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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十年前，在物权法草案仍待审核之际，已故的郑成思教授提起了一场关于制

定“财产法”还是“物权法”的激烈论争1。这场“中国民法学界以前没有过的”、

“论战的战场发生了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的真正的学术批评2，虽然随着《物

权法》的七审通过一锤定音，但其质疑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物权和债权二

元划分财产法体系”之观点，尽量克服了物权概念的不周延性。3同时更为核心

的是，该论争更多地考虑了财产形式的多元化、财产权利的综合性，突破了物质

化的传统财产权制度结构。4该论争从此开启了关于“有体物”和“无体物”内

涵外延和立法规制模式的亘久讨论。 

时值民法典审议十周年5，有关该论题的讨论依然在继续。本文正是基于此

背景，选取了刘少军教授的著述《货币财产论》6，探讨其中的货币关于“无体

物”和“有体物”的归属以及在物权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同时也试图对货币“占

有即所有”的流转规则质疑和理论重构。 

 

一、概述：《货币财产论》论题、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动产、消费物和种类物的立法传统，源自其发展源流：

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与一般有体物无别；在金属货币本位制时代，它是一种特

殊材质的一般等价物：它们同样都是被当作动产来对待的。7但在当今信用货币

                                                 
1这次论争起兴于郑成思先生发表的三篇文章：《关于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的建

议》、《关于法律用语、法律名称的建议》、《再谈应当制定财产法而不制定物权法》，（分别发

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版》2001 年第 41 期、第 54 期、第 62 期）。论文发表

后引发了梁慧星教授的强烈抨击，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2
 徐国栋：《对郑成思教授的论战论文的观察》，法学，2002 年第 4 期。 

3
 详见柳经纬主编，江平审定的：《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民商法学卷》，厦门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458-460 页。 
4吴汉东：《论财产权体系——兼论民法典中的“财产权总则”》，中国法学 2005 年第 2 期。 
5在 2002 年 12 月 23 日，民法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笔者有幸参与导师柳经纬教授关于《民

法典审议 10 周年——暨民法典学说演变回顾》项目文献整理工作，本文撰写和思考一定程

度上是在此背景中进行，特此说明。 
6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 
7
 FAMann， The Legal Aspect of Money， 5

th
 ed， Carendon Press， 1992， p8 转引自刘少

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43 页。 



时代，货币的数额、类型完全来自法律规定，并承担了部分宏观调控的职能。随

着货币证券化、电子化的趋势，货币逐渐趋向无体化和价值化。因此，刘少军教

授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物权法理论的命题：“直至在最新版本的法学学术著作中，

货币仍旧被视为有体物，并且毫不保留地被归入到可消费的和可代替的所有权客

体范围中。然而，货币早已不再属于此种范围”。8“民法物权理论自身就存在者

明显的逻辑矛盾。”9
 

刘少军教授在该领域研究为时已久。2002 年，刘少军在其主编的《经济法

与统计法》中，开始将物权、知识产权和货币权作为同一层次的财产权进行系统

论述，并指出货币财产权时法定财产权、绝对财产权、浮动财产权和地域财产权，

并且其权能有别于传统物权权能。10但是其基本观点国内专家并没有过多的认

识。2003 年在讨论《物权法》制度时，专家意见稿仍将货币列入其中，作为“特

殊的动产”。对此，刘少军教授专撰文“信用货币财产权理论研究——对《民法

典草案》中相关内容的质疑”并多次在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刘少军强调货币财产

权不是“物权”，必须将货币内容从《物权法草案》中删除。11该系列活动受到

著名民法学家江平教授的赞誉。并且最终通过的《物权法》中没有规定该问题，

也一定程度证明刘少军教授的真知灼见。  

刘少军《货币财产论》一书综合运用了物权法、经济法以及法与经济分析12

等交叉学科方法，同时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把体系建构在货币溯源和发展趋势分

析的基础上。并且，在分析货币衍生法律关系时，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借鉴了大

陆法系的“消费寄托”和英美法系的“消费借贷”等理论来建构自身体系。综观

全文，虽部分论述有欠妥之嫌，但仍不失为一本理论创新、体系完整和论证周延

之作。 

 

 

                                                 
8
 【德】罗尔夫克尼佩克著，朱岩译：《法律与历史》，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1 页。 

9
 详见刘少军：“信用货币财产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 2003 年年会论

文集》。 
10

 详见刘少军、刘恒主编：《经济法与统计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2002 年版，第 30-33 页。 
11

 详见《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 2003 年年会论文集》，第 767-779 页；《法大民商法评论》》

