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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校房产管理制度与我国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伴随着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发展，高校
房产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 探讨其历史成因，分析其利弊，对于调整和完善我国高校房

［摘

产管理制度不但在理论上有必要 ，对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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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房产管理制度的发展史就是我国
经济的发展史，其间伴随着我国房产法律制度的

理制度复杂性的历史成因，分析其利弊，对于调
整和完善我国高校房产管理制度，不但具有理论

不断发展和完善； 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我国高校

上的意义，同时对实践更具有重要意义．

房产管理制度的逐步调整、发展和完善．

1

高校房产管理制度与国家宏观经济制
度间的关系

3

从建国到目前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
从 1949 年建国伊始到目前，主要经过了 4

管理制度属于微观层次． 因此，高校房产管理制

个发展阶段．
3． 1 第一阶段： 过渡阶段，从 1949 年 10 月 到
1956 年．

度受国家宏观经济制度的调整，高校房产管理制
度与之如影随形，随其调整而调整，随其完善而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 由于新中国脱胎

完善．

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没有建立适应社会

国家的经济制度属于宏观层面，高校的房产

2
2． 1

高校房产管理制度复杂性的历史成因
及探讨的必要性
高校房产管理制度复杂性的历史原因

建国至今，我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 3 种不同
类型的制度，即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在每一种经济制度下，高校房产管理制度均不能
跳出经济大环境的制约，其管理制度总是构建在
其设定的前提条件之下． 经济制度的变更和调整，
造成了目前我国高校房产管理制度的复杂性．
2． 2

主义制度的经济制度． 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
务就是对原有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造 ，奠定与将要
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经济体制 ．
3． 2

第 二 阶 段： 计 划 经 济 时 代，从 1956 年 到
1979 年．
1956 年，
随着国家对私有制改造的完成，
社会

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得以确立，
即新中国正式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
制． 其间，
我们国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尽管社

对高校房产管理制度复杂性进行探讨的必

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没有改变，
但随着“文化大
革命”的结束，
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这一问题

要性

亟待解决． 1978 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高校房产管理制度也受益不少． 探讨高校房产管

计划经济制度的桎梏开始自上而下地被打破，新
中国迎来了第二次经济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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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阶 段： 商 品 经 济 时 代，从 1979 年 到
1993 年．

3． 3

4． 2

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校房产管理制度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高校房产管理制

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解决经济体
制问题． 商品经济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

度不可能在制度的创设方面有所突破 ，因此在管
理过程中，对于高校房产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上

进，使我国的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商品
经济制度． 商品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发

沿袭了 过 渡 时 期 的 行 政 命 令 和 政 策 措 施． 从
1956 年开始到 1966 年，是我国计划经济发展的

展史上的伟大历史转折，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飞
速发展，国民经济空前繁荣，国家的综合实力迅

重要历史时期． 在这 10 年当中，高校的房产管理

猛提升．
3． 4 第四阶段：市场经济时代，
从 1993 年到现在．
商品经济制度以强劲的活力刺激了市场的
繁荣．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在商品经济制度
中日益凸显出来． 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开放，
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已然从一国范围扩展到
全球范围． 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促进了法律制
度的日臻完备，同时也促进了高校房产管理制度
的发展与完善．

4

自建国至今三种经济制度下的高校房
产管理制度

制度基本上采取了行政请示和行政批复等方式
予以解决． 对于教育设施和教师住房等重要的房
产，因为权属被界定为全民公有，因此无论是高
校，亦或是教师，对房产均没有所有权．
4． 3

商品经济时代的高校房产管理制度
随着改革的开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

民所有制开始出现了私有制经济． 基于经济生活
1985 年，我国制定了
中已经出现的私有制经济，
继承法． 继承法第一条规定： 公民的财产继承权
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条采取列举的形式，对公
民私有财产的范围进行了明确． 1986 年，我国制
定了民法通则，其中第七十五条重申了个人财产
所有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的原则 ． 第七十六条
规定，允许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 以 1988 年

