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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的新思考

王 轶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民法典物权编将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行适度修订的基础上编纂完成。
服务于对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效力作出妥当判断的目的，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配置

着重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其一，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

某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如何? 其二，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如何?

就此存在着二元的规范体系: 对应第一个问题，存在着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和混合性规范之

分; 对应第二个问题，存在着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之别。两个规范体系中的

强制性规范既有内在关联，又有功能区分。
关键词:民法典物权编 规范配置 二元规范体系

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第二步的组成部分，

民法典物权编将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进行适度修订的基础上编纂完成。①民法典

物权编的规范配置关注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类

型及其配置关系，属于民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

配置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事关未来民法典

物权编的立法质量，又影响未来民法典物权编

的法律适用。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的目的，依据法律规范协

调利益关系的差异，以及法律规范功能的不同，

对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区分，同时完成体系建构，

是此次民法典物权编编纂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之

一。笔者曾在 2007 年撰文《论物权法的规范配

置》，②着力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维度探讨

物权法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12 年过去

了，笔者拟借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物权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 》( 以下简称《民法典

·物权编( 草案) 》) 的梳理和分析，谈谈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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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新思考。
一、简单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编纂的过程中，服务于不同

目的，存在着对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区分和体系

建构的不同路径。如果是服务于对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效力作出妥当判断的目

的，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着重需要回答两个

问题: 其一，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

合同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的适

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如

何? 其二，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

合同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如何? 这是

两个虽有关联，但却相互独立的问题。前者要

回答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能否被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的问题;

后者要回答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能否被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问题。对

于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而言，这两个问题本身

就能够发挥类型区分标准的作用。
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既不会成为当事

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

定排除适用的对象，也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如《民法典·物

权编( 草案) 》第 39 条第 1 款有关征收集体所

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

规定。就该款规定而言，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其适用的约定，

不是无效的问题，而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换言

之，此类约定只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不存在现

实中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该款规定不会成

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

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该款规定是有关民

事法律事实中事件的规定，因而也不会成为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可以成为当事人

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

排除适用的对象，但却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如《民法典·物

权编( 草案) 》第 31 条有关返还原物请求权的

规定。就该条规定而言，权利人和无权占有人

可以约定，对于无权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不

需要返还原物，而是进行损害赔偿或者金钱补

偿，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该条规定

的适用。但该条规定确立的是无权占有不动产

或者动产的事实行为发生时，会产生何种法律

效果的规则，因此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既可以成为当事

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

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又可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如《民法典·物

权编( 草案) 》第 164 条第 1 款有关设定地役权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约

定彼此之间订立的设定地役权合同，无须采用

书面形式，这一约定当属有效的约定，这就意味

着，该款规定能够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
如果当事人未作此类约定，在订立设定地役权

合同时未采用书面形式，就违反了该款规定，这

就意味着该款规定还可以成为合同行为违反的

对象。
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有时可以成为

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

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但却不会成为民事法

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有时既可

以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

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又可以成为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如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21 条第 1 句确

认，“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

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当用益物

权人通过事实行为行使权利时，该规定就属于

前一种类型; 当用益物权人通过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行使权利时，该规定就属于后

一种类型。
在笔者看来，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或者协

调不同类型的利益关系，或者在协调同一种类

型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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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作用。民法典物权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民法典其他各编一样，也是通过对平

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特定

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

实现其组织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民法典物权编

而言，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对应

的就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

系，它首先包括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

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次，还包

括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主体的利益

与公共利益( 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之间的关系。
民法典物权编的范围内，引发民事主体之

间利益关系以及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

的原因很多，如果结合民法学说对于民事法律

事实所作的类型区分，至少包括: 事件、事实行

为、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③ 其中事

件、事实行为以及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

关系，对应着民法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 民事法

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对应

着民法意定主义的调控方式。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

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事件引起的利益关系，此

类法律规范有的既不会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

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

也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

反的对象。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25
条确认，“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

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
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

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所言人

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

政府生效的征收决定非属当事人的行为，系民

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当人民法院、仲裁委员

会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征收

决定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唯一原因时，就属于事

件引起的物权变动。由于生效的法律文书以及

征收决定等，是行使公权力的机构依据法律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的裁决或决定，在这一物

权变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事件，

还是事件所引起的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当事

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

定排除其适用都毫无意义; 同时该条确立的是

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定生效等特定事件发生，

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则，因而也不会成为

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有的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但却不会成