（第 1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3-81 页。 
12

 刘少军教授自言《货币财产法》是在 2002 年《法边际均衡论》基础上创设的体系。前者

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法哲学和法与经济分析基础。 



二、预论：关于财产的内涵、分类和源流 

刘少军教授并没有在《货币财产论》明确提出其理论预设，愚以为其著述蕴

含了以下三个理论预设： 

（一）关于“财产”的概念内涵预设 

“财产”具有两个层次内涵，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物债二元划分”并统称

谓“财产权”；二是郑教授主张“财产法”中的“财产权”应被定位为不包括债

权的对世权，而不是被掏空了内涵的所谓总括性的权利。13我国民法通则第 5 章

第一节“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与第二节“债权”明确区分，

事实上采取的是后者的立法模式。《货币财产论》一书，采取了“财产权”对世

权的理论预设。 

（二）财产分类和特性理论预设 

有关货币属性的认识，应当建立在完整的财产法客体的分类和特性分析上。

基于此，在《货币财产论》开端，刘少军教授浓墨重笔分析了权利客体的构成要

件——客观构成要件（财产需具独立性、效用性、稀缺性）和主观构成要件（权

义性、法定性、本源性）。财产客观构成要件，是物权客体构成要件和法理学中

作为法律关系客体之物构成要件必备因素。而财产的主观构成要件是作者首创的

特性。遵照萨维尼的观点，“所有权首先系于国家，然后借助于国家实证法中所

产生的规则而系于国家中的每个法律主体，该法律主体为所有权人。”14
 

另外，刘少军教授建构了逻辑严谨的财产分类体系15。其中，前两者分类是

为了论证货币独立于有体物、知识产品的财产分类；最后分类是为了论证货币流

                                                 
13

 郑成思、薛虹：《再谈我国应立“财产法”而非“物权法》，人大法律评论，2001 年卷第

2 辑。 
14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著，朱岩译：《法律与历史》，发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2-263

页、241 页。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

第 8 页。 
15在法律上进行财产类型的划分，是为了更好总结不同财产的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为满足

人类的不同需要，制定出相应的一般性的和抽象性的财产规制，以节约交易成本并为人类生

活提供便利。详见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一版，第 8 页。 



转法律关系而提出的独特分类。具体容后文详述。 

1.主观财产和客观财产。客观财产实质指客观的、独立于主观意志而存在的

财产。16客观财产的代表是物权财产和知识产权，他们的效用不以客观为转移、

与自然规律密切联系。而主观财产典型的便是货币财产。17
 

2.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有形财产”简言之即为《物权法》之“物”18；而 

“无形财产”，刘少军认为不同于没有固定形态不能触摸的物质，也不是仅指知

识产品，而是指全部具有财产属性的不以物质客体为基础的客观财产。于此货币

与知识产品同属于无形财产之列。 

3.原生财产和衍生财产。原生财产是之在财产体系中最基本的、直接与主体

相对应的，非由财产行为或在原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规范而形成的基础性

财产。与衍生财产的区别是，原生财产是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时所形成的法主体与

客体的关系，它是社会运行的起始状态或终结状态。原生财产主要包括物质财产、

知识财产和货币财产。19衍生财产关系包括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间的混合关

系。在货币关系中，如存款货币、电子货币、票据货币都属于衍生财产。 

（三）从货币发展源流来把握货币财产特性的预设 

刘少军认为应当从货币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趋势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在

《货币财产论》一书中，货币发展源流主要分为货币商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

货币证券、信用货币、电子货币和未来货币七个历史维度。从发展本质上，即为

“从物质到信用的历史”20
 

货币千年发展史，一条明晰的线索是货币的非物质化进程——“货币的物之

一不断下降，而符号性价值不断上升”，货币最先甩掉了其作为“物”的使用价

                                                 
16

 刘少军教授同时指出客观财产的特性：（1）客观财产不具有区域性（2）价值时效性。客

观财产具体的客体存在，通常有自然或精神损耗，这使其难以成为永久财产，一定时间之后

客体价值损耗。（3）转让的客观性。转让以客体的交付（4）客体责任性。如果客体造成主

体利益侵害的客观责任。详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8 页。 
17

 刘少军教授指出，货币在当代社会脱离了她原来的财产客体，成为一种没有现实的、独

立于主体之外客体的、完全依据法律拟制出来的主观财产。详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

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1 页。 
18如《德国民法典》第 90 条“本文称物这，以有体物为限”的规定。 
19

 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4 页。 
20

 详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67 页。 



值，实现了“从物质到纯粹功能的转变”，使得货币“除了货币以外必须什么也

不是”。21接下来，货币又抛弃了其作为“物”的外在形态，把贵金属存放在银

行，使用银行发行的显然不足值的直至凭证作为交易媒介，只有在信用危机时，

才吧贵金属作为保值工具。最后，人民甚至彻底的放弃了纸币与贵金属之间的联

系，在信用危机时，人们用各家商品性和证券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债券等）

作为保值工具，而在信用稳定时，则完全信任由法律保障的信用新华作为交易和

支付的媒介。22
 

因此，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信用而非其物质形态，物质只是保障信用的一种形

态，这构成货币与物的本质区别。货币的虽曾借用“物”的价值躯壳，但当下纯

粹信用货币的普及已经完全剥离了“货币”和“物”的联系。法学理论也应当对

着变化加以承认、包容和升华。23
 

三、本论：货币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流通规则的论证 

（一）货币的物权地位论证 

1.理论背景和立法争端 

货币是动产中的消费物传统，沿袭自罗马法。在古罗马时代，法律就已将物

分为动产与不动产。货币为有形之动产，属于消费物之列，被称为法定消费物。

24大陆法系民法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采用物理性分类基准，将货币归入

动产之列，并可成为所有权、占有的标的。如《德国民法典》第 90 条规定，物

为有形之客体。依德国学界通说，不动产以外的一切物都是动产，它主要是指消

费资料。25而依据《法国民法典》第 2231 条可推定，除非有相反证据，受托人

                                                 
21

 【德】西美尔著，陈戎女等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1、120、122

页。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69

页。 
22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69-70

页。 
23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69-70

页。 
24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285 页 
25货币等，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第 27 页。 



