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1722/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1367



◇封底题字：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LAW-BASED SOCIETY
（创刊于 2016年）

编 委 会
主 任： 梁伟发
副 主 任： 陈文敏 陈华杰 王 波 梁德标 何广平 姜 滨

邓新建 董
委 员： 王利明 王振民 石佑启 朱义坤 朱景文 乔晓阳

刘春田 杜承铭 李 林 李仕春 李步云 吴汉东
怀效锋 张文显 陈冀平 卓泽渊 周叶中 郑方辉
赵秉志 胡建淼 姜明安 徐显明 黄 进 黄 瑶
葛洪义 鲍绍坤

总 编 辑： 董
副总编辑： 何桂复 李国清 杨建广 郑方辉
责任编辑： 陈毅坚 刘长兴 卢护锋 叶海波 刘 翔 李 珞
英文编辑： 曹佩升

为了适应期刊出版网络化发展的需要， 扩大本刊及作者文稿的交流渠道和学术影响， 本刊
已加入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
库、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和超星期刊数据库。 作者稿酬 （含著作权使用费） 一次性给付。 如作
者不同意文稿被上传到网络数据库收录， 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1722/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1367
定 价： 20元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单月 15日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46-576

主管单位：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省法学会
编辑出版： 《法治社会》 编辑部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 500号

广东警官学院教学楼四楼
电 话： 020-89090902
邮政编码： 510230
电子邮箱： fazhishehuibjb@163.com

�������������������������������������������������������������������������������������������

《法治社会》 （双月刊） 是由广东省法学会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学术理论刊物。 办

刊宗旨为： 立足广东、 面向全国， 及时报道广东及全国法学法律界最新研究成果， 传播最新

法治信息， 交流最新学术思想， 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

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 为建设法治中国、 法治广东服务。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欢迎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 法律实务工作者惠赐稿件。 凡

赐稿者敬请遵循以下要求： (1) 杜绝抄袭， 不得涉及国家机密和知识产权争议问题。 (2) 不得

一稿多投， 凡于 3 个月内未接到本刊采用通知的， 作者可自行处理。 (3) 文责自负， 所发表的

文章仅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 并不必然反映编辑部的立场， 但编辑在保持作者原稿基本观点

的基础上， 有权对文章作文字性修改、 删节。 (4) 稿件正文以 10000 至 15000 字为宜， 重大选

题稿件可适当放宽篇幅。 正文前须附中英文标题、 内容提要 （限 300 字以内） 及 关键词 （限

5 个以内）。 (5) 注释采用注脚， 全文连续注码。 非引用原文者， 注释前加 “参见”； 引用资料

非原始出处者， 注明 “转引自”。 (6) 稿件须有作者简介：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职

务）、 学位、 工作单位、 研究领域或方向及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文稿获得研究项

目资助或属于课题研究成果的， 请特别注明。

登录本刊电子采编平台， 点击 “作者投稿系统” 注册后进行网上投稿。

网址： http://fzhs.cbpt.cnki.net/wke/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fzhs

本刊对所发表的文章享有两年专有使用权， 包括以文集、 繁体文、 电子文等出版发行，

其期限从稿件正式发表之日起算。 作者有权使用该文章进行展览、 汇编或展示在自己的网站

上， 可享有非专有使用权。 文章在本刊发表后， 凡获奖、 转载、 被收编的， 请及时将信息反

馈本刊编辑部。

本刊通过中国邮政全国发行， 邮发代号为 46-576， 每册定价 20 元， 全年 120 元。 订阅

方法： 可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 （网址： http://bk.11185.cn/index.do），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广东邮政微邮局” 输入邮发代号 46-576 或刊名 《法治社会》 进行订阅， 也可到全国各地邮

局网点办理订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视野纵横

社会保障法视域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研究……………………………………周贤日 （ 1 ）

情势变更下再交涉之解构 ……………………………………………………………………孙 文 （13）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威胁及其法律应对 …………………张培田 唐 犀 周倩琳 （26）

论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变迁…………………………………………………………………邢伟星 （36）

立法研究

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的法理基础与入法路径……………………………………………吕 翾 （47）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实证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马竞遥 （56）

探讨争鸣

个案的多维差异化审视与生命力延展 ………………………………………………………闻志强 （65）

武力反恐视角下自卫权理论考 ………………………………………………………………吴何奇 （76）

实务观察

司法裁判援引传统文化问题探析

———基于 132 份生效裁判的实证分析 …………………………………………………方月伦 （87）

论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 ………………………………………………………………许志华 （97）

域外法谭

德沃金司法诠释理论的争议与贡献…………………………………………………………武西锋 （108）

故意犯中的客观行为不法与主观行为不法

———兼论故意不法与过失不法的关系…………… [德] 汉斯·库德利希 著 张志钢 译 （118）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2020 年第 2期 （总第 26 期）



On�the�Coping�Mechanism�of�Public�Health�Emergencies�from
� � � the�Perspective�of�Social�Security�Law ………………………………………………Zhou Xianri （ 1�）

The�Deconstruction�of�Renegotiation�under�the�Changed�Situation ……………………Sun Wen （13）

The�Threat�of�Backdoors�and�Technical�Loopholes�of�Information�Service�Equipment�and�
� � � Its�Legal�Response�…………………………………………Zhang Peitian Tang Xi Zhou Qianlin （26）

On�the�Change�of�Legal�Concept�of�Water�Project�Resettlement……………………Xing Weixing （36）

The�Legal�Basis�and�Law�Entry�Path�of�Land�Development�Right�in�Chinese�Context…Lv Xuan （47）

An�Empirical�Study�on�the�Operation�of�Local�Legislative�Power�in
� � �Cities�with�Districts ……………………………………………………………………Ma Jingyao （56）

The�Examination�of�Multi-dimensional�Differentiation�and�
� � � the�Extension�of�Vitality�in�Individual�cases ………………………………………Wen Zhiqiang （65）

On�the�Theory�of�Self-defense�Right�from�
� � � the�Perspective�of�Anti-terrorism�by�Force ………………………………………………Wu Heqi （76）

The�Citation�of�Traditional�Culture�in�Judicial�Judgement ………………………… Fang Yuelun （87）

On�the�Nature�of�Power�List�of�the�President�and�Chief�Judges ………………………Xu Zhihua （97）

The�Controversy�and�Contribution�of�Dworkin’s�Theory�of�Judicial�Interpretation�…………………
……………………………………………………………………………………………Wu Xifeng （108）

On�the�Objective�Wrongdoing�and�Subjective�Wrongdoing�in�Intentional�Offenses�…………………
…………………………………………Written�by�Hans Kudlich Translated�by�Zhang Zhigang （118）

LAW-BASED SOCIETY
No.2， 2020 (Serial No.26)

Translator /Proof Reader： Cao Peisheng



社会保障法视域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机制研究

周贤日 *

内容提要： 从社会保障法视域看， 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基本成型的法律机制， 各
项法律制度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还有不少需要检视完善的体制
机制， 不管是非典肺炎还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均反映出我国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保障机制建设上存在短板。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保障
法治体系方面， 要做好平时和应急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预防为主、 常备不懈” 的方
针应当贯彻到加大防疫基础规划和建设财政投入， 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充足的物
质基础； 在信息及时立即报告和迅速处置机制上， 要总结非典肺炎疫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两次惨痛深刻的教训， 在法定的报告机制外应该包容民间科学研究性质的言论自由
和信息分享， 法定的机构应当重视和及时收集利用民间的信息， 避免信息的遗漏、 错判和
延误导致的事件升级。 在医疗费用机制方面， 在收治甲类传染病人和按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的特定乙类传染病人的费用以及排查疑似上述病例的费用方面， 国家应迅速确定国家
财政负担的法定机制并让公众知悉。 在收治和隔离场所出现已有专业医疗机构收治能力不
足等情况下， 应当依法紧急征用条件成熟的楼堂馆所改造为收治机构、 隔离场所， 为防控
疫情提供设施保障。
关键词： 社会保障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传染病专科医院 隔离场所 信息披露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1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譹訛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于 2019年 12月 28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2020年 6月 1日实施。

一、 问题的提出

2019 年 12 月从武汉市开始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重大疫情及防控疫情的全国行动， 涉
及公共卫生、 应急、 公共秩序、 劳动、 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法律、 法规。 其中的社会保障法， 也称
为社会安全法， 由社会保险法、 社会救助法、 社会福利法、 军人保障法和其他保障法组成， 构成社
会保障的法治体系。 科学、 民主、 依法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为守护国家和社会安全提供了现代法治保
障。 我国涉及突发事件防控相关的法律、 法规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公共卫生法律， 如 《传染病
防治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 《动物防疫法》 《食品安全法》 和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譹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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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戒严法》 第二条规定： “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 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 暴乱或者严重骚乱， 不采取非常措
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 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 可见这部法律没有针对因包
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引发的需要封锁疫区而进行戒严的情形， 假设封锁疫区引发的动乱、 暴乱或者严重骚
乱， 这部法律的适用性也是需要探讨的。 因此， 建议将来修改戒严法， 要考虑突发重大事件引发动乱、 暴乱或者严重骚乱
时的戒严问题。

譻訛 屈婷： 《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jxsw/201910/t20191022_2067124.html，
2020年 2月 20日访问。

譼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2月 4日。
譽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leaders/2020-02/05/c_1125535239.htm， 2020年 2月 6日访问。

第二是应急法律， 如 《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
例》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等。 第三是维持公共秩序法律， 如
《人民警察法》 《出境入境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 《戒严法》譺訛 等。 第四是劳动法律， 如
《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等。 第五是社会保障法律， 如 《社
会保险法》 《工伤保险条例》 《失业保险条例》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等。 此外， 我国 《生物安全法
（草案）》 在 2019 年 10 月 21 日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譻訛 将来通过、 颁
行后， 也将成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 笔者将公共卫生、 应急、 公共秩
序、 劳动关系的法律与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联系起来论析， 在防控疫情的系统论角度去看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建设。

从社会保障法视域审视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 反观我国国家和社会在面对 2003
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社会保障法
治体系短板，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课题。

2020 年 2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提出对 2019 年 12月开始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 要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 要健全国家应急管
理体系， 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要加强法治建设，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譼訛 2月 5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提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 加强配套制度建
设， 完善处罚程序， 强化公共安全保障，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譽訛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为我们审视我国社会保障法保障我国国家和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
的各项体制、 机制建设， 提供了研究指引。

二、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建设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的严重态势， 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流动带
来的疫情严重复杂的巨大压力下， 党和政府应对疫情的各项决策、 部署、 措施是有效、 有力的， 全
国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运作正常、 较有效果， 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 需要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这是为了推进完善应对包括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在内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建设， 使得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保障法治体制机制
更加现代化、 科学化、 民主化。

（一）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决定的法治机制

根据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的规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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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 认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包括由疾病或动乱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也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或生物恐怖分子攻击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譿訛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长达 14 天， 部分人症状不明显， 部分人可能误作普通感冒， 部分人可能担心医疗费而不敢就医，
部分人被误诊漏诊， 部分统计报告的迟延， 种种因素， 叠加起来，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发现 27 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时，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估计已经是庞大的。 可惜这种叠加因素没有被有关部门警觉。

讀訛 国家卫健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health/2020-01/21/c_1125
488707.htm， 2020年 1月 21日访问。

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譾訛 这部条例是在 2003 年非典肺炎疫情背景下吸取当时疫情报告
滞后和处置延误等深刻教训而应时制定的。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也是在总结非典肺炎等事件后制订的行政法规。 总体预案
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 事发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立即报告特别重大、 突
发重大公共事件信息的同时， 要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及时、 有效地进行处
置， 控制事态。 必要时， 由国务院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国务院工作组统一指挥或指导有关地区、 部
门开展处置工作。 总体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测预警、 信息报告、 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 恢复重
建及调查评估等机制作了规定。 武汉蔓延的疫情， 按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应属于Ⅰ
级 （特别重大）， 而且是超出事发地湖北省党政机关处置能力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鉴于此次
疫情的严峻态势， 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机构即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由国务院总理任组长； 同时国务院层面成立
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由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动用中央到地
方、 军队到民间、 国有到私有的大量人力、 物力， 从法治保障机制看， 这种临时设置的应急处理机
构， 从治理科学化、 现代化、 法治化角度看， 还是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恢复重建时期通过科
学、 民主、 依法立法设置常备的能够统领各国家机关、 各社会组织和个人力量的应急法定机关和运
作机制， 以构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常态机构和机制。

根据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规定， 突发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
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该法
调整的范围比专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例广， 但是其宗旨与条例是相延续的。 该法第五条规
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 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
系，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 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 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
事件的影响。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譿訛 这一条法律规定在疫情扩散前
后的关键时间内没有得到有效切实的运用。 在肯定我国应急处理这次疫情的决心和成效的同时， 反
思法律机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的教训， 也是非常必要的。

面对严峻疫情，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讀訛 鉴于迅速扩散的疫情导
致疫区扩大到湖北省整个省， 波及全国其他 30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其他国家、 地区， 依法
需要实施对湖北整个省作为疫区隔离、 封锁的措施。 从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
三条有关决定疫区的封锁措施规范看， 既规定了由下而上的报告和决定机制， 也规定中央人民政府
立即直接决定某一地区 （特定的大中城市、 跨省直辖市自治区） 疫区的封锁措施。 建议修改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时， 在保留下级向上级报告决定机制的同时， 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后直接采取防控决定的权力， 同时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有权直接决定任何一个行政区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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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全部为疫区的权力。 这样的双向保障机制， 避免下级报告上级决定机制的迟缓或者疏漏。 有人
总结非典肺炎疫情扩散的教训， 认为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过度中央集权传统， 使得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进入中央、 受到重视后才能做出有效防控决策和措施， 会导致防控措施的延误或者迟
延，讁訛 因此地方党政机关在向上级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同时， 要同时决定和采取防控措施， 齐
头并进。

（二）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和确认的法治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蔓延前， 有个黄金防控窗口期。 为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的公共卫生信息
及时报告和确认的法治保障机制， 成为防控疫情的重要法治保障。 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 第十九条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 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报告
规范， 建立重大、 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 规定了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 流行等四种情
形，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 1 小时内， 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国
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 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 条例的第二
十条规定了， 突发事件监测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 2小时内报告的制度， 特别规定首先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2 小时内向本级人
民政府报告、 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制度。 该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 不得隐瞒、 缓报、 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缓
报、 谎报。 为了尽可能早地发现和遏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该条例第二十四条特别规定了突发事件
举报制度、 举报人的举报权和职责机关受理义务、 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等内容。 我国 《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 在第十九条规定了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和第二十条规定了国家建立
传染病防控制度。

但是这些规定，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机事件中，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贯彻运用。 对照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四条等规定， 需要我们检视
为什么条例规定如此严格的及时、 立即报告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为此， 应当反思我们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及时报告、 依法确认的法治保障机制。 在逐级报
告机制外， 条例规定了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从
有关事实情况看，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也接获了有关报告并派出人员到武汉调研， 但是在评判确认
是否会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误判、 迟判。 因此， 法律还应当确立保证不同意见的单位和个人越
级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报告的机制， 要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举报制度和举报权
利落实到预防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工作保障中， 以防现有的逐级报告机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导
致的信息误判、 战机贻误。 建议在修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时， 直接将全国统一举报电
话、 举报网站和其他举报途径写进条例， 让人民群众可以直接举报突发事件线索、 隐患和报告相关
信息， 使条例的防控举报机制成为可操作、 实用性的规范。

特别重要的是， 对科学研究的言论自由应当宽容和保护， 在确认是否会产生公共卫生事件有争
议的情况下， 要让公众有知情权、 参与权， 使突发事件综合评价法律机制得到落实。 以 1992 年 5
位学者撰写发表 《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 引发的邱氏鼠药案为例， 科学家根据相关事实经
验和科学原理对邱氏鼠药作出判断其可能含有有毒禁药氟乙酰胺会造成误伤人畜和污染环境， 北京
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科学家不侵犯邱氏的名誉权， 彰显了维护公共利益的科学研究言论自由高于民

讁訛 赵颖： 《突发事件应对法治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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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名誉权的价值理念。輥輮訛 反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 武汉市 8 名医务工作者根据
工作中获得的事实和经验在 2019 年 12 月底就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一定渠道提示病毒会人传人， 但
是这个重要的疫情信息却不幸被公权力介入并误判为 “谣言” 而对 8 名医务人员作出处理。 因此，
在强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 和有关法律的官方报告机制外， 还应当包容民间的科学研究
言论自由和信息分享， 依法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评判制度的现代化、 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 加强传染病专科医院建设， 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复杂多样、 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 这样的特性
使得各国重视平时的各项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建设， 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应急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总则第五条规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
常备不懈的方针。 在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防治突发事件的职责和财政经费保障。 随着
我国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 国家在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财政预算、 投入方
面应当加大， 从中央到地方要加强充实防疫有关资源的储备， 各地方平时应当开展相应的疫情防控
预防、 宣传和演练， 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各种需要。

根据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设置与传染病防治工作需要相适应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或者指定具备传染病防治条件和能力的
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 鉴于我国近年来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增多的现实， 在公共卫生保
障体系建设上， 应当规划、 建设各地级市和跨市区域性輥輯訛 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满足和应对平时传染
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需求。 由于数据的缺乏， 没有检索到非典肺炎后我国各地级市有无
新建投入专门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以广东省为例，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广东省公布的
专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医院中， 除了广州市公布的定点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輥輰訛 为传
染病专科医院， 其他各地级市没有传染病专科医院， 只有各地的普通医院的传染病科， 疫情严峻的
大城市深圳也只公布一家定点收治医院。 普通医院还承担着其他各类病人的医治任务， 在重大疫情
发生时容易出现交叉感染和污染。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应当在平时做好应急预案和防备体系
建设，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物质准备基础。 除了平时规划、 建设地级市传染病专科医院， 还可
以考虑在楼堂馆所设计建设方面， 特别是国有的大型郊区度假山庄、 酒店、 培训中心等， 做预案设
计， 预备公共卫生防疫使用的对接功能和空间。 当发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 有关人民政府可
以紧急征用合适的楼堂馆所， 加以紧急改造作为临时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医学隔离观察场所。 在防
控疫情的紧急状态下， 这种征用比起临时建设板棚医院更加有效、 及时。 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輥輮訛 苏力： 《〈秋菊打官司〉 案、 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 载 《法学研究》 1996年第 3期。 虽然数年后有人对苏力的观点提出了
不同的学术争论意见， 但是从非典型肺炎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披露机制缺陷看， 苏力的观点
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不同的学术观点意见如关今华： 《权利冲突的制约、 均衡和言论自由优先配置质疑———也论 〈秋菊打官
司〉 案、 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 载 《法学研究》 2000年第 3期。 笔者不赞同关今华的观点。 在科学家、 医务工作者有一
定事实、 经验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科学研究观点或者意见， 应当得到保护， 不应被作为侵犯名誉权、 更不应当被作为谣言
等， 公权力介入此类事件的处置应当慎重。

輥輯訛 鉴于我国地级市的设置较多， 人口量和就医需求量不同， 多数地级市需要根据人口量和就医需求量设置专门的传染病专科
医院； 少数人口较少的地级市可以由省设置相邻几个地级市区域性传染病专科医院。 普通医院在发现收治的病人有传染病
的情况下， 按规定将其转送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 减少交叉感染和污染；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染性疾病疫情时， 这
些专门传染病医院方便集中防控传染病的人力、 物力做好疫情防控。

輥輰訛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除了东风路院区， 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后在广州嘉禾建立了一个新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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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的规定为征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 国内外都有先例。 例如， 上海市
1988 年因市民食用毛蚶发生甲肝暴发流行的特殊时期， 就征用了很多酒店作为临时收治、 隔离病人
的场所。輥輱訛

（四） 确立国家财政负担救治甲类传染病和按照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的特定乙类传染病的法
治机制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是平时常态的医疗保障体制， 没有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急保障制
度设计。 在应急状态下， 收治甲类传染病人和按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的乙类传染病人的费用以及
排查疑似上述病例的费用方面， 国家应迅速确定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的法定机制并让公众知悉， 避
免因为担心费用而造成隐瞒病情、 导致疫情扩散。輥輲訛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特点， 将收治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费用明确由国家和地
方财政负担的机制， 并将排查疑似病例的费用也纳入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的机制， 解除人民群众对
费用负担的顾虑， 有助于有效、 切实控制疫情扩散。輥輳訛

从长远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建设看， 国家应当通过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将甲类和乙类传染病及依
据疫情研判虽然法律暂未列入甲、 乙类传染病中但传染程度相当于甲、 乙类传染病的新传染病基本
治疗费用列入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范畴， 这样才能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做到有效防控疫情， 避免
人民群众因医疗救治费用的担忧而隐匿病情导致疫情扩散。 这也是随着我国财政负担能力提升应该
确立的疾病防控和基本医疗费用法治保障机制。 未来随着我国国力进一步增强， 应该确立覆盖全民
的基本医疗财政负担保障法治机制， 强化公立医疗机构的建设和普及， 健全非营利为主导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为特定人群提供的少部分高端化的营利性医疗实行市场化和产业化。

三、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法治保障机制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 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这一原则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 要做好预防工作， 做好应急物资保障机制建设。

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至全国的事件为分析， 在发生蔓延前后， 武汉市及湖北省其他有
些地级市相关部门的预防意识淡薄、 应急保障薄弱， 对预防、 应急没有做好应有的保障， 定点医院

輥輱訛 笔者在 2020 年 1 月 26 日上午接到广东省法学会电话征集有关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建议， 提交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征用
郊区条件成熟的大型度假村、 山庄、 酒店， 特别是国有的这些场所， 紧急改造为收治传染病人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在居家
隔离难以避免交叉感染和防止疫情扩散的严峻态势下， 也应当征用部分酒店、 山庄、 度假村作为疑似病例或者密切接触者
的医学隔离观察场所。 这条意见也在 1月 27日通过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秘书处提交给了中国法学会。 2020 年 2 月 4 日笔者
通过微信看到了薛军、 沈岿两位学者的类似建议， 参见 《北大法学教授呼吁武汉政府紧急征用大量楼堂馆所 进行有效医
学隔离》， 电子商务法研究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eHHbUXxJJi2KIZgCDLLXCw， 2020年 2月 4日访问。

