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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快，建设项
目数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建设工程合同法律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文章从建设工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入手，分析建设工程合同在法律
规定中的归类和定位，文章认为，国家法律法规对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有严
格的条件限制，合同的标的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法
律法规规定的特别程序，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合同就无法成立和生效。而面
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是解决纠纷的基础，合同有效或者无
效，对纠纷的处理结果起着重大影响，效力的认定不正确，纠纷处理就有可
能出现不公平甚至错误的结果。而这也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解决的难点问题。
尽管，《合同法》中对合同无效的规定都是从理论和原则的角度较为宏观的

设工程合效力的认定。

博

文章选取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认定及法律后果研究为论题，通过对导致合

硕

规定，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列出的具体情形来判定建

学

同无效的各种情形进行归纳梳理，阐述合同无效的一般处理原则、过错责任
分配、赔偿责任的的承担方式等，总结司法实践中对建设工程合同认定无效

大

的具体做法，以及有哪些救济手段可以弥补合同无效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利

门

益的损失，对已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利润提出了，由指定法院或者相关行政

厦

监管机构提存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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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ntinued growth.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legal issues are gaining
attention.
Artic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of the natur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ntification,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article that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contract has strict conditions, is limited to the subject of the
contract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contracts need to go through special procedures,
laws and regulations, does no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the contract can not be
established and effective. In the face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 disputes the validity
of contracts identified as the basi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the contract valid or
invalid on the outcome of the disputes play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rong results. This is also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dispute resolution and

博

difficult problems. Although, the "Contract Law"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are

硕

effectiveness of identification is not correct, there may be disputes unfair and

invalid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macroscopic

学

regulations, judicial practice is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nd judicial

大

interpretation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listed building works
contracts binding identified.

门

Article selected construction contract invalid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topics and

厦

legal consequences, lead to 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 by summing combing
various scenarios to expla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is invalid, assign
fault liability, liability commitments methods, summarized judicial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to be invalid for the specific practices and remedies which
the parties can make the contract void and the loss of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final
acceptance of the project has been profits made by the designated court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ory agencies withhold relevant approach.
Keywords: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Contract Is Invalid;
Legal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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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伴随城市建设发展而来的是大量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特别是一些大
型的建筑企业，其承揽的建设工程遍布全国，在法院起诉的建设工程纠纷
也遍布全国。每个建设工程都是由具体的环节组成，这些环节涉及到人、
财、物等方面，而且建设工程通常都有工期较长的特点，可能产生问题的
地方也是非常多，所以订立严谨、规范、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当
事人的利益、建筑市场的有序发展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
较多纠纷都是因为施工单位欠缺资质、垫资进场、非法分包转包、对工程
价款的计算方式等原因引起。多数合同当事人对证据的收集和保护都很不
重视，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无法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合同约定的东西是很
多，不过到了现实操作的时候，为了规避法律规定又越过正式合同，私下
签订所谓的“补充协议”，架空正规合同。本篇论文选取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认

博

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总结司法实践中对建设工程合同认定无效的具体做
法，以及有哪些救济手段可以弥补合同无效所带来的，对当事人和社会公

厦

门

大

学

众利益的损失，以期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市场。

1

硕

定及法律后果研究为论题，分析哪些况将导致合同无效，一旦合同无效将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认定及其法律后果研究

第一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

第一节

建设工程合同的性质

一、建设工程合同在合同法中的归类
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定性和定位，在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不同的
观点和做法，一部分国家将建设合同在“承揽合同”中加以规定，归属于
承揽合同的一种，如英国，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一部分国家则将建设工程
合同与承揽合同分离，作为单独的合同种类来规定，例如我国。我国受到
苏俄民法的影响，从 1955 年开始确认了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工程合同，1979
年第一次提出“基本建设合同”的概念，在 1982 年实施的《经济合同法》

年《合同法》中将建设工程合同单列为一章，明确使用了“建设工程合同”

博

的概念，在立法形式上是想完全把两者分开，但是《合同法》第 287 条规

硕

中规定“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包括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合同。①在 1999

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性

学

和共性还是很明显的，仍然肯定了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特殊种类，

大

没有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国《合同法》第 269 条对建设工程合同定义
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