及其配俩总是被认为以同样的名义(为他人占有)而持有该笔欲项。26当前大部分

中国学者认为，货币贵乎流通，以时时易主为其常态……可见，辗转流通为货币

之特有机能，而供人消费则为货币之唯一目的。货币因之属于典型的消费物——

即不能重复使用，一经使用即改变其原有形态、性质的物27。可见对于货币为有

体动产、消费物已达成广泛共识。 

货币是不是民法中的物？《物权法》起草中，多数学者如梁慧星、王利明等，

以德国“有体物”物权客体模式为基点，构筑整个物权法的内容与体系。28以此

模式，私人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因其不属于物权的客体范畴；另孟勤国教授主

张的“物权二元论”认为“物是指一定的财产利益，物权法是中国财产的基本法，

不仅是所谓的有体物，一切有体物以外应归物权法调整的财产如股票、存款、提

单、拟制的资源或财富，应统一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29
2007 年的《物权法》

事实上采取的是前者的概念，并未将货币纳入“物”的范畴。 

2.《货币财产论》关于“物”法律地位论证 

    （1）货币财产的主客观构成要件看，决定其是一种独立财产形态 

   前述所言，财产必须具有客观构成要件（财产需具独立性、效用性、稀缺性）

和主观构成要件（权义性、法定性、本源性）。法定信用货币作为一种法律拟制

的财产，具有客观性却不是现实的事物，仅仅是法律创制的价值符号；具有本源

却不是来自于自然禀赋或劳动创制，而是由中央银行依法拟制；具有效用性却不

能用于直接满足“消费”需要，而仅是其他财产流通的工具和媒介；具有稀缺性

却不是来自自然的限制，而仅仅依靠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加以保障；具有可控性

却必须借助于其他形式而不能凭其自身为主体所占有。基于此，在信用货币时代，

货币作为一种独立的财产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30
 

    (2)货币属于独立于“物”和“智力成果”的“主观财产 

                                                 
26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27关于陈华彬“货币是典型的消费物“观点，详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8刘保玉：《刍议物权法草案中所有权取得的若干规定及其完善》，法学论坛 2007 年 1 月第 1

期(第 22 卷，总第 109 期)  
29孟勤国“有体财产法还是财产的基本法”http：//www civillaw Comcn/weizhang 

/defaultaspid=155532012/3/5 日 16：43 分访问 

30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96 页。 



前述已提及刘少军教授关于“主观财产”和客观财产区分。刘少军认为，货

币在当代社会脱离了它原来的财产客体，成为一种没有现实的、独立于主体之外

客体的、完全依据法律拟制出来的主观财产。也即是当代法定信用货币是以国家

信用为基础，由法律直接拟制和保障的。货币本身具有主权性和法定性——并且

该特性成为区分货币、“物”和“智力成果”的核心特征。“物”作为具有内在家

慧的实体存在，其价值并不依赖于主权国家及其法律而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地域

条件和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其价值量可能有所增损，但其内在价值并不因

为所在国主权的消亡而消亡。“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也是如此，尽管

它不依赖于特定的物质形态，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和知识的结晶体，具有

普遍性、不完全依赖于国家、主权和法律而存在，也不以低于范围为转移。同时，

货币价值的“浮动性”从另外一个侧面上反应出货币主观财产特性——尽管“物”

和“智力成果”对人的有用程度可能随着人的主干需要有变化，但是作为有形或

无形的存在，他们的价值本身并不会发生周期性浮动变化。31因此，货币应当是

独立于“物”、“智力成果”的财产形态。 

（3）货币属有别于“智力成果”的无体物 

在此基础上，财产客体可分为 “物、智力成果、货币”的理论提出也便水

到渠成。32为了进一步确认货币物质形态及其属性，刘少军教授进一步论证了作

为无形财产的“货币”和“有体物”的区别，以及同为无体物的“货币”和“智

力成果”的细致种差。 

论证货币的无体性，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信用货币及其外在物理形态“现钞”

的关系。首先法定货币本身并不当然表现为现钞形式。为实例说明，刘少军教授

以货币发行和回笼机制为例33，说明现钞不是信用货币本身，仅仅是其凭证。其

次，信用货币的购买力与现钞的材料、印刷方式和形态毫无关联。再次，现钞的

                                                 
31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83 页 
32 详见刘少军：《信用货币财产理论研究——对<民法典草案>中相关内容的质疑》，《法大民

商经济评论》（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3-81 页。 

33
 货币发行和货币回笼机制是指， 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体系之后，与该货币对应的现钞会

被中央银行依法销毁，而交存现钞的商业银行得到的价值补偿仅仅是在其中央银行账户贷方

的一笔记录，此时法定信用货币与现钞完全脱节；同样，当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提取现钞用

