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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财产权研究

法 治

宪法赋予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财产权的分割

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财政来源、程序和办法

以及其他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权：一方面阻止国家公权

无序、过度分割公民私有财产的正当权利以获得经济自

由；另一方面阻止国家公权对于公民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等正当权利的侵蚀以获得政治自由。宪法财产权表明，公

民是依照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原则，向国家交纳一部分私

有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公民也由此成为纳税人。公民有向

国家交纳赋税的义务，也享有同等的纳税人权利。我国宪

法已经明确保障公民私有合法财产权，但尚未规范纳税

人权利的具体内容与范畴；而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

人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恰恰是宪政政制在逻辑与历史上

的双重起点。

私有财产权：公民的自然法权

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是其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权利。
人人生而平等以及由此而享有的其他自然法权，都是以

人格权利为最基本因素，没有人格权就不存在任何其他

形式的人权。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氏

族成员之间对于公共财产的分配关系“成了群体意志的

内 容 之 后 ，就 以 一 定的 规 范 形 态———普 遍 的 食 物 禁

忌———在其中巩固下来。这种禁忌要求群体的任何成员

都不准带走自己的一份去自由支配，也不准阻止群体的

其他成员对这份集体猎物行使他们的权利。”①而随着私

有制出现以后，“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②；离开了公民

本身的私有财产权，就不可能产生由此衍生的其他自然

法权。人之所以有理性，在于他通过所有权的存在而表现

出来；财产权是人格形成的主要契机，保障私有财产权才

能为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③洛克把

这种人人所遵守的起支配作用的理性称为人的自然状

态，认为公民的财产与生命、健康和自由一样都是作为平

等的人所必须保有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侵害；

人的这种理性就是自然法，是人无需成文法律规定就天

然享有并必须遵从的规则。④

人类社会迈入“文明的门槛”，走进国家形态之后，在

“人民主权—国家主权—自然法权—人民主权”的政治文

明运行机制中，⑤保障公民的自然法权成为分权制衡国家

主权的主要目标；而自然法权的保障程度则显示了“主权

在民”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程度，也是国家主权合法性

的实现程度。因此，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

其他自然法权是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基本动力：“拥有私

有财产的权利对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对这种

关系的理解都具有重要影响。它被认为是公民地位的必

要前提。摆脱政府的个人安全和独立是通过公共机构保

护所有权的制度来保障的。”⑥1215 年英国约翰王宣誓同

意的《自由大宪章》的 63 个条款中，至少有一半关乎对私

有财产的保障；其第一次通过立宪的方式，将财产权利与

政治参与权挂起钩来。⑦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于财产的基本人权性质也作

出过诸多精辟的分析。如认为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

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真正的财产；⑧私有财产是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

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⑨因为“财产

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

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

在一起产生的前提。”⑩私有财产随着物物交换产生了商

品经济，并逐步成为市场经济的催化剂。公民每一方通过

共同的意志行为，让渡自己的商品，同时也占有别人的商

品，其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輥輯訛

“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

会约束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

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首先宣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法权，它不是私法上保障的公民财

产所有权，而是公法即宪法保障的宪法财产权。宪法财产权是人类宪政

政制的逻辑起点，保障私有财产权就是明确私有财产不受非法赋税侵

犯，公民完全有权利针对国家赋税的程序、办法与额度进行制度性协商

与规范。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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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

劳动和经营果实’的人权。”輥輰訛

1956 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部分执掌国家主权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和抗日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时期，

都曾宣布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给予保障和维护。如 1941 年

5 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条规定：“在土地

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

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鄜县、庆阳），保证地主

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輥輱訛又如 1942 年 1 月颁布的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一条、第三条分别规

定：“本条例以保障边区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

害为目的。”“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

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

财）。”輥輲訛再如 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第四章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

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

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輥輳訛这个

宪法性文件等于变相承认了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该纲领

第二十七条特别说明：“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

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輥輴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

