业革命随之成功了,而英国也成为世界的霸主。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一百

年,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创造财富的总和。〔13〕

创造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我们一直没有理清的范畴,也是很多人闭目塞听不愿意

涉足的研究范畴。笔者根据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所有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一个观

点,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和论证民众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

个方面:一个是所有权的正当性,这是亚当·斯密解决的,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富

裕的角度看,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首先应该是个人财富进取心的保障;〔14〕另一个是所有权的

有效性的观点,这是笔者根据史料总结的,这个观点的内容是,不是仅在立法层面,而是国家

治理的方方面面都要为所有权提供保障,只有构建起这种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才能够让民法意

义上的所有权充分发挥其功能。〔15〕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一生有3000

项发明专利,同时为了专利利益,他还打了5000次官司。人的寿命有多长,一年的工作日有

多少,一年一百多次诉讼,这是什么概念? 但关键是英国这样一种体制,从行政机关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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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霍兰·萨拜因在 《政治学说史》中同样强调:“对于所有天赋权利的看法都同对财产的看法一脉相承,也就是

说,看作是个人生而有之的属性,因而也就成为对社会和政府而言不可取消的权利要求。对这种要求置之不顾决不能认为是正

当的,因为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和社会的存在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

成政府与社会权威的限度。”〔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6页。
参见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富强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9、292 293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将财富观念归于劳动观念,强调 “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

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 “劳动者独享全部的劳动产物”。前引 〔12〕,亚当·斯密书,第99、292 293页。亚当·
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 “严格正义”,即 “我占有我的东西”,应当 “放弃属于他人的东西”。〔英〕亚当·斯密:《道德

情操论》,罗卫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
参见孙宪忠:《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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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瓦特提供了能够进行这么多诉讼的机会,使得他能够利用这种体制来保护他的权利。笔者认

为,这就是所有权制度的有效性。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权制度,既解决了民间财富取得和创造的正当性问题,也解决了所

有权保护的有效性问题。有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才有了英国的强大和发展。法律历史学家布莱克

斯通说,从来没有一种法律制度能像所有权一样促使人焕发创造的激情。〔16〕这就是亚当·斯密

理论的产物。不需要给劳动者讲各种高大上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肉身的自然人,都有父母家人

要供养,他的创造能力是天生的,生活的压力使得他必须去创造,所以只需要给劳动者所有权就

可以了。亚当·斯密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源泉的问题。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不会直接取消个人所

有权。《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本基础性著作,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提供经济发展的源泉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的。我们

受苏联理论的影响,强调的是私有财产就意味着掠夺、剥削、损害,但是没有提到所有权在创造

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否定了之前的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推动了社会的政治

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些也都受到了苏联法学的抹杀。〔17〕但是如果历史真的像苏联人所说的那样

只有掠夺和剥削,怎么会有火车、汽车、轮船和电力,恐怕连自行车都不会有,更不会有现代

化。马克思都承认大量的财富是创造而来的,为什么苏联人不承认? 如果我们现在还坚持苏联人

这些观点,那么民营经济就确实没有了政治上的出路。这恐怕是不可取的。

五、所有权和民生

第四个问题就是民生意义上的所有权问题。对社会普通大众来讲,他们的所有权需要从民生

所需的角度得到足够的承认。这一意义上的所有权,不仅要承认普通民众对于财产取得和处分的

自由,而且国家还要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至少这两层意义是必须具备的。〔18〕

自古以来中国的圣贤都强调民生问题意义重大,民生大于天。“民生大于天”的基础就是民

众对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的所有权问题,所以保障民生,必须从保障民众的所有权入手。首

先,立法者应该允许人们取得广泛的所有权;其次,对人们取得的所有权要给予足够的保护。如

果人们没有足够自由去取得和行使其所有权,那么这就造成了民生问题,连基本生活都会成问

题。当前世界上有些国家还采取严格限制民众所有权的体制,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

1975年张春桥等人搞 “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专政”,把老百姓可以取得的所有权限制到极端。辽宁

省的领导人决定,农村每家养母鸡不能超过两只,因为母鸡下蛋,可以作为生产资料,所以不能

私有太多。母鸡允许养两只,下蛋只能供家里人吃,不能在市场上卖钱,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这

