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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实现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冶战略目标,必须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转变冶。 提

高资源开发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则必须优化海域资源配置,完善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流

转机制。 海域使用权的转让作为海域使用权流转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法律制度的设计和管理机制的完善

是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课题,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海域使用权转让仅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

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法律的缺位已成为海域使用权转让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 因此,完善

海域使用权转让法律体系,从制度设计上减少对海域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推进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市场化进

程,优化海域资源配置,对实现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冶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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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reach the strategic goal of marine power construction,four transformations proposed by Xi Jinping must
be really enforce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oriented use rights trans鄄
fer of sea areas are fundamental to promote quality based marine economy and increas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marine
resources. Legal system desig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mprovement for use rights transfer of sea areas are the im鄄
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of market based alloc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however,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nly make
principal regulation and lack concrete and operative enforcement items,impeding the marketing process of use rights
transfer of sea areas. Therefore,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use rights of sea areas to alleviate the legal re鄄
striction and thus promote the marketing process of sea areas use rights transfer has much implication for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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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建设海洋

强国冶 确定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2013 年 7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专题集体学习时强

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冶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建设海洋强国

战略目标的重要地位、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 建

设海洋强国是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潮

流,在深刻总结世界海洋强国和我国海洋事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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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以及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了为推动

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所形成的重要战

略思想和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推进

海域资源优化配置。 海域使用权转让作为海域使

用权流转的重要方式,其法律制度的构建和管理

机制的设计是推进我国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

要方面,也是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

重要因素,更是实现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重

要支撑。

1摇 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1摇 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内涵

在现代条件下,海域是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
位置固定并且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 ( 标明经纬

度 ) 加以特定化的海洋区域[1]。 无论动产亦或

不动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必须由最能发挥

其效用的主体来利用才符合其内在属性的要

求[2]。 海域使用权作为不动产权利,必须通过流

转才能发挥其作为“物冶的价值。 所以,海域使用

权只有在市场上流转起来才能实现作为一种民事

财产权利的价值海域使用权流转的概念可以归纳

为,海域使用权在不同民事主体间的转移和变动,
即海域使用权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3]。

转让是海域使用权在二级市场流转方式之

一,海域使用权的转让仅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有偿

转让行为,即买卖[4]。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
三十七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有出售、赠与、作价入

股、交换等情形的,可以依法转让冶,《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在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因
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作价

入股导致海域使用权转移的冶,申请人可以申请

海域使用权转移登记,也即确认了海域使用权可

以通过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

营、作价入股等具体形式进行转让。 从上述规定

可以得出,海域使用权的出售、赠与、作价入股、交
换等都属于广义上的海域使用权转让。 法律、行
政法规并没有限制海域使用权作为出资财产,当
然可以海域使用权作为出资方式[5]。 从广义上

讲,海域使用权转让是海域使用权人将依法取得

的海域使用权通过买卖、互易、赠与等途径让与他

人,从而获取一定利益的行为[6]。 海域使用权的

转让就是海域使用权出让人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转

让给受让人,即海域使用权主体的变更。
1. 2摇 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的现状

国家海洋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全国经变更登记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4874 本,确
权海域面积 545275. 51 hm2,其中,转让及转移变

更 805 本,面积 114634. 61 hm2[7]。 2014 年,全国

经变更登记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3658 本,确权海

域面积 302501. 88 hm2,其中,转让及转移变更

533 本,面积 44740. 46 hm2[8]。 2013 年,全国经变

更登记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3378 本,确权海域面

积 295451. 02 hm2,其中,转让及转移变更 577 本,
面积 44124. 58 hm2[9]。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2013 年至 2014 年,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及转移

变更的数量、确权面积都比较稳定,2015 年海域

使用权转让及转移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确权面积

上,与 2014 年和 2013 年相比,呈现出了迅猛的增

长势头,反应出现阶段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市场

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实际,以及转让方式在海域使

用权流转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海域使用权转让的迅猛增长反映出海域使用

权转让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海域使用权依申

请审批方式取得相比,尽管海域使用权转让也同

样存在取得过程不公开、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有效

竞争、缺少第三方参与等不利因素,但是,在取得

海域使用权过程中,出让双方地位平等,通过平等

协商确定海域使用权出让的价格等,体现了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出让双方以及国家的利益均得到

有效的保障,这与依申请审批方式取得海域使用

权相比,毫无疑问是较大的进步。 同时出让方式

可以在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海域使用权取得

方式无法完全解决的竞争性用海参与者不足法定

数量等情况下采用,从而克服依申请审批方式缺

点,有效衔接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海域使用

权取得方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

方式,对于深化海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预防和遏

制还用领域腐败,促进海洋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实现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10]。
1. 3摇 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关海域使用权转让的法律制度