于支付时，中央银行支付的现钞绝不是商业银行当初交存的那一批（已销毁）现钞，而是中

央银行发行库中的新潮。这些新钞发行时不过是中央银行中的一堆纸张，只有经过发行，才

具有法定信用货币效力。参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91 页。 



破损并不当然的导致信用货币的灭失。也即是破损的现钞可以依法兑换为新钞。

最后，随着当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信用货币早已超越了纸质钞票的概念。如电子

货币等。因此货币实质是一种价值符号，现钞不过是货币的证券化凭证。34
 

而同为无体物，“货币”和“智力成果”还是相差迥异。从其与固定的物理

载体的关系看来，现钞本身是一种“法定设权证券”、“法定无因证券”、“法定文

义证券”和“法定要式证券”35。这是二者物理形态的首要性质差异。而从内在

的价值类别看来，“货币”属于一种主观价值、是客观价值36的尺度；“货币”主

要表现为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货币”是一种虚拟价值，是实体价值

的尺度”。这和“智力成果”的价值形态还是有明显的区分。 

3.引发货币的“特殊动产”争论僵局的缘由 

同时，刘少军很遗憾的指出：“无论货币价值基础的争论多么及剧烈，货币

商品和货币名目注意的学说如何丰富，货币的形态如何演变，民法学对货币的研

究始终停留在”货币是特殊动产”的水平上——该观点同时得到完整的继承。37
 

造成这种理论僵局，主要在于：首先传统法学研究范式深受分析实证主义法

学的影响主要是由概念、规范、原理组成的金字塔型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具

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自我传承能力，却缺乏自我颠覆的能力。正因如此，传统民法

理论中很多观点尽管已经与今日的现实情况脱节，却始终难以被颠覆和抛弃。 

其次，实物货币的彻底消亡和纯粹信用货币的产生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实

物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急促并没有充分的暴露，货币的本质是否是“物”在金

融学上还存有争议，货币的物质形态不仅蒙蔽了来金融学家的研究，也蒙蔽了法

学家的智慧。 

再次，法学与其他学科研究上的脱节，使得金融学基础理论上的颠覆和进步

难以很快转化成为法学领域的理论成果；而在法学领域内部的过度条块分割，使

得民法研究者不能注意到其他法律部分的变化。事实上在各国中央银行法和货币

                                                 
34

 详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91-92

页。 
35

 详见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93 页 
36客观价值，是指其客观上能满足主体生产、生活的属性；主观价值则是指事物本身的偏好

和评价。详见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77

页 
37

 刘少军同时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民法教材都这样描述货币，囿于篇幅，不一一引用。 



法做一番最简单的梳理，就会很快发现“货币是特殊动产“的传统理论殊值怀疑。 

最后，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水平相对较低，

把货币视为“特殊动产”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太大的麻烦。按照过去的社会条件，

只要用“特殊”二字含糊其辞的吧货币的特有属性概括起来，把货币解释为一种

“具有无差异性和无因性的特殊种类物”，在司法实践中就基本能够满足裁判的

需要了。 

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水平的日益加深，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理论

概况就会漏洞百出，既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而理论变

革的需要就越来越迫切了。 

 

（二）货币的流通规则论证 

1.理论背景和实践困境 

货币作为一种消费物，其流通遵循法谚:“货币属于其占有者” 所述的规则

38。德国、瑞士、意大利亦有相似规定，但对公开拍卖中的盗窃、遗失物为金钱

者，适用善意取得的例外。39究其源，货币流通性系其生命，本身个性湮灭，辨

识困难，赋予货币占有以绝对的公信力，而不至惮于权利瑕疵而不予交易。40由

是，货币占有不再区分直接、间接占有，事实、法律占有。而从请求权体系分析，

货币“占有即所有”切断了货币物权回复请求权，而转换为同等数额的债权请求

权。41英美法则通过先例42和立法43确立了“占有即所有”传统。英美法和大陆法

                                                 
38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39

 《德国民法典》第 935 条第 1 款规定：“从所有人处盗窃的物、所有人遗失或因其他原因

丢失的物，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该条第 2 款又规定，盗窃物、遗失物为金钱、无记名

证券以及公开拍卖物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瑞士民法典》第 935 条也规定：“金钱及无

记名证券，即使是违反其所有人意思而丧失，其所有人也不得对善意受板人请求返还。”；《意

大利民法典》第 1834 条规定：(金钱储蓄)银行对存入己处的货币享有所有权，并在约定期

间届满时或者存款人提出请求时，负有返还同种货币的义务。 
40对于金钱及有价证券而言，对脱离物的占有若不能依善意取得，将严重影响交易的顺畅。

所以，需要赋予对金钱及有价证券之占有以绝对公信力。详见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 页；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3 页；郑玉波民法物权[M]台北：三民书局，1982417-418 
41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35 页。 

42英国大法官 Cottenham 在 1884 年著名的 foleyvshin 案判例中指出，存入银行的钱已成为银



在货币流通规则上实现了惊人的一致。 

但是在货币“占有即所有”的流转规则下，若有不慎遗失、盗窃、委托等诸

情形，存在的众多法律适用障碍使得。典型如许霆案，初审因定性为盗窃金融机

构被判无期，引发公众哗然，后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法院作出这种判决的前

提就是许霆卡上的钱属于银行的，否则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该罪涉及的财产只能

是他人的)。44还有有学者指出，如果依“占有即所有”原则，货币所有权归窃贼，

假设窃贼另有若干债务，该赃款将被用于其债务清偿，受害人只能向窃贼主张基

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并与窃贼的其他债权人按比例受偿—这种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钱款被用于替窃贼还债的情形是个荒唐的构想。再如一起委托货款强