种没有所有权自由的政治,造成了普通民众长期的、严重的温饱问题 (我国民众的温饱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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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布莱克斯通:《英国法注释》(第2卷),第2页 (伦敦:1765—1968年)。转引自 〔德〕罗伯特·霍恩、海恩·
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参见前引 〔15〕,孙宪忠书,第191 193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建国、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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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才彻底解决的)。在反思这些极端的、乌托邦式的观念的时候,结合现在民营经济

给解决民生问题做出的贡献,我们就知道了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价值。

从民生所需要的所有权保障的角度看,我们还要反思拆迁、城市居民住房土地使用权等很多

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不属于民营经济方面的问题,不再予以阐述。

六、法技术意义的所有权

第五个方面就是法律技术上的所有权问题。目前我国已经有很多企业上市,这就使理解法技

术层面所有权的意义更为容易。法技术意义的所有权比较抽象,不好理解,下面以企业法人的所

有权为例加以说明。企业作为民法意义上的法人,对其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所有权。企业作为法人享有所有权,对它的财物有完全的处分

权利。这一点,从前面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分析就可以得出。控制企业的是它的投资人,投

资人拥有的权利是股权,他们按照自己的股份份额、通过法人的治理结构行使其权利。如果一个

股东享有控股的权利,那么他不但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行使多数人投票权,而且可以进入董事会行

使决策权和执行权。投资人的权利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人的权利,因为还有其他股东的存在,他

们也是有权利的,他们的投资权也是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

通过法人治理结构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股权和所有权的性质不同,属于两种不同

类型的权利。在公司清算的时候,在公司财产计算和会计计账的时候,公司权利和股东权利是有

严格区分的。简单地说,股权是股东的私有财产,而公司财产是公司法人的财产。将公司的财富

和法律地位与股东区分开来,这就是民法技术的基本规则。公司法人作为所有权人也可以拿自己

的财产来做投资,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司作为股东的情形。这种公司股东,甚至可能有好几

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层面就要提出法技术意义上的所有权问题,通过 “股权-所有

权”这样一种逻辑结构,明确地区分公司法人的各种法律责任,当然主要是民事责任。在民法

上,法人是按照有限责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法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够推及到股东身上。这就

是民法技术层面的所有权的基本价值和重要意义。〔19〕

为什么我国社会包括立法至今不承认法人所有权呢? 因为他们坚持股东的权利就是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能够反映社会的所有制。所以很遗憾,这种法技术层面的所有权在我国社会甚至在立

法上都没有得到清晰的承认。《物权法》的第4条还是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角度把所有权划分

为三种类型。这一做法,使得我国的财产制度长期无法科学化。数十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我国

公共财产领域的所有权问题,〔20〕可以说进展不大,原因就是很多人坚持斯大林的所有制学说,

而不顾及我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斯大林观念下,投资意义上的

所有权的分析和定义,只能允许投资人直接享有所有权,不能使用股权的概念和结构。这种理论

恐怕只能适应农民开个小磨坊的情形了。农民投资办豆腐坊,有磨子和毛驴,农民作为投资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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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6〕,孙宪忠书,第144 145页。
相关研究成果请参见孙宪忠:《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与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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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磨子、毛驴和产品享有所有权。所以在斯大林的所有权理论里,没有股权。但是我们现在经

营企业,经营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很多具体的投资人也只是了解到自己的股权多少,通过公司的

披露知道自己股权的市场价值。投资人哪里知道公司有多少具体资产? 投资人一般不参与具体经

营,更没有权利处分企业资产了。所以,很多人坚持斯大林学说是很没有道理的。

讨论民营经济所有权的时候,因为民营经济的主要力量是企业,所以我们务必要重视 “股

权—所有权”的逻辑,从法技术层面来构建一种先进的体制。家族企业最好也尽早股份化,以免

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七、所有权的史论分析

第六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历史上所有权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涉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存的所

有权理论。自古以来,不仅仅是我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特别重视所有权问题,因此有大量的理

论和学说是关于所有权的,这些都值得研究。中国古代有很多所有权的学说,比如管仲、商鞅的

学说,〔21〕都很有价值。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促进财富大量创造,另一方面造

成很多社会问题,这种背景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有权学说。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傅里