尚不完善。 一是立法层级低,体系不健全。 现阶

段,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海
域使用管理法》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 《海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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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登记办法》以及沿海各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等,这些法律法规位阶低,法律效力不高,缺乏

系统性,不能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我国海域使用权

的流转。 二是现有关于海域使用权流转法律法规

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 《物权法》赋
予了海域使用权明确的私权属性和物权属性,但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传统用益物权相比,其对海

域使用权的规定仅占一个条文,对海域使用权流

转、当事人权利等在内的相关问题均未做规定,明
显存在法律上的缺位。 三是缺少专门规定。 虽然

海域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适用《合同法》 《物权法》
等民事法律的一般性规定,但是由于海域使用权

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与土地使用权相比还

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所以,应通过法予单行法予以

专门规定。
由于海域使用权转让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引

发了两方面问题,一是海域使用权转让中行政管

理“越位冶。 作为行政法规,《海域使用管理法》是
我国海域使用权制度的重要基础。 《海域使用管

理法》中的“管理冶二字体现了我国海域使用立法

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加强对海域使用的管理,因
此,从立法目的和指导思想均带有明显的行政管

理色彩;从内容上看,义务性、禁止性规定占据了

主要篇幅,而涉及海域使用权人的权利及权利的

保障等内容涉及甚少。 由于现有有关海域使用权

的法律法规着眼点更在于“管理冶,因此,公法性

质的规范占居了主导地位,而规定流转过程中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的规范明显“先天不足冶。 二是市场机制“不到

位冶。 现有《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管

理规定》对海域使用权的转让设置较多禁止性和

限制性条件,并设置了海域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审

批程序,导致海域使用权转让市场化程度较低,海
域使用权转让的效率和效益不高,增加了当事人

海域使用权交易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市场在海域

资源优化配置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

2摇 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条件之法律分析

2. 1摇 海域使用权转让一般条件法律分析

海域使用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海域使用权转让

的特殊性。 尽管法律赋予海域使用权人可以通过

转让海域使用权进行融资的权利,但是海域资源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稀缺资源,不仅仅涉及海域

使用权出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还会影响到第三

人乃至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 因此,权利人在行

使海域使用权转让权利时,必然要受到法律法规

的限制。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对海域使用权

转让应具备的条件和禁止转让的情形都做了明确

的规定,以限制海域使用权人对转让权利的滥用。
要厘清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存在的问题,必须从

海域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入手,深入分析我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对海域

使用权的转让有关规定,探究制约我国海域使用

权转让的法律原因。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对海域

使用权的转让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转让海域

使用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开发利用海域满

一年;(二)不改变海域用途;(三)已缴清海域使

用金;(四)除海域使用金以外,实际投资已达计

划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五)原海域使用权

人无违法用海行为,或违法用海行为已依法处

理。冶针对《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规定的海域使

用权转让的条件,有观点认为,为了保证海域使用

权利用效率,防止海域资源的闲置,不妨将“开发

利用海域满一年冶和“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冶作为

二选一的条件,满足其一即可[11]。
从长期来看,海域作为稀缺资源,其价值必然

处于上升的趋势,海域使用权的价值必然呈现持

续上升的态势,按照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海域使

用权转让价格必然随着海域使用权价值的持续上

升而不断升高。 面对海域使用权价格长期走高的

趋势,很可能会出现“炒海域冶的现象,这种投机

行为将会对海洋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炒海域冶不为开发利用海域资源,只为

投机赚取巨额差价,这容易导致海域大量闲置,海
域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

“炒海域冶,必然迅速推高海域使用权交易的价

格,这会造成用海者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取得海域

使用权,导致海域需求者无海可用的结果。 为防

止这种投机行为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
海域使用权转让时,立法者通过设定近乎苛刻的

转让条件来抑制这种投机行为,《海域使用权管

理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既要满足“开发利用海

域满一年冶的条件,又要满足“实际投资已达计划

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冶的条件,不可否认,立
法者做出该规定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要求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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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人实际投资已达计划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

