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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金伟峰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

要] 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本质上是对财产权的征收 。 虽然相关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房屋征收中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给予补偿和如何进行补偿 ,但财产征收补偿制度本身既有充分
的法理依据和宪法依据 ,也有具体的法律依据 。 房屋征收中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 ,除了应退还剩
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补偿范围还应包括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利益和该土地的预期增值利益 ;
补偿标准应根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方式 ,即出让方式与划拨方式分别确定 :对于出让土地的使
用权 ,应当综合考虑该土地的用途 、地理位置 、剩余使用年限和基准地价等因素 ;对于划拨土地的使用权 ,
应当考虑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土地开发成本等因素 。
[关键词] 房屋征收 ;国有土地使用权 ;补偿范围 ;补偿标准 ;土地出让 ;土地划拨

On Compensation for the State-owned Land Use Right in Housing Expropriation
Jin We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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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 on Ex p rop riation and

Com p ensation o f H ouses on S tate-ow ned L and .According to A rticle 13 (3 ) of the Re g ulation ,
the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shall be taken back at the same time w hen the house is legally
expropriated .How ever ,the Re g ulation has stipulated the taking back of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in housing expropriation w ithout any clear stipulation on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advance
w ithdraw al .Although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 loc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 hen the
house is assessed ,in fact there is no such value assessment specifically aimed at the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s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te-ow ned land other than the land for houses ,it is even
harder for ow ners to get the market price compensation .Apparently ,it is neither in conformity

w ith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nor conducive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ow ners .It is ,
undoubtedly ,an urgent problem whether compensation should be offered and how to carry it out when
the house is legally expropriated and meanwhile the state-owned land use right is taken back .
First ,based on the problems raised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housing expropriation
w hen the use right of state-ow ned land is taken back ahead of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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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ow ned land is not an object to be expropriated ,bu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aking back
the land use right like ″ the public needs″ and ″ compensation″ ar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expropriation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eir legal effects are similar to expropriation . T herefore ,
taking back the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ahead of schedule in housing expropriation is in
essence the expropriation of property right . T 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property collection ,
w hich has been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levant law s ,
has not only its constitutional grounds ,but also specific legal basis .
T 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cope and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in housing expropriation . It is explicitly proposed that the investor,s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the expected future value of his /her l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fund of the remaining life of his /her land use right
w hen the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is taken back ahead of schedule in housing expropriation .
T he three kinds of compensation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and comprehensive and unified
regulation needs to be formulated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
As for the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 first of all , a separate
assessment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t is ,the assessment of house ow nership and that of
the land use right should be separated so that the ow nership of house and that of land use right
can be assessed ,calculated and compensated separately ;second ,the formulation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w ays that to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s is acquired ,
namely ,w ays of selling and w ays of allocation . For land selling , factors such as land use ,
g eographic location ,and remaining land-lease period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determine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land allocation ,factors like land development cost paid by land
us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ddition ,w hether the land development cost is paid or no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benefit-sharing system for the value-added part of the land .
Key words :housing expropriation ;state-ow ned land use right ;scope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land selling ;land allocation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目前中国的城市 ,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拆迁纠纷呢 ? 主要是因为在计算补偿额度时 ,
土地使用权本身不包括在补偿的范围之内 。 按照有关规定 ,拆迁之际政府要无偿回收土地使用权 ,
不对市民的土地使用权上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 这样的规定使得城市拆迁的补偿金额大幅度减
[1 ]9
少 ,而拆迁户在土地使用权上的利益损失很大 。” 在房屋拆迁实践中 ,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
权补偿问题的认识极不统一 。 地方政府有的只对土地使用人的房屋给予补偿 ,拒绝对土地使用权
进行补偿 ;有的同意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 ,但认为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已经包含在被征收房屋的
补偿之中 ;有的同意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 ,但以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为限 ;有的同意在退
还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的同时 ,还给予银行同期利息 ;有的对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的市场价进
[2 ]65
行评估 ,根据评估价给予补偿
。 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处理模式 :一是在房屋拆迁补
偿中明确指出对被拆迁人所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二是在房屋拆迁中既未明确指出对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也未明确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作出排除性的规定 ;三是对国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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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补偿作出排除性的规定 ① 。
上述不同认识和处理模式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 ,是相关立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补
偿问题缺乏统一规定 ,特别是作为专门规范城市房屋征收且直接根据有关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
规 ,无论是 2001 年的原《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 ,还是 2011 年公布施行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条例》) ,对房屋拆迁或征收中提前收回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补偿都没有专门规定 。 《拆迁条例》虽然在第 24 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 ,根据被拆迁
房屋的区位 、用途 、建筑面积等因素 ,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但并没有单独规定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补偿或土地出让金的退还等内容 。 《征收补偿条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更是只字未
提 。 笔者认为 ,《征收补偿条例》仅规定房屋征收补偿而未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 ,应该只是
出于立法权限的考虑 。 根据《立法法》第 8 、第 9 条的规定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只能由全国人大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相关法律 ;如果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则必须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
权 。 事实上 ,《征收补偿条例》正是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的 。 该法第 6 条规定 :“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 ,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 ,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 ,维护被征收人的
合法权益 ;征收个人住宅的 ,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显然 ,该
法只是授权国务院就房屋征收补偿制定行政法规 ,而未授权国务院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进
行立法 。 正因如此 ,《征收补偿条例》第 13 条第 3 款才附带规定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 ,国有土地使
用权同时收回” 。
《征收补偿条例》第 17 条规定 ,对被征收人给予房屋征收补偿仅限于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
偿 ;(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 、临时安置的补偿 ;(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 、停业损失的补偿 。 虽
然征收部门在评估被征收房屋价值时应考虑房屋所在区域等因素 ,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独针对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评估 。 特别是对于被征收房屋以外的国有土地 ,被征收人更是无法获得市场
化的补偿 。 这显然不符合公正原则 ,也不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 因此 ,对房屋征收时同时
收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补偿以及怎样补偿 ,成为房屋征收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