輥輲訛 在 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初期， 笔者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 曾写信向国务院建议要对所有非典肺炎病人实行免费救治、 国
家财政负担救治费用， 避免一些人因担心治疗费用而隐匿病情导致疫情扩散。 国家在随后的防控措施中实行了这个免费收
治决策。 这为我国有效迅速控制非典肺炎疫情提供了社会保障。

輥輳訛 为应对防控疫情， 中国财政部与国家医保局在 2020 年 1 月 22 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
保障的紧急通知》。 该通知要求， 各地医保及财政部门要确保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收治
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并规定了几点规则。 参见 《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保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救治费用》，
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j/2020/01-22/9067600.shtml， 2020年 1月 22日访问。 但是该通知没有明确中央财政
补助的具体额度， 没有规定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就医的费用负担解决办法。 随后， 财政部明确了中央财政补助
60%。 有的省明确了剩余的 40%由省财政全额负担。 参见 《黑龙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 新浪网：
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29/doc-iimxyqvy8970068.shtml， 2020年 1月 2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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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治能力、 人员和物资准备严重不足，輥輴訛 没有做好相应的预案和防控措施。 从法律角度分析， 显
示了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保障机制方面， 从卫生防疫部门用人机制、 信息化建设到预防
机制建设等保障方面存在不少短板。 只有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的各项保障机制建设， 在突发事
件发生时， 才能做到有效应对。

（一） 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物资储备和应急生产法治保障机制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突发事件， 事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生产保障制度， 财政建
立为应急生产企业提供政府财政支持补贴机制， 国家应明确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生产应急
保障物资的企业实行免税政策， 这是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保障和工作措施。 在免税机
制方面， 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 《企业所得税法》 没有对应的条文加以规定， 建
议在修订这些法律时， 规定在突发事件期间生产应急保障物资的企业依法享有免税的权利。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 1 月 30 日印发 《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
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 2 月 2 日财政部印发 《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这两份通知在税收减免上并没有作出应急的减免税规定。 2 月 6 日国家财
政部、 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对防控
疫情相关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免征、 减征等优惠； 2 月 11 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涉及支持防护救治、 支持物资供应、 鼓励公益捐赠、 支持复
工复产四个方面 12 项政策， 进一步加大、 明确了疫情防控方面的税收减免政策。 我国 《企业所得
税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免征、 减征税情形， 没有包括为防控突发事件生产应急保障物资和维持社
会必需品而继续生产经营的企业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体制
没有与应急保障法律体制关联起来。 建议在修改 《突发事件应对法》 《企业所得税法》 等法律时，
明确授权国务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下， 有权决定为应对突发事件而维持生产经营特别是生
产应急物资的企业在应急期间的免税、 减税机制。 新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先后联合发布了有关缓交、 减征各项社会保险费的
通知， 作为应急对策， 缓解用人单位的困难。 对照我国 《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等法律、 法规， 并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缓交、 减征的对应规则。 在将来修订这些相
应的法律、 法规时， 应将应对突发事件的缓交、 减征社会保险费应急法律规则规定进去。

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 这是吸取了非典肺炎疫情
等突发事件时期， 我国各地出现的医疗防疫物资紧缺、 储备不足等教训而规定的法律规则。 由于部
分医疗物资的保质期比较短， 需要科学合理安排一定的储备量和定期使用更替补充。 从集中资源、
防控传染病疫情的需要看， 常住人口达到一定数量以上輥輵訛 的各地级市建立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
改造一所普通医院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并做好相应的医疗物资储备， 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
类似非典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重大疫情， 防止交叉感染， 避免污染普通接诊医院院区， 是突
发疫情前可以做的平时社会保障。

在医疗物资的调度和发放方面， 为了医疗物资的有效有序调度和依法发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輥輴訛 《疫情重灾区黄冈卫健委主任 “一问三不知” 被提名免职》， 财新网： http://china.caixin.com/2020-01-30/101509620.html，
2020年 1月 31日访问。

輥輵訛 这需要根据我国各地级市人口分布、 医院数量和传染病发病数量等测算、 决定哪些地级市单独设立传染病专科医院、 哪些
地级市联合设立地区性传染病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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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纪检监察部门应同步及时介入展开监督， 避免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某一个部门滥用权力； 对
社会捐赠物资的调度和发放， 建立应急捐赠制度， 允许捐赠人按照意愿直接捐赠给医疗部门； 如果
由各地红十字会或者慈善总会负责接受和分派捐赠的， 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及时介入展开监督， 同时
由媒体、 捐赠人、 志愿者组织、 其他慈善组织的代表组成监督组织， 保障医疗物资的调度和发放符
合捐赠人的意思、 符合防疫疾控的用途。輥輶訛 如果由防疫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接受和调度应急物资的，
也应采取上述各方代表介入监督的机制。 不论是红十字会、 慈善总会还是应急指挥机构作为接受和
调度捐赠物资的部门， 都应组织充足人力保障捐赠物资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及时送到受赠的防疫医疗
单位、 保障捐赠资金和物资用于防疫， 并及时公开各项信息。 这些应急措施， 在将来修订相关法律
时要成为法律制度。

（二） 完善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资供应法治保障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了医疗物资的保障， 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各项物资及其供应系统的保
障， 也是应急保障系统需要做好的。

2020 年 1 月至 2月， 不仅武汉市， 湖北省多个地级市疫情严峻， 除了保障直接应对疫情的医疗
物资， 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物资也是应急保障的重要内容。 对于已经有疫情的其他省市区， 这
些物资的应急保障， 应当依法做好预案和保障。 为此， 2 月 3 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多部门组成的生活物资保障组， 建立快速联动工作机制， 增加生活必
需品供应， 协调落实各项必需品绿色通道， 加强武汉等重点地区的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从国家财税体制上讲， 不仅对生产医用物资的企业应当在贷款免息、 贴息、 免税上加以支持，
对保障人民群众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的企业都应当在贷款免息、 贴息和免税方面一并统筹安排， 以
鼓励这些企业在疫情期间继续生产经营。 这些应急措施， 在修订应急法律时应当研究、 确立为法律
制度。

（三）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应急物资供给保障制度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国家和地方应当启动应急物资供给保障的法治机制， 构建全国应急
物资救援反应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后， 除了医院专用医疗物资紧缺， 服务行业
的服务人员、 普通民众也紧缺防护口罩。 建议修改相关应急法律、 法规作出规定， 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期间， 国家和地方防疫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国家机构和人民团体抽派人员到各医疗物资生
产企业驻点协助、 监督生产、 销售， 按发改部门应急指导价统购医疗物资， 由防疫应急机构统一调
配给医疗、 疾控部门和各销售终端， 特别是要保障一线医疗机构的医疗物资供应。 从法律保障机制
看， 既然防护口罩成为防疫的必需品， 应当通过统管统购的应急机制， 纳入基本医疗保障项目， 保
障居民获得必需的基本防护口罩。

与此同时， 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 特别是我国的疫情严峻、 医疗物资紧缺的
情况下， 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宣布和采取措施禁止或者限制对外出口、 捐赠防疫需要的应急医疗物
资。 这也是应急保障应当确立的法治机制。 建议我国在修改 《突发事件应对法》 时， 明确规定这一
法治机制： 国家发生突发重大事件， 在应急期间我国应急物资紧缺的情况下， 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輥輶訛 公众经过自媒体发现和批评湖北省红十字会 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布将受捐赠的 1.6 万个 N95 口罩派给非定点收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的民营医院后， 经央视新闻现场追踪报道， 湖北省纪委监察委介入调查后作出通报。 参见 《湖北省纪委
监委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问题》， 中华网：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200204/37763680.
html， 2020年 2月 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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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批准， 禁止出口和向境外捐赠应急物资。

四、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劳动关系和其他社会保障法治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考虑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特点， 鉴于春节假期
结束后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危险， 我国决定适当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 作为应急措施。 受到
这一措施的影响， 引发的各种法律关系， 需要加以探讨。

（一）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劳动关系法治保障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社会秩序变成非常态， 影响到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其中关切人们生存
权、 发展权的莫过于劳动关系。

受到疫情影响， 大量用人单位停业停工停产、 一些中小企业会可能因此倒闭， 导致部分劳动者
失业， 这些失业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之间会产生劳动争议， 这些劳动者在停业停工停产期间的劳动
报酬和补偿机制需要有应急状态下的特殊处理机制。 按照我国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用人单位停
业停工停产一个月内的， 应当发放劳动者基本工资， 超过一个月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但维持劳动关
系的， 用人单位应当发放劳动者生活费。 对于此项生活费的多少， 各地规定不同。 《广东省工资支
付条例》 第三十九条、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二十七条也有地方的具体规定。 这些规定， 不是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期间的法律规定， 强调的是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的用人单位单方原因停
工、 停业、 停产， 而疫情造成的停工、 停业、 停产， 并非用人单位的意愿或者原因， 要求用人单位
承担第一个月正常工资、 第二个月生活费， 并没有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负担和损失。 实际上， 由于
受到疫情影响， 大量中小企业在停业停工停产期间损失很大、 很多用人单位无力发放一个月基本工
资和一个月生活费， 将有部分用人单位被迫选择解除劳动关系。 而有部分劳动者会因受到疫情期间
影响没有交通工具上班、 来自疫区需要依法被隔离检疫等因素， 导致产生争议。

可见， 我国劳动法并没有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劳动关系保障机制。 从平衡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的负担来看， 对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超过一个月无法上班， 不论是企业停工、 停业、 停产
还是劳动者自身原因无法上班， 又不属于因病在治病期间的劳动者，輥輷訛 也不属于因工患病被认定为
工伤的劳动者， 应当允许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对劳动者因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失业期
间， 国家社会保险部门应当及时给失业者发放失业保险金， 这是国家失业保险基金应当承担的， 不
应当将责任过度转嫁给用人单位。 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在隔离期间， 实
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 所在单位不得
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这一规定是针对甲类传染病的， 对于国家确定为乙类传染病但实
行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的， 从法律推理上可以适用。 这一规定虽然对保护劳动者有利， 但将
责任完全归于用人单位承担， 不符合许多用人单位的实际负担能力， 也不符合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
均衡的安排。 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上， 建议修订我国 《劳动法》 和 《传染病防治法》， 对因隔
离或者因疫情无法正常上班超过一个月工资支付周期的劳动者， 除了属于因病治疗期间或者因工伤
等法定保护情形外， 应允许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者作为失业状态， 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失
业保险金。

輥輷訛 1995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对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做了规定， 在职工
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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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疫情作出的延长放假时间， 属于特殊时期的变通， 应当属于休息日， 不应当作为公休假
日。輦輮訛 在国家宣布延长假期的情况下， 关系防疫的医疗物资等企业需要继续上班、 提前开工生产、
不能休息的， 还有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需要正常运作， 不能延长放假， 按照我国现行劳动法律
的规定， 作为休息日加班， 能够安排补休的安排补休， 不能安排补休， 要支付 200%的工资。 这也
是平时劳动法的加班计酬方式，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为了防疫需要继续工作不能安排休息、
补休的劳动者， 完全由用人单位单方按平时劳动法的加班计酬计发 200%的工资， 在法理、 情理上
也过度加重了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与防疫有关、 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有关
的企业， 冒着风险为防疫、 为社会正常运作提供保障， 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其提升产品和服务价格，
又要企业单方承担加班工资， 并不妥当。 这也是我国 《劳动法》 没有考虑应急状态的特殊劳动法律
规则的结果。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失业保险基金有法定用途、 不能给这类劳动者发放补贴， 我国也没
有应急保障基金可以补贴这类劳动者，輦輯訛 在这种情形下， 不宜简单适用平时劳动法的 200%支付加班
费的要求， 建议采取倡导性、 鼓励性规范， 倡议、 鼓励企业给应急防疫需要提前复工、 不能延长假
期的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而且国家在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应当允许适度地依照市场规律调整， 同时国
家应给予产品和服务的财政补贴和相应的税费减免。 如果简单地控制产品和服务价格， 而这些因防
疫需要提前复工的企业的积极性会受挫， 也无力给提前复工的劳动者发放加班费。

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九条规定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生人员补助
和保健津贴等相关制度。 根据这一制度，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中央财政明确给予防疫医
疗两类人员每天 300 元、 200 元的补贴。 从防控疫情工作人员的感染风险和艰巨任务看， 这个补贴
数额是微薄的， 因此应允许和鼓励各地财政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 及时作出增加补贴、 补助的决
定和行动。 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通知看， 对这些补贴、 补助应当免征个人所得税。 修订
《个人所得税法》 等法律、 法规时， 要确立应急期间的应急工作人员补助、 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和
中央、 地方负担补助费用等相关机制。 按照我国 《工伤保险条例》， 对在防疫医疗中感染病毒去世
或者致残的工作人员应依法认定为工伤， 及时发放工伤保险金。

（二）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管理和公共秩序保障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根据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 等法律、 法
规， 对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需要采取分类收治、 隔离医学观察， 以保证切断传染
源、 传染途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启动了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 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防疫应急机构应当组织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人力采
取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防疫措施和行动， 公民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 配合疾控卫生部门的防疫
措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也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接受、 配合医疗卫生机构为预
防、 控制、 消除传染病危害依法采取的调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 医学观察等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 出现了一些人违反防控疫情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主
要涉及抗拒疫情防控措施 （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妨害传

輦輮訛 在国家统一安排的延长放假时间后， 各地方再作出的迟延复工的时间， 既不是公休假日， 也不是休息日， 应作为更加特殊
的一种变通规定， 参照用人单位停工停产停业期间的工资支付、 安排年休假等。

輦輯訛 例如， 2020 年 2 月上旬， 江西省下发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稳岗的通知》 和 《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用就业补助金、 失业保险金等补助、 支付对应企业和人员的补助政策，
以相应平衡企业支付加班费等负担。 详情见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http://rst.jiangxi.gov.cn/tzgg/index.jhtml， 2020 年 2
月 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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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防治、 妨害公务等）、 暴力伤医、 制假售假、 非法经营等， 其中直接关系疫情防控的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典型和常见。 对于明知已经感染或者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 隐瞒、 谎报病情、 旅居史、 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 采取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 密切接触他人等
方式， 向不特定人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危害公共安全的，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
于违反法律规定， 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 《传染病防治法》 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 引起新型
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严重传播危险的， 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輦輰訛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这类违法犯
罪行为人进行追责， 保障防疫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三）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其他社会保障法治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涉及大量需要协调处理的社会保障关系。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对
大量疑似传染病人和与确诊传染病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安置以及生活供应问题， 需要有完善的社
会救助保障机制。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或者服务帮助。輦輱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 对需要依法隔离和安置的大量疑似传染病人和与确诊传染病人密切
接触者采取临时救助， 使隔离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和保障受隔离人员的生活需要。 前述我国 《传染病
防治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在隔离期间， 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
活保障。 但是具体如何组织人员加以保障， 这也是我国在修订相关法律时应当考虑增加的内容和相
应机制。 要组织各类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人员通过平时的防疫应急训练，輦輲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有序安排到防疫一线维持隔离场所管理， 给集中、 定点隔离中的疑似病例或者密切接触者送日常生
活必需品， 这样才能通过有效隔离， 以达到阻断传染源、 更好防控疫情的需要。

各级国家机构在紧急应对疫情、 采取非常措施的同时， 也要充分保护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利，
不得随意扩张和滥用权力， 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所有疑似病例或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而要动用尽
可能的力量安排合适合理的场所采取集中但分开隔离、 避免交叉感染、 尽力尽快采购检测产品检测
和其他有效方法排查出不需要隔离的人员， 这也是在应急中应当加以保障的方面。 在防控疫情的同
时， 也应当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保障。輦輳訛

结语

平时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应急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有不同的适用对
象、 条件、 程序和规则， 一方面要做好平时常态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要做好应急状
况下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建设。 实行预防为主、 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就是要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前， 把各项为应急应对的工作做好、 做足， 常备不懈。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建设， 基本是围绕常态的应对机制， 对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

輦輰訛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对类似情形解释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但是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
病而拒绝接受检疫、 强制隔离或者治疗的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故意的， 因此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更符合其犯罪构成要件。

輦輱訛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编写组：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85页。
輦輲訛 姚元晶： 《凝聚全民的力量应对公共危机———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国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的启示》， 载 《中国应急救援》

2011年第 1期。
輦輳訛 陈颖健：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美国州卫生应急授权示范法〉 的借鉴与启示》， 载 《中国卫生政策

研究》 2013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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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保障，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值得从包括传染性非典肺炎、 汶川大地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
灾难中总结教训、 改进法治机制， 将突发事件应急中的各项成熟措施转变为现代、 科学、 民主、 依
法的应急保障法治机制， 在这方面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保障法治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 刘 翔）

Abstract: 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security�law,�China�has�a�basic�legal�mechanism�to�deal�
with�public�health�emergencies�and�various�legal�systems�have�played�active�roles�in�dealing�with�
public�health�emergencies.�However,�there�are�still�many�systems�and�mechanisms�that�need�to�be�
examined�and�improved,�whether�it�is�SARS�or�COVID-19’s�sudden�major�public�health�events,�
all�of�which�reflect�the�shortcomings�in�the�construction�of�the�security�mechanism�to�deal�with�
public�health�emergencies�in�China.�In�terms�of�the�legal�system�of�social�security�in�response�to�
public�health�emergencies�and�in�order�to�do�a�good�job�in�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security�
system� in�peacetime�and� emergency,� the� policy�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constant� preparation”
should�be�carried�out�in�the�basic�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financial�investment�in�epidemic�
prevention�so�that�there�is�a�sufficient�material�basis�for�dealing�with�public�health�emergencies.�
In�terms�of�the�mechanism�of�timely�and�immediate�reporting�and�rapid�disposal�of�information,�
it� is�necessary� to� sum�up� the� two�painful� and�profound� lessons�of� the�SARS�epidemic� and� the�
COVID-19�epidemic.� In�addition� to� the� statutory� reporting�mechanism,� freedom�of� speech�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he� nature� of� civil� scientific� research� should� be� included.� Statutory�
institution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timely� collect� and� utilize� non-governmental�
information� to�avoid�escalation�caused�by�omissions,�misjudgments� and�delays.�With� regard� to�
the�medical�cost�mechanism,�in�terms�of�the�cost�of�treating�patients�with�category�A�infectious�
diseases�and�specific�category�B�infectious�patients�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category�A�
infectious� diseases� as�well� as� the� cost� of� screening� suspected� cases,� the� State� should� promptly�
establish�a�statutory�mechanism�for� the� financial�burden�of� the�State�and�make� it�known� to� the�
public.� In� the� case� of�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reception� and� isolation� places,� buildings� and� halls� with� mature� conditions� for� emergency�
requisition�shall�be�transformed�into�reception�institutions�and�isolation�places�in�accordance�with�
the�law�so�as�to�provide�facilities�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epidemic�situation.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Law；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Hospital； Isolated�Place； Information�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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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譹訛 典型的例如卡斯腾·海尔斯特尔、 许德风：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 载 《中外法学》 2004 年第 4 期； 韩强： 《情势变更原则的

类型化研究》， 载 《法学研究》 2010 年第 4期； 韩世远： 《情事变更若干问题研究》， 载 《中外法学》 2014年第 3期。
譺訛 指出这一观点的例如 Wieacker, FS Wilburg （1965）, 229 （233 f.）;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3. Aufl.,

1979, § 26 7; Medicus, FS Flume I, 1978, 629, 642 ff.; Medicus/M. Stürner, in: Prütting/Wegen/Weinreich,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2012, § 313 Rn. 26.

孙 文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草案）》 在情势变更制度下加入了遭受不利一方可请求再交涉的表
述。 但对其定性， 既有的从给付义务、 不真正义务或者附随义务说皆非合理， 形成权说更
与体系相悖。 再交涉并不能如想象那样促进私法自治和契约严守， 相反可能导致因情势变
更而获益一方更具谈判优势， 增加司法成本。 从法经济学和比较法角度也无法证立再交涉
的必要性。 发生情势变更后， 并不一定需要再交涉， 且如何交涉以及不交涉的后果在现行
法体系上皆无法明确。 应将再交涉视为单纯的法律倡导， 使其脱离权利义务的讨论。
关键词： 情势变更 再交涉 异质性 倡导规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2

情势变更下再交涉之解构

一、 问题的提出

情势变更制度是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例外， 满足相应要件时可以对合同作出变更， 这一点已形
成广泛共识， 学界和实务界多年来对其构成要件的讨论亦汗牛充栋。譹訛 相比之下却鲜见对于合同如
何调整的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
简称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六条将变更和解除定位为形成诉权之后， 似乎任务就全交
法院了。 但法院却有可能偏离原先的合同， 进行广泛的自由裁量， 使得作为私法自治体现的合同陷
入他决之风险， 损害合同自由。譺訛 因此应将决定权交还给当事人。 我国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第
三百二十三条首次规定了在发生情势变更时， 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首先可以请求与对方重新协商，
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该规定在 《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 及新近公布的 《民法典 （草
案）》 中亦得延续。 事实上， 关于 “再交涉” 的讨论在比较法上已盛行多年， 我国学者对其探讨亦
由来已久， 立法方案似乎是吸收国际经验， 迎合国际潮流和现实需求， 但其作用是否可能被夸大却
鲜有质疑。 目前的所有讨论都只是立法论意义上的宏观架构， 集中的问题域是其性质、 功能、 诉讼
执行以及与情势变更后变更合同之间如何协调。 本文也拟从这些层面展开剖析， 探究现有观点存在
的漏洞， 以期为即将到来的民法典时代准确定位 “再交涉” 提供些许建议， 并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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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覿ftsgrundlagenst觟rung -Dogmatik, Gestaltung und Vergleich, BB 2004, 2697, 2698 f.; Heinrichs, Vertragsanpassung bei St觟rung
der Gesch覿ftsgrundlage. Eine Skizze der Anspruchsl觟sung des § 313 BGB, in FS Heldrich 2005, 183, 195 ff..