本文在阐述新中国成立至今所建立的经济
制度之后，探讨该经济制度下的高校房产管理制

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为标志，我国开始在宪法层面上承认私

度及其利弊．
4． 1 过渡阶段的高校房产管理制度

有制经济的历史事实． 在修正案的第一条中，对
1982 年宪法的第十一条进行修正： “国家允许私

如前文所述，在过渡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
重心旨在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计划
经济体制． 因此，高校的房产管理制度相对而言
根本不是国家所看重的，也不被高校的管理者和
行政主管部门所重视． 换言之，这一阶段的高校
房产管理制度基本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经济体
制建设． 行政机关通过贯彻落实一系列的政策和
行政指令，使高校房产管理制度朝着全民所有的
方向和目标前进．
行政主管部门的指示和命令决定着高校的
房产管理制度． 如土地的使用依赖的是国家行政
职能部门的行政命令进行划拨，建设高校房产的
资金采取的是国家全额拨付，房产的转让需要得
到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批示，高校间的房产争
议通过行政部门的调解进行协商处理． 简言之，
高校在这一阶段对房产的管理制度带有浓重的
行政色彩，其自主制定和完善房产管理制度的权
限几乎被行政指令所取代，谈不上构建和创新房
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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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 私营经
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
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
导、监督和管理． ”
当然，这些立法对于高校的房产的所有权即
管理制度等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 ． 此时的高
校房产管理制度，已经在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和私有制经济的出现中面临着改革的趋势 ． 1988
年，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了高等教育法，第六条规定高校的建设
允许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公民等
的参与． 第六十条规定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是以
财政拨款为主． 非常遗憾的是，该法没有对高校
的房产的管理制度等作出相应的规定 ．
这一时期，高校的房产管理制度已经从严格
的行政指令和政策中松动． 高校已经有一定的管
理权限． 各个高校开始逐步适应经济时代背景下
的情况，探索高校房产管理制度的构建． 在商品
经济时代，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并存的格局． 高校房产的所有权在坚持公有制
的原则下，高校有了自主管理房产的权限． 在此

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 ，结束了经济
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三法鼎立

时期，高校对其中一部分房产依靠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政策指引进行管理，一部分房产由高校自主

的格局，使得我国的经济行为统一适用合同法．
2007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物

管理． 尤其是高校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自主兴
办了一些实业，对于这一部分属于高校投资的房

权法，确立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 至此，我国已

产，一般而言采取的就是后一种管理体制． 对属
于教育设施的房产，如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

经确立了一整套调整房地产管理制度的法律制
度和原则． 我国对房地产的法律调整开始正式步
入法律调整阶段．

舍、教职员工的住宿楼等，则采取的是前一种方
式进行管理．

与此相适应的是，高校的房地产管理制度一
方面逐步进行修正和调整，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和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赋予了高校对房
产一定的管理权限． 高校的管理者开始从自身利

完善． 行政指令政策开始日渐淡出高校的房地产
管理．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指令

益的角度出发，开始日益重视对房产的管理，在
探索的基础上，纷纷制定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房

和政策仅仅是淡出，并不是完全退出． 从前文所
述，由于我国经历的不同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

产管理制度． 高校采取的通常办法就是根据对房
产的使用途径和管理权限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 换

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发展，我国高校的房地产管理
制度不能完全脱离原有的经济体制 ，形成了多种

句话说，高校在商品经济时代对房产的管理制度
是用“两条腿”走路： 对于教育设施部分的房产，

房产管理模式．

采取坚持公有的前提下，因为没有处分的权限，
因而只能分门别类进行管理． 对于不属于教育设
施部分的房产，如高校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
业的房产，由于高校自身具有处分权，因此可以
根据实业的盈亏状况进行管理．
4． 4 市场经济时代的高校房产管理制度
如果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私有制的发
展，那么最为成功的应当是私有制催生了一大批
的民营企业． 经济的发展，势必推进法制的进程．
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正了宪
法第十五条，明确提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 宪法
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开始从商品经济时代
朝市场经济时代的迈进．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因此，急需
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 ． 从 1993

第一种是完全依赖于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才能行使处分权的房产． 这部分房产的产权在名
义上归属于高校，但高校仅仅享有使用权，不能
自由处分． 如需要行使处分权的，应当报请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如用于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教
育设施，在处分之前应当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的同意．
第二种是法律禁止高校处分的房产． 这部分
房产的权属在名义上仍旧属于高校 ，但法律强制
性规定，高校不能为该行为，如将高校用于教育
的房产进行抵押的行为．
第三种是依据政策只能在高校内部进行处
分的房产． 如高校中权属归属于教职员工名下的
带有福利性质的集资房． 如果教职员工进行处
分，应当得到高校的备案，且仅仅能在该高校的
教职员工内部进行处分．

年开始，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立法时期，大
量的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律被确立． 1994 年第

第四种是高校依据法律享有完全所有权 ，并
能自主决定对其进行处分的房产． 该部分房产一

八届全国人大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确 立 了 我 国 的 城 市 房 地 产 的 市 场 秩 序．

般是高校自筹资金用于非教育用途的房产 ，如用
于兴办实业的房产． 高校将房产出资，设立法人，

2007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进行
了修正，使 之 更 加 适 应 当 前 的 市 场 经 济 行 为．

再由法人对该房产行使所有权．

1997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了刑
法，确定了大量的经济类犯罪罪名． 1998 年，第
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修正了土地管理法 ，同
年国务院通过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全面确立
我国使用土地的重要市场行为． 1999 年，第九届

第五种是高校享有所有权的房产，但将房产
的占有、使用权能让渡给教职员工． 高校仅享有
收益、处分的权能，且该权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
果高校转让该房产时，占有、使用该房产的教职
员工享有优先购买权，并只能在高校的教职员工
间出让． 同时，高校的处分权能还受到另外一个
111

限制，即在占有、使用该房产的教职员工去世之
后，其共同居住使用该房产的近亲属对其仍旧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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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atistics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stock of news media industry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China，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ublication stock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and after 2005，the
sum of money of stock at the end of the year is higher than the total sales of news media industry，about 40 ％
of the total sales of publica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at，in terms of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high publication
stock，the reason was analyzed in macro － level，and the related environment of present news publication was
discussed． Finally，it was proposed that publish on demand is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ublication stoc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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