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17 条关于因

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的规定。物的附

合或者混合得基于自然原因发生，此时物的归

属问题就是属于事件引起的利益关系，该条确

认，“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按

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

的原则确定”。可见当事人能够借助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约定排除该条关于因附

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的规定; 但这一规定

确立的是基于自然原因发生物的附合或者混合

等特定事件发生，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则，

因而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

违反的对象。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的目的，前述两类法律规

范都不存在依据《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

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

类型区分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简单

规范。对于此类法律规范，稳妥的做法是在民

法典物权编确立纯粹的裁判规范，此类裁判规

范既不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也不因其反

射作用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这与事件自

身的特性有关，因为所谓事件是指与特定当事

人的行为无关的民事法律事实。让此类裁判规

范直接或者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既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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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不可能。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

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

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此类法律规范能够成

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

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但却不会成为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谨以事实

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为例进行说明。如《民法

典·物权编( 草案) 》第 5 条第 1 款确认，“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该款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

法律效果的规定。登记手续的办理属于事实行

为，该款是关于事实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规

定。④ 就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

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而言，该款是关于是否办理

登记手续，即是否实施特定事实行为会产生何

种法律效果的规定，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

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但却存在着当事人

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

排除该款适用的可能。再如《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20 条确认，“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

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该条是关于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基

于合同行为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规

定。交付同样属于事实行为，该条也是关于事

实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规定。就基于民事法

律行为，尤其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

而言，该条是关于有无交付行为，即是否实施特

定事实行为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定，不会

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

象; 但也存在着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该条适用的可能。此

类法律规范如果协调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

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那

就一定不会是《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

《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所言的强制性规定; 即

使此类法律规范协调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

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

的关系，也一定不会是《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所言的强制

性规定。因为此类法律规范确立的是实施或者

不实施特定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究

竟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则，不可能成为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而借

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此

类法律规范适用的约定，能够违反的也一定不

是此类法律规范，而应当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上禁止约定排除此类法律规范适用的规定。⑤

就此而言，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效力的目的，此类法律规范也不存

在依据《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

法》第 52 条第 5 项作是否为强制性规定类型区

分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亦可称之为简单规

范。对于此类法律规范，民法典物权编稳妥的

做法应当是直接设置相应的裁判规范，通过该

裁判规范对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

的各种类型的利益关系作出妥当的安排。此类

裁判规范，一般并不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

但它具有的反射作用，实际上确立了民事主体

特定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兼具裁

判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功能。以这一认识为前

提，则《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5 条的规

定就难谓妥当。该条确认，“利害关系人不得

非法使用、公开权利人的登记资料。”该条的规

则设计着眼于确立利害关系人的行为准则，而

·51·

④

⑤

登记手续的办理是事实行为抑或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 ，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争论，通说认为登记为事实行为。
相关梳理，参见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 ～ 186 页。

此类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较为罕见，典型的例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97 条第 1 款确认，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这就意味着该款禁止当事人约定排除

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事由的规定。



民法典物权编专题 法学杂志·2019 年第 7 期

非为裁判者提供裁判依据。妥当的作法是将该

条修正为裁判规范，确认“利害关系人非法使

用、公开权利人的登记资料，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这一规则的反射作用，当然确立了利害

关系人的相应行为准则，而且这一规则与有关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和责任方式相结合，就可发

挥裁判规范的功能。⑥ 依循相同的思路，《民法

典·物权编( 草案) 》第 53 条、第 60 条第 1 款、
第 62 条等都有进一步修正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物权编中调整事实

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简

单规范，仍然有其不简单之处: 服务于妥当判断

排除此类简单规范适用的约定效力如何的需

要，根据此类简单规范能否被当事人借助民事

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可

以对此类简单规范作进一步的类型区分。
其一，有的协调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能够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这就是学说上

所谓“任意性规范”，排除其适用的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有效。如《民法典·物权

编( 草案) 》第 78 条确认，“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

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与此类似的，还

有《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95 条、第 97
条等。

其二，有的协调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

益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

这就是学说上与“任意性规范”对立存在的“强

制性规范”，排除其适用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因损害公共利益，得援引《民法总

则》第 153 条第 2 款或者《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等认定该行为无效。如《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142 条第 1 句确认，“设立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

权登记。”又如《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193 条确认，“以本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

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以上规则协调民事主

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事人借助

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约定排除其适

用的，因该约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得援引

《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2 款或者《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认定该约定无效。但如前所言，此

处的“强制性规范”，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

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并非《民法总则》
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