讁訛 Horn, Vertragsdauer als schuldrechtliches Regelungsproblem, Gutachten vom Dezember 1980 für das BMJ zur Schuldrechtsreform, in: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gb), Gutachten und Vorschl覿ger zur 譈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K觟ln 1981, S. 551 ff.;
ders, Die Anpassung langfristiger Vertr覿ge im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sverkehr - Vertragsklauseln und Schiedspraxis, in: Horn/
Fontanie/Maskow/Schmitthoff, Die Anpassung langfristiger Vertr覿ge, 1984, S. 9ff.; ders, Vertragsbindung unter ver覿nderten Umst覿nden
-Zur Wirksamkeit von Anpassungsregelungen in langfristigen Vertr覿gen, NJW 1985, 1118.

輥輮訛 Nelle, Neuverhandlungspflichten-Neuverhandlungen zur Vertragsanpassung und Vertragserg覿nzung als Gegenstand von Pflichten und
Obliegenheit, 1993.

輥輯訛 Eidenmüller, ZIP 1995, S. 1071.

二、 再交涉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 德国私法上一些领域已承认再交涉义务， 例如公司法、 劳动法以及预约
产生的交涉义务。 而在交易基础障碍语境下， 当事人在何种情况下有义务就合同调整进行交涉一直
有争论， 在现行 《德国民法典》 第 313 条实现法典化之前仅有一个下级法院的判决肯定了从交易基
础障碍中会产生再交涉义务。譻訛 虽然部分观点认为， 德国帝国法院 （RG） 和德国联邦法院 （BGH）
隐含地肯定了再交涉义务的存在。譼訛 但迄今为止的判决并未明确地指出方向。 此外， 不少学者反对
由交易基础障碍产生的交涉义务。譽訛

事实上， 当今交易基础理论的首创者 Oertmann 早就指出， 以交涉的方法进行交易基础下的调
整是 “正确的解决方法”。譾訛 现在公认最早提出系统再交涉理论的是德国学者 Nobert Horn， 他谨慎地
抛出了一个论点， 认为即使合同中没有写明再交涉条款， 在德国法中也存在着一种再交涉义务。譿訛

即除了约定的再交涉条款和特别法规定的再交涉义务， 再交涉义务也应有一般法定事实构成， 因为
在发生交易基础丧失或因情势变更而要终止， 从而要调整合同时， 总是存在一个法定的 （ex lege）
再交涉义务。 Horn 试图将就调整合同进行的再交涉理解为情势变更的一般性法律效果， 如果终止相
对人有意更改条件并继续履行合同的话， 再交涉亦是继续性债务关系终止的法律效果。 所以在法律
认可有必要调整私人间法律关系的场合， 当事人的再交涉义务 “符合私法自治之利益”， 这样重新
构建相关私法关系的任务就不会仅分配给法官， 而是主要分配给当事人。 概言之， 再交涉更符合继
续履行利益， 体现私法自治， 减少法官自由裁量。 Horn 的理论得到了德国诸多学者的赞同，讀訛 其本
人随后也多次撰文， 力主立法采纳这一新事物。讁訛 最值得注意的是 Horn 提出该理论的十多年后，
Nelle 在其博士论文中尝试将再交涉义务进行更系统的教义学化，輥輮訛 说法变成 “再交涉义务理论”
（Lehre von den Neuverhandlungspflichten）。 有学者赞扬其为 “法律上特别有趣的一个创新”，輥輯訛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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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Martinek, Die Lehre von den Neuverhandlungspflichten-Bestandsaufnahme, Kritik und Ablehnung, AcP 198 (1998), S. 329 ff. 关于
“法学上之发现”， 参见 D觟lle, Juristische Entdeckungen, Festvortrag, Verhandlungen des 42. DJT 1957, Bd. II (Sitzungsberichte)
Teil B, 1958, S. B 1, B 3 und B 21.

輥輱訛 [日] 内田贵： 《现代契约法的新发展与一般条款》， 胡海宝译， 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 （第 2 卷）》， 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17页。

輥輲訛 参见 BT-Drucks. 14/6040, 176.
輥輳訛 BGH NJW 2012, 373, 376.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有学者提出戏谑： 再交涉义务是否堪称 D觟lle 所言的 “法学上之发现”。輥輰訛 日本学者也认为， 古典合
同法不存在再交涉义务， 现代合同法将继续谈判义务法定化， 属于合同法理论的新发展。輥輱訛 但在德
国债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明确规范交涉义务。 尽管立法理由书要求， 当事人首先应就调整进行交
涉。輥輲訛 但最后 《德国民法典》 第 313 条正文并未纳入再交涉义务。

鉴于近来诸多国际和欧洲统一立法确立了再交涉 （详见下文）， 以及对 《德国民法典》 第 313
条第 1 款是否督促当事人进行再交涉存在诸多争议， 德国联邦法院在交易基础障碍的案例中确定，
合同当事人负有和另一方协作完成调整之义务， 两次明确提出交涉义务及其履行。 根据德国联邦法
院的观点， 因交易基础障碍而获利一方负有协作调整之义务， 该义务与遭受不利一方的调整请求权
相对应， 因为请求权和义务是同一权利的两个层面。輥輳訛

三、 再交涉之定性

关于再交涉的性质之争， 主要观点分为两种， 即义务说和权利说， 义务说之下可再分为真正义
务说和不真正义务说， 而权利说则认为再交涉是一种形成权。

（一） 从给付义务说

真正义务说的代表即德国联邦法院， 在其要作出裁判的案例中， 调整权利人在诉讼前要求合同
另一方对合同变更进行协作， 但调整相对人没有接受该交涉提议。 根据德国联邦法院的观点， 其陷
入债务人迟延， 根据 《德国民法典》 第 280 条第 1 款结合 286 条第 1 款负担损害赔偿义务。輥輴訛 德国
联邦法院的这一表述可以看作是再交涉义务教义学定位上的一个重要结论， 支撑这一结论的论据在
于， 《德国民法典》 第 313 条第 1 款关于交易基础的规范， 是诚实信用原则下的一个特殊情形， 而
第 242 条的一个重要功能基于公平正义之利益， 对合同进行纠正， 以调整请求权与再交涉义务相结
合， 可以对现有合同关系进行嗣后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效果， 德国联
邦法院认为构成债务人延迟。 根据义务指向的是给付利益还是固有利益， 可将义务区分为给付义
务， 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 以及保护义务 （对应 《德国民法典》 第 241 条第 2 款）， 债务
人迟延显然指向的是合同的给付利益， 所以交涉义务是与给付相关的协作义务， 其为合同的继续履
行创造了条件， 并排除了情势变更这一履行障碍。 所以在德国联邦法院看来这一与给付相关的义务
应被视为从给付义务， 而非第 241 条第 2 款的保护义务或单纯的不真正义务。 这一观点亦得到部分
学者的支持。 总而言之， 再交涉是一个约定或法定的、 可诉请履行的、 有损害赔偿予以保障的从给
付义务， 其义务内容是再交涉， 所以享有权利的一方享有履行请求权， 在不履行该义务或履行不符
合约定时， 负担义务的当事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但须明确的是， 除了给付义务， 个别再交涉义
务， 例如通知义务、 提出建议义务以及其它一些再交涉义务中的协作义务， 是非独立的附随义务，
在违反义务时结果是损害赔偿而非履行请求权， 这些再交涉义务也是广义上的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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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法上， 亦有观点支持从给付义务说， 例如早在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六条首
次规定情势变更之际， 负责起草的法官就认为：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六条虽然未明确
规定 ‘再交涉义务’， 但在解释上应当肯定 ‘再交涉义务’ 的存在”， 并认为审判实务有必要借鉴因
违反再交涉义务而发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做法。輥輵訛 但这里所提到的借鉴对象， 并非德国法规定， 而是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和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等国际公约， 例如在比利时最高法院适
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 79 条作出的一则判决中， 法官根据公允及善良原则确定违
反再交涉义务的损害赔偿数额。輥輶訛

（二） 不真正义务说

不真正义务亦称对己义务， 其强度较弱， 违反该义务的结果并非强制履行或损害赔偿， 而是负
担义务一方失去其法律上的有利地位或遭受某种不利， 有时这种不利在经济上甚至要超过义务违反
的损害赔偿。 因情势变更常常会造成一方遭受不利， 另一方获得利益， 对于遭受不利的一方而言，
及时进行再交涉是为了挽救自身利益， 新近的 《民法典 （草案）》 也将请求重新协商的任务交给了
“受不利影响的一方”， 部分观点认为， 该观点是吸收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6.2.3 条的规定， 因
为对于没有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 本来就没有对其提供救济的必要， 所以无权请求再交涉。輥輷訛 但
一方有利一方不利并非认定不真正义务的前提， 只会对界定单方义务还是双方义务产生影响， 也有
持不真正义务说的观点认为， 对于获利一方当事人来说， 如果对方不是变更合同， 而是直接请求
解除的话， 实施再交涉可以避免合同废止产生的不利。輦輮訛

持不真正义务说者通常也会说明为何反对给付义务说。 一个理由在于另一方不配合交涉时， 给
付义务说提出的损害赔偿解决方案不合理， 损害赔偿的基础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很难界
定。輦輯訛 然而对于违反再交涉的后果， 不真正义务说内部又陷入混乱， 有观点主张 “并不发生因债务
不履行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仅发生调整或解除契约的权限丧失或发生变化的不利后果。”輦輰訛 有观
点主张 “如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 并诉至法院请求变更或解除时， 法院应当将当事人是否违反继续
谈判义务作为判决的依据进行通盘考虑， 从而作出公正的判决。”輦輱訛 甚至有些观点陷入自相矛盾， 认
为即使将再交涉认定为不真正义务， 也不是纯粹的不真正义务， 因其不仅对自己有利， 也对对方有
利， 所以 “违反再交涉义务将导致损害赔偿。”輦輲訛

须指出的是， 给付义务和不真正义务的区分并非通行于所有法秩序， 对于利益状况和当事人可
能遭受的制裁来说， 损害赔偿、 终止、 解除或者权利损失的价值可能都是相等的。 有观点就反对在
义务和不真正义务之间进行明确区分， 例如原 《德国民法典》 第 325 条和第 326 条即为明证， 在双
务合同中债权人因债务不履行而请求解除合同或损害赔偿时， 损害赔偿义务和其他的不利并非泾渭
分明的关系。 在给付障碍法中， 履行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债权性留置权、 解除和终止权共同
构成义务违反的制裁体系， 而不能嗣后根据债权人的反应， 即其选择何种救济， 来认定违反的是义

輥輵訛 王闯： 《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商事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载 《法律适用》 2009年第 9期
輥輶訛 关于该案的具体介绍参见前引譹訛， 韩世远文。
輥輷訛 王利明： 《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 〈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 （二审稿） 第三百二十三条》，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3期。
輦輮訛 许元果： 《情事变更下的再交涉义务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7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王利明文。
輦輰訛 孙美兰： 《情事变动与契约理论》，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90页。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王利明文。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许元果文， 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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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是不真正义务。 债权人对于主给付义务的违反 （结果通常是损害赔偿）， 可以选择违反不真正
义务的制裁措施， 但这不会导致义务的性质发生改变。輦輳訛 两者之间的真正区分不在于违反义务所面
临的法律效果， 而在于： 负担给付义务之人在违反义务时， 构成不法 （rechtswidrig）； 而对于违反不
真正义务之人则不能指责其不法。輦輴訛 上述界定再交涉的尝试均未能看到此点， 都是以结果为导向进
行的， 而 《民法典 （草案）》 恰未规定不交涉的后果。

（三） 附随义务说

附随义务说认为， 一个合同中本就暗含着参与具有建设性交涉以达成必要之妥协的义务。 和不
得要求继续履行已经不再有意义的合同这一要求一样， 参与重新塑造法律行为也是妥善行为
（Wohlverhalten） 的一种表现。 情势变更本就是脱胎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一项制度， 附随义务也是如
此， 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附随义务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兼顾相对人的法益和利益， 为顺
利履行义务提供必要之协作。 在德国法上， 附随义务的法律义务是 《德国民法典》 第 241 条第 2
款， 亦是再交涉的请求权基础， 如违反再交涉的附随义务， 效果也是引发损害赔偿请求权。輦輵訛 虽然
在个别情况下如何妥善履行再交涉义务存在疑问， 但可以明确的是有最低限度的沟通要求， 如发布
信息、 提出建议、 公平谈判和不得欺诈和胁迫等。輦輶訛 并且部分观点还进一步指出， 再交涉附随义务
并不是一种结果义务， 其无法强迫当事人就调整合同达成合意， 否则无异于强制缔约， 相反义务的
内容是谈判本身， 强制的是当事人参与对方的调整建议， 并进行考虑， 所以它鼓励当事人在庭外解
决争议，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颇值采纳。輦輷訛

（四） 形成权说

形成权说的立论主要是基于前述义务说的弱点， 该说认为， 我国目前的研究一边倒地将义务作
为再交涉的根基并不准确， 再交涉的义务并非 “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而是具有强制性前置程序
效力的法定义务， 强度和刚性更甚， 当事人必须进行再交涉， 失败时才能求诸于法院解除， 司法实
践中也确实出现了因当事人未履行再交涉义务而导致法院拒绝变更或解除的做法，輧輮訛 定性为义务是
对当事人私法自治的过度限制， 是法律 “父爱主义” 的体现， 但是即使强迫当事人再交涉也不一定
能达成合意， 甚至当事人可能根本没有再交涉意愿， 强迫为之只能是耗费成本、 影响效率。 在义务
说内部， 虽然手段义务和结果义务的争议暂时平息， 但其适用前提和标准给法官留下的主观恣意性
较大， 在违反义务时是否设置损害赔偿的效果仍存分歧。

因此形成权说转换思维模式， 将再交涉从义务的强制性束缚中脱离开来， 认为是否再交涉是任
何一方当事人都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由其决定是否开启再交涉有利于意
思自治，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提高效率。 并且这种权利还是一种形成权， 具体来说， 只要当事人
行使权利， 就直接进入再交涉程序， 并且此程序是司法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前置程序， 被请求再交涉
的那一方由此不得再直接请求变更或解除， 其诉讼权利受到限制， 这样就可以避免合意启动的繁琐
和低效， 同时形成权伴有的除斥期间限制也可以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导致利益失衡。 在表述上， 形

輦輳訛 Flessner, Befreiung vom Vertrag wegen Nichterfüllung, ZEuP 1997, S. 255 ff.
輦輴訛 MünKomm/Krammer, 3. Aufl., 1994, § 241 Rn. 44.
輦輵訛 Janda, St觟rung der Gesch覿ftsgrundlage und Anpassung des Vertrages, NJ 2013, S. 7.
輦輶訛 Eidenmüller, ZIP 1995, 1063, 1068; Martinek, AcP 198 (1998), 329, 339 f.
輦輷訛 Janda, NJ 2013, S. 8.
輧輮訛 参见 “杨某某与岳阳市某某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岳中民一终字第 302 号

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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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权说建议采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6.2.3 条的做法， 将目前 《民法典合同
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 的表达从 “可以请求” 改为 “有权要求” （entitled to）， 且该权利不仅仅由
因情势变更遭受不利一方所享有， 获利一方也享有该权利， 一旦一方行使权利， 双方就要本着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实质交涉， 不仅是同意交涉， 还要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如果在再交涉期间不能达成
合意， 则任何一方当事人仍可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輧輯訛

（五） 本文的观点

本文认为， 再交涉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学说， 对其无法作出定性。 理由如下：
首先在从给付义务和不真正义务之间， 一方面损害赔偿的法律效果相比自己遭受不利益， 在强

度和强制执行方面都更具有优势， 如果要在义务框架下作一选择显然从给付义务更有保障； 但是另
一方面， 强制当事人之间进行合作和交涉没有道理， 且无法在司法层面实施， 特别是民法这种强调
当事人自治的私法， 显得格格不入。 要求当事人协商并非强制前置程序， 法律只能建议当事人进行
交涉， 例如在德国， 即便德国联邦法院倾向将再交涉定位为从给付义务， 仍有许多反对意见， 认为
倘若享有调整请求权的当事人在起诉前未尽一切可能达成庭外解决的话， 最多产生诉讼费用上的结
果， 但其诉讼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 （Rechtsschutzbedürfnis）， 因不构成义务违反亦不产生损害赔
偿请求权。輧輰訛 在我国， 关于再交涉义务， 除了 《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 我国实证法上
能找到相关依据也仅有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 第四条： “在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 改订合同； 重新协商不成的，
争取调解解决。” 该规定显然只是一种倡导， 而非强制性规定。 和民事诉讼中鼓励当事人自行达成
调解一样， 无法强迫当事人为之， 至少鉴于立法草案规定和民事诉讼法未作修改的情况， 再交涉还
不是情势变更诉讼的强制性程序， 不宜定性过高。 如果退而求其次， 定性为不真正义务， 问题在于
如果将义务施加于因情势变更遭受不利的一方， 其本来就陷入履行困难， 若因信息不对称或自身原
因以外的障碍未能及时和对方交涉， 再让其失去主张变更或解除的权利， 则是雪上加霜， 更加不公
平， 违背情势变更基于实质正义对合同进行纠正的制度目的。 综上这两种方案皆不合理。

其次将再交涉定性为一种附随义务也不妥当。 既然从给付义务强制交涉的步伐迈得太大， 不真
正义务又保护不足， 附随义务似乎作出适当折衷， 既不存在从给付义务说无法解决的强迫缔约这一
解释难题， 相比不真正义务说又有损害赔偿作保障。 然而， 附随义务说与给付义务说的根本区别在
于所保护的利益不同， 涉及对价利益 （魧quivalenzinteresse） 者为给付义务， 附随义务关注的是固有
利益 （Intergrit覿tsinteresse）， 情势变更下的再交涉涉及哪种利益很难说， 在原先合同因情势变更无法
继续履行、 双方想要寻求变更时， 原先合同约定必然是重要参考因素， 很难说立足于此的再交涉与
给付利益无涉， 相反当事人大多是想恢复给付利益的平衡才展开交涉， 变更有可能并不丧失合同的
同一性。 此时的再交涉就是一种与给付相关的从给付义务。 此外， 附随义务说主张不强迫当事人形
成合意， 只强迫当事人交涉， 认为再交涉有鼓励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 节约诉讼资源的优点， 但在
民事诉讼上如果交涉非前置程序， 当事人即使拒绝私下交涉， 法律也没有制裁的理由。 本文认为，
交涉和这种情况一样， 只是倡导无法强制， 看不出有更强的理由须将再交涉的地位特殊化。

最后， 形成权观点更不符合民法中配置形成权的一般原理，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支柱， 仅凭单方

輧輯訛 张素华、 宁园： 《论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再交涉权利》，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輧輰訛 MünKomm/Finkenauer, 6. Aufl., 2012, § 313, Rn. 122; Jauernig/Stadler, 17. Aufl., 2018, § 313, R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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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可以决定权利和义务构成例外， 以他人决定取代自我决定需要更强的理由和正当性， 这种正
当性往往是一方的行为有瑕疵， 或者双方合意给予一方决定权， 其中前者更为常见。 例如瑕疵担保
规定的法律效果， 即减价或解除都是形成权， 其正当性基础就在于一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有瑕疵或
者根本未为给付， 此时就无需对方的协作， 直接对违反义务当事人的私法自治进行限制。 同理还有
基于欺诈和胁迫而为撤销， 配置形成权也是基于义务违反。 而双方合意规定的形成权例如 《德国民
法典》 第 315 条关于当事人一方确定给付的规定。 在这两种原因之外， 尚无其他配置形成权的理
由。 而情势变更恰是在没有当事人作用因素下发生的， 不构成违约或义务违反。 即使一方因情势变
更获利， 也不是形成权的正当化事由， 没有充足理由不能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迫使其对请求权和
义务作出变更。 所以在情势变更情形并不满足配置形成权的前提条件。 此外， 形成权理论支持者认
为该形成权属于双方皆享有的权利， 亦与形成权一般规定不符， 法定解除权享有者为守约方， 减价
权为买受人权利， 受到欺诈或胁迫之人享有撤销权， 形成权论者却将该权赋予双方， 但民法中双方
皆有形成权实为罕见。 且论者认为一方一旦行使， 另一方的诉讼权利就受到限制。 在双方皆有权利
时， 逻辑上很难解释为何一方先行使， 后行权一方就必须服从的现象， 其实质还是没有跳脱传统的
权利义务对应模式， 即一方权利之所以发生效力是让对方承担义务所致。 并且这里限制的是另一方
的诉讼权利， 民法中没有形成权的效果是限制一方的非实体权利。 形成权论者还指出， 再交涉过程
中双方不能中止履行合同， 以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或拖延交涉。輧輱訛 但中止履行其实和再交涉如
何定性并无关系， 它关系的是可否以抗辩权形式主张情势变更的问题。 有学者就主张在情势变更场
合赋予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以中止履行抗辩权， 日本立法已采取了该方案，輧輲訛 德国法上也有主张受
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援引债权性留置权 （Zurückbehaltungsrecht， 参见 《德国民法典》 第 273 条） 作为
抗辩权来中止履行的观点。輧輳訛 最后， 形成权论者认为， 如果当事人滥用再交涉权利， 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 无论采取何种归责体系， 违约责任都是以义务或债务不履行为前提， 而滥用形成权的效果一
般是失权 （Verwirkung）， 即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其不得再主张权利或者主张无效， 个别情况下例如
选择之债情形会导致权利转移给另一方， 但滥用形成权的效果不可能是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 将再
交涉定位为形成权多处违背传统民法体系， 虽有创新， 但弱点大于优势， 因此本文不赞同该观点。

四、 再交涉的功能考察与辨析

主张再交涉义务法典化的观点认为， 再交涉义务具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功能上的优势： 再交涉义
务是私法自治的延续， 再交涉义务符合契约必须严守原则， 以及从法经济学角度观察， 再交涉义务
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 以下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考察。