制执行案引发的争议：案情梗要是法院强制执行陈某个人银行存款。但该存款是

强制执行异议人振球公司给予陈某的委托款。法院以“货币占有即所有”规则驳

回异议人的申请引发了诸多舆论批驳。45虽是如此，从货币职能看来，如果允许

货币请求回复，势必使货币的流通功能丧失殆尽，危及社会经济的正常交往;若

只允许主张债法上的请求权，由于债权为相对权，其将罹于诉讼时效。46随着货

币证券化和虚拟货币的演进，传统民商法“货币占有即所有”的规制受到挑战。 

2.《货币财产论》的论证：货币财产独特权能和衍生财产关系 

（1）货币的财产权权能分析 

                                                                                                                                            
行的钱，银行能作为自己的钱自由使用并能保留赚得的利润；而美国 1848 年的 Foley VHill

案和 20 世纪末利比亚阿拉伯涉外银行诉银行家信托公司(Libyan Arab Foreign Bank V 

Bankers Trust Co )案中，都再次确认了存款所有权归银行这一原则的适用。 

43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104 条第 2 款中规定存折为流通票据之一，而按照票据的一般理

论票据转让的是财产的所有权，详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 页；美国银行法认为，银行不是存款人的金钱的被寄托人，银行没有义务将

存款人的金钱与另一存款人的金钱隔离保管，详见沈达明：《美国银行业务法》，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80 页。 
44许霆利用银行卡为工具非法提取现金，不论是因为其卡上被错误地贷记上超出卡上原先所

有的合法款项，还是因为卡上无错误贷记的款项，信用卡只是一个实施非法提取柜机内的钱

款的机械性的工具，两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非法窃取他人钱财。详见百度百科“许

霆案”，http：//baikebaiducom/indexhtm，2012/3/4；  
45

 详见许锡良 邵轶群《货币属于其占有者——从本案看货币所有权的特殊规则》，江苏经

济报/2008 年/12 月/3 日/第 B03 版观察中刊登的 06 案例，。 
46

 其木提：《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规则——对“占有即所有”原则的质疑》，法学 2009

年第 11 期。 

http://baike.baidu.com/index.htm��2012/3/


对货币的流通规则分析，刘少军教授首先是从货币独特财产独特的权能出发

加以论述。传统的物权权能，以所有权为例，一般认为是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四大权能。07 年通过的《物权法》最终也采纳了该观点。47前述已分析 ，“货

币是独立于传统“有体物”的独特财产形态，理应具备自身独特的权能。刘少军

教授的论述，颠覆和传统四大权能的概况，认为货币不具有占有、使用和处分三

大“所有权”权能，代而取之的是货币“持有”权能。“持有”虽然从文义本身

仅表达“主体在物理上对客体的支配与控制，是对事实状态的简单描述。48但货

币“持有”权能比“所有”更为科学、更符合事实和逻辑。首先，现钞货币是专

门用于价值流通的交易和支付媒介，不具有个人使用特征；其次法律保护的核心

内容是货币的流通效力而不仅是对现钞的占有；再次，依法律规定，货币现钞不

得买卖、变造、故意污损等，其处分权范围完全由法律规定，与传统物权中支配

性、绝对性的所有权处分权能不能同日而语；最后现钞货币的同质性、无体性和

证券性，只是货币物上请求权权能不可能实现。49这导致货币属性不应当是“所

有”而应当是“持有”更为精恰。 

（2）货币衍生财产关系理论的提出——基于对存款关系之“消费借贷”和“消

费寄托”理论的批驳 

货币“占有即所有”规则存在诸多问题。以存款货币为例。如何理解银行小

额存款管理费的性质？50存款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现实矛盾——利息

作为存款的法定孳息，而依据物权原理，所有权或使用权人收取孳息。金融风险

应该由储户还是银行承担？更有学者提出该规则导致“全国几万亿储蓄存款划归

银行所有，导致了存款人对存款的所有权丧失”，如何保护储户利益降低银行操

                                                 
47《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 
48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0 页。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

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97 页。 
49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00 页。 
50

2005 年 4 月 30 日，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发布公告，从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将对日均存

款 500 元以下的人民币个人活期存款账户收取 10 元管理费，同时按照 0 01%的年利率计息。

仅仅相隔一个月，招商银行也宣布将从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对在该行所存金融资产日均余

额低于 1 万元的账户收取管理费，费用按月收取，每月 1 元，账户存款所享利息不变。两家

中资银行相继宣布对小额存款账户收取管理费，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其震动效应远远

超过了银行对提前还贷收取违约金的做法，详见李健男：《存款行为法律性质新论》，暨南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总 125 期） 