二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征收效果
(一) 征收 、征用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
征收 、征用是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的重要制度 。 现行宪法第 20 条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公民的财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物权法》第 42 条
和第 44 条明确把征收与征用相区分 。 第 42 条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 、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 第 44 条则规定 :“因抢险 、救
灾等紧急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 、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 ,征收
和征用的区别在于 :“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 ,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 。” ② 在行政法上 ,“行政征
用与行政征收都是对被征财物权属的处分 ,但它们的处分程度不同”

[3 ]266

。

而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 ,现行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前收回 。 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① 参见张先贵《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
② 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 ——— 2004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

议上》 ,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 S1 期 ,第 67

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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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条规定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
回 ;在特殊情况下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 ,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
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物权法》第 148 条也规定 :“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间届满前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
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 ,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法律之所以没有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
收回规定为征收 ,是因为“征收是国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 、个人的不动产变为国有的财产 ,是
一种改变所有权的法律行为 。 我国城市的土地原本就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将其
[4 ]331
收回 ,无法适用有关征收的规定 。”
另一方面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也不属于征用 。 “从法律
效果上分析 ,征收实质上是强制买卖 ,不动产的所有权不发生返回问题 ,只发生补偿问题 ,征用实质
是强制使用 ,使用完毕后应当将原物返还权利人 ,但应该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如果因使用导致原物
毁损不能返还的 ,应当照价赔偿 。”[5 ]3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法律效果
关于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性质 ,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提前收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这种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即国家以单方面意志就
[6 ]32
可以使该建设用地使用权提前终止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实质为财
[7 ]430
产权征收 ,因为在实践中法院主要以不动产征收来处理此类案件
。 笔者不赞成以法定解除权
理论来解释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 因为严格来说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非一
般的民事合同 ,而是较为典型的行政合同 。 而且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除了出让方式 ,还有原来的
划拨方式 ,如果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则根本无法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
笔者认为 ,房屋征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在本质上是财产权的征收 ,理由如下 :
第一 ,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 。 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使用其占有的
土地并享有一定收益的权利 ,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土地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 ,如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这种土地使用权依附于所有权 ;二是非土地所有权人对
他人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 ,如城市房屋所有权人的土地使用权 ,这种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 ,
是独立于所有权的使用权 。 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后者 ,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对其占有的国
有土地享有使用和取得收益的权利 。 它虽然基于国有土地所有权而产生 ,但并不从属于国有土地
所有权 ,而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权利 。 作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完全适用《物权法》
的有关规定 。 《物权法》第 135 条专门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 、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第 143 条又明确规定 :“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互换 、出资 、赠与或者抵押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这就确认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独立财产权利的性质 。
第二 ,房屋征收的目的主要是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 《征收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对象仅
限于房屋 ,其立法逻辑是政府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的单位 、个人的房屋 ,根据地随房走
的原则 ,房屋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也随之收回 ,即征收的对象主要是房屋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只
是房屋征收的附随效果 。 然而事实上 ,征收房屋只是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 ,征收房屋的根本目
的是取得房屋所占用的土地的使用权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开发利用和建设 ;被征收人失去的也
不仅是房屋 ,还包括土地 。 所谓房屋的价值 ,实质上包含房屋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两
个部分 ,而且随着土地使用权越来越市场化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在房屋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 ,甚至可能远远大于房屋所有权的价值 。 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 :“无论是从对法律 、法规的具体解
释 ,还是由征收事实看 ,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 ,实质上是为了终止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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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 ,使国有土地所有权回复到圆满状态 ,以排除重新开发 、利用土地的制度性障碍 。 建设用地使
用权虽然只是一种他物权 ,在法律效力上弱于房屋所有权 ,但其仍具有独立的市场价值 ,尤其是《物
权法》第 149 条确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制度后 ,可长久存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对
[8 ]30
于房屋而言 ,更具有显著的市场价值 。”
可见 ,国有土地使用权虽然不属于有关法律规定的征收对象 ,但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需要” 、
“补偿”等提前收回的要件与征收相同 ,且提前收回明显会产生类似于征收的法律效果 。