（一） 再交涉是当事人私法自治的延续

持此观点的理由在于，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石， 当事人双方作为合同关系的缔造者和掌控者，
最清楚合同对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性， 可以在众多变更合同的方案中， 选择双方都可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 所以将再交涉义务设置为情势变更的法律效果正是强调私法自治原则，輧輴訛 相比之下由法官进行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张素华、 宁园文。
輧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韩世远文。
輧輳訛 Baldus/Schmidt-Kessel NJW 2002, 2076; MünKomm/Roth, 5. Aufl., 2007, § 313, Rn. 91.
輧輴訛 Eidenmüller, ZIP 1995, S. 1063; Lüttringhaus, AcP (213) 2013, S. 275; Nelle, S. 13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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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变更则与法秩序的基本思想不符， 具有 “异质性” （heteronomen Charakter）。輧輵訛

但需要提出疑问的是： 如果引入再交涉义务， 私法自治是以何种方式得到延续或扩张？ 其究竟
对哪一方当事人有利？ 双方当事人当然有变更合同的自由， 可以就如何变更合同达成一致， 此乃私
法自治应有之意， 并非扩张。 通常情况下， 情势变更的结果是一方遭受不利， 而另一方获得利益，
所以存在着两个相对立的利益： 遭受不利的一方是想要调整的那一方， 获得利益的一方是想要继续
履行合同的那一方。 如果认为私法自治得以延续或扩张， 只能发生在想要调整的那一方， 其获得了
再次交涉的机会； 而想继续履行的那一方对再交涉并无兴趣， 相反还违反其意思， 削弱了其订立合
同的自由。

所谓的私法自治扩张只是形式上的， 引入再交涉义务并不比司法调整更具实益。 一方面， 从想
要调整的那一方的角度看， 其已因情势变更遭受不利， 这种不利延续到再交涉过程中， 就体现为该
方在谈判中处于弱势， 期盼获利一方作出让步。 相比之下司法调整可能更具优势， 既然情势变更大
多使得给付义务之间的对价关系遭到破坏， 法院只要根据最初的合同， 维持或恢复原先的对价关系
结构， 使其符合变更之后的情势， 无须将当事人置于议价能力的角力之中。 由此可见对追求调整一
方来说， 司法调整优于再交涉。 另一方面， 从想要继续履行的那一方观察， 反而是相比司法调整，
其会更欢迎再交涉。 因为司法调整对其来说只会产生损失， 须让利于追求调整一方。 发生情势变更
后， 对价关系通常朝着有利于想要继续履行一方发展， 为其带来谈判优势， 只有通过谈判方式他才
可以对抗对方的变更诉求， 以尽可能少地变更合同， 因此对想要继续履行一方， 再交涉优于司法调整。

因此有观点形象指出， 为了保护因情势变更遭受不利的当事人而引入再交涉， 实质就是 “特洛
伊木马” （Danaer-Geschenk）， 更可能利用再交涉的是想要继续履行合同的那一方， 由此使权利成为
一种负担， 义务却成为一种利益： 表面上看是给处于弱势的、 想要调整的一方一个要求交涉的法定
请求权， 却可能导致其法律地位更加不利， 实际价值却不及直接的司法调整； 反过来， 想要继续履
行的一方表面上负担了再交涉义务， 实际上却得到了通过谈判将其议价能力转化为现实利益的机
会， 寻求在公平的下限内最低程度的变更。輧輶訛 情势变更的制度目的是对已经发生的风险作尽可能合
乎双方利益的分配， 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干涉，輧輷訛 但引入再交涉显然又产生了新的风险。

此外， 再交涉的最重要功能是配合随后发生的合同调整。 在中国法体系中， 情势变更后的合同
变更被设立为形成诉权， 决定权在于法院， 而非德国法那样规定为请求权， 这样法官就可能享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法官并非当事人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让当事人自己交涉更为合理有效， 法官仅
确定当事人自主交涉而达成的变更方案。輨輮訛 这似乎也能印证再交涉促进私法自治的功能。 但本文认
为， 无论将变更作为形成诉权还是请求权， 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中发挥作用， 更与是否引入再交涉
无关。 在看似符合私法自治的请求权模式下， 虽然当事人起着主导作用， 但法院仍发挥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 德国法上的调整请求权并非简单的诉请给付， 由法院判决支持或不支持诉讼请求， 而是当
事人的请求权自始指向调整过后的给付。輨輯訛 这种情况更为复杂， 因为一般情况下， 从合同本身可以
确定须返还的价金， 而在交易基础障碍情形， 给付请求权的内容一般无法计算。 当事人在提起诉
讼， 行使请求权时， 具体数额往往无法确定 （unbeziffert）， 只能泛泛地请求调整并提出大致框架，

輧輵訛 Thole, Renaissance der Lehre von der Neuverhandlungspflicht bei § 313 BGB?, JZ 2014, S. 446
輧輶訛 Martinek AcP 198 (1998), S. 376.
輧輷訛 MünKomm/Roth, 3. Aufl., 1994, § 242 Rn. 544.
輨輮訛 吕双全： 《情事变更原则法律效果的教义学构造》， 载 《法学》 2019年第 11期。
輨輯訛 MünKomm/Finkenauer, 6. Aufl. 2012, § 313, Rn. 127; Palandt/Grüneberg, 73. Aufl. 2014, § 313, R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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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很多工作仍需要法官的介入， 仍存在较大的法官裁量空间， 法官须在顾及风险分配的基础上
作出平衡， 选择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调整方案。輨輰訛 概言之， 在调整阶段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不等于
一定要有再交涉这一前置程序。

综上， 再交涉义务并没有像宣称的那样符合私法自治， 这一论点不能成立。

（二） 再交涉符合契约必须严守原则

在再交涉义务理论的奠基者 Horn 看来， 将再交涉义务规定为情势变更首要法律效果的另一个
理由在于： 要实现合同调整， 必须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相比继续履行合同， 合同调整具有例外
性。 所以为了明确这种法律状况， 相比未经合意的变更， 当事人自己达成一致进行调整更值采纳。輨輱訛

该观点的基本思想是， 发生情势变更后， 一方仍要求继续履行原来的合同是契约必须严守的一种表
现， 而遭受不利的一方寻求调整是对该原则一种合理的突破。 契约必须严守是具有更高价值的原
则， 而情势变更自始， 即从 “情势不变条款” 以降就具有例外性。 要求调整的当事人实质上是攻击
了要求继续履行那一方对契约的严守， 所以要有更严格的要求， 当事人达成合意即为体现。 如此再
交涉义务就可与这种原则例外的体系相一致。

但是发生情势变更后， 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会产生当事人所不能承受、 与公平正义相违背的
结果， 使另一方的负担超过牺牲界限的话， 则仍坚持继续履行合同的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事实
上， 情势变更完全可以理解为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一种证明， 在情势发生变更之后， 当事人对合同
这一工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约定的风险分配。 在此意义上， 试图作出调整的当事人
本质上是符合契约必须严守要求的， 而另一方才是固守陈规， 僵硬地坚持契约必须严守的字面含义。

（三） 再交涉节约司法资源

支持再交涉义务的观点认为， 合同调整要考虑很多因素， 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全局性， 法官
往往缺乏商事经验难以胜任。 但若当事人能顺利开展再交涉， 相比司法调整， 可以节省时间及费
用， 免去法官再去调查研究合同的麻烦。 即再交涉义务所代表的私法自治调整， 能以更经济的方式
实现合同自由。輨輲訛

然而节约成本的论点过于泛化。 进行再交涉并非毫无成本， 亦会产生交易成本。 如果要求先进
行交涉的话， 会产生拖延法院判决和不必要资源浪费的问题。 在某些情形中， 谈判的余地可能很
小， 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没有能达成合意的预期， 此时若要求先进行交涉的话显不合理。輨輳訛 此外有观
点证明， 通常情况下， 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当事人都会表现得过于乐观， 能很好的甄别其所拥有的
机会。輨輴訛 这导致实际的谈判窗口相比应然状况更加狭小。

此外， 规定再交涉义务会诱发当事人为了改善谈判地位， 进行不必要的事前投资， 或者引发投
机性违约 （der opportunistische Vertragsbruch）： 例如当事人为了顺利进行再交涉， 可能会故意欺瞒
某些情况。輨輵訛 就像德国学者批评交易基础障碍制度那样： 该制度会诱发当事人借此逃避契约义务，輨輶訛

輨輰訛 Dauner-Lieb, D觟tsch, Prozessuale Fragen rund um § 313 BGB, NJW 2003, 921, 923.
輨輱訛 Horn, AcP 181 (1981), S. 277.
輨輲訛 Lüttringhaus, AcP (213) 2013, S. 275-277.
輨輳訛 Thole, JZ 2014, S. 446; Eidenmüller, ZIP 1995, S. 1063, 1065.
輨輴訛 Wagner ZZP 121 (2008), 5, 7 ff.
輨輵訛 Martinek AcP 198 (1998), S. 398; Thole, JZ 2014, S. 447.
輨輶訛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II, 3. Aufl. 1979, § 26, 7, S.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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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涉义务亦会产生相同效果。

（四） 法经济学是支持再交涉的有力依据

有观点依托法经济学证明再交涉义务的正当性， 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相比法官， 当事人
更易于作出能将合同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避免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 通过交涉当事人可以享受到所
谓的协调红利 （Koordinationsrente）， 将当下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潜在因素进行合理分配并穷尽利用。
当事人双方都可以从交涉解决中获益， 或者没有任何一方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 且至少一方通过交
涉处于更优地位， 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輨輷訛 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继续履行原合同而产生的无谓损失
（Wohlfahrtsverlust）。輩輮訛

此外法经济学上所谓的关系契约理论也是支持再交涉义务的依据， 简而言之， 该理论抛弃了古
典契约理论中的纯粹经济人假设， 而是从有限理性出发， 认为当事人间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关
系， 对契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当事人的利益共同体因意外事件发生利益失衡时， 应通过交涉实现
利益分担。輩輯訛 既然当事人无法对未来发生的一切情势作出考虑， 在此意义上合同不完整， 因此须探
讨在何种程度上法官可以对这种所谓的关系契约进行事后的重塑。 法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 如果法
院相比当事人更有能力为之， 则应予肯认。輩輰訛 但通常情况下不满足这一前提， 所以应由当事人承担
重塑契约的义务， 法院只是进行漏洞填补。輩輱訛

抛开法经济学是否具有支撑某一教义学制度的正当性不谈， 即使上述观点成立， 法经济学仍无
法论证再交涉全部情形。 首先肯定再交涉的理论， 不管是义务说还是权利说， 都为其违反设定了法
律效果， 但却没有说明何种行为构成违反。 是否当事人完全拒绝再交涉才构成违反？ 而将这点交由
法院确定又很危险， 因为从法经济学上看， 法院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不合理时往往采取信号化的做
法， 比如将一方中断交涉确定为违反再交涉的信号， 一旦出现该信号就认定违反再交涉。輩輲訛 但显然
是否违反再交涉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判断， 单纯中断谈判可能并非适当标准。 相反， 如果再交涉成本
巨大， 让法院直接作出裁判更有意义的话， 中断甚至不开启交涉都是正常的反应。輩輳訛 即使认为再交
涉义务具有任意法性质， 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开启谈判不违反义务， 这样所谓 “超父爱主义关怀” 下
的强制交涉并不会产生不利，輩輴訛 但这样的话又需要对不开启交涉形成合意， 徒增麻烦。

因此以法经济学作论证只能针对理想情形， 即交易成本不那么高， 谈判窗口足够充分的情形，
但总体上看， 强制当事人进行交涉并无意义甚至适得其反， 法经济学不能为再交涉提供有力的论证。

（五） 再交涉符合国际趋势

不可否认， 再交涉义务近年来受到了欧洲和国际统一立法的青睐， 欧洲法如 《欧洲合同法原
则》 （PECL） 第 6.111 （2） 条规定当事人负担就合同调整进行交涉之义务， 第 6.111 （3） 条规定违

輨輷訛 Eidenmüller ZIP 1995, S. 1065 f.
輩輮訛 Thole, JZ 2014, S. 447.
輩輯訛 关于关系契约理论与再交涉义务更详细的介绍， 参见前引輦輮訛， 许元果文， 第 12-13页； 参见前引輧輯訛， 张素华、 宁园文。
輩輰訛 Sch覿fer/Ott, Lehrbuch der 觟konomischen Analyse des Zivilrechts, 5. Aufl. 2012, S. 689.
輩輱訛 Thole, JZ 2014, S. 446.
輩輲訛 De Geest, in: Larouche/Chirico (Hrsg.),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CFR, 2010, S. 123, 130.
輩輳訛 Thole, JZ 2014, S. 446.
輩輴訛 这里所谓的 “超父爱主义”， 是指认为发生情势变更后， 只有合意变更合同才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 其他方案皆有损当事人

利益， 因此将再交涉设定为 “强制性前置程序 + 法定义务” 的架构， 体现了 “国家比个人还清楚自己利益” 的超父爱主义
关怀。 参见前引輧輯訛张素华、 宁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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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诚信或中断交涉的当事人对其合同相对人负担损害赔偿义务。
但是在后来的欧洲私法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 （DCFR） 中， 第Ⅲ-1:110 条却降低了再交涉义务

的等级。 于此再交涉义务仅是遭受不利一方的一个单方的不真正义务， 属于比较独特的规定。 尽管
该方当事人通常可能最终还是可以要求调整或交涉。 相比之下， 再交涉义务并不涉及因交易基础障
碍而获益的一方当事人， 其通常对调整不感兴趣， 可以说该条所建立的这一鼓励机制存在问题。 因
此这一规定并未被随后的 《欧洲共同买卖法》 （CESL） 所吸收， 该法再次回归 《欧洲合同法原则》
的做法， 规定在情势发生异常变更时， 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为调整合同而接受交涉之义务。 违反该义
务会引发损害赔偿义务， 而不仅是当事人的不真正义务。

而国际统一立法层面，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6.2.3 （1） 条也将交涉义务作为交易基础障碍的
法律效果予以规定。 并且再交涉义务不仅仅限于大陆法系， 如美国 《统一商法典》 （UCC） §2-616
条也敦促陷入障碍的合同当事人应对合同调整进行协作， 以避免合同终结。

但域外法即便完美， 也非我国原封不动吸收的理由， 各国具体情况有别， 何况上述立法本身并
非无争议。 首先统一立法效力有限， 欧洲法尤甚， 仅具有示范性质且带有地域性限制， 而诸如 《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 只有当事人约定选择其作为准据法时， 其才能生效， 并且难以推出其为国际惯
例。 相比之下另一个更经常被适用的 《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 就未规定再交涉义务。 其次， 统
一立法的适用对象是跨国交易， 例如再交涉理论的提出者 Horn 就是基于国际商事交易的考察， 情
势变更已经是一个国际上认可的法律原则， 国际商事交易的频繁使得规定再交涉亦有实践必要性。
但是跨国贸易的发展只能是立法的充分而非必要理由， 一国法秩序如何发展还是需要看本国内部的
实践需求。 考察各国民法可以看出， 再交涉义务产生的争议颇多。 纵观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 再交
涉义务也仅是个例， 《意大利民法典》 第 1467 条第 3 款提到了再交涉义务， 但也只是规定因情势变
更获益的一方可以通过提议调整来避免合同解除， 毋宁是一个不真正义务。

五、 再交涉之不足与解构

（一） 再交涉的前提不一定充足

进行再交涉的前提是， 对于合同调整有若干备选方案， 当事人对如何达成新合同有决定空间，
如果变更合同只有一种选择， 显然难谓再交涉义务， 最多只有合意义务或同意义务， 这种义务的必
要性不大， 直接进行司法调整即可。 但很多情势变更的典型案例恰好就只有一种选择， 例如在德国
实践中， 所谓 “对价关系障碍” 是交易基础障碍的一个主要案型， 多涉及货币贬值或合同中据以计
算价金的参数发生显著变更的问题， 此时只需要法院将结果恢复为以正确计算指数计算之所得， 即
可实现给付间对价关系的平衡， 无须当事人进行交涉。輩輵訛

（二） 义务内容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 再交涉义务最大的弱点在于， 其内容究竟为何？ 德国法上， 德国联邦法院虽然认可
再交涉义务， 但只是做了一个消极表述： 当事人不得完全拒绝再交涉。 而理论中则认为当事人所负
担的义务内容是： 当事人要开始接触、 交换信息、 各自表达对于变更合同的具体想法， 并对对方的

輩輵訛 例如德国帝国法院首次运用交易基础理论来调整合同的著名 “纺纱厂案” （RGZ 103, 328）， 就是一个典型的货币贬值问题，
该案中双方本约定以 60 万马克价格买卖某纺纱厂， 后因 1920 年爆发的通货膨胀使马克购买力下降了 80%， 法院认定只要
按照现时购买力调整价款即为合理， 而无须当事人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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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表明态度。輩輶訛 如果只是涉及问询和信息， 则并无设置独立再交涉义务的必要， 这些义务本就可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輩輷訛 而如果是表达义务， 对于表态有何具体要求？ 单纯拒绝即为已足， 还
是如果要反对变更必须提出理由， 然后法院对该理由是否充足合理进行实质性审查？ 并且这里会产
生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冲突， 是否诉讼法上的争辩 （einfaches Bestreiten） 即为已足， 还是要将实体法
上的义务强加到诉讼法上， 使之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联邦法院为了论证再交涉义务， 还以预约为参照。 理论中也有观点将再交
涉理解为 “合同调整的预约”， 而预约的内容须符合确定性标准 （Bestimmtheitgrundsatz）。 不可否定
这种比对具有一定合理性， 两者都有法官介入， 在预约的具体执行中， 往往就是双方不断地提出自
己的方案， 拒绝对方方案或作出部分修正， 来来回回， 直至最后法院根据当事人约定以及诚实信用
原则作出裁判。 而情势变更原则也是法官嗣后作出的修正，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法院的公平裁判
（Billigkeitsentscheidung）， 当然并非标准模糊不清、 完全任凭法官意愿的裁判， 法官的裁判需要受到
一定标准的限制， 例如德国法上有可期待性 （Zumutbarkeit） 标准， 中国法上要符合公平原则。 甚至
有观点将情势变更制度视为一种补充性合同解释，輪輮訛 于此要查明假设的当事人意思， 即合同的内在
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预约和再交涉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在订立预约时当事人就很明确其目标
是签订主合同， 合同意思表示的内容就是将来订立主合同。 一旦订立预约， 双方已就共同交涉以达
成主合同这一点达成了合意， 所以再交涉本就是预约本身的一部分。 在情势变更情形则不同， 当事
人根本未曾考虑到导致合同基础丧失的情势会发生， 该情势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 因而在
确定性方面不及预约。 同时从另一方面看， 情势变更相比预约， 再交涉必要性更低， 因为在情势变
更情形已经存在一个合同， 只是需要对其作出调整， 而在预约情形双方要对未来合同的具体条款展
开磋商， 而这非经交涉无法实现。

（三） 不当行使权利和中止谈判的责任

在中止谈判时， 再交涉义务亦不符合缔约过失责任， 因为只有当主导谈判的一方引发信赖， 比
如向对方保证达成新合同时， 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即使承认再交涉义务的德国判例， 也在尽量
避免强制当事人达成合意， 所以原则上当事人当然可以中止交涉。 但问题在于， 如果根本没有产生
信赖， 当事人根本不相信能达成合意时， 就不会产生责任问题； 于此若再在实体法上规定， 违反再
交涉义务将产生损害赔偿的法律效果， 这种制裁就只能针对不接受谈判或恶意拖延的行为， 这将产
生评价上的矛盾。

（四） 违反再交涉的法律效果不合理

前文已提及再交涉权利的法律效果违反体系， 这里对义务说的损害赔偿作分析。 首先， 在损害
赔偿的类型上， 学说之间存在分歧。 给付义务说认为是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 如果一开始当事人本
可通过交涉达成合同调整， 但不想调整的一方有意拖延， 想要调整的一方可以设置期限， 期限经过
可请求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 或者拖延使得调整变得不再可能的话， 也会产生嗣后不能情形的替代
给付损害赔偿。輪輯訛 德国联邦法院则认为损害的类型为迟延损害，輪輰訛 相对人若没有对其提出协作请求，

輩輶訛 Horn AcP 181 (1981), S. 284; Lüttringhaus AcP 213 (2013), S. 272.
輩輷訛 Staudinger/ Looschelders, 2009, § 242 Rdnr. 601.
輪輮訛 MünKomm/Finkenauer, 8. Aufl., 2019, § 313 Rn. 144 ff.
輪輯訛 Lüttringhaus AcP 213 (2013), S. 296 f.
輪輰訛 BGHZ 191,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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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陷入协作义务的履行迟延。 但是损害赔偿方案面临的问题是， 当事人在诉讼中既要证明具体调整
方案的存在， 又要证明调整相对人故意拖延交涉， 这很难实现， 且这一点主张损害赔偿说者亦予承
认。輪輱訛 此外， 即使肯定再交涉义务， 也很难认为其为结果义务， 而仅是一种手段义务， 在不能规定
交涉结果的情况下， 就需要对何时计算迟延作出详细规定， 如果仅仅是在进行谈判时漫不经心， 显
然还难以达到认定迟延的程度。輪輲訛 最后， 谈判请求权也无法强制执行， 所有附随义务都面临着这一
弱点。

结语

鉴于上述所有再交涉立论的不足和自身的弱点， 结论就只能是： 再交涉是一个并无法律意义的
构造， 它和民事诉讼中鼓励双方自行达成和解一样， 只是法律的一种倡导。 尤其是在我国情势变更
制度中， 变更被定位为一种形成诉权， 再交涉的意义仅在于： 若在此阶段当事人能达成双方都能接
受的变更方案， 法院可以更加简易迅速地确定该方案， 免去实质审查。 但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再交
涉程序反倒显得累赘。 在合同变更尚且因存在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 难以实施等弊端， 而陷入存废
之争的情况下，輪輳訛 更不宜将再交涉纳入法律评价。 所以本文的立场是再交涉应当去法律化， 即解构。