要任务是实现“耕者有其田”，承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私有

财产权，既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动力，也是这场革命的基本

目标；农民的最基本自然法权就是土地所有权，只有实现

他们的最基本人权，整个革命所要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

治文明体制才能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总之，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私有财产”是“个人

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

独立的基础财产”，輥輵訛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剥夺的对象。但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

于私有财产的片面的、教条的理解，对“私有”一词特别

“敏感”；似乎它与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划上了

等号。于是乎，谁要是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似乎谁就在为

资本主义制度张目，似乎谁就要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其结

果是导致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式
的“极左”做法。随着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私有财

产权随着私营、个体经济的消失而极度弱化，中共中央

1958 年 8 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要求全国实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实行统一计划、统一

收支、统一分配的‘三统一’制度”輥輶訛，商品交换上的私有财

产权从此基本上被灭绝。政治上高度集权与经济上高度

集中计划相结合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从此在我国建立

起来：经济特征表现为“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政治特

征表现为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到社会各个角落，社

会特征表现为公民自然法权极大萎缩，等等。社会沦为

“细胞化”輥輷訛的个体，公民权利则沦为“资产阶级法权”。这

是忽视甚至有意回避对私有财产权利———最基本自然法

权———保障与维护的必然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政治生活中对于私有

财产权的认识不断提高，过去被打入“冷宫”的“私有财

产”也开始解冻。如，不再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意识形态上

“剥削”的代名词，认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

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
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輦輮訛私

有财产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为其恢复法律地位提供了先

决条件，人们不再视私有财产权为“资产阶级法权”。又

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宣告：“保护

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輦輯訛执政党还通过提

交宪法修正案等立法形式，在 2004 年初召开的十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第一次在宪法中提出保障私有合法财产权

利，并鲜明地表现在以下三个修正条文：如宪法修正案第

二十条明确：“宪法第十条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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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

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但使

用权属于公民所有；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公民的这种使用

权也是一种相对的私有财产权。因此，这一条款宪法内容

的修正，表明了对于公民既有私有权利的尊重与承认。宪

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提出：“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

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

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

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私营、民营等非

公有制经济产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结

果是私有财产在社会财富中比重不断扩大。国家宪法鼓

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应也需要对其私有财产权

加以保护。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宣称：“宪法第十三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

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

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修正

是前两处宪法修正条文的必然结论，公民的私有财产不

是国家财产，而是公民维系其自身生存、发展的最基本自

然法权；从宪法层面划开了国家财产与公民私有财产的

政治界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从国家宪法上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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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界线。可见，“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

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

相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

现出来。”輦輰訛

宪法财产权：人类宪政政制的逻辑起点

私有财产权在概念与内涵上有公法与私法之别。私法

意义上的财产权，是国家赋税之后的财产权，赋税对私法

而言是一个在先的前提；而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是在国

家征税权之前的财产权，这意味着赋税就是对私有财产的

强制性索取。輦輱訛保障私有财产权就是明确私有财产不受非

法赋税侵犯，公民完全有权利针对国家赋税的程序、办法

与额度进行制度性协商与规范。也就是说，公民凭借私有

财产权来制约国家赋税行为的政治参与权就是宪法财产

权。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私有财产权的理解主要限定于

私法上的内涵，并从私有财产可能存在占有他人劳动成

果的倾向性，得出了限制甚至废除私有财产权以实现消

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结论。人们曾设想，财产权利上的人

人平等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唯有通过公有制（即社会共

同占有）来实现。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运史表明，这种唯

公有制能是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并未揭示人民主权

原则的真谛。人民主权的高度抽象性与不可分割性，决

定了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起点在于公民自然法权的伸

张与实现，而自然法权的基础则在于保障与维护公民私

有财产权。
从逻辑上看，国家的赋税来自个人向它交付出的一

部分财产；这一部分财产可能虽然未经每一个公民在每

一次交付时履行自己的同意权，并形成公民必须遵从的

强制性义务，但它在本源上仍是公民“私有”的财产，只是

通过纳税的形式把它交付给了国家赋税。公民宪法财产

权是宪政政制发生的动力与泉源。孟德斯鸠指出：“国家

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

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輦輲訛国家的收

入是公共财产，但它的确是每个公民“自己私有财产”的
集合；公民愿意交付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强制性义