所言“强制性规定”。
其三，在能够被约定排除其适用的“任意

性规范”和不能被约定排除其适用的“强制性

规范”之间，还存在有时能够被当事人约定排

除其适用，有时不能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

的“混合性规范”。⑦ 混合性规范有时协调民事

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时协调民事主体的利

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排除其适用的民事

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需要视具体情形，判

断该行为有效或者无效。如《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77 条确认，“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

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

的收 入，在 扣 除 合 理 成 本 之 后，属 于 业 主 共

有。”相较于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等经营者，业主属于接受物业服务的消

费者，理应依据《民法总则》第 128 条以及《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受到倾斜保护，其利

益理应确认为社会公共利益。⑧ 如果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与业主订立

合同，排除第 77 条的适用，就该合同的效力，应

区别而论: 如果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等与业主订立的合同，相较于第 77 条

的规定，更加有利于业主利益的确认和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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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2 期。
也有学者称之为“半强制规范”。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6 页。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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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付出的合理成本，无

需业主负担，或者仅需业主部分负担的，该约定

相较于第 77 条的规定，提升了对业主的保护水

平，当属有效约定; 如果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

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与业主订立的合同，相较

于第 77 条的规定，不利于业主利益的确认和保

障的，如约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业

主无权主张的，该约定相较于第 77 条，降低了

对业主的保护水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

援引《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2 款或者《合同

法》第 52 条第 4 项，确认该约定无效。
二、复杂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

律规范，调整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引

起的利益关系，此类法律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

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

适用的对象，与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调整事

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

简单规范相同，因而也存在任意性规范、强制性

规范、混合性规范的类型区分。如《民法典·
物权编( 草案) 》第 96 条确认，“处分共有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

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

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

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规

定明示其确立的法律规则可以经由当事人的约

定排除其适用，当然属于 任 意 性 规 范。再 如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00 条确认，“按

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

购买的权利。”该条调整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

有的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所引起的利益关

系，如果按份共有人与其他共有人约定，按份共

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

其他共有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从而排除该条

适用的，该约定有效，因此该条属于任意性规

范。又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41 条

第 1 款确认，“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

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

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条调

整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

地使用权引起的利益关系，如果当事人约定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采取书面形式，从而

排除该款适用的，该约定有效，该款属于任意性

规范。还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92
条确认，“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

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

产归债权人所有。”该条调整设定抵押权引起

的利益关系，如果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约定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意图排除该条适用的，该约定无效，该条属于不

得约定排除其适用的强制性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

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

同行为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规定的

是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方案，确立的是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条件，在通常情形下与民法

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调整事实行

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法律

规范类似，此类法律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

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适用

的对象，但却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

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

简单规范。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80
条关于担保物权担保范围的规定等。然而，民

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

范，还包含有与简单规范显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一是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

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当事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规范; 二是协调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的利益，但并非确

立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条件，而是确立当事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实施合同行为的前置

条件或者行为模式的规范。两者既能够成为当

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

排除适用的对象，又能够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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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因而需要依据《民

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

第 5 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在这种

意义上，可称之为复杂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的复杂规范成为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需要依据《民

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

第 5 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时，可根

据复杂规范所协调的利益关系类型的差异，做

进一步的类型区分。
首先，是仅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

合同行为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倡导性规范。
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41 条确认，

“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 一) 当事人的名称

和住所; ( 二) 土地界址、面积等; ( 三) 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 ( 四) 土地用

途、规划条件; ( 五) 使用期限; ( 六) 出让金等费

用及其支付方式; ( 七) 解决争议的方法。”与该

条类似的倡导性规范还有《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第 147 条第 1 句、第 159 条、第 164 条、
第 191 条、第 218 条等。这些倡导性规范，协调

合同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立了当事

人实施特定合同行为的行为模式，意在提倡和

诱导当事人采用特定的行为模式，以督促当事

人谨慎交易、周全考虑，还有利于当事人保存证

据，违反前述倡导性规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⑨

再如前引《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96 条确

认，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占份额

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

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规定

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之

间的利益关系，确立了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前置条件，意在提倡和诱

导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

为时满足特定的前置条件，以保障物权变动法

律效果发生这一交易目标的实现。在共有人之

间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形，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未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的，该合同效力不受影响，

但合同义务的履行存在处分权欠缺的障碍，从

而会影响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这些倡导

性规范并非《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
《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所言强制性规定。

其次，是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

同行为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利益关系的授权第

三人规范。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7
条第 1 款确认，“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