輪輱訛 Lüttringhaus AcP 213 (2013), S. 297.
輪輲訛 Teichmann JZ 2012, S. 424.
輪輳訛 参见李宇： 《民法典分则草案修改建议》， 载 《法治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聂卫锋： 《〈民法总则〉 变更权之殇———兼论中国

法律发展的自主性问题》， 载 《法学家》 2018年第 6期。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forthcoming�Civil�Code�of�China�has�added�an�article�that�the�aggrieved�party�can�
request� renegotiation� under� the� system� of� changed� situation.� However,� as� to� its� nature,� the�
existing� theory�of�Nebenleistungspflicht,�Obliegenheit�or�Nebenpflicht� is�unreasonable,� and� the�
theory�of�Gestaltungsrecht�is�even�more�contrary�to�the�system.�Renegotiation�does�not�promote�
autonomy�of�the�private�law�and�pacta�sunt�servanda�as�expected.�On�the�contrary,�it�may�lead�to�
the�negotiating�advantage�of� the�beneficiary�as�a� result�of�changes�of� the�situation�and� increase�
judicial�costs.�The�necessity�of�renegotiation�can�not�be�justified�from�the�perspective�of�law�and�
economics� and� comparative� law.� Under� the� changed� situa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negotiate�
again,�and�how�to�negotiate�and�the�consequences�of�non-negotiation�are�not�clear�in�the�current�
legal� system.�Renegoti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imple� legal� advocacy� and� be� separated�
from�the�discussion�of�rights�and�obligations.�

Key Words: Changed�Situation； Renegotiation； Heterogeneity； Advocating�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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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脑手机及互联网大数据的市场化加速， 各种各类细分信息传输服务设备不断升级。 从技
术上来看， 相应的信息基础传输设备， 常用的有线渠道需通过双绞线、 同轴电缆和光纤， 无线传输
媒体则通过卫星通信、 无线通信、 红外通信、 激光通信以及微波通信等方式。 信息传输的处理环节
主要包括数据 （Data）、 信号 （Signal）、 信道 （Channel）、 比特率 （BitRate）、 码元 （Code Cell）、 多
路复用 (Multiplexing)、 数据交换 （Data Switching）、 差错控制 （error control） 等。 服务设备制造商
为抢占针对消费者的服务市场， 一方面有意为信息服务使用商垄断或推送特定服务留下后门， 另一
方面在信息技术欠缺的情况下仓促推出存在技术漏洞的设备。 由于设备制造商和使用商追求其商业
利润最大化， 这些后门和技术漏洞通常置信息使用终端消费者群体信息安全利益于不顾， 必然对消
费者群体的信息安全带来直接隐患和危害， 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一、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概念及威胁

（一）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概念

信息服务设备上出现的后门或技术漏洞， 集中发生在硬件搭载的应用软件或是操作系统软件设
计上。 出现后门的原因主要是编写系统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软件的程序员， 在软件开发的阶段即在
软件内故意设置创建后门， 作为绕过安全性控制而获取对程序或系统访问的方法， 体现出设计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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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数据、 云计算云存储、 互联网+与区块链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促进
了社会信息利用的转型升级， 也使得逐利的各级各类信息传输处理服务商， 利用信息服务
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个人隐私保护等良善运行秩序。 本文从信息服
务基础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社会危害、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产生的原因及其行
为的法律定性、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法律规制的理由和目的、 强化信息服务设备
后门和技术漏洞法律应对的建议等方面， 进行分析论述。 并就当下及今后我国以法律规制
信息传输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法律问题， 应对大数据、 云计算云存储、 互联网+与区块
链等伴随高新科技演变的信息安全危害， 提出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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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邱仲潘、 洪镇宇： 《网络安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5页。
譺訛 关于 “网页挂马” 的详情介绍参见百度百科网： https://baike.baidu.com/item/网页挂马/2368054， 2019年 10月 15日访问。

知晓该后门缺陷而故意利用人主观上的明知故犯。 而出现技术漏洞的主要原因则是编写系统应用软
件和操作系统软件的技术有局限性， 人类目前无法预料缺陷并找到解决的技术方案。 无论是后门还
是技术漏洞， 都导致设备存在可被非法利用的隐患， 有可能被电脑黑客等不法者利用， 在未授权的
情况下通过植入木马、 病毒等方式攻击或控制整个电脑或其他信息使用设备， 从而窃取使用者电脑
或其他信息使用设备的重要资料和信息， 甚至导致使用者信息使用设备被破坏的结果。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存在的主要差别在于，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是设计者刻意为之， 利
用者通过后门在相对长的期限内维持对被攻击设备的高权限。 而技术漏洞属于设备自身在硬件、 软
件、 协议中存在的缺陷， 并非有意为之， 但随着用户的持续使用而被暴露出来。 漏洞一经发现， 安
全人员会很快打补丁以消除漏洞。 不过在实务中， 故意和过失的界限非常模糊， 难以界定。 无论是
缓冲区的溢出漏洞， 还是加密算法的问题导致加密强度下降， 或者是 SQL 注入漏洞， 在被安全专家
发现之后， 也很难确定是故意放的后门还是编程缺乏安全意识留下的错误。 信息服务设备制造商的
主观意图难以被认定， 这也造成了法律规制后门和技术漏洞的极大难度。

（二）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威胁

不法分子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攻击方式攻击信息传输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 对个人隐私与公
共安全产生极大的威胁。

1. XSS 蠕虫
XSS 蠕虫是指一种具有自我传播能力的 XSS 攻击， 杀伤力很大。 引发 XSS 蠕虫的条件比较高，

需要在用户之间发生交互行为的页面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播。 一般要同时结合反射型 XSS 和存储型
XSS。譹訛 XSS蠕虫可以将用户的数据信息发送给 Web 应用程序， 并且将代码植入其中， 如果被感染的
用户访问到这些存在问题的 Web 应用程序时， XSS 蠕虫开始进行数据发送和感染， 并且随着用户的
访问量而大量扩散。 因此 XSS 蠕虫能够用来发送垃圾广告、 刷流量、 挂马、 毁坏网上数据、 实行
DDOS 攻击等。 其造成的伤害也是多样化的。

2. 网站及网页挂马
网站挂马是指行为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利用浏览器存在的漏洞 （脚本）， 跨站后应用 IFrame

嵌入潜藏的歹意网站或将被攻击者定向到恶意网站上 （木马服务端）， 以弹出歹意网站窗口等方式
进行挂马袭击。② 当不知情的互联网用户进行网页浏览时， 具有破坏性的木马或病毒就被同时悄悄安
装进了用户的电脑中， 从而破坏用户的电脑信息， 偷盗用户的各种账号及密码。 用户的电脑甚至能
被黑客远程操作， 成为僵尸网络中的一份子， 对别的正常网站发动 DDOS 攻击。

3. 用户身份盗用
用户身份盗用， 是指行为人进行 session 跟踪而盗取储存在用户本地终端上的 Cookie， 以冒充用

户本人。 Cookie 是贮存在用户当地终端上关于特定网站的身份考证标记数据。 XSS 能够偷取用户的
Cookie， 从而应用该 Cookie 猎取用户对该网站的操纵权限。 一旦窃取到用户 Cookie 从而获取到用户
身份时， 攻击者能够获取到用户对网站的操纵权限， 从而检查用户隐藏信息。 一些高等的 XSS 袭击
甚至能够挟制用户的 Web 行动， 用于发送与接受数据等。

4. 渣滓信息发送
渣滓信息， 意指无用的糟粕信息， 如发送的各类垃圾广告。 这类渣滓信息不但占据用户网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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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详见 https://www.fortinet.com/content/dam/fortinet/assets/threat-reports/threat-report-q4-2018.pdf， 2019年 9月 20日访问。

空间， 还严重影响信息用户信息获取和利用的合法权益。
5. 垂纶诈骗
所谓 “垂纶” 是一种网络讹诈行动， 这意味着行为人使用各种方法来伪造真实网站的 URL 位

置和页面内容， 或者在真实网站服务器程序上应用漏洞以在其中插入危险的 HTML。 该代码的最典
型示例即是应用程序目标网站的反射性跨站点脚本漏洞， 该漏洞将目标网站重定向到垂纶网站， 或
注入垂纶 Java 来监视目标网站的表单输出。 垂纶漏洞是被广泛使用于新注册域名 （NRD） 的便于恶
意攻击的漏洞现象。 学术界和行业的研究报告已经以统计学方式证明了新注册域名存在着确实的风
险， 攻击者经常恶意使用新注册域名进行网络钓鱼、 恶意软件和诈骗。

6.直接侵入操控硬件设备
不法分子还可以利用信息服务设备的技术漏洞侵入设备本身， 并进行操控， 对使用信息终端的

消费群体产生直接危害， 最容易发生问题的设备包括路由器、 主机及网络摄影设备。
Fortinet 2018 年第四季度威胁形势的报告显示， 全球 12 大漏洞中有一半是物联网 （IoT） 设备，

而且前 12个中有 4 个与支持 IP 的摄像机相关。③

二、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现行法律框架及规定

（一） 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关于规范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法律法规大体上有两类， 一类是以 《网络安
全法》 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一类是以保障 《网络安全法》 实现为内容的法律规范。

1. 以 《网络安全法》 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以 《网络安全法》 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 国家政策、 规范、 司法解释等。 法

律方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 《网络安全法》 （2015 年 6 月 1 日）； 行政法规有国务院颁布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2011 年修订）》 （2011 年 1 月 8 日）； 国家政策有全国
人大常委会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外交部和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 《网络空间安全合作战略》 （2017 年 3 月 1 日）； 规范方面有国务院、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部门机构颁布的关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认定和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保护制度、 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网
络安全事件管理制度等。 司法解释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 年 10 月 10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2017 年 6 月 1 日）。

2. 以保障 《网络安全法》 实现为内容的法律规范
这类法律规范的范围非常宽泛， 包括 《民法总则》 《侵权责任法》 《国家安全法》 《刑法》 《治安

管理处罚法》 《反恐怖主义法》 《保密法》 等现行法律， 共同构成中国对信息安全管理的法律保护。
《网络安全法》 作为信息安全管理的基本法律， 明确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 维护网络

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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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相关 “网络安全法立法” 的详情介绍参见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node_27975.htm， 2019 年 9 月
20日访问。

譽訛 《国家安全法》 第二十五条提到， “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 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 加强
网络管理， 防范、 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 网络入侵、 网络窃密、 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国家网
络空间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化健康发展。④ 《网络安全法》 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适用以外， 其第七十五条规定采用了有限的
域外管辖原则， 对境外的主体实施入侵或攻击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活动， 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并可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 《国家安全法》 第二十五条更提出要
以保护网络和信息关键基础设施的方式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并创造性地提出了 “网络空间主
权” 概念。⑤ 保护信息安全的着眼点已经从保护用户信息和个人信息提升到国家安全和信息现代化
的层次。

（二） 法律规定

1. 对信息服务设备后门的法律规定
对于故意编程留置后门的危害信息安全秩序的行为， 无论适用民事规范还是行政规范、 刑事规

范， 都会在主观与客观、 行为与结果方面， 得到合理的法律推定。
民事责任主要处理信息服务设备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可以基于 《合同法》 第一百五

十三条及第一百五十五条判定。 用户可要求信息服务设备提供商作为出卖方承担产品质量瑕疵。
《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条、 第四十六条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六条均得以适用。

刑事责任方面， 对于有意使用设备后门进行不法活动的行为人， 如涉及触犯 《刑法》 第二百八
十五条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及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可以追究刑事责
任。 《刑法修正案 （七）》 第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有细化规定。

行政责任则根据 《网络安全法》 第五十九至六十六条及 《电信条例》 第五十七条、 第七十七条
之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 对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洞的法律规定
对于技术漏洞造成的问题， 厂商及利用技术漏洞的不法分子都有责任。 利用后门或者技术漏洞

的不法分子之行为同样可以按照上述 《刑法》 规定进行处理。 但对于技术漏洞的前端厂商基本没有
相关法律规制， 只能通过督促厂商自律的方式予以激励， 这造成了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笔者认为， 对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洞的法律规制更要给予相应的关注。 从法律的功能来说。 法
律的规范功能除了对人的行为模式提出标准， 区分出可以为、 应当为和禁止为的事项以外， 还包括
对人们的行为有评价作用、 教育作用、 预测作用和强制作用。 具体来说， 首先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
洞的严峻危害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应对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洞的危害单靠技术创
新的解决办法， 往往滞后且饱受危害才暂时局部地缓解。 因此， 应对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洞的危
害， 应当使用技术手段无法取代的法律规制手段或方法。 其次， 对于不是人为恶意出现的信息服务
设备技术漏洞的危害， 法律规制应当仍然立足于规范调整人的行为。 只不过这种法律规范调整， 带
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特性， 有利于及时高效地发挥阻止或减少信息服务设备技术漏洞危害的作
用。 最后，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对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危害， 有过不少运用法律规范调
整且取得有益回报的先例。 诸如制定并实施法律应对因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 人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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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换言之， 当下互联网+大数据推动的信息运行使用出现的安全问题， 已经向人类社会法律规制

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果不能对客观上存在的技术漏洞有所作用， 那人类现在及今后社会信息安全问
题， 也就无法从规范人的行为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和解决措施， 伴随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发展而
产生的信息安全问题将会愈加严重。 因此， 笔者认为须同时展开对缘于人们科学技术局限技术漏洞
的法律规制。

三、 配套监管机构的设置与反思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万物互联的大背景使得系统边界正在扩张。 不法分子可攻击的信息
服务设备后门及技术漏洞不断增多， 攻击方式不断革新， 使得被动防御变得愈加不可能。 在此情况
下， 仅靠法律的事后规制不能解决有效提供防护， 因此国家也建立了相关的配套监管预警机制。

（一） 现行监管机构

防范后门及技术漏洞的危害信息安全秩序的行为， 可以选择的法律规制方式， 首先应当包括后
门及技术漏洞危害的监测、 鉴别及预警法律规范机制。 对此类问题， 国外发达国家已按照行业自治
的传统， 实现了通过行业协会监测、 鉴别及预警的法律规范机制。

我国目前相关的后门和技术漏洞的危害信息安全的监测、 鉴别和预警， 主要通过设立相应的行
政机关进行。 2001 年 8 月，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以下简称 “CNCERT”） 成立，
是国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机构。 该机构负责全国范
围内的网络安全监控， 预警和紧急响应。 2003 年， CNCERT 在中国中央政府直辖的 31 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建立了分中心， 并完成了跨网络、 跨系统、 跨区域的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持
系统的建设， 形成了全国性的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共享， 发起成立了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
（CNVD）、 中国反网络病毒联盟 （ANVA） 和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治理联盟 （CCTGA）。
CNCERT 还积极开展信息安全的国际合作， 截至到 2018 年， CNCERT 已与 7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3
个组织建立了 “CNCERT 国际合作伙伴” 关系。

但是， 该机构主要支持政府机构履行与网络安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 重点是国家
安全基本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和安全运行， 并支持该机构重要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 国家裁定、 监
测、 预警和处置。 因此对广泛的信息安全， 特别是国家隐私信息安全的监视， 识别， 预警和处置的
法律规范相对薄弱。 相应地还存在着对普通公民信息安全的法律处罚不完善和不及时等问题。 例
如， 当前该机构对于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监测、 甄别和预警最为通行也最为有效的规制，
是构建国家信息安全信息技术设备漏洞后门的情况通报制度。 不过， CNCERT 的监测、 预警通报制
度， 虽在协调国内安全应急组织 （CERT） 共同处理互联网安全事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仍有
很多方面需要健全完善。

（二） 现有监管机制的不足之处

CNCERT 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内重要的信息系统单位、 基础电信运营商、 软硬件厂商共同成立的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 （CNVD） 来进行。 CNVD 对信息系统用户通过网站、 邮件、 电话等方
式上报的异常信息后， 组织成员单位进行漏洞分析验证， 核实该异常信息确实为漏洞后， 便与相关
厂商共同协商发布时间， 根据漏洞发布的策略， 加以选择地发布相关信息。 CNVD 建立起了统一收
集验证、 预警发布及应急处置体系， 但主要仍然是靠自律的方式来跟进及处理。 漏洞的信息披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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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循客观、 适时、 适度的三原则。 客观披露要求对公开发布的漏洞信息进行披露审核， 确保涉及
的目标对象、 风险情况描述基本准确， 对漏洞可导致的潜在风险不能作为网络攻击事件进行披露和
引导。 适时披露原则要求相关厂商和信息系统管理方在未接收到漏洞信息、 完成漏洞处置前或预定
时限前不应提前公开发布漏洞相关信息。 针对不同类型漏洞的修复规律和所需周期， 各方研判后协
商拟定灵活实际的漏洞公开披露时间。 适度披露原则要求不得披露国家政策法规和主管部门禁止披
露的信息系统漏洞， 不得披露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及商业机密协定的信息。 在漏洞处置完成
前， 可对具体目标系统、 攻击手法的信息进行弱化处理。

由于厂商的自律义务本身已经相对缺乏强制力和执行力， 再加上为了避免产生披露漏洞而被黑
客利用实施网络攻击的情况， 漏洞的披露显得遮遮掩掩。 而违反公约的厂商， 也仅仅是进行调查，
内部通报或取消公约签署单位资格的处理。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很难取得实效。 笔者通过
CNVD 公布的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的统计数据查询， 2017 年漏洞披露共计 15478 例，
2018 年共计 13957 例， 2019 年 1 月至 11 月共计 14358 例， 其中高危漏洞 14414 例， 占 21.91%，
中危漏洞 25900 例， 占 59.14%， 低危漏洞 3479 例， 占 7.94%。 由此可见， 漏洞的发生数量每年基
本呈现均衡的态势， 并且中高危漏洞占了绝大部分比重。 在这些披露的漏洞中， 设计错误共有
26948 例， 占 61.53%为最多。 漏洞引发的威胁在以下三类最多， 管理员访问权限获取 13426 例， 占
30.64%， 未授权的信息泄露 14062 例， 占 32.11%， 未授权的信息修改 7481 例， 占 17.08%。 漏洞影
响的类型中， 应用程序发生 25396 例， 占 57.99%， WEB 应用 8434 例， 占 19.24%， 操作系统 5021
例， 占 11.47%， 网络设备 （交换机、 路由器等网络端设备） 发生 3461 例， 占 6.9%。 CBVD 在进行
漏洞披露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笔者也发现， 在其网站公布漏洞列表中， 其点击数基本从几
十到两三百不等， 很难让社会公众周知漏洞的存在和危害。

到底是设备制造商有意为之的后门还是技术漏洞本就难以决断， 漏洞披露的范围限制及跟进措
施的缺乏更使得惩罚措施只能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设备制造商和使用商推卸责任的态度造成消费
者群体的信息安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亟需建立更为完善的协调机制。

四、 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问题的法律应对

（一） 法律应对的框架设计

目前的解决之策应该把握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立法环节， 不能继续传统的部门主导模式， 亟需改为统合主导模式。 具体来说， 就是应

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所有立法职能， 均要统一到国家信息安全领导小组进行统合、 研究、 协调以及立
法起草直到提案的通过。 鉴于网络安全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而变化的规律， 对于信息传输运用的技术
性规范， 不能局限于以往部颁标准或行业标准一般不给予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传统， 而应当加大
技术规范向法律规范转型升级的力度和效率。 一方面， 按照国际上行会自治高于一般国法的良法惯
例， 结合现代社会行业管理去行政化的自治改革， 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承认行业技术规范或部颁技
术规范的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 跟上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应用日新月异的变化， 对能够及时迅捷和有
效地应对信息应用设备的后门及技术漏洞的行业技术规范， 直接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及途径固定下来。

其次是执法环节， 对于网络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及技术漏洞的危害， 既要坚持法无明文不乱作
为， 又要根据其危害程度及危害速度， 不断完善制止其危害的综合反应行动机制。 因此， 执法艺术
的不断提高， 已经毋庸置疑地摆在执法机构及其队伍的面前。 至于如何才能在立法相对滞后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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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白帽黑客， 他可以识别计算机系统或网络系统中的安全漏洞， 但并不会恶意去利用， 而是公布其漏洞。 这样系统可以在被
其他人 （例如黑帽子） 利用之前修补漏洞。

中， 既要及时高效地遏制网络信息服务设备技术后门及技术漏洞的危害， 又不能陷入无法可依的不
作为甚至乱作为陷阱， 笔者拟于另文阐述。

最后是司法环节。 司法是法律防范的最后防线。 但基于司法的被动性， 对于当下及今后涉及国
家和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信息安全， 司法的救济显然有滞后的一面。 在大数据时代， 危害信息安全
的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 因运营服务商追逐商业利润的客观规律， 总是想方设法、 改头换面甚至不
断通过技术转型升级， 已然造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隐患和问题。 因此， 如果继续按照
以往司法必须有法可依的理论及原则才能进行司法救济， 无论是救济效率还是救济成本， 都不能达
到理想的水平。 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笔者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司法能动性经验教训， 建议摆脱
传统司法必须依靠制定法才能展开救济的类法律教条主义的束缚， 吸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将
法理作为最高司法准据法的有益经验， 在应对大数据、 互联网+、 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
变化的当下及今后随之引发的信息安全法律规制的纠纷争议或事件的司法救济方面， 及时高效地发
挥作用。

（二） 法律应对的具体建议

1. 完善 《网络安全法》 及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
《网络安全法》 亮点突出， 但在应对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及技术漏洞方面的法律规定同样需要完善。
《网络安全法》 在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条针对信息设备服务厂商、 网络运营者及挖

掘发布安全漏洞的白帽子⑥ 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但偏重于赋权而缺少具体对接的法律法规。 譬
如第二十五条提及网络运营商应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相应的补
救措施， 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却未指出具体的报告程序及对接部门。 第二十六条要求
漏洞发掘者要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却也未明确有哪些规定。 《网络安全法》 历经三次审议草案， 给
配套规章留下接口， 但必须完善并出台实施细则， 否则将沦为口号式的倡议。