作风险？51而从强制措施角度而言，“冻结”银行财产，保全“债权”是否合理？

以上众多问题体现该规则的制度缺陷。另从善良风俗、公平正义理念看来，如果

依“占有即所有”原则，货币所有权归窃贼，假使赃款将被用于其债务清偿，受

害人并与窃贼的其他债权人按比例受偿；又如在明明知道某人的存款是贪污所

得，却要承认其拥有赃款的所有权。此均不合理。 

国内外对诸如存款等行为定性为“消费寄托”或“消费借贷”来解释“占

有即所有”制度下疑难的存款问题52。其核心观点在于货币转移占有即视为转移

所有，但其返还请求权可依债法中“保管关系”或“借贷关系”处理。刘少军教

授指出，以上传统的论断都是存在问题的。 

“消费寄托”主张国认为，从词源看来，最古老的票号起源于对金银保存

的习俗，无论是汉语的“存款”，还是英语的“deposit”， 都有寄托保管之意53。

而对民众绝大多数心里特性都认为存款归己所有。另外从性质看来，存入后所有

权即发生转移，金融机构即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金融机构须

随时或者到期偿还存入的货币。借贷寄托理论很好保障货币流通职能，同时也为

诸如小额储蓄账户收费等问题提供了很好解释。 

但是刘少军教授指出，消费寄托的观点是建立在将法定货币当做“物”的

基础上了 。事实上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货币并不是“物”，更不是“可替代之

物”、“消费物”、“种类物”等。另一方面，消费寄托只顾及货币的保管目的，而

忽视了存款人投资与结算的目的——后者是引发中央银行采取货币政策宏观调

控以及诱使当事人高为效安全结算将款项存入银行的依据；即使存款人确实有保

管的意图，但消费寄托不能解释在通货膨胀时存款人依然将货币资金存于银行的

                                                 
51谢学平，赵云仙，李丽：《从银行存款所有权归属看银行与客户的法律关系》重庆行政，

2007 年 5 月 
52

 如《法国民法典》第 10 编第二章规定了消费借贷(或直接简称“借贷”)。第 1892 条规定：

消费借贷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交一定数量的经使用而消费之物，借贷人负责向

贷与人偿还相同种类、相同质量、相同数量之物的契约；《德国民法典》第 700 条规定了所

谓的“不规范的保管合同”，该条第 1 款规定：“如果可替代物是以下列方式存放，即其所有

权移转于保管人，且保管人有义务将同种类、品质、数量的物返还的，适用关于贷款的规定。

存放人允许保管人动用存放的可替代物的，保管人自占有该物时起，适用关于贷款的规定。” 

日本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日本民法典》第 3 编第 2 章第 11 节对寄托做了规定。《日本民法典》

第 666 条明确规定，“保管人可以以契约消费寄托物时，准用有关消费借贷的规定。”可见，

在日本，存款确实被视为消费寄托，并准用消费借贷的规定。 
53

 托马斯·梅耶：《货币、银行与经济》洪文金等译，三联书店 1994 版 



问题54。最后，消费寄托忽略了银行的目的和利益，并将存款人和银行的关系简

单化了，未能走出“法律关系单一性”的思维模式。55
 

消费借贷，为当事人一方转移金钱或其他可替代物所有权于他方，而约定他

方以同种类、品质、数量相同之物返还之契约。56“消费借贷”支持国主要是英

美法系国家，如英国57。刘少军教授同样对消费借贷理论予以批判。首先“消费

借贷”最大弊病在于无法解释银行存款中随时返还借款请求权。其他不周延之处

与消费寄托同，即把信用货币当做“物”、未能走出“单一法律关系”的思维窠

臼；不能全面把握银行和存户多重目的等。 

    基于此，刘少军教授提出货币流通过程中“衍生财产”法律关系理论。依然

以存款货币为例，认为这属于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综合体，其中包括货币原生法

律关系、财产保管法律关系、货币借贷法律关系、金融代理法律关系、金融监管

法律关系等。58通过如此定性和体系建构，更好地解释货币流通中“占有即所有”

规则的法律障碍，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财产秩序。 

 

                                                 
54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39 页。 
55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40-141 页。 
56

 黄茂荣：《债法格伦》（第 1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 页。 
57

 早在 19 世纪初，英国的一位记录主事官威廉格兰特（William Grant）爵士就职其裁决中

支出：“存入银行的款项当即成为银行总资产的一部分；银行对该款项仅属债务人。存入一

行的存款人款项虽通常成为存款，但实际上却是存款人对银行的放贷。”详见[英]JMilnes 

Holden 著，中国银行赶稿管理处培训中心译：《银行法律与实务》，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8

年版，第 34 页。转引自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一版，第 141 页。 
58

 详见刘少军和王一轲的《货币财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53-162

页。 



 

四、余论：货币“物权性价值”及其请求权观点的引入 

（一）货币的 “物权性价值”定性探讨 

关于货币能否应当为传统民法中的“物”尽管直至在最新版本的法学学术著

作中，货币仍旧被视为有体物，并且毫无保留地被归入到可消费的和可替代的所

有权客体范围中；然而，货币早已不再属于此种范围——这主要源于信用货币证

券化、电子化等趋势。但应当如何确定货币在物权法中的体系地位？刘少军教授

囿于其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并没有明确指出。货币实质是一种法定的、虚拟的以

“信用”为流通基础的“物权性价值载体”59。这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货币的“物权性”决定其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和排他属性，并对其优

先保护，以物尽其用和维持社会的交易秩序。这和传统观点有异，如张俊浩老师

曾指出，货币是代表一定财产权的凭证，是民法上一种特殊的物。在民事法律关

系中，货币既可担当物权的客体，又可充当债权的客体60； 

二是货币的“价值性”能脱离载体存在的无体物，这为物理形态上的资本证

券化提供了基础。货币“物权性价值”本质的提出，不再因事物的物理载体掩盖

了本性，而是还原事物本质，更有利于其流通职能实现和交易安全的保护。 

综上分析，日本学者的 “物权性价值”理论很好的涵盖了货币“持有权能”

和“无体物”的内涵。但继而不可忽略的一大问题是，应当如何处置其在物权法

或民法典体系地位？ 

这又不得不重新回溯到本文开始关于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未来

民法典应当效仿德国采取“物债二元划分”的立法体例，还是应当尊重法国民法

典区分“财产和取得财产的方法”制定民法典的问题。在德国模式中，物权性价

值可以采取两种立法例：一是作为高度价值化的物权衍生品，附于物权规则之后

                                                 
59“物权性价值理论”，最早可见于日本学者参见四宫和夫的论述，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学