叶、普鲁东、拉萨尔等都提出过所有权的学说。但是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是彻底的、科学的。〔22〕

我国改革开放的舵手邓小平提出了最有价值的所有权理论,造就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富

裕,他的所有权思想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研究。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

很多关于所有权的理论,尤其是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 “产权

保护意见”,其中的所有权理论,〔23〕更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贯彻执行。

民事权利是一个大体系,涉及市场经济的民法上的权利很多,都值得研究,比如债权问题,

尤其是合同问题,现在中国很多民航飞机、船舶都是租赁的,不涉及所有权问题,研究这些当然

很有价值。但是,所有权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核心的价值,因为,民商法方面其他各种各样的

权利都是建立在所有权问题之上的。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前面提到的 “民营经济退出论”等观

念在当前出现,我们不能认为是一些人的头脑冲动。我们要认真仔细地研究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

说,我们国家现阶段有些理论确实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经济是这种思想的主要受害者。

民营经济受到损害,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肯定受损害。笔者以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例来进

行说明。历史上的清官海瑞,曾经两次被罢官。第一次是在嘉靖皇帝时期,因为海瑞劝谏皇帝不要

炼丹,被皇帝罢免。第二次是在隆庆皇帝时代,执政的高拱和张居正请他担任松江地区知府,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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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不仅承认春秋时期以来私人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而且还通过奖励军功和

授田制度培植并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重视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如 《管子·立政》记载 “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管仲:《管
子》,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参见前引 〔6〕,孙宪忠书,第141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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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意见》)于2016年11月27日经中国

政府网正式对外公布。《意见》是我国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第二部分 “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和第三

部分 “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对非公有制经济所有权平等保护的规定,值得研究。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载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 11 27/doc-ifxyasmv2000915.s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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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收入。因为松江地区当时是我国最富裕的地方,是国家最主要的税源。但是有些人并不依

法纳税,对国家造成损害。因为海瑞名气大,请他来治理一下。但是,海瑞却是一个相当仇富的

人,他处理案件的时候,基本上不问是非,只问贫富,然后就把富人的财产尽可能地判给穷人。〔24〕

这样,富人纷纷逃亡,离开了松江。短短三年,松江府由天下第一富庶之地变成了衰败之地,再

也没有足够的税收上交给国家了。因此,高拱和张居正只能将海瑞再次罢官。这件事情在很多史

书上都有记载,须引以为戒。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承认了私人的所有权,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

居世界第二。民营经济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而民营经济发展更进一步造就了国家和人民的福

利。当然,我们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并不否认它的缺陷和现实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些

缺陷和问题,不能支持否定民营经济的观点。

Abstract:Theissueofownershipisthebasiclegalissuein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Theac-

curateunderstandingoftheownershipissuewillhelppositioningandprotectingtheprivateecono-

myownershipinmodernChinesesociety.Inviewofthefactthattheprivateeconomyhasbeen

denouncedforawhile,itisnecessarytofurtherclarifythemainproblemsinvolvedprivateecono-

myintheory,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protectingtheownershipoftheprivateeconomy.

Inthisregard,wecanfirstlyobservetheownershipoftheprivateeconomyfromtheperspective

ofcivillaw,anddeepenitsunderstandingfromtheperspectivesofitsimportantpoliticalandeco-

nomicsignificanceanditsimportantinfluenceonpeopleslivelihood.Infact,thehistoricalevolu-

tionoftheideaofownership,andthehistoryrelatedtoprotectionofprivateeconomic

ownership,showthatrecognizingthelegalstatusofprivateeconomicownershipandgivingitfull

protectionareindispensablesupportforthehealthydevelopmentofeconomyandsociety.

KeyWords:ownership,privateeconomy,socialistmarketeconomy,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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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海瑞在松江地区处理税收案件时,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减租,当然减的是贫民税租;二是提倡 “荒岁”期间富民对

贫民进行 “赈贷”。海瑞 《劝赈贷告示》中记载:“赈贷之事,古行之矣。……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故令里老人等

将本县言意劝谕尔等,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海瑞集》,陈义钟编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