此外， 不法分子攻击信息服务设备的后门及技术漏洞主要为了获得系统的高权限， 以便控制设
备并盗取相关信息。 《网络安全法》 中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国计民生、
公共利益的系统和设施运行安全进行规范， 但却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较少涉及。 现行法规仅有工信部
《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及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规定》 有集中的概念界定， 保护措施散见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民法总则》 《刑法》 等诸多法律
法规， 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 现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 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中， 希望能尽快出台。

2. 立法规范白帽子挖掘漏洞活动
白帽子与黑客的最大区别是其进行挖掘发布安全漏洞的主观意图是善意的， 故此能成为国家力

量以外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 但我国对白帽子的行为进行严格规制。 现行 《网络安全法》 第二十七
条及工信部出台的 《网络安全漏洞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将白帽子的行为予以禁止， 《刑法》 第
二百八十五条及第二百八十六条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则更为严格地处理。 如果挖
掘发布安全漏洞的白帽子未经授权就去开始渗透测试， 或者开展渗透测试的时间不是在客户授权的
时间， 或者测试范围超过了客户的授权， 都可能被认定为是非法入侵他人网络的违法行为， 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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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漏洞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于 2019 年 6 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同样要求白帽子
发现漏洞必须上报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平台， 禁止私自发布或修复漏洞。 第六条
第三项规定： “不得发布和提供专门用于利用网络产品、 服务、 系统漏洞从事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
方法、 程序和工具。”

笔者认为， 将漏洞管理整体纳入国家管理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还需考虑现实情况。 上述严格的
规定基本禁止白帽子之间的技术交流， 各大网络安全论坛上的各种帖子会变得更加纯洁， 表面看来
是消弭了威胁， 但所有发掘的漏洞均成为 “国家财产” 的做法却扼杀了白帽子研究的热情。 目前中
国的网络安全研究实力较弱， 如果不开放较为自由的环境， 白帽子在发布研究成果前都如履薄冰，
短期上或许更为稳定， 从长远来看却为中国安全人才的培养产生负面效果， 甚至迫使相当一部分白
帽子转入暗网成为黑客。

笔者建议， 应以政府为主导， 利用现有的漏洞发布平台组成行业协会， 将白帽子的身份信息
在协会进行备案并严格保密。 协会根据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的管理规定， 明确会员挖掘
漏洞的范围， 并规定合法的挖掘漏洞方式、 合法的挖掘工具及挖掘手段等前提条件。 依据会员挖掘
漏洞的过往记录区分会员等级， 逐步开放相应权限， 建立信息安全人才后备力量， 并进一步建立政
府、 企业、 个人多方参与的信息安全防御体系。 同时在法律适用上应考虑白帽子挖掘信息服务设备
漏洞的动机、 行为及社会危害性， 适当制定一些豁免条款。

3. 立法加强 CNVD 的指导功能及协调作用
现行的 《网络安全法》 及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基本沿用政府主导的模式， 按照

等级保护对象受到破坏时所侵害的客体和对客体造成侵害的程度进行定级， 根据不同定级制定相关
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 再配合其他必要措施的兜底内容。 《网络安全法》 第十条规
定： “建设、 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 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
性要求， 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保障网络安全、 稳定运行， 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 防范
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

现在攻击手段不断发展， 国家层面的定级分类和强制性标准必然相对滞后。 作为防范信息服务
设备后门及技术漏洞的要求而言， 达到强制性要求仅能完成表面上的合规， 却造成事实上的不安
全， 这与按照企业情况制定的灵活安全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笔者建议立法加强 CNVD 的指导功
能及协调作用。 《网络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对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采取下列措施： …… （三） 促进有关部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以及有
关研究机构、 网络安全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 这给 CNVD 介入提供了法律依据。
目前在《CNVD 漏洞安全相应指导规范》 中已经规定了通用软硬件漏洞处置流程， 但应更鼓励 CNVD
与信息服务设备制造商及安全服务企业进行合作， 根据不同行业情况完成风险评估， 制定出相应的
安全标准， 并制定更为灵活的安全策略以明确其他必要措施的内容， 做好事前防范工作。 在事后处
置上， 根据设备性质制定处理流程和公开策略。

4. 加重前端厂商的法律责任
如前文所述， 信息服务设备制造商的主观意图很难被认定， 导致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其难以进行

管理。 目前 CNVD 的 《中国互联网协会漏洞信息披露和处置自律公约》 第二章自律条款的第八至十
条分别规定了 CNCERT、 漏洞平台、 相关厂商和信息系统管理方应遵循的自律义务。 但相关厂商和
信息系统管理方的自律义务相对空泛， 仅仅要求高度重视软硬件产品漏洞和可能的危害， 及时核实
确认并提供和发布漏洞补丁或解决方案， 确保漏洞修复措施的有效性和覆盖面， 积极配合 C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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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中国互联网协会漏洞信息披露和处置自律公约》 第十条： “相关厂商和信息系统管理方遵循的自律义务有： 高度重视软硬
件产品漏洞和信息系统漏洞可能对产品用户和系统用户可能造成的危害， 积极回应 CNCERT、 漏洞平台以及漏洞报送者提
供的漏洞信息， 及时核实确认并提供和发布漏洞补丁或解决方案。 应从产品研发、 测试和发布等环节加强协同管理， 及时
应对新出现的漏洞， 在产品远程升级、 用户系统维护方面做好技术准备和主动服务， 确保漏洞修复措施的有效性和覆盖面。
积极配合 CNCERT作好技术分析和用户威胁评估， 缩短应急响应周期。 通过网站、 邮件等方式及时披露和推送本单位生产、
提供的软硬件产品的漏洞描述信息。”

作好技术分析和用户威胁评估， 缩短应急响应周期， 保障产品用户和系统用户的知情权和安全利益。⑦

笔者查看 CNVD 漏洞分类中智能设备 （物联网终端设备） 中的信息， 比如近期编号为 CNVD-
2019-29855 的文件， 公开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关于大华某型号网络摄像头安全认证存在逻辑缺陷漏
洞的披露信息。 笔者将大华摄像头的漏洞信息进行数据检索， 不但发现此安全认证漏洞并未得到解
决， 更发觉 2015 年 CNVD-2015-05128 文件， CNVD-2017-08192 文件， 2017 年 CNVD-2017-
06997 文件等多份报告显示大华公司产品长期以来都存在极大隐患。 安全专家 bashis 认为大华设备
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漏洞， 更疑似大华科技自身预留的一个后门。 而大华科技公司则只是将这些漏
洞定级为 “编码问题”， 而且言明并不是公司故意为之。

笔者认为， 需要加重前端厂商的法律责任。 首先， 在发布产品前应当以法律法规的激励性要求
厂商自律并关注安全。 有些设备商固件使用第三方开源代码， 以便降低组装成本， 但在出厂之前应
强制要求通过扫描工具进行扫描， 并与已建立并经常更新的安全漏洞数据库进行比较。 国外立法经
验亦可借鉴， 2017 年美国提出 《2017 年物联网网络安全改进法案》， 要求所有联网设备的制造商都
要确保联网设备的软件或固件 （是固化在硬件中的软件） 的组件能够被更新或替换， 防止信息被未
授权访问或者修改泄露。 而加州率先通过 SB-327 法案， 并于 2020 年元旦生效， 要求任何 “直接或
间接” 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制造商必须为其配备 “合理” 的安全功能。 英国则积极将欧盟 《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 （GDPR） 转化为了 《消费类物联网设备安全行为准则》。 我国需要出台专门规范厂商
责任的立法。 其次， 启动公益诉讼完善对产品的事后规制。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一系列 D-Link
路由器缺乏安全性提起诉讼后， D-Link 公司便同意在产品发布前做好规划， 完成应有的威胁建模、
漏洞测试、 以及软件安全计划。 而在我国， 尽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了消费者协会、 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
组织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地位， 但此类公益诉讼甚少开展。 最后， 对于经常出现产品问题的厂
商， 需要建立黑名单机制， 施加更为严格的市场禁入， 严格禁止政府采购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联网
设备。

结语

大数据、 云计算云存储、 互联网 + 、 区块链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更加便捷的服务， 但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各级各类分销服务商， 受逐利的人性弱点驱使， 都会在
相应的信息基础传输设备进行后门设计。 另一方面， 人类高新技术发展的局限， 也使得信息基础传
输处理的生产厂商， 无法做到一开始就杜绝技术漏洞的技术保障水平。 因此， 从信息服务形成商业
化运用之初至今， 各级各类信息服务设备制造商所出现的后门和技术漏洞引发的网络信息安全危害
愈演愈烈。 这也向人类社会在大数据、 云计算云存储、 互联网+、 区块链等高新技术规模发展时空
的法律规制，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基于以上， 笔者提出相应浅见和建议， 冀望能够引发大家的重视， 在应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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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设备后门和技术漏洞的威胁及其法律应对

规制方面， 求同存异地探索， 找到能够及时高效防范网络信息安全危害的法律之道。 拙文权抛陋俗
之砖， 特求教于方家与同仁之玉。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cloud�storage,� Internet�+�and�block�chain�has�not�only�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but� also� enabled� profit-seek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service� providers� at� all� levels� to� make� use� of� the� backdoors� and�
technical� loopholes�of� information�service�equipment� to�endanger� the� sound�operation�order�of�
national�security�and�social�personal�privacy�protection.�This�paper� focuses�on� three�aspects�of�
service� equipment� transmission� backdoors� and� technical� loopholes:� social� hazards,� causes� and�
solution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n� how� to� deal� with�
information� security� hazards� that� accompany� the� evolution� of� high-tech� and� guarantee�
information�safety.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rvice� Equip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Backdoor； Technical�
Loophol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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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时代中国改革创新试验的法治问题研
究” （项目批准号： 18ZDA13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崔广平、 周淑清： 《水库移民权利保障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60-166页。
譺訛 赵姚阳： 《我国水库移民权利保障发展评析》， 载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1年第 2期。
譻訛 袁松龄、 常献立： 《小浪底水库移民权益保护》， 载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 6期。
譼訛 杨文健、 赵海涵、 刘虹：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载 《云南社会科学》 2004年第 6期。

邢伟星 *

内容提要： 法制理念是法制建设的灵魂、 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社会主要矛盾对法制理念
变迁起决定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国家发展思想和立法思维的变化， 水工程移民
法制理念从补偿性移民到开发性移民再到 “以人为本” 移民， 几经变迁。 新时代下， 社会
主要矛盾转化、 新发展思想提出和宪法修改， 在给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带来巨大冲击的同
时， 也为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对此， 应依据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变迁规律，
实现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向 “以人民为中心” 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 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将
水工程移民中私有财产征收、 征用等法律保留事项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重构水工程移民法
制体系， 实现移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 法制理念 水工程移民立法 社会主要矛盾 以人民为中心 宪法修改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4

论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变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加强重要领域立法， 提
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具体到水工程移民立法领域， 首要任务是转变水工程移民立法理念适应新时代
法治发展要求。 2018 年 12 月， 财政部、 水利部、 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
效管理暂行办法》 （财农 〔2018〕 174 号，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对水工程移民基金管理提出一系
列要求。 尽管 《暂行办法》 并非首部水工程移民领域的行政规章， 但从内部行政程序视角规范水工
程移民管理部门公权力， 尚属首例， 体现了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重大转变。 一直以来， 我
国水工程移民法制主要由专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 尚未形成完备的法制体系， 原因在于水工
程移民法制理念几经变迁。

学界对水工程移民法制的讨论相对有限， 其中水工程移民权利及其保障研究又占据主流地位。
相关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水工程移民享有何种权利， 如崔广平教授以权利保障理论为依据
界定了水工程移民基本权利范畴，譹訛 赵姚阳博士则提出以立法方式填补移民社会保障权和申诉救济权
空白；譺訛 二是如何完善水工程移民权利保障制度， 如袁松龄提出建立公众参与和移民申诉渠道保障移
民的参与权和申诉权，譻訛 杨文健教授从降低移民风险角度提出构建水工程移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譼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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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雯则提出移民权利保障应以公正补偿和正当法律程序为基本原则。譽訛 与水工程移民权利及其保障
研究相比， 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研究很少有人涉及。 有学者从清理旧法、 制定新法、 及时配套、 构
建监测机制等方面讨论过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律制度。譾訛 部分学者着眼于水工程移民中特定类型社会关
系和基本法律问题， 以特别立法和专门立法的路径对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给予回
应。譿訛 还有学者从思维层面提出实现由 “工程思维” 向 “法治思维” 的转变。讀訛

需要指出的是， 现有研究虽然以水工程移民权利保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但仍停留在现行水工
程移民法制体系框架之内， 或者说， 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所作的调整， 而
并未触及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转变这一根源性问题， 难以根治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中的顽疾。 新时
代以何种法制理念重构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 通过何种路径回应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面临的
挑战？ 这是当前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中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也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的基本内涵

现有文献对移民问题的研究错综复杂， “移民” 内涵根据研究需要被界定到不同话语体系。 例
如， 国际移民、 城市移民、 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与水工程移民的措辞虽然相同， 但含义各异， 对应
的法律规范及其适用也存在明显差别。 为此， 明确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的基本内涵首先需要回
答 “何为水工程移民” 和 “何为水工程移民法制” 两个基本问题。 换言之，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的基本内涵应从法律关系主体和外在表现形式两个角度界定。

（一） 以水工程移民为法律关系主体

在我国当前话语体系中， 移民常被视为国际移民的同义词， 似乎移民只有国际移民一种形式。
实际上， 我国存在多种形式的移民， 诸如工程移民、 城市移民、 生态移民、 教育移民等等。 本文讨
论的水工程移民是工程移民种类之一， 也是工程移民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具
有特定性和特殊性。 同时， 水工程移民虽与国际移民、 城市移民、 生态移民、 教育移民等都属于移
民范畴， 但与其他形式移民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 意志的非自愿性。 国际移民或城市移民为谋求自身发展而主动迁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其意思自治， 属自愿移民。讁訛 水工程移民则是基于水工程建设的不可抗因素的人口搬迁。 水工程建设
一般以河流等自然条件为主要考量因素， 征收房屋和土地的情况不可避免。 大量原居民因居住条件
破坏和生产资料流失被迫迁移， 意志上具有非自愿性。 如果说国际移民或城市移民是主动迁移的自
愿移民， 那么水工程移民是公权力干预下的非自愿移民。 第二， 动因和目的的公益性。 非自愿移民
的动因千差万别， 目的也不尽相同。 例如， 生态移民虽属非自愿移民， 但是在战争、 自然环境恶化
等客观因素驱动下的人口被迫迁移， 目的在于个体生存与发展。 而与之不同的是， 水工程移民在动
因上是基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建设水利水电工程的宏观决策， 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具有双重公益性。 显然， 与以谋求个体生存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移民等非自愿移

譽訛 王琼雯： 《“移民为何贫困” ———非自愿移民补偿制度的法规范分析》， 载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第 2期。
譾訛 李振华、 王珍义：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法律规制》， 载 《中国集体经济》 2011年第 9期。
譿訛 参见黄东东： 《中国工程性移民法研究》，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杜丽娟、 聂学东、 朱苏加： 《物权法颁布

之后对我国移民安置的规范性研究》， 载 《河北省科学院学报》 2008年第 1期。
讀訛 胡大伟： 《“权利贫困” 及其纾解———水库移民利益补偿的困境与出路》， 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2期。
讁訛 翁里： 《国际移民法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6-15页。

论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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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王青： 《关于 “法治” 与 “法制” 英译名的探讨》， 载 《中国科技术语》 2016年第 4期。
輥輯訛 程燎原： 《从法制到法治》， 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1-45页。
輥輰訛 参见刘惊海： 《界定 “法治” 与 “法制” ———一个实践的要求》，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3 年第 3 期； 沈宗灵：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载 《中国法学》 1999年第 1期； 周永坤：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研讨
会述评》，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7年第 2期。

輥輱訛 参见曹建明： 《从 “法制” 到 “法治”》， 载 《探索与争鸣》 1997 年第 12 期； 曹贤文： 《略论法制、 依法治国和法治》， 载
《社会科学》 1998年第 2期； 孙育玮： 《“法制” 与 “法治” 概念再分析》， 载 《求是学刊》 1998年第 4期。

民不同， 水工程移民是以个体利益为代价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非自愿移民。 第三， 产生方式的专属
性。 铁路、 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产生的工程移民， 虽具备非自愿性和公益性特点， 但因移民数量
少且情况单一， 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本文讨论的是水工程建设中产生的移民， 即因水库或水电
站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被迫迁移的移民群体。 如上文所述， 水工程建设在于防治自然灾害、 利用
自然资源， 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强依赖性， 由此产生的水工程移民是工程移民中数量最多、 情况最复
杂、 问题最严重的一类。

由此可以大致总结， 水工程移民作为水工程移民法律关系主体具备如下三个要件： 一是居住条
件或 （和） 生产资料被动流失； 二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 三是以水工程建设为前提。 综合以上分
析， 本文认为， 凡是居住条件或 （和） 生产资料等私有财产因水工程建设而遭到损害， 接受国家补
偿的个人均属水工程移民， 是水工程移民法制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

（二） 以水工程移民法制为外在表现形式

水工程移民法制是水工程移民立法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 界定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的基本
内涵， 主要在于区分 “水工程移民法制” 与 “水工程移民法治”， 而二者的区别源自对 “法制” 与
“法治” 两个概念的界定。 关于 “法制” 与 “法治” 的内涵， 学界早有争论。 系统梳理主要有如下
观点， 可为区分上述两个概念提供参考。

有学者曾试图从词义方面区分 “法制” 与 “法治”。 例如， 从英文角度将 “法制” 翻译为 rule
by law， 强调法律的工具属性； “法治” 则翻译为 rule of law， 体现法律的本位地位。輥輮訛 从汉字构造角
度分析， 认为 “法制” 意味 “刀制”， 表现为封建专制的人治法律， 强调法律的制裁性； “法治” 乃
“水治”， 代表着民主理性的现代化法律， 侧重法律的疏导和规范作用。輥輯訛 显然， 从词义角度区分两个
概念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 对主要概念存在曲解， 如法制应翻译为 legal system， 而 rule by law 对应
“以法治国”； 其次， 论证从语言文字角度展开， 缺少对法学相关概念的梳理； 最后， 抽象理念多于
具体分析， 就概念而谈概念， 没有立足于我国立法实践， 对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缺少关注。 这
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挖掘 “法制” 与 “法治” 本质区别， 以此为标准区分上述概念有失偏颇。

学界对 “法制” 和 “法治” 两个概念的研究集中在二者的内涵和关系上， 相关观点大致分为两
大阵营。 一方认为， “法制” 与 “法治” 的本质区别在于范畴， 然而二者的内涵和外延却各不相同，
需严格区分。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 核心是现行法律规范， 是对民主状态的法律控制， 与政治制
度、 经济制度相对应；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应的治国方略， 强调以法律为核心手段实现对社会控制
的状态， 是立法、 执法、 司法和守法的高度统一。 同时， 二者也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輥輰訛 另一
方认为， 应以辩证视角界定 “法制” 与 “法治” 内涵， 明确其中的区别与联系， 推动二者相互融
合。 法制属于制度范畴， 法治属于方法范畴。 但法制应体现法治精神， 即法制健全需以法治理论为
指导， 法制运行和完善需以法治原则和目标为基准； 同时， 法治落实以法制为载体， 即法治理论效
果发挥和价值目标实现以健全的法制的运行为前提和路径。輥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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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50-156页。

2014 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强调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将序言中 “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 修改为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至此， 几经论证， 对于 “法制” 与 “法治” 的内
涵及其关系的争论已基本达成共识。 概而言之， 法制可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 静态法制是指
法律制度， 动态法制是包括立法、 司法、 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在内的法律实现过程。 法治内涵则更为
丰富， 是与人治对立的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 其基本含义是依法办事， 表现为法律规范实行与
实现的结果———法律秩序， 内涵民主、 自由、 平等、 人权等诸多社会价值。輥輲訛

依据上述结论， 又鉴于我国水工程移民经历了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等特殊历史时期， 这
些时期只存在静态 “法制” 而并不存在以依法办事为基本含义的 “法治”， 故本文采用水工程移民
“法制” 理念的表述。 本文认为，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基本内涵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存在于静态意
义上水工程移民法律制度中的立法理念， 二是体现在动态意义上水工程移民法律秩序中的执法理念
和司法理念。 我国现行法律中规范水工程移民法律行为的全部法律、 法规、 规章、 制度等属水工程
移民静态法制范畴， 意在划定移民权利与公权力界限； 水工程移民中的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和
法律监督等各环节构成了水工程移民动态法制， 旨在维护水工程移民法律秩序。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
念作为水工程移民法制的灵魂、 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旨在解决水工程移民法律关系为何法制以及
如何法制的问题。

二、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历史流变

水工程移民法律关系与我国特定时代的法律制度交汇时， 形成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随着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和转化以及政治、 经济和法律制度发展， 移民对自身要求和满足要求方式的认识
不断深化，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也随之变迁。 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动态演变过
程， 对于把握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发展规律和价值追求， 十分重要。 考察我国水工程移民立法实
践历程，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制定 （1986 年 6 月 25 日）、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制定 （2006 年 3 月 29 日） 及其修改 （2017 年 4 月 14 日） 为时间节点，
可将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演变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 （1949-1985 年）

新中国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起步于 1951 年密云水库动工之前， 直到 1953 年我国第一部工程建
设征地行政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才正式公布施行。 虽然于 1958 年 1 月对 《国家建设
征用土地办法》 修订， 但因处于探索阶段，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尚未正式形成。 这一阶段， 水工程
移民处于水工程建设的从属地位，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从时有法律规范可以概括为补偿性移民法制
理念。

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强调水工程移民服从工程建设大局， “舍小家， 顾大家”。 受 “重工程、 轻
移民” 发展思想影响， 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以满足移民基本生活条件为目标， 移民权益保障问题惨
遭忽视。 例如，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1953 年 12 月公布施行， 1958 年 1 月修正， 1982 年5 月
废止） 第十三条规定， 移民安置补偿标准为 “不得使其流离失所”； 1958 年修正后第九条规定：
“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 如果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认为对社员生活没有影响，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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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参见黄东东： 《对开发性移民的法律解释》， 载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3年第 1期； 辛文、 焦成斌： 《三峡工程四川库区 10
年移民工作回顾》，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4 页； 张宝欣： 《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8页； 卢纯： 《三峡移民管理概论》，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1页。