务，而且是他应该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公民宪

法财产权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包含了

公民与国家之间在先的义务与权利关系。1789 年法国大

革命时期通过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二条曾宣称：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

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十七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

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

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輦輳訛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虽然没有对公法意义上的宪法

财产权作出直接论述，但对宪法财产权上的公民与国家关

系有过精辟分析。马克思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

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亚利安人和闪

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

起来，主要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私有财产。”輦輴訛这里对人

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财产”显然是指私有财产，它的

“力量”就表现为把人类社会从前国家的“野蛮时代”推进

到了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这是对宪法财产权的历史作

用的肯定———个人通过交付自己私有财产的行为奠定了

公共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一经产生，它的主要职能

就是对个人私有财产实行保障和维护。公民与国家之间的

义务与权利关系通过宪法财产权这个中介来维系：“没有

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輦輵訛公民的私有财产

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同国家政治制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宪法财产权包含了公民的两个财产支配权：一是对

税前全部个人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二是对税后其余私有

财产的支配权。所有权与支配权意义上的财产权有着本

质区别，没有支配权的所有权是虚无权利，没有所有权的

支配权则构成经济上独占与政治上集权的基础。首先，宪

法财产权赋予了公民对税前全部个人私有财产的支配

权。“私有财产的权利是 just utendi et abutendi（任意使

用和支配的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輦輶訛“只

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

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輦輷訛公民正是基于对自身私有

财产的支配权才能够与国家确立契约性的义务与权利。
天赋人权是一种道德、公正与正义的抽象理念，但不受制

约的国家主权完全有可能忽视甚至抛弃这些抽象理念；

当公民以其自身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来抗拒国家非正

义强权的压制时，宪法财产权就产生了对国家主权分权

制衡的作用。公民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以及由此而享

有的其他自然法权，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人民

主权是抽象的不可分割的主权，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心

向背的道德宣示，它需要通过个人自然法权的具体实现

程度来衡量与检测。公民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权以及由

此而享有的其他自然法权能够对于国家过度的强制权产

生分权制衡作用，这正是构建宪政政制的现实基础，也是

政治文明运行机制的基本动力。
如果公民个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

虽然假以公有的名义享有所有权（全民所有、集体所有）

但不能加以支配，那么自然法权在受到国家强权侵蚀时

就不可能运用宪法财产权加以维护；相反，过度强大的国

家主权，没有享有全民财产所有权但通过经济集中获得

了绝对的支配权，就存在在政治上走向高度集权的可能

性。“如果要使国家对于经济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某

法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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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有益于一般公民，那民主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

还必须是有实效的。”輧輮訛

宪政理论表明，只有宪法财产权得到实现时，分权制

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政制才有可能得以确立。“1215 年英国

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 个条款中，在制度上确立

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在政治的逻辑上把私有财产

置于国王的主权之外。”輧輯訛作为公民，他有义务从自己的私

有财产中支出一份来维持国家主权的运行，因为政府没有

巨大的财政经费就不可能有效地维持；但同时，国家凭借

主权地位与强制权力来“索取”公民的私有财产时，“仍须

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

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

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

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輧輰訛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要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与维护，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由于私有财产权有公

法与私法上的本质区分，因此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对公

民宪法财产权的保障，这是切实推进宪政民主的重要起

点，也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宪政

意义上的分权，不仅是对权力的分权制衡；而且首先是要

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权进行分权，即占有或分配社会

财富的权利或权力，是分权的重要对象。的确，“为了有效

地保护国家的财政权和国民的财产权，就必须实行‘法定

原则’，并应当在宪法上对其做出明确界定，这是实行宪

政的基础。”輧輱訛（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本文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谢庆奎教授主持教育

部重大攻关项目课题《宪政与政治文明》的子课题研究项

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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