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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州部分到期住宅土地使用权续期需花费几十万元的事件，争议不断。面对有人提出的
续期不应收费的说法，温州市国土局的相关人员4月20日表示“不可能”，并声称“此举会造成国有
资产的流失”;随后，温州市国土局又否认有此言论。续期到底收不收费，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土地管
理相关的政策法规的探讨。

各界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物权法》149条，其中规定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
自动续期”，这一法律条文没有交代自动续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解释土地续期是否需要交纳费用，
此处“留白”，被公众猜测解读。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同年10月1日起施行。4月21日，
记者采访《物权法》的立法参与者，详解在此前的起草过程中第149条确立的来龙去脉。

“土地权自动续期是为简化程序”
参与《物权法》立法专家详解土地续期收费为何未做规定

70年土地使用期限，到底
从何而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保玉分析，当年做此
规定，除考虑到当年统计的中
国人的平均寿命为 70 岁左
右，还考虑到房屋的寿命，按
照我国的建筑规范要求，普通
民宅的寿命大概是50年到70
年，“过了70年，房屋建筑依
然完好，并且还可以住上几十
年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

刘保玉说，如果房屋质量
比较好、又维护得好，也没发

生任何灾害，寿命也可能再延
长几年，但是只能算是残值
了，“那时候只可能发生的是
拆迁和继承。”

扈纪华说，当初在起草
《物权法》时，在用地期限方
面，也有法律委员会的专家提
出，现行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
太短，建议延长为100年或者
150年。有的则建议取消使用
年限的规定。但考虑到其他
土地管理政策法规，以及《物
权法》的主旨，用地期限方面，
就没有写入。 据新京报

《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
议稿，既然已提到了支付土地
使用费的问题，当时参与立法
的专家学者们，在费用的计算
方面，是怎么讨论的？为何最
后出台的内容发生了变更？

“关于怎么收费的问题，
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认为，不
应该收，也有人认为该收工本
费，或者即使收也应该少收。”
扈纪华告诉记者，当时，法律
委员会在讨论时，有人提出疑
问，续期是交10块钱的工本
费，还是要交多少钱呢？同时
还有人提出，假设一栋房是单
位分的福利房，3万元买下来，
70年以后，该交多少钱续期
呢？是要高于3万吗？或者是
只交10块钱的工本费？“但当
时在讨论时，大家就没有说过

到底要交多少，更没有想过要
交几十万元巨款。”

扈纪华说，2006年10月
27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交第六次审议稿的时候，常委
会组成人员认为，国家政策对
此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这
样的情况下，匆忙做出收费相
关的规定，比较欠妥，所以没
有再做进一步的规定。

梁慧星也提到，有委员提
出，续期付费是否合适，建议
进一步研究。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研究认为，续期后是否
支付土地使用费问题，关系广
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
待，目前本法以不作规定为
宜。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再
作慎重研究。建议删去这一
条中关于土地使用费的规定。

温州的部分住宅土地使用权
到期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最主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媒体曾报
道，续期要收取高昂的费用。到
底收不收费，收多少，对此，《物权
法》中却没有写明。

扈纪华说，2005 年 9 月 26
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专门听取了参与立法的
专家、部门对于《物权法》有关问
题的汇报，其中就包括建设用地
使用权续期如何收费的问题。“当
时就有人提出意见，认为业主买
房时，已支付了土地出让金，续期
后就不应再交费；还有人认为，续
期应交少量的土地使用费。也有
观点认为，续期后的土地使用费

和期限可根据形势的发展，到时
再由国家另行规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
曾撰文回顾《物权法》制定过程
中关于续期收费问题的讨论过
程:《物权法》草案三审之后，曾向
各界征求意见，“有人认为，住户
买房已支付了土地出让金，续期
后不应再交费。有人认为，续期
应交少量的使用费。”法律委员会
研究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
的问题，宜区分住宅用地和非住
宅用地，要着眼于保障老百姓安
居乐业。”据此，第四次审议稿中，
这一条修改为：“建设用地使用权
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
支付土地使用费。续期的期限、

土地使用费支付的标准和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虽然不同意见有很多，但大
家的初衷是统一的，归纳起来，就
是建设用地要区分住宅和非住
宅，要千家万户的老百姓统一去
续期不可能，公共利益的建筑应
当对居民住宅网开一面，而且要
不要收费这个问题也应另当别
论。”扈纪华说。

姚红也提到，“既然自动续期
了，那么续期需不需要交钱？这
个问题比较复杂。”她说，当时有
专家的观点是，收费的问题，应该
随着经济发展情况来确定，而且
当时距离使用权到期的时间还很
长，所以就把这个问题留下了。

《物权法》第 149 条提到的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
的，自动续期。”其中的“自动续
期”，在立法之时是什么立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
室巡视员扈纪华告诉记者，2005
年，在对《物权法》进行起草的时
候，法律委员会在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汇报时，有相关领导对于土
地使用权到期后的续期申请人提
出了疑问，“一栋公寓多户居住，
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是由
住户个人申请续期，还是业主委
员会统一续期，意见不一致时怎
么办？这需要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民

法室主任姚红回忆，当时有人提
出，建筑物的土地使用权涉及千
千万万老百姓的利益，“如果到期
以后大家都去续期，排队都排不
过来，应想一个更方便老百姓的
办法。”所以，后来149条就规定
了“自动续期”，意图就是，不用老
百姓都排队去办续期手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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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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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 ,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 ,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法律帮办■
专业团队，安全合法，排忧

解难，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咨

询，为您解决经济烦恼。

郑州及周边城市：15638881263
南阳驻马店信阳：15516952505
焦作洛阳三门峡：18339969950
商丘漯河新乡市：13213111753

“律师帮办”
律师超级团队，二十年经验，

诚信快捷法律帮办排忧解难！

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律师调查

郑州周边城市：15517166212
省内其它城市：18838272316
■律师帮办■
经济疑难服务咨询，专业

团队，快速合法，专家策划，

宗旨：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郑州周边电话：15136167900
省内其他城市：15036157268

工商咨询

●代办建筑资质 1352662976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投资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抵押贷款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 15年房龄额度不限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中考高考冲刺037188889193

●中高考数学冲刺13043717519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出租仓库厂院

●成本低可达 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出租经开区场院：物流、仓

储、驾校、停车 13838162995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 4008371861

出租招租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 65932777
●郑州火车站繁华地段140间
宾馆出租 15937100358宋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 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 17073500009/17073500006
●郑州中州大道及圃田周边各

30亩土地出租，可做仓储物

流，交通便利，可量身定做仓

库，有意来电：15537166616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0、16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土地权自动续期是何用意？
专家：为简化程序，让百姓不用排队办手续

是否收费为何未做规定？
专家：是否收费、收多少，立法者意见不一致

续期若收费该收多少钱？
全国人大法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决定

70年使用权年限可否延长？
曾有专家提出延长年限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