补偿， 并经当地县级人民委员会同意， 可以不发给补偿费。” 此外， 国务院于 1982 年公布的 《国家
建设征用土地条例》 （1982 年 5 月公布施行， 1987 年 1 月废止） 第四条规定： “被征地社队的干部
和群众应当服从国家需要， 不得妨碍和阻挠。” 不难看出， 根植于移民利益无条件让位于国家利益
和集体利益发展思想， 片面强调水工程移民服从工程建设， 是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的核心内容。

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的形成并非偶然， 表面上看受制于国家法制发展水平， 本质上却取决于当
时的发展思想和社会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随即进入过渡时期， 在以工业化为主体的过渡时
期总路线的指导下， “重工程、 轻移民” 发展思想将水工程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水工程移民安置补
偿问题被弱化甚至被忽视， 出现 “可补可不补的， 不补； 可多补可少补的， 少补” 的窘迫局面。 社
会主义制度确立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社会主
要矛盾， 发展社会生产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 水工程建设属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 自然居于
重要地位， 而移民安置补偿仍难得到应有重视， 更遑论水工程移民权益及其保障。 由此观之， 国家
法制水平落后对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的影响只是表象， 国家发展思想和社会主要矛盾才是补偿性移
民法制理念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二） 开发性移民法制理念 （1986-2005 年）

1986 年是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的分水岭， 这一年出台的两部法律法规推动了水工程移民法制及
其理念发展。 第一部是 1986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
二条规定： “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 由国务院另行规
定。” 以法条授权方式将水工程移民法律渊源的最高位阶上升为行政法规。 第二部是 1986 年 7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报告的通知》 （国办
发 〔1986〕 56 号， 1986 年 7 月发布， 2016 年 6 月失效）， “使移民安置与库区建设结合起来， 合理
使用移民经费， 提高投资效益， 走开发性移民的路子。” 此后， 国务院于 1991 年 2 月发布我国第一
部水工程移民专门行政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国务院令第 74
号， 1991 年 5 月 1 日施行， 2006 年 9 月 1 日废止）， 第三条规定： “国家提倡和支持开发性移民，
采取前期补偿、 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的办法。” 如此一来， 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明确为开发性
移民法制理念。

开发性移民法制理念是相对于补偿性移民法制理念而言的， 强调以水工程移民搬迁为契机， 依
据水工程移民法律法规在对移民公平补偿基础上， 通过立法、 行政等手段把移民安置、 补偿和发展
与库区建设有机结合， 提高移民生产生活水平， 实现移民安置区和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輥輳訛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恢复和改善水工程移民生产生活。 例如， 1992年 3 月， 国务院批转的 《国家计委关于加

强水库移民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 〔1992〕 20 号） 提出， “在开发性移民方针的指引下， 将移民安
置方式和生产门路落在实处， 使移民搬得出， 安得下， 并能尽快正常生产， 正常生活， 达到长治久
安的目的。” 1996 年 3 月， 国家计委、 财政部、 电力部、 水利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设立水电站库区
后期扶持基金的通知》 （计建设 〔1996〕 526 号） 指出， “基金提取的原则是： 不降低移民原来的生
产、 生活水平并逐步有所改善。” 第二， 给予水工程移民特殊政策支持。 如国务院于 1991 年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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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国务院令第 74 号）， 第十八条规定： “对移民生
产中的高扬程提灌和围堤排水用电， 应当按核实电量给予电价优惠。 ……在服从水库统一调度和保
证工程安全的前提下， 应当优先组织移民开发利用。” 第十九条规定： “国家安排支农、 扶贫资金和
交通、 文教、 卫生等经费时， 对移民安置区应当适当照顾， 以扶持移民安排生活和发展生产。” 第
三， 实现水工程移民可持续发展。 如 2002 年 12 月， 国家计委印发 《关于印发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
民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基础 〔2002〕 2623 号）， 第四条规定： “建设征地移民工作要处理
好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之间的关系， 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 妥善安置移民。” 第二十七条规定：
“移民后期扶持的主要任务是对移民后期生产和生活进行扶持， 逐步提高和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水平。”

这一时期，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未发生变化， 仍以发展社会生产为主， 但国家发展思想却实现
了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转变。 同时， 2004 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土地征收、 征用补偿制度， “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 具体到水工程移民法
制领域， 在于如何通过法制建设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 落实土地征收、 征用补偿制度， 解决水工程
移民合理补偿、 恢复生产生活、 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实现向开发性
移民法制理念的转变，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路径。 因此， 国家发展思想和宪法制度性规定成为水
工程移民法制理念转变的内在动因。

（三）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 （2006-2017 年）

2006 年 7 月， 国务院公布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国务院令第
471 号， 以下简称 《条例》）， 第四条规定：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应当遵循
下列原则： （一） 以人为本， 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 满足移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2014年， 水利部
《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安置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水移 〔2014〕 114 号， 以下简称 《指导
意见》） 规定， “坚持以人为本， 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的关系， 做到工程建设管理与移民安置
管理并重。” 至此，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正式确立。

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 发挥移民主体作用、 尊重移民意愿、 保障移民合法权益是落实 “以
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的主要内容。 具体而言， 一是， 明确水工程移民的参与权和听证权。 《条例》
第九条、 第十五条和第三十八条分别规定， 在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 移民安置规划和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规划时， 应当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必要时， 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 此外， 国家发
改委于 2012 年印发 《关于做好水电工程先移民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 〔2012〕 293
号， 以下简称 《通知》） 规定， “涉及移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必须公平、 公正、 公开， 听取移民
群众的意见。” 二是， 保障水工程移民的知情权。 《通知》 规定， “使移民广泛知晓移民政策， 增加
政策的透明度、 让移民早作准备、 早作谋划， 搬迁有序。” 《指导意见》 也明确要求， “要做好移民
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移民安置方案、 移民安置标准以及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的拨付使用情
况， 维护移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是， 明确救济途径以保障水工程移民的救济权。
《条例》 第五十五条规定： “在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过程中， 移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可以
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反映……移民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
时， 《通知》 规定， “研究制订建立移民申诉及反馈机制等具体措施， 保障移民诉求渠道畅通。”
《指导意见》 指出， “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移民信访工作”， 通过畅通信访渠道和建立健全移民信访应
急处置机制两种途径及时妥善处理移民信访事项， 保障移民救济权利，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 加大补偿扶持力度、 提高安置补偿标准、 解决移民发展问题也是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
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2006 年 5 月， 国务院印发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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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意见》 （国发 〔2006〕 17 号） 规定， “坚持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 坚持解决温饱问
题与解决长远发展问题相结合。 ……加大扶持力度， 解决库区和移民安置区长远发展问题。” 《通
知》 也提出， “以移民搬迁安置为契机， 积极谋划库区长远发展， 促进移民脱贫致富。” 2017 年 5
月， 国务院修改 《条例》， 再次提高水工程移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实行与铁路等基础
设施项目用地同等补偿标准。”

立足时代背景不难发现，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依然是国家发展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 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 由此， 科学
发展观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依托科学发展观产生，
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在原有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 依据宪法确立的
土地征收、 征用补偿制度，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旨在解决水工程移民如何全面发展、 协调发
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即， 发挥水工程移民主体作用， 保障移民合法权益， 解决移民发展问题。

三、 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面临的挑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演变历程， 可以发现，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历
史嬗变并非偶然， 而是各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 国家发展思想和宪法制度性规定等多个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因此， 将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下考量， 才
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
对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带来巨大冲击， 这些冲击主要来自三个层面。

（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冲击

在我国， 国家所有目标和任务都必然衍生于 “社会主要矛盾” 这一特定中心。 社会主要矛盾是
对社会发展状况通盘考察， 在总结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重大论断， 决定着时代的阶段性
质， 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輥輴訛 能否正确认识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 是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輥輵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
盾转化基于对新时代中国国情的科学认知， 意味着新奋斗目标和新任务的出现， 必将推进党和国家
发展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輥輶訛 依据我国现行法制体系建构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制体系是党和国家发展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 乃社会主要矛盾驱动下的产物。輥輷訛 水工程
移民法制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必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变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时代特色及其自身特殊性， “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是以
小康社会切近建成为标志的。”輦輮訛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水工程移民需求

輥輴訛 参见李慎明： 《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刘
同舫：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 载 《华南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6期。

輥輵訛 刘同舫：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争鸣》，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9年第 8期。
輥輶訛 李景治、 王瑶：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对话》，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2018年第 1期。
輥輷訛 陈国栋： 《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与新时代行政法治的发展》， 载 《暨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8期。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刘同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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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全面提升， 而不再局限于货币补偿、 房屋补偿等物质补偿层面。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须以对
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依据， 以满足水工程移民的实际需求为价值取向。 其中， 最为关键的问
题在于如何从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视角正确认识、 判断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由此又衍生出一
系列具体问题， 诸如： 如何破解水工程移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怎样满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下水
工程移民实际需求， 等等。

（二） 新国家发展思想的冲击

2018 年宪法修改后， 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 是为党的领导的宪法依据。 正如学界所指出的， 党的领导不仅仅是通过国家政权的途径对
社会实施调控和治理， “还同时运用政治、 思想和组织领导等方式， 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网络， 直接
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单位和组织进行较全面的指导和监督。”輦輯訛 其中， 政治领导是宏观层面的方式， 通
过政治上方针、 政策的引领和指导， 依托党的政治权威， 使包括各级国家机关在内的全国人民统一
理想信念。輦輰訛 即， “党的主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 转化为国家法律， 依
法治国。”輦輱訛 由此可见， 党的政治领导尤其是党的政策的引领作用对于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形成和
转变尤为重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 首次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 “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党的政治领导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作用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必然成为新时代我国法制建设的理念支撑。 如此一来， 如何处理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与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关系， 成为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以人为本” 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史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必须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那么， 现有的 “以人为
本” 移民法制理念能否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真正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角度看，
“以人为本” 移民法制理念又能否支撑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 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三） 宪法修改的冲击

“宪法者何物也？ ……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輦輲訛 我国 《宪法》 序言规定，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
……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据此， “许多宪
法学家把宪法称为 ‘母法’ ‘最高法’”。輦輳訛 宪法 “母法” 或 “最高法” 地位， 缘于宪法的民主本质。
根据自由主义自然法学派 “主权在民” 思想， 宪法是民主制度化的结果， 以实现民主为根本使命。輦輴訛

宪法集中体现人民共同意志， 而人民意志具有最高性与根本性， 因此， 宪法高于权力并控制权力，
具有最高权威， 其核心精神在于规范公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輦輵訛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中，
宪法是整个国家立法规范体系中最高的法律渊源、 规范渊源和结构。輦輶訛 《立法法》 第 3 条规定， “立

輦輯訛 朱光磊、 周振超： 《“党政关系规范化” 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载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 1期。
輦輰訛 林鸿潮： 《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 载 《当代法学》 2019年第 4期。
輦輱訛 刘作翔： 《当代中国的规范体系： 理论与制度结构》，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第 7期。
輦輲訛 梁启超： 《政论选》， 新华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6页。
輦輳訛 吴家麟： 《宪法学》， 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22页。
輦輴訛 李少文： 《宪法的两种逻辑、 两类规范与两重效力》， 载 《政法论坛》 2017年第 5期。
輦輵訛 韩大元： 《论宪法权威》， 载 《法学》 2013年第 5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刘作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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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即 “坚持宪法对普通立法的根本法地位， 并视宪法为审查普通立法
内容正当性的唯一依据。”輦輷訛

作为普通立法， 水工程移民立法必然以宪法为内容正当性唯一依据， 水工程移民法制必须有明
确的宪法依据。 2018 年 《宪法修正案》 明确规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贯彻新发展理念。 如此一来， 宪法修改必然会冲击到水工程移民法制及其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因此， 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首先必须处理好水工程移民立法与宪法的
关系， 处理好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等宪法制度性规定之间的关系。 欲达致上述目
标，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须因客观情势变迁， 满足水工程移民实际诉求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要求。
在此背景下， 如何使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变迁与宪法制度性规定相契合？ 进一步而言， 水工程移
民法制建设如何落实新发展理念？ 修法抑或立法？

四、 基于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回应路径

面临新的历史时期的特定时代挑战，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实现向 “以人民为中心” 的转变， 方
可满足水工程移民实际诉求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需求， 基本原则是确立水工程移民的主体地位， 坚
持移民利益至上观， 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移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水工程移民作为 “人
民”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水工程移民法律关系的主体， 个中公权力来源于移民、 服务于移民。 以法
律为载体将水工程移民利益升至首要位置， 将公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 是 “以人民为中心” 移
民法制理念的应有之义。 总之，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能够更加准确的回应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转化、 新发展思想确立和修宪对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的冲击和挑战。 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转
变， 需要水工程移民法制从如下三个层面作出具体回应：

第一， 在立法理念层面， 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的转变， 回应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的挑战。 社会发展必须以民生为起点和归属， 因为人民是发展的中心与目的。輧輮訛 “以人为本” 移民法
制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体化， 强调 “人” 作为一个物种的重要性， 显然无法适应新时代水工程移民
法制的价值取向， 也难以满足新时代水工程移民诉求和社会发展需要。 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
法制理念的转变， 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下水工程移民问题的有效途径， 也是实现水工程移民
新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将作为 “人民” 重要组成部分的移民
确立为水工程移民及其法制建设的中心， 旨在满足移民实际诉求， 实质上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中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契合。 另一方面， 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以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
法制理念为价值追求， 以发现和解决水工程移民领域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为首要目的， 移民诉
求和民生导向贯穿其中， 彰显移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因此，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有
助于明确新时代水工程移民的根本目的、 价值取向和具体目标， 是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的价值导引
与重要遵循， 也是对移民 “中心地位” 的直接回应。

第二， 在立法位阶层面， 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将水工程移民中私有财产征收、 征用等法律保留事
项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根据上文所述不难发现， 现行水工程移民法制中存在的法律位阶低、 传统法
制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等问题是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的主要障碍。 根据 《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一条之
规定， “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 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輦輷訛 叶海波：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的规范内涵》， 载 《法学家》 2013年第 5期。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陈国栋文。

44· ·



论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变迁

国务院制定水工程移民专门行政法规属于授权立法， 而且是应急性授权立法，輧輯訛 即制定法律条件不成
熟情况下的授权立法。 《立法法》 第八条对立法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 （七）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征用。” 因此， 本文认为， 水工程移民中因涉及到诸多私有财产
征收、 征用问题， 属于法律保留事项。 在长期探索中， 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制建设积累了大量立法经
验， 现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 行政法规在法律位阶上已无法对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起到统领作
用， 仅仅对其修改已是徒劳。 应以此为契机， 将水工程移民中私有财产的征收、 征用等法律保留事
项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即， 以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为指导，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制定水工程移民专门法律， 对水工程移民中私有财产征收、 征用等法律保留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确
保以宪法为统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第三， 在法律执行层面， 构建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 实现移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平
衡。 法制理念是法制的灵魂， 随着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的确立， 我国水工程移民法制建
设必将随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上文思路， 制定水工程移民专门法律必然导致现行水工程移民
法规和规章的修改甚至废止。 因此， 运用立、 改、 废、 释多种方式对现行水工程移民法律法规进行
清理， 以立法方式填补现行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的法律漏洞， 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
念， 是为形式上构建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

那么， 如何在实质上构建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以适应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
从而保障移民权益， 助益移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的价值追求在于移民权益
保障和社会稳定发展， 前提是对水工程移民中公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合理制约， 发挥公权力的能动作
用。 具体而言， 应从 “权利保障” 和 “权力规范与制约” 两个角度展开。 保障移民权利是 “以人民
为中心” 法制理念指导下水工程移民法制的根本价值追求。 新时代， 水工程移民需求已不再局限于
物质层面，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表现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而这些需求转变的背后实际上是对
权利的需求和对权利保障的渴望。 立足水工程移民时代之需， 水工程移民法制必须实现从消极自由
发展到积极权益保障的转变， 将水工程移民权利法定化， 围绕移民需求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解决水
工程移民中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此外， 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是公权力的责任所在。輧輰訛 但是，
在发挥公权力能动作用实现水工程移民权益保障目标的同时， 必须防止公权力的过度扩张。 无论是
从外部行政行为角度规范公权力， 防止懒政、 怠政， 还是从内部行政程序视角制约公权力， 避免权
力滥用， 都是平衡 “权利保障” 与 “权力扩张” 的必然路径， 也是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
理念、 构建新时代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的应有之义。

结论

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早已达成共识， 但水工程移民法制及其理念却在一定程度上
忽略了这一价值追求。 历经七十年变迁的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 虽然在水工程移民领域逐渐实现了

輧輯訛 学界关于授权立法分类的观点尚未统一。 笔者认为， 根据 《立法法》 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关于授权立法条件之规定， 授权
立法可以划分为应急性授权立法和试验性授权立法。 其中， 应急性授权立法是在制定法律的条件不成熟时授权立法的情况
（《立法法》 第十一条）； 试验性授权立法则是 《立法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 “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 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
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 的授权立法情况。 相关观点参见周旺生： 《立法
学》，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10-311 页； 李丹阳： 《试验性立法的中国实践》， 载 《学习与探索》 2016 年第 2 期； 曾祥
华： 《试论授权立法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2期。

輧輰訛 殷啸虎： 《对我国宪法政策性条款功能与效力的思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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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The�concept�of� legal� system� is� the� soul,� spiritual�essence�and�value�pursuit�of� legal�
system�construction�and�the�social�principal�contradiction�plays�a�decisive�role�in�the�change�of�
legal� concept.�Since� the� founding�of�New�China� and�with� the� chang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legislative� thinking,� the� legal� concept� of� water� project� resettlement� has� changed�
from� compensatory� resettlement� to� development� resettlement� and� then� to “ people-oriented”
resettlement.�In�the�new�era,�the�transformation�of�social�principal�contradictions,�the�proposal�of�
new�development�ideas�and�the�revision�of�the�Constitution�have�not�only�brought�a�great�impact�
on�the�legal�concept�of�water�project�resettlement,�but�also�pointed�out�the�direction�for�the�legal�
construction�of�water�project� resettlement.� In� this� regard,�according� to� the�changing� law�of� the�
legal�concept�of�water�project�resettlement,�China�should�realize�the�transformation�of�the�legal�
concept�of�water�project� resettlement� to “people-centered”.�On� this�basis�and�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of�legal�reservation,�the�legal�reservation�matters�such�as�expropriation�and�requis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water� project� resettlement�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scope� of� legal�
regulation,�and�the�legal�system�of�water�project�resettlement�should�be�reconstructed�to�realize�
the�balance�between�resettlement�rights�and�public�power.