以上,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起到抑制海域投机行

为的作用。 但是,同时再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开发

利用海域必须满一年实属无益之举。 海域开发利

用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保障,但是一年的时

间确实较长,特别是,如果投资者已经投入了超过

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后,如果不想继续开发,则必

须空置等到一年的时间才能进行转让,这既起不

到防止“炒海域冶的作用,又不利于海域资源的开

发利用,更不利于提高海域资源使用效率。 这种

规定实际上为海域使用权自由、合理转让设置了

制度障碍。 因此,只要实际投资已达计划投资总

额百分之二十以上,就能够达到抑制海域投机行

为的目的,是否能够满足开发利用海域满一年的

条件已不重要。 所以,笔者建议,在《海域使用权

管理规定》修改时,应将《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开发利用海域满一年冶删除,
以保障海域使用权合理流转,海域资源高效利用。
2. 2摇 海域使用权与固定附属用海设施转让条件

法律分析

海域使用权人在海域利用过程中,经常会在

其所使用的海域上修建固定的附属设施,以满足

其开发利用需要。 这就涉及到海域使用权或固定

附属用海设施如何转让。 海域使用权转让应符合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关于海域使

用权转让的一般规定。 此外,根据《海域使用权

管理规定》第四十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海
域使用权转让时,其固定附属用海设施应随之转

让,固定附属用海设施转让时,其使用范围内的海

域使用权应随之转让。 因此,海域使用权转让时,
原出让合同及登记文件所规定的权利义务随之转

移,其用海设施、构筑物随之转让,但动产除

外[12]。 该规定符合《物权法》 立法精神,《物权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设

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

分;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

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

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 由此可知,
由于土地与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从空间上不可分开利用,即使强行分

开,从经济的角度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
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或其建设用地土地使

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赠与的,应将建筑物、构筑

物及附属设施及其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一并进行

处分。 海域使用权与土地使用权类似,海域与其

固定附属用海设施从空间上不能分开利用,从经

济的角度不易分开利用,因此,海域使用权或其固

定附属用海设施转让的,应将海域使用权和其固

定附属用海设施一并进行处分。
2. 3摇 海域使用权禁止转让情形法律分析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未直接规定海域使

用权禁止转让的情形,但是在第三十七条规定了

海域使用权禁止出租、抵押的情形。 根据《海域

使用权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海域使

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第 5. 5. 1 的内容,笔
者认为,海域使用权禁止转让的情形应包括:
(一)权属不清或者权属有争议的;(二)未按规定

缴纳海域使用金、改变海域用途等违法用海的;
(三)油气及其他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四)
海域使用过程中涉及的公益性设施;(五)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与《海域使用权管理

规定》和《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规定

的情形相比增加了一条“海域使用过程中涉及的

公益性设施冶不得转让,主要是依据《物权法》第

一百八十四条(三)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

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冶不得设定抵

押,简而言之,“教育设施冶、“医疗卫生设施冶和

“其他社会公益设施冶不得抵押。 同样,为了保障

公共利益,笔者认为,应参照《物权法》第一百八

十四条(三)的规定,将“海域使用过程中涉及的

公益性设施冶纳入到不得转让的情形。
现有《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域使用权管理

规定》对海域使用权的转让设置较多禁止性和限

制性规定,并设置了海域使用权转让的行政审批

程序,导致海域使用权转让市场化程度较低,海域

使用权转让的效率和效益不高,增加了当事人海

域使用权交易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市场在海域资

源优化配置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

3摇 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转让管理制度的法律

建议

3. 1摇 海域使用权转让立法亟待加强

虽然《海域使用管理法》未规定海域使用权

转让,但是《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填补了《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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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法》在这方面的制度空白,这是对我国

海域使用权转让制度的重要完善。 由于我国未能

建立其全国统一的海域使用权转让机制,沿海各

省市根据各自实际相继出台了关于海域使用权转

让的地方性法规。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二

条的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可以依据本地区实际制

定地方性法规,但不得与宪法、法律及行政法规相

抵触。 据此可知,部门规章不具有约束地方性法

规的效力。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是国家海洋

局颁布的,属于部门规章,因此其法律效力等级较

低,按照法律位阶,其对规范地方海域使用权转让

行为仅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地方性法规不具有约

束力,亦不构成各级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 随着

当前海域使用权转让数量和面积的迅猛增长和规

范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实际需要,出台全国统一法

律规范海域使用权转让行为已是迫在眉睫。 鉴于

《海域法》对海域使用权的转让问题已有原则性

规定,具体办法也有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因此,
《海域法》对此问题可不做修改,只是规定海域使

用权转让制度的行政规章其效力等级应有待提

高[6]。 所以,进一步完善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

定》,赋予《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以法律地位,作
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的配套法律,从而建立统一

的、完善的海域使用权转让法律体系势在必行。
3. 2摇 海域使用权转让立法应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减少海域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条件。 现行