门

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语言很简洁易懂，很短的语句

厦

总结概括了建设工程合同，但实际操作中，建设工程合同其实是非常复杂
繁琐的，由很多不同的部分和项目组成，会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产
生多条法律关系路线，交错编织而成，“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
会试图在自由、平等 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协和体” ②。
另外，在广义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也是建设工程合同之一种,并且在法院司
法统计报表中纳入建设工程合同的案由下予以归类。
李刚.建设工程合同若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长沙：湖南大学，2006.5.
[美]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 月修订版．323.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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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分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的意义
我国在立法中将建设工程合同单独列为一个种类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但是在合同法中对建设工程合同的描述和定义有些模糊，使其与承揽合同
的界限划分得不是十分明确，在理论上和实际适用上都带来了一些不便之
处。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标的物的性质，前者是不动产的建设，后者是
动产的制造加工。英国建设工程权威著作将建设工程合同定义为：“房屋
建筑或工程合同可以定义为一项协议，某人（泛指建筑商或承包商）为了
报酬为另一人(泛指业主或雇主)履行建筑或土木工程性质的工作。 ①承揽人
利用自己的技术、经验、设备等提供劳务的结果是工作成果，这种结果原
则上为物化劳务成果。 ②立法在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时，使用的是与承揽合同
一样的语言结构模式，既然要把两者划分开，就应当根据各自自身的特性
来定义，不宜把两种合同作为相似类型的合同模式进行规定，给适用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由于建设工程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决定了建设工程
合同与其他日常生活中常见种类的合同相较起来，有很多独特的方面。比

使用期限的长期性，建造过程周期长、工序技术要求复杂，而且国家法律

博

法规对合同各方主体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合同的标的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

硕

如，合同履行地点相对固定，标的物建造具有“单件性”并非批量生产、

学

内，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别程序，具有较强的计划性、

大

阶段性等等。从法律法规的限定来说，建设工程合同受到的限制和规制很
多，大部分是很严格的否定性的限制，甚至是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合同就

门

无法成立和生效。明确区分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对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第二节

厦

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认定

一、合同无效认定是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案件的难点
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通常都会把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作为其他

①
②

王秉乾.英国建设工程合同概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4-5.
隋彭生.合同法要义（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5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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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基础，合同有效或者无效，对纠纷的处理结果起着重大影响，效力
的认定不正确案件审理就有可能出现错误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的难点问题，这是由于国家处于控制和监管的目的，除
了法律法规对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定外，还对建设工程合同设置了特殊的约
束，将其效力的有无圈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很严
苛的按照法律规定认定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那么会有更多的合同都有可
能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效力该怎么认定，认定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当事人的意愿是怎么样的很多因素都要考虑，很难单纯地直接按照法
律规定办。只有在正确地认识和综合分析、判定各种因素对合同效力的影
响。
二、认定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
依据《合同法》第 52 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很坚决地规定了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

不提倡的态度，秉承着尽量保护交易成功的民事法治理念。法律、行政法

博

规被划分为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

硕

无效，是一个很严格的硬性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对合同无效是持谨慎的、

学

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直接切断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当事人不得
经过合意而不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即使约定了也是不起作用

大

的。违背强行法规之行为，原则上全部为无效，然亦有仅一部为无效或仅

门

为得撤销或加以别种制裁者，稀有不完全之规定，其违反亦无制裁者。 ①正
是出于对这种严厉程度的考虑，所以本项特别规定只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厦

不能任意扩大范围，不是所有位阶的法律规范都可以设置这种规定。《合
同法》解释二第 14 条中将“强制性规定”明确为“效力性强制规定”。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就规定了三种根据合同法第 52 条第（五）
项的规定，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
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
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
①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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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无效的。另外，该《解释》第四条还规定了两种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行为无效的情形：1.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2.没有
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依据法律及司法解
释来看，建设工程合同是否有效可以从合同主体的资质、是否符合必须具
备的强制性条件、是否存在禁止性规定的情形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民
法通则》第 58 条是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是合同无效的基础法律依据，
《合同法》中对合同无效的规定都是从理论和原则的角度较为宏观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列出的具体情形来判定建设工
程合同效力的认定，有具体情形对应以后，较为总体性、原则性的条款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实践中很少会被直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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