三 、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的依据
(一) 法理依据
行政补偿责任的前提是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失 ,虽然是合法行政行为 ,但如
果确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 ,站在公平的立场上 ,应该由行政机关予以适当的补偿 ,这是
行政补偿理论的立足点 。 “对于公益性城市土地使用收回补偿问题的探讨 ,必然会面对两个理论问
题 :第一 ,在所有权社会化的观念被普遍接受的现代社会 ,什么情况下国家对所有权的正常限制不
应予以补偿 ,什么情况下则应该予以补偿 。 第二 ,如果对城市土地使用权予以补偿 ,补偿的依据是
什么 。 对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德国的研究最为深入 。 其中 ,特别牺牲为理论界所推崇 。” [9 ]316 特别

牺牲理论首倡者德国学者奥托 ? 梅叶(Otto M ayer)认为 ,对于特定的 、无义务且无特殊事由的人 ,
造成其财产上或人身上的损害 ,意味着个人为了国家或公益而蒙受了特别牺牲 。 这种牺牲不应由
个人负担 ,而须由公众平均负担 ,实施办法是通过国家从公众的税收 ——— 国库中支付 ,给作出牺牲
者一定的补偿 ,即“负担的形式 ,有组织地予以平均化 ,经由损害补偿而转嫁给国民全体”

[10 ]566

。如

此才符合自然上的公平正义精神 ,并求得国家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 。 “特别牺牲说”在解释提
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时也非常具有说服力 。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是为实现公共
[11 ]98
利益而使少数人为此作出必要牺牲 ,但这种牺牲不是没有代价的”
,所以应该给予相应补偿 。
(二) 宪法依据
以宪法文件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并进行适当限制的原则 ,是近代工业国家的一致做法 。 我国
1982 年宪法第 10 条第 3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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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第 20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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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
偿 。”第 22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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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修改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都给
予保护 ,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 ,又包括生产资料 。 二是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 ,
在权利含义上更加准确 、全面 。 三是我国几个现行法律已经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征收或者征用的
规定 ,在宪法中增加对私有财产的征收 、征用制度的规定 ,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
益需要之间的关系 ,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类似的规定 ① 。
我国现行宪法将征收 、征用与补偿强制性地合为一体 ,充分说明了补偿对于征收 、征用的不可
① 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 ——— 2004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

议上》 ,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 S1 期 ,第 67

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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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性 。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和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 、征用并给予
补偿 ,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公权力介入公民私权利设定边界 ,即通过公正补偿机制 ,实现对公民
合法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
(三) 法律依据
除宪法的规定外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法律 、法规对政府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作出了
明确规定 。 主要有 :
1 .《土地管理法》第 58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
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1 )为公共利益
需要使用土地的 ;(2)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 ,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3)土地出让等有偿
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 ,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4)因单位撤销 、
迁移等原因 ,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 ;(5)公路 、铁路 、机场 、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 依照前款
第(1)项 、第(2)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
2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0 条规定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在出让合
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 ;在特殊情况下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
前收回 ,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
3 .《物权法》第 42 条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
所有的土地和单位 、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
费 、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生活 ,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 征收单位 、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应当依法给予拆
迁补偿 ,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征收个人住宅的 ,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贪污 、挪用 、私分 、截留 、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第 121 条规定 :“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
征收 、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 ,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 、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第 148 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
前收回该土地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 ,并退
还相应的出让金 。”
4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42 条规定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
土地使用权不提前收回 。 在特殊情况下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
回 ,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 、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