术争议。但因其观点激烈冲击了当前物权法体系，未为立法者所采纳。详见。[日]四宫和夫：

《物权性价位返还请求权》，载[日]我妻荣先生追悼论文集：《私法学的新展开》，有斐阁 1975

年版，第 183 页。 
60详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77 页。但由于国家

信用，货币实质是是高度“物权化”的债权，故本文喻之为“物权性”价值，这大大扩展了

权利客体的范围。 



作为例外规定。这是我国当前有关货币调整方式的立法模式。另外则是单独立法，

如同知识产权一般，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以适应“物”无体化扩张和调整社会

关系的需求。而在法国模式中，则毫无疑义的应当放置于财产权部分，和传统的

有体物、智力成果并列为财产权的三大客体。因此有关货币立法模式的讨论，整

体而言需要依循我国未来民法典立法模式来适当布局。61
 

正如刘少军教授指出，尽管《民法典》是一个如此典型的自由法律时代的产

物，以致它不能容忍新的法律思想在它那相互交叉的、不可思议的缜密结合处嵌

入。至少，它的财产法规定至今还如同一个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意义，抵御着社

会法律思想的宠攻击并迫使它在城门外安营扎寨。62本文的讨论或许只限于学术

层面的交流，但随着思想的更新和社会进步，详细关于货币财产的认识和其规则

的制度会有新的进展。 

 

（二）货币流通规则和货币“物权性价值请求权”的引入 

      1.货币“占有即所有”的立法例和辨析 

货币在传统民法中的法律地位，消费物和特定物。其遵循的流通规则是“占

有即所有”。货币作为一种消费物，其流通遵循法谚:“货币属于其占有者” 所

述的规则63。德国、瑞士、意大利亦有相似规定，但对公开拍卖中的盗窃、遗失

物为金钱者，适用善意取得的例外。如《德国民法典》第 935 条第 1 款规定：“从

所有人处盗窃的物、所有人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丢失的物，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该条第 2 款又规定，盗窃物、遗失物为金钱、无记名证券以及公开拍卖物时，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瑞士民法典》第 935 条也规定：“金钱及无记名证券，即

使是违反其所有人意思而丧失，其所有人也不得对善意受板人请求返还。”；《意

                                                 
61

 有关知识产权于民法典中的体系安排论证，详见郑成思、黄晖：《法国民法典中的“财产

权”概念与我国立法的选择》，http：//wwwfatianxiacom/civillaw/listasp?id=13488。梁慧星：

《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郑成思教授的建议引发的思考（下）》，http：
//wwwcivillawcomcn/wangkan/contentasp?id=37184&types=%CC%D8%B1%F0%B7%EE%CF

%D7&title=2006%C4%EA%B5%DA3%C6%DA%D7%DC%B5%DA3%C6%DA。等文章。访

问日期：2012/4/23，16：40 
62

 【德】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等 67 页。 
63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http://www.civillaw.com.cn/wangkan/content.asp?id=37184&types=%CC%D8%B1%F0%B7%EE%CF%D7&title=2006%C4%EA%B5%DA3%C6%DA%D7%DC%B5%DA3%C6%DA
http://www.civillaw.com.cn/wangkan/content.asp?id=37184&types=%CC%D8%B1%F0%B7%EE%CF%D7&title=2006%C4%EA%B5%DA3%C6%DA%D7%DC%B5%DA3%C6%DA
http://www.civillaw.com.cn/wangkan/content.asp?id=37184&types=%CC%D8%B1%F0%B7%EE%CF%D7&title=2006%C4%EA%B5%DA3%C6%DA%D7%DC%B5%DA3%C6%DA


大利民法典》第 1834 条规定:(金钱储蓄)银行对存入己处的货币享有所有权，并

在约定期间届满时或者存款人提出请求时，负有返还同种货币的义务。 

英美法则通过先例和立法确立了“占有即所有”传统。如英国大法官

Cottenham 在 1884 年著名的 foleyvs.hin 案判例中指出，存入银行的钱已成为银

行的钱，银行能作为自己的钱自由使用并能保留赚得的利润；而美国 1848 年的

Foley V.Hill 案和 20 世纪末利比亚阿拉伯涉外银行诉银行家信托公司(Libyan 

Arab Foreign Bank V. Bankers Trust Co. )案中，都再次确认了存款所有权归银行这

一原则的适用。英美法和大陆法在货币流通规则上实现了惊人的一致。典型立法

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104 条第 2 款中规定存折为流通票据之一，而按照票据

的一般理论票据转让的是财产的所有权，详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 年版第 75 页；美国银行法认为，银行不是存款人的金

钱的被寄托人，银行没有义务将存款人的金钱与另一存款人的金钱隔离保管。64
 

究其源，货币流通性系其生命，本身个性湮灭，辨识困难，赋予货币占有以

绝对的公信力，而不至惮于权利瑕疵而不予交易。对于金钱及有价证券而言，对

脱离物的占有若不能依善意取得，将严重影响交易的顺畅。所以，需要赋予对金

钱及有价证券之占有以绝对公信力。65由是，货币占有不再区分直接、间接占有，

事实、法律占有。而从请求权体系分析，货币“占有即所有”切断了货币物权回

复请求权，而转换为同等数额的债权请求权。66
 

2.货币占有和所有权分离的传统立法例及其辨析 

货币占有和所有权分离是我国传统民商、储蓄条例的立法模式。如据《民

法通则》我们又可认定存款人享有所有权。《民法通则》均采用物权式立法，将

“储蓄”作为所有权标的，认为存款人对银行存款享有所有权。《民法通则》第

75 条规定，公民个人拥有所有权的生活资料范围，包括“合法收入、房屋、储

蓄、文物和图书资料、林木、牲畜、生活用品。”《继承法》明确规定，公民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所有财产是遗产，其中包括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的个人储蓄