法律法规对海域使用权转让做出了较多限制性和

禁止性规定,部分规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例如: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38 条关于海域使用权禁止

转让情形的规定,除第 4 项“实际投资已达到计划

投资总额 20% 以上冶比较合理之外,其他几项限

制条件都难以立足。 笔者认为,在不违反国家海

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海域使用权的受让人在请

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事宜的同时,可以

提出改变海域用途的申请。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要求和有关海洋产业的布局

决定是否同意转让和改变用途。 如果改变用途就

不能转让,实际上就让二级市场存在的意义失去

了大半,法律直接规定海域使用权的转让不能改

变海域用途,显然弊大于利。 因此,减少甚至取消

不合理不必要的限制条件,是推进海域使用权转

让市场化进程的关键。 二是经营性用海使用权应

允许自由转让。 海域使用权转让是民事主体间的

民事行为,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按照市场经济规

律,由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实现海域资源

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海域资源的利用效率,保证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尊重和保护私权的角

度,政府部门不应过多、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笔者建议,应充分借鉴我国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流转的管理经验,梳理有关海域使用权转让的规

定,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条件,促进海域使用权自

由、合理流转,进一步提升海域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水平。 为保证公益性用海与经营性用海转让时均

有法可依,应区分公益性用海与经营性用海分别

设置海域使用权转让条件,真正体现出公益性用

海与经营性用海的不同特点。 一方面,经营性用

海的,应减少海域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条件,并取消

行政审批环节,只要符合有关规定海域使用权就

可以自由转让,通过放宽转让条件的限制,来促进

搞活海洋经济。 另一方面,对于无偿使用的公益

性用海的,在海域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督和管理力度,严格审批程序,
防止以公益之名,谋盈利之实,坚决杜绝公益性用

海违规进入二级市场,发生“炒海域冶的投机行

为,切实保证用海公益性质不变,用海用途不变,
公共利益不受损失。 只有建立以海域使用权自由

转让原则,以行政审批为例外的海域使用权转让

机制,才能促进海域使用权流转市场朝着合理、健
康、高效的方向发展。 三是加大海域使用权转让

的“放管服冶力度。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海
域使用权“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
作经营,变更海域使用权人的,需经原批准用海的

人民政府批准冶;“转让海域使用权的,转让双方

需要将有关材料提交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批准冶;海域使用权出租、
抵押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亦有权予以阻止。 这

些法律规定把海域使用权流转的“控制阀门冶全

部设置在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而关于海域使用

权作为用益物权的私权属性方面的规定则涉之甚

少。 在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本身亟待活跃的情况

下,取消行政机关对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审批程序

才是正确的选择。 四是加快海域使用权转让的市

场化进程。 我国海洋经济在持续健康发展,既得

益于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海洋新兴产

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等,
也得益于海域使用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更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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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更加注重靠提升科技水平来提高自身

竞争力等。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建设用地使

用权市场流转的实践为海域使用权的进一步市场

化提供了有效参考的经验借鉴。 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冶作用,为我

国海域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政

策依据,海域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只有顺应新时代

的新要求,才能适应我国海洋经济改革深化和经

济转型的需要,才能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冶战略的

早日实现。
建设海洋强国,要着力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着力优

化海域资源配置,着力推进海域资源的市场化流

转,在这个进程中,法律制度的构建是其重要保

障。 海域使用权转让立法要切实解决法律规定不

完善;制度体系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要赋

予《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法律地位,推动海域资

源优化配置,为我国实现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

[1] 贾爱玲,何 健. 海域使用权:概念、法律属性及与相关涉海权

利的界分[J] .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2):

67鄄72.

[2] 张惠荣. 海域使用权属管理与执法对策[M]. 北京:海洋出版

社,2009:30.

[3] 何 健. 海域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D]. 杭州:浙江农业大

学,2012:14.

[4] 屈茂辉. 用益特权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489.

[5] 张洪波. 海域使用权制度研究[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2015:80.

[6] 谭柏平,周 珂. 论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以《海域

使用管理法》修订为视角[J]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27(4):104鄄109.

[7] 国家海洋局. 2015 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R]. 北京:国家海洋

局,2016.

[8] 国家海洋局. 2014 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R]. 北京:国家海洋

局,2015.

[9] 国家海洋局. 2013 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R]. 北京:国家海洋

局,2014.

[10] 林全玲. 促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刍议[N]. 中国海洋

报,2016鄄11鄄30(A2).

[11] 费宏达. 基于物权维度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

[J] . 政法学刊,2017(1):20鄄26.

[12] 杨潮声. 海域使用权制度研究 [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