四 、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的范围与标准
《征收补偿条例》虽然没有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后的补偿 ,但也没有排除对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补偿 。 基于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 ,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补偿当然可以适用其
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 因此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应给予补偿 ,而在于如何进行
补偿 ,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补偿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背景下 ,到底应对哪些损失给予
补偿 ? 补偿的数额又如何确定 ? 前者涉及补偿范围 ,后者则是补偿标准问题 。
(一) 补偿范围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投资开发利益和预期增值利益三位一体
关于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范围 ,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极不统一 。 《物权法》规定 ,
补偿范围只限于“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即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管理法》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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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地产管理法》则分别规定为“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和“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
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即对土地使用权本身给予补偿 。 显然 ,退还
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等于对土地使用权本身的补偿 。 前者是指土地使用者先前支付的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因为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而予以退还的部分 ,而后者是指土地使用者将生地
变成熟地的投资开发利益 ,属于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所得 。 显然 ,无论是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 ,还是对土地使用权本身的补偿 ,都应明确纳入法律规定的补偿范围 。
另外 ,《征收补偿条例》第 19 条明确规定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
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住建部 2011 年 6 月 3 日发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 号)第 11 条又规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 ,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评估时点自愿进行
交易的金额 ,但不考虑被征收房屋租赁 、抵押 、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上述规定中的“市场价格”和“交
易的金额”主要是指房地产因区位因素而产生的预期增值利益 ,该预期利益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
稀缺 、土地周边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而产生 。 土地由于区位因素而产生的预期增值利益理
应归土地使用者所有 ,在房屋征收时应一并予以补偿 。
所以 ,房屋征收中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 ,除了应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补
偿范围还应当包括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利益和该土地的预期增值利益 。 退还剩余年限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开发利益和土地的预期增值利益三者相互独立 ,在确定补偿范围时
亟需相关立法作出全面 、统一的规定 。
(二) 补偿标准 :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与房屋价格评估相分离
关于房地产的价格评估 ,目前主要适用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 1999)和《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 。 但无论是《房地产估价规范》(GB /T50291 1999)还是《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评估办法》 ,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 11 条规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 ,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评估时点自愿进行
交易的金额 。 这意味着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
价值补偿 ,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并没有实现房屋估价和土地使用权估价相分离 。 所
以 ,目前对土地使用权的价格评估仍然缺乏具体 、明确的标准 。 为此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房地产价
格分离评估制度 ,即房屋的估价与土地使用权的估价相分离 ,从而实现对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的分别评估 、计算和补偿 ,因为“房地分离估价有利于体现房屋依附于土地的房地产特性 ,真正显示
[12 ]84
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
。
对于房屋拆迁的估价 ,《房地产估价规范》(GB /T50291 1999)中明确规定 :“依法以有偿出让 、
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拆迁其地上房屋时 ,对该土地使用权如果视为
提前收回处理 ,则应在拆迁补偿估价中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估价 。 此种土地使用权补偿估价 ,应
根据该土地使用权的剩余年限所对应的正常市场价格进行 。”这一规定虽然单独确立了土地使用权
补偿的估价标准 ,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以有偿出让 、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 事实上 ,现行
立法中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的规定基本上是针对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 ,而对
以划拨等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往往没有相应的规定 。 相对于出让土地使用权 ,划拨土
地使用权虽然在取得方式上是无偿的 ,但实际上不少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时也
要支付一定的土地成本和费用 ,如安置费 、补偿费等 。 因此 ,应当根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方式 ,
即出让方式与划拨方式的不同分别确定补偿标准 :对于出让土地使用权 ,确定补偿标准时应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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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该土地的用途 、地理位置 、剩余使用年限和基准地价等因素 ;对于划拨土地使用权 ,确定补偿标
准时则应考虑土地使用权人支付的土地开发成本等因素 。 另外 ,不管是否支付了土地开发费用 ,土
地使用人对于土地增值利益都应有权合理分享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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