                                                 
64详见沈达明：《美国银行业务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80 页。 
65详见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 页；王泽鉴：《民

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3 页；郑玉波：《民法物

权》，三民书局，1982 年版，第 417-418 页。 
66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35 页。 



存款。也就是说，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储蓄”和收入、生活用品等动产与房屋

等不动产一样，属于所有权客体。此外，1993 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执行

〈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也规定“国家宪法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

的所有权不受侵犯”。换而言之，从《民法通则》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规定，

储蓄存款都是存款人的所有物《物权法》专家意见稿虽建议“货币占有即所有”

规制67，但法工委稿却对此只字未提，想必考虑到立法体系性。这致使有关货币

现金流转权属纷争时有发生，但处理此类问题的法律依据目前仍付诸阙如。 

货币占有和所有权分离的国外立法，详见英美衡平法，为追回被告获取的

利益、享有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典型的如拟制

信托和优先权制度——“拟制信托”是法院为实现公平正义而通过判决方式强制

设立的信托；“优先权”是不以返还原物为目的的优先受偿权，相当于大陆法系

中的法定优先权。68
 

货币占有和所有权分离的立法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与存款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运行的现实矛盾；二是存款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时对存款的清偿

顺位规定不符。我国《商业银行法》第 71 条第 2 款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

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

的本金和利息。”三是无法解释派生存款问题。69四是不利于银行抵消权的行使。

银行债权特别是银行贷款债权的保护和实现事关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在

可资银行利用的债权保护和实现的法律机制中，抵销无疑是最便捷、最经济的一

种。对于银行来说，抵销权行使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银行可以用借款人在银行的存

款来抵销借款人对银行所欠债务，而且在于银行的抵销权是银行的自我救济，是

银行的一种自助行为，当银行行使抵销权时，不需要求助于司法机关或其他外界

部门。另从传统的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角度看，货币占有即所有同样存在诸多

弊端。 

                                                 
67如梁慧星稿第 175 条：“占有货币者取得货币的所有权”；王利明稿第 699 条“货币所有权

因占有的移转而发生所有权的转引”  
68其衡平法的保护详见马继军：《论不当得利》，载梁绝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2 卷，法

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9 页 
69派生存款指银行由发放贷款而创造出的存款。是原始存款的对称，是原始存款的派生和扩

大。是指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办理贴现或投资等业务活动引申而来的存款。派生存款产生

的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形成新的存款额，最终导致银行体系存款总量增加的过

程。详见百度词条关于“派生存款”的规定，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82.htm


 

3. 物权性价值请求权70的理论引入 

    货币“物权性价值请求权”，是指货币返还请求权的标的并非有体之货币本

身而是金钱之价值，即使价值载体已丧失特定性，所有人作为“价值所有权”的

保持者，仍然可以提起价值返还请求权而享有优先受偿权及其取回权。也即是是

指只要能够举证说明其金钱价值的同一性，即应享有价值回复请求权，请求权人

无须举证说明货币在物理上的同一性。因此，在丧失的金钱被兑换或经混合或被

存入银行账户时，其并不丧失金钱价值的统一性；只有占有人一起所有人所丧失

的金钱或经混合后的金钱取得带唯物或消费寄托上的金钱债权等情形，则丧失价

值的同一性。71至此，请求权的标的不再是货币载体本身而是其彰显之价值72
 

    物权性价值请求权的引入，能解决诸多“货币占有即所有”或“货币占有和

所有权分离”体制下问题。如银行破产中储户的清偿顺位，由于，该价值和其他

债权人是无二，且由于其是物权性价值，故放在普通债权前列与之一起受偿。而

与委托款归属纠纷，由于委托人并无转移货币物权性价值意思交付，自然更公正

合理明确权能归属，此说与信托财产、占有辅助人占有货币的权能归属同理。以

“冻结”财产保全的标的不是债权，而是物权性的价值。如上解释，因物权性价

值的引入更符合法理体系。 

                                                 
70

 参见[日]四宫和夫：《物权性价位返还请求权》，载[日]我妻荣先生追悼论文集：《私法学的

新展开》，有斐阁 1975 年版，第 183 页。 
71

 同上。 
72

 同上 



 

读后感 

选取刘少军老师《货币财产论》一书，通读两遍后获益匪浅。严格来讲，这

不是一本典型的民法著作，更效似经济法学尤其是金融法学的著述。同时，其中

的不少法与经济和法哲学的论述，深感生僻难懂。本读书报告撰写为时一月，数

易其稿，尤觉未能表达刘少军教授蕴含在文字表层的深意。学历所限，实为遗憾。

在文末有关于物权性价值的引入，搜刮了不少中日交流书面，依然找不着四宫和

夫先生对此的深入研究文辑，可见中日交流和文献翻译任务依然有待同学者努

力。总体而言，虽然《货币财产论》一书逻辑上有不周延、全文重复论述之处颇

多，增加了思路延伸和观点整理的复杂性，但为撰写本报告所做的书面眉批、框

架勾画和观点重述工作，不仅有机会重新整理了民法中关于物权客体及其流转规

则的体系，更获得不少新知卓见。就正如老师所说的，阅读本身是一件苦而不辛

的事，此处确实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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