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

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

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该款规定

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与

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强调当事人签订

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办理预

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不得处分

该不动产，如果违反了该规则，处分该不动产，

就“不发生物权效力”。这里所谓“不发生物权

效力”就是指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

不动产的，会引起预告登记权利人与处分该不

动产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预告登记

权利人有权主张处分该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相对

于自己无效。瑏瑠 再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
第 100 条确认，“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

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第 101 条第 1
款第 1 句确认，“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

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前述规定协调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之

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按份共有人违反第 100 条

以及第 101 条第 1 句的规定，在订立转让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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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相关的探讨，参见王轶:《论倡导性规范———以合同法为背景的分析》，载《清华法学》2007 年第 1 期; 王轶:《民

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 6 期。
关淑芳:《预告登记制度探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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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合同时，未

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致使其他共

有人未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该合同相对该其

他共有人无效。这些授权第三人规范并非《民

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

第 5 项所言强制性规定。
再次，是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

同行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强

制性规范。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90
条第 1 项确认，土地所有权不得抵押。该项规

定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如果当事人违反此项

规定，订立设定土地所有权抵押的合同，该合同

无效。再如《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192
条有关禁止流押条款的规定，该条规定协调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利益与公

共利益的关系，当事人违反该条规定，在设定抵

押权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

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该约定无效。又如《民

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217 条确认，“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该条规

定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

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如果当事人违反该规

定，订立设定动产质权的合同，以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转让的动产出质的，该合同无效。还如
《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 》第 219 条确认，“质

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

有。”该条规定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

行为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如果当事

人违反该规定，在设定动产质权的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

有的，该约定无效。这些规定，都属于《民法总

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所言强制性规定。

三、二元规范体系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服务于对民事法

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的效力做出妥当判断

的目的，民法典物权编存在着二元的法律规范

体系: 其一，围绕着回答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某

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

行为的效力如何，存在着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

范、混合性规范之分。其二，围绕着回答当事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民

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的效力如何，存在着倡导性规范、授
权第三人规范、强制性规范之别。

这个二元的法律规范体系既相互关联、又

各自独立。第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任意性规

范、强制性规范、混合性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

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

排除适用的对象，但却并非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因此不需要依据《民

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

第 5 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 第二

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

规范、强制性规范既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

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

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

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因此需要依据《民法总

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作是否为“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

申言之，第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

性规范”与第二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

规范”尽管都关涉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之间关系的调整，都承担着确认、保障、维护公

共利益的使命，都不得被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但第一

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规范”对应民法

典物权编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协调事实行为

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并非民

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一定

不是《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

法》第 52 条第 5 项中所言“强制性规定”。第

二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规范”对应民

法典物权编意定主义的调控方式，协调民事法

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属于

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属

于《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1 款以及《合同法》
第 52 条第 5 项所言“强制性规定”。至于违反

第二类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

·91·



民法典物权编专题 法学杂志·2019 年第 7 期

同行为效力如何，还需要具体区分被民事法律

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所违反的强制性规定，究

竟是要求当事人必须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

性规定，还是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

强制性规定。如果是要求当事人必须采用特定

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即使被违反，也不导致

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绝对无效。如

果是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

定，还要进一步作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才能

被确认为绝对无效。瑏瑡

四、结语

笔者 2007 年发表的《论物权法的规范配

置》并无区分二元规范体系的问题意识，当然

也没有在服务于对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

行为的效力做出妥当判断目的的前提下，将物

权法规范配置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类型

区分。笔者的分析意在说明，当事人借助民事

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

权编某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

是合同行为的效力如何; 与当事人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

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

效力如何是两个虽有关联，但显有不同的问题。
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配置应当以这两个问题的

类型区分为基础，有序展开，仔细探究。

A New Thought on the Arrangement of Legal Ｒules in the
Chapter of Property Law of Civil Code

Wang Yi
Abstract: The Chapter of Property Law of Civil Code will be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an a-

mendment to the Property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o make an appropriate judg-
ment on the validity of a civil judicial act，especially a contractual act，the arrangement of legal
rules of the Property Law in Civil Code shall focus on two questions: first，what shall be the va-
lidity of a civil judicial act，especially a contractual act，when the parties intend to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a certain pro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by means of such act? Second，what is the va-
lidity of a civil judicial act，especially a contractual act，when such act violates a certain provi-
s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reby forming a binary normative system: as for the first question，it re-
lates to arbitrary norms，mandatory norms and hybrid norms; as for the second question，it con-
cerns with advocacy norms，third － party authorization norms and mandatory norms． The manda-
tory norms in the two normative systems have both inherent connections and functional distinc-
tions．

Keywords: chapter of property law of civil code; arrangement of legal rules; binary norma-
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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