Key Words: Legal�Idea； Water�Project�Resettlement�Legislation； Main�Social�Contradictions；
People-centered； Revision�of�the�Constitution

“依法行政” 的目标， 但水工程移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意识依旧淡薄。 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
新发展思想确立之所以对水工程移民法制理念产生冲击， 正是源于对水工程移民权利保障的忽视。
本文提出的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移民法制理念的转变，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专门法
律， 平衡移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 是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新发展思想的直接回应， 对重构
水工程移民法制体系、 分配公权力以及相关执法、 司法实践都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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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王万茂、 臧俊梅： 《试析农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 载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06年第 3期。

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的法理基础与入法路径

吕 翾 *

内容提要：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具有动态、 立体和增量意涵的新型土地用益物权。 在土地开
发利用关系的调整时点与权利内涵上， 土地发展权与其他土地用益物权之间存在一定区隔
性。 在权利来源上， 土地发展权也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 与其他土地用益物权及
其构成的体系间具有兼容性。 将土地发展权纳入我国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符合民事物权生成
与发展的规律， 具体路径上， 须明确土地发展权的入法方式与权利构造， 在此基础上协调
静态土地物权和动态土地权利的运行。
关键词： 土地发展权 用益物权 土地利用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5

土地发展权一词来自对国外土地利用规划管控实践衍生出的 Land Development Right 的翻译，
属 “权利舶来品”。 鉴于中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及用途管制型的土地利用管理制度， 从法理上
看， 中国土地利用管理与空间规划实践中现实地存在隐性的、 由国家所有的土地发展权。 但这一
“权利” 尚未被清晰认知并安放于法定的土地法权体系之中。 在国土空间规划法制建构与空间治理
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这一源于土地规划管制而产生的 “新型权利” 亟待权利化与法制化， 以
调整因空间规划实施而对土地所有权及土地用益物权进行公用征收、 使用、 限制与公用权利变换等
活动中产生的公权实施与私权保护的划界与协调关系。 因此， 如何对这一权利的概念与内涵作一中
国式的准确界定， 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更是在中国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下避免体系矛盾及制
度内容和规范之冲突， 从而使土地发展权制度顺利 “落地” 的现实需要。

一、 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认知

（一） 基于实践运行的学理认知

土地发展权是什么？ 这涉及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界定与属性定位。 当前学术界对土地发展权的概
念与内涵存在一定分歧， 存在 “狭义说” “广义说” 和 “混合说” 三种。

“狭义说” 认为， 土地发展权仅指在土地原有使用性质限度内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的权利， 不包
括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权利。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原有集约度的改变的市地发展权，① 包括在农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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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侯华丽、 杜舰： 《土地发展权与农民权益的维护》， 载 《农村经济》 2005年第 11期。
譻訛 柴强： 《各国 （地区） 土地制度与政策》，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05页。
譼訛 王小映： 《全面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载 《中国农村经济》 2003年第 10期。
譽訛 沈守愚： 《论设立农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 载 《中国土地科学》 1998年第 12期。
譾訛 周建春： 《中国耕地产权与价值研究———兼论征地补偿》， 载 《中国土地科学》 2007年第 1期。
譿訛 胡兰玲： 《土地发展权论》， 载 《河北法学》 2002年第 3期。
讀訛 万磊： 《土地发展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载 《重庆社会科学》 2005年第 9期。
讁訛 刘明明： 《论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 载 《理论导刊》 2008年第 6期。
輥輮訛 杜业明： 《现行农村土地发展权制度的不均衡性及其变迁》， 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1期。

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入的发展权， 和在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发展权等。②

“广义说” 认为， 土地发展权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强度， 而且可以变更土地用途。 经典表述
为 “由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 或对土地原有的集约度的提高的权利”③， 或者 “一种将农地转为建设
用地而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④ 在我国， 由于土地发展权产生于以 “农转非” 为特征的城镇化背景
下， 土地发展权更多适用于由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情形， 由此在学理上诞生了 “农地发展权”
的概念， 尔后将土地发展权和农地发展权混用。 如土地发展权是农地变更为非农用地的变更利用权；⑤

土地发展权又称为农地发展权或农地开发权， 是指将农地改为最佳利用方式的权利， 也可狭义地定
义为农耕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权利。⑥

“混合说” 在 “广义说” 基础上将空间权 （包括地上和地下） 与生态权纳入土地发展权范畴，
认为土地发展权还包括对在空间上向纵深方向发展、 在使用时变更土地用途之权， 分为空间 （高
空、 地下） 建筑权和土地开发权两类。⑦ 土地发展权可以突破原有的土地利用形式， 在空间维度上向
纵深方向发展， 在使用上变更土地用途。⑧ 还有学者将生态用地发展权纳入土地发展权范畴，⑨ 总之，
只要涉及土地用途的变更利用， 即变更土地用途不仅限于农用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 只要是提高
土地集约度或土地的经济或社会环境价值， 都属于土地发展权。⑩

上述三种观点中， 狭义说获得的支持较少。 因为将土地发展权限定于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而仅
提高利用强度， 虽然在土地利用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 但不能全面揭示土地发展权中 “发展” 概念
的本质， 且因不涉及土地用途变更， 权利运行与利益分配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 只需由传统用益物
权制度调整即可。 “广义说” 既包括在既有用途上提高利用强度的权利， 也包括变更土地用途的权
利， 比较符合我国土地发展权的实践， 具有可供研究的实证基础。 “混合说” 在 “广义说” 的基础
上， 将规划管制中的某些特殊而又重要的实践情形纳入其中， 概念的外延不确定。 因此， 在我国宜
采取广义说， 这种界定最符合学理概念界定和实践认知规律。

（二） 基于传统物权的属性与构造

从上述概念界定看，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新型用益物权， 因此从理论上与传统的用益物权一样，
可以从物权内容的三要素 （主体、 客体和内容） 和物权四项权能 （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 两个
维度来建构此项新权利。

1. 土地发展权的主体、 客体和内容
关于土地发展权的主体即归属， 因为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属性

及其制度价值， 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 更加注重公平的价值取向。 基于此， 我国土地发展权
存在三大主体： 其一， 因土地使用性质变更而产生的土地发展增益， 归属土地所有权人； 其二， 土
地使用性质不变， 但在原用途之上增加开发强度而形成的土地发展增益， 归属土地使用权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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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马俊驹、 余延满： 《民法原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66页。
輥輰訛 季禾禾、 周生路、 冯昌中： 《试论我国农地发展权定位及农民分享实现》， 载 《经济地理》 2005年第 2期。
輥輱訛 阮松涛、 吴克宁、 刘巧芹： 《宪政视角下中国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的理论探讨与反思》， 载 《中国土地科学》 2012年第 11期。

三， 对因规划管制而产生的土地发展权， 归属国家， 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行使， 以宏观调控
者的身份通过税收机制实现土地发展增益的 “公共回馈”。

土地发展权的客体是在土地开发利用中产生土地开发增益。 民法物权理论认为， 物是存在于人
身之外， 能满足权利主体的利益需要， 并能为权利主体所支配和利用的物质实体。輥輯訛 对土地开发增益
予以保护， 是英美等国所实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目标。 土地开发增益在实践中表现为一定的空间、
开发容量或配额、 土地开发权等。 我国物权法应当将土地发展权界定为独立的法定物权。

对于土地发展权的内容， 它是公民、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基于其土地所有权或者土地使用权，
在该地块上实施超限额度的利用， 并在土地原有价值之外产生的土地开发增益享有的权利， 能排除
他人之干涉。 土地发展权是以调整动态、 增量及空间为特征的土地权利的配置与运行， 调整的对象
已经超越传统的垂直指令型的行政管理关系和平行等价型的民事流转关系， 是一种在土地利用上既体
现平等分享、 又有垂直调控的复合型法律关系。

2. 土地发展权的权能构造
以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为例， 其具有占有与使用、 收益、 处分等四大权能。
占有与使用权能， 即在变更土地原农业用途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非农属性利用的权利。 在我国，

农地发展权生发于国家对集体建设用地实施用途限制， 即农用地不得擅自变更为建设用地。 而农地
发展权的主体一般在农地权属与用途转变的过程中行使使用权。 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 国家作为
事实上的农地发展权主体， 在行使权利时并不以实际占用农用地为前提。 农地事实上仍为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人占有。

收益权能本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凭借其
农地用益物权而享有的变更开发权与提高使用强度的增益分配权。 但在用途管制下收益权能被作为
管制主体的国家实际享有。

处分权能即农地发展权主体能自由流转其所享有的发展权。 在我国， 农地发展权分离于集体土
地所有权、 使用权， 因而其主体也随着其源权归属差异而不同。 农地发展权的本质是农转非开发权
和开发增益分配权。 土地发展权意味着对土地再开发利用以获取更大的价值和效用， 这是对处分权
和收益权的行使。輥輰訛 处分和收益两项权能构成农地发展权的核心。

二、 国际视野下的土地发展权： 生成背景与法制路径

（一） 空间利用与土地规划管制的法治化

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进入物质财富激增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 不仅建筑技术显著
提高， 出现摩天高楼与地下铁道， 而且房屋建筑与土地开发的广度与强度大规模提高， 调整不动产
权利运行的不动产物权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 土地所有权不再是绝对的权利， 其内涵机理与运行范
围均受到公法上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德国， 1919 年 《魏玛宪法》 及 1949 年 《德意志联邦基本法》
均规定： 所有权附有义务， 其行使应有益于社会公共福利。輥輱訛 在日本， 对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与运行进
行限制的法律主要有土地征收法、 都市计划法、 都市绿地保全法、 国土使用计划法、 都市再开发法、
自然公园法、 自然环境保全法、 消防法、 道路法、 航空法、 电波法、 下水道法、 河川法、 森林法、

49·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2期

渔业法、 矿业法、 采石法等特别法。輥輲訛 在美国，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 美国财产法注重社会的整体关
联性， 强调对环境和弱者利益的保护。 财产法公法因素加强， 通过日益广泛的行政规制， 财产所有
者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輥輳訛 因而， 由于受到默示担保理论、 妨害原则、 公共信托原则、 环境保
护论、 征用权原则、 警察权管制理论等规则的影响， 土地财产权至少受到水权、 公共信托、 航空、
分区规划等的判例和成文法的限制。輥輴訛 建筑学理论的发展为工业化、 城镇化背景中的转换用途与提高
强度的房地产增量开发扫除了技术障碍。

（二） 引入土地发展权符合土地物权体系发展的规律

从发展历史看， 不动产权利种类及其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趋丰富的。 二十世纪之
前， 人类对不动产利用的水平决定了土地权利设置的重心在于静态的土地权利。 罗马法设置了六种
土地权利， 即土地所有权、 地役权、 永佃权、 地上权、 典当权和抵押权。輥輵訛 《德国物权法》 对土地权利
的编排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上的用益物权， 前者包括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 特殊形式包括农地所有
权、 企业所有权、 住宅所有权、 地上权、 住宅使用租赁权、 矿山所有权、 船舶所有权， 后者包括用
益权、 地役权、 限制的人役权和实物负担。 輥輶訛 日本土地权利设置虽有十种， 包括土地所有权、 占有
权、 地上权、 永小作权、 地役权、 留置权、 先取特权、 质权、 抵押权、 入会权， 但在基本内容上仍
然与罗马物权法相一致。輥輷訛 《法国物权法》 包括土地所有权、 地上权、 地役权等。輦輮訛 我国台湾地区在土地上
设置的权利， 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地上权、 永佃权、 地役权、 抵押权、 典权、 耕作权等六种他项权
利。輦輯訛

由此可见， 一国或地区土地权利体系中所包含的权利种类不遵循唯一的标准和轨迹， 而是与特
定的法制环境与经济需求相关， 尤其是除土地所有权、 地役权、 地上权、 抵押权等以外的他物权。
如日本民法规定 “永小作权， 即使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受损失时， 也不得请求佃租的免除或减额”，輦輰訛

目的是通过向地主利益倾斜而严格固定农田租赁关系。 而我国台湾地区与之相似的是永佃权， 即
“承租人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畜牧之权”，輦輱訛 也为固化租佃关系。 但日本的永小作权只
是在利益分配上向地主倾斜， 并未通过关系绑定而形成人身依附， 而永佃权的实质使得所有人与使
用人永久分离， 影响农地合理利用， 在现代社会不具有资源使用的效率，輦輲訛 故而后被 “小地主大佃农”
政策所取代。

土地价值的充分发挥， 取决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土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依赖于各种土地
权利的健全和合理流动。輦輳訛 对一项土地权利的界定与法制化， 没有形式上要求， 只要符合土地利用管
理运行的发展规律， 其运行更具效率与公平， 都可以成为一项独立的土地权利。

輥輲訛 [日] 我妻荣、 有泉亨： 《新订物权法》， 罗丽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84－285页。
輥輳訛 王铁雄： 《现代整体论与美国财产法平衡理念》， 载 《比较法研究》 2007年第 4期。
輥輴訛 [美] 约翰·G.斯普兰克林： 《美国财产法精解 （第二版）》， 钟书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06页。
輥輵訛 刘国臻：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载 《学术研究》 2007年第 4期。
輥輶訛 [德] 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 （上册）》， 张双根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13、 183、 695、 708、 728、 735页。
輥輷訛 刘国臻： 《论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载 《法学评论》 2008年第 4期。
輦輮訛 尹田： 《法国物权法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15、 380、 414页。
輦輯訛 郑玉波： 《民法物权 （修订 12版）》， 台湾三民书局 1988年版， 第 17页。
輦輰訛 邹亚莎： 《从一田二主到永佃权———清末民国民法对永佃制的继承和改造》， 载 《政法论坛》 2010年第 6期。
輦輱訛 吕翾： 《促进农民增收目标下两岸农地产权保障制度比较探析》， 载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3期。
輦輲訛 王权典、 张建军：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律性质与特征———以台湾地区永佃权为参照》， 载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2005年第 3期。
輦輳訛 王卫国、 王广华： 《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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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发展权调整动态、 立体和增量的新型土地法律关系

从人类土地权利形态的发展历史看， 土地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轨迹， 即土地权利由绝对走向
相对， 由平面走向立体， 由静态走向动态。輦輴訛 由于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等传统物权主要调整静态、
平面与存量的房地产法律关系， 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 “产权紧缺”。 土地发展权即可弥补这种 “产
权紧缺”。 创设土地发展权后， 土地上的其他财产权或所有权以目前已经编定的正常使用的价值为
限。 至于以后变更土地使用类别的决定权则属于土地发展权。輦輵訛

一方面， 在客体范围上，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显著区分、 互不占位， 符合物
权法的物权绝对原则和物权特定原则。 土地发展权所体现的物权绝对原则， 是当土地发展权主体拥
有法律规定的土地发展权时， 其他种类物权的主体和其他地块的土地发展权主体均不能侵害其土地
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所体现的物权特定原则， 既指土地发展权与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等其他土
地物权相比客体特定， 又指不同土地发展权客体之间的权利内容特定。輦輶訛 土地发展权基于土地利用的
社会性、 广泛性， 以提高土地使用性能与优化收益分配为目标， 其领域不仅包括地表， 而且及于对
地上、 地下空间的开发、 利用。

另一方面， 在权利定位上， 土地发展权是一种在土地动态、 立体与增值开发利用中对土地开发
权及其增益实施宏观调控的新型权利， 所涉法律关系早已超越传统民事物权流转， 是具有显著经济
法属性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 创制土地发展权的目的， 在于实现对土地开发增益的公平分配， 即将
土地用途变更或利用强度提高产生的开发增益， 根据权益来源区分为公益增益与私益增益， 对前者
实施国家调控与社会回馈， 对后者分配给源权利主体即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

三、 实践运行：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物权体系的双层关系

（一） 基于机理冲突与功能排异的冲突性

首先， 土地发展权调整立体、 相对和动态的土地法律关系， 与调整平面、 绝对和静态的土地法
律关系的传统土地物权之间会出现一定的功能排异。 例如， 对某块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收益活动，
传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乃至宅基地使用权主要调整原农业属性与用途或者乡镇
产业、 公共事业建设用途的权利占有、 归属和利用等法律关系， 而涉及性质或用途变更的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收益、 处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开发增益， 则由土地发展权来调整。 由此可见， 两者在调
整土地利用管理关系的环节和时段存在一定区隔， 而后者还存在理论盲区和实践真空。

其次， 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新型物权， 会像其他新物权那样在产生的初始阶段与既有物权及其
体系之间产生一定的机理冲突。 土地发展权最初以采矿权形式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矿业权是
以矿产资源勘探与开采为内容的权利， 而矿产资源又依附于土地， 这就使得矿业权与土地上的相关
物权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联系， 存在种种冲突。輦輷訛 土地发展权是以调整因土地用途转变和利用强度提
高所产生的增值利益相关法律关系为内容的新型权利， 其运行也需要依附于特定土地， 因而也很可
能会与我国既有的法定物权种类及其体系产生一定的冲突。 这些权利都是直接依附于土地而行使，
与土地发展权存在一定时空维度上的重合。

輦輴訛 刘国臻、 陈年冰： 《论土地权利发展的三大轨迹及其启示》， 载 《学术研究》 2013年第 2期。
輦輵訛 刘国臻： 《房地产老板之暴富与土地发展权研究》， 载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3期。
輦輶訛 孙宪忠： 《论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发展趋势》， 载 《中国土地科学》 1997年第 6期。
輦輷訛 韩洪今： 《论矿业权与土地物权的冲突与协调》， 载 《学术交流》 2006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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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既有法定物权或属于基础性物权， 或属于功能性物权， 不存在属性的交叉。 土地发展权
具有基础性物权和功能性物权的双重属性， 如果在运行中不作具体区分以适用不同的物权效力规
则， 则其与既有法定物权之间很可能产生一定的权利冲突。輧輮訛 一方面， 土地发展权调整因用途变更或
开发强度增加而产生的土地开发增益这一客体的占用与归属， 具有基础性物权特征； 另一方面其调
整前述土地开发增益的流转法律关系， 具有功能性物权特征。 土地发展权表征一定的预期利益或称
潜在利益， 可能不是以现实的权利或价值而是以虚拟的或未来的形态出现， 但这种虚拟的或未来的
形态确实是以实体的或现实的基础权利为支撑， 而这种实体的或现实的形态背后即是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 这就涉及土地发展权与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与用益物权的冲突与协调。

（二） 基于理念传承与效率考量的兼容性

物权体系， 是物权的基本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与运行机制共同构成的完整法律系统。 而基于物权
的自身属性和物权法定原则， 国家法律上承认哪些物权以及如何编排其体系， 是物权法制定中的一
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輧輯訛 立法上， 我国已经形成以 《宪法》 为统帅， 以 《土地管理法》 《物权法》 为
主体， 其他单行的房地产法律、 法规为配套的土地权利制度体系。 在具体落实上， 中共中央、 国务
院 2019 年印发的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指出， 市县及以下的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 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
动、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 从空间规
划管制实施层面设定的土地发展权制度， 明确了土地发展权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之间 “手段与目
的” 之关系， 具体手段有二： 一是通过从国家所有权或者农民集体所有权中分离出土地发展权， 并
通过将规划限制甚至剥夺的潜在开发增益予以返还或补偿， 以实现各类土地用途管制与利益协调之
目的； 二是直接赋予某些主体以改变土地用途的权利， 这项权利称为 “土地开发权”， 权利人可以
直接通过行使土地开发权而获取改变土地用途、 表征土地开发增益的土地发展权。

从静态与动态的双重视角研究物权法， 将物权的变动作为界分点， 物权的概念、 效力、 类型、
保护及限制、 基本原则等问题是静态物权研究范畴， 而物权公示、 处分、 取得等制度是动态物权研
究范畴。輧輰訛 这就提出了对动态土地权利研究的问题。 尽管对动态与静态的理解与土地发展权的动态性
有所差异， 但这至少从理念高度深化了对物权特征的理解， 也开始触及静态与动态物权体系之间的
属性兼容问题。

土地发展权对我国动静结合的土地权利体系构建具有实质兼容性， 主要表现为： 其一， 明确土
地发展权的私权属性， 这不仅关乎其机制设计———因为现代不动产法律体系有从公法到私法为主调
整的发展趋势， 而且便利其与土地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等其他物权种类的协调， “既有促进土地等
有限资源的有效率使用， 减少交易成本的一面； 又有实现公平正义及权利社会化的一面。”輧輱訛 其二，
应赋予土地发展权在公法规划管制下的土地开发增益的宏观调控机制。 政府应多运用经济和法律的
手段， 间接对土地权利施加影响， 包括对土地权利主体的限制和权利范围的限制，輧輲訛 让土地权利更高

輧輮訛 有关基础性物权和功能性物权的区分， 是根据不同性质的物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作的学理划分。 参见梁上上：
《物权法定主义： 在自由与强制之间》， 载 《法学研究》 2003年第 3期。

輧輯訛 刘保玉： 《物权体系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物权类型设计》，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3页。
輧輰訛 董学立： 《物权法研究———以静态与动态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5页。
輧輱訛 崔建远： 《“四荒” 拍卖与土地使用权———兼论我国农用权的目标模式》， 载 《法学研究》 1995年第 6期。
輧輲訛 操小娟： 《土地利用中利益衡平的法律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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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与公平的运行。 “即使资源归属到排他使用权如个人所有权， 也不能总是保证其高效使用。 当资
源对于其他有权使用者具有价值时， 尤其如此。 但是这个价值在所有者决定如何使用时仍然未被考
虑到。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者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高利润的使用方式， 虽然这样土地的总体使用效
率会降低。 这个问题无法通过个人所有权这个法律形式解决。 这时需要发展全新的产权形式。”輧輳訛 因
此， 当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人意欲使用其土地做有利于其个体利益但有违公共利益之事业时， 国家可
通过购买其土地上发展权的方式， 将土地开发用途调控至符合公共利益。

四、 构建以土地发展权为核心的动态土地物权体系

（一） 土地发展权的入法路径与法制架构

厘清土地发展权的权利属性是土地发展权入法 （或称法定化） 的前提条件。 当前， 法学界对土
地发展权入法持消极态度的居多， 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认为 “土地发展权” 是英美法系承担土地
所有权开发之政府管制功能的特殊权利， 其功能实际已由国有与集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
用权等承载，輧輴訛 无须另定他权。 二是土地发展权是判例法财产权， 并非法典权利，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
家， 讲究 “物权法定”， 当前土地发展权不在 《物权法》 规定的物权种类之列， 且由于不满足物之
特定性和独立性要求， 未来也难以在修改 《物权法》 时纳入。輧輵訛 笔者认为， 土地发展权的入法， 未必
要入作为民事权利基本法的 《物权法》， 即使加入， 也未必一定要名称特定化。 土地发展权是公法
限制型物权， 运行功能与权利属性相对复杂， 具有公私协力的效果。 《物权法》 虽以确认与规范一
般私主体物权为主， 但也以 “准物权”輧輶訛 制度为物权体系提供了 “伸缩阀门”， 现行 《物权法》 规定
的探矿权、 采矿权等准物权， 在美国财产法上仍被视为土地发展权之雏形。

土地发展权置换与补偿实践为构建中国土地发展权制度提供了有益探索和试错经验。 美国的土
地发展权转移 （TDR） 和土地发展权征购 （PDR） 也提供了理念借鉴和机制蓝本。 当前， 以 TDR 为
蓝本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置换与以 PDR 为样态的土地发展权益补偿， 具有一定的宪法依据，輧輷訛 但也
存在实践中的法律障碍。 土地规制工具以其高效率的利益平衡机制使得公权力限制公民财产权的行
为被明码标价， 先天地缺失了合宪性判断———即判断 “能不能干预” 的余地。 因为存在一种特定情
形下的公民财产权， 即便公权力行为被明码标价， 仍然不得干预的可能。輨輮訛 而对于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置换， 则是 “体制具备， 只欠权利”。 我国土地指标更多地是中央政府规制地方政府的一种行政工
具， 在土地指标市场化交易方面， 我国的 《物权法》 及相关法律并没有承认其是一种可合法交易的
财产权。輨輯訛 在创设土地发展权过程中， 《宪法》 与 《物权法》 《土地管理法》 《城乡规划法》 等土地利

輧輳訛 汉斯－贝恩德·舍费尔、 克劳斯·奥特： 《民法的经济分析 （第四版）》， 江清云、 杜涛译，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40页。
輧輴訛 程雪阳：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 5期。
輧輵訛 杜茎深、 罗平： 《论基于物权路径引入发展权之不可行性》， 载 《中国土地科学》 2015年第 4期。
輧輶訛 对于准物权制度及概念， 法学界已有成熟的定位与界定。 准物权是指对以物以外的其他财产为客体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

和适当处分的民事财产权利。 当然， 理解准物权也可从形成的动态视角， 将以具备物权雏形但内涵规则尚未成型的权利设
定为准物权， 受物权法调整培育， 假以时日 “成长” 为正式物权。

輧輷訛 我国 《宪法》 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 第十条第五款规定：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前者本质是所有权与发展权救济， 后
者是土地社会化利用的公共政策。 基于土地社会化利用需要对土地所有权与发展权进行一定限制甚至剥夺， 当然需要对所
有权与发展权的价值进行补偿。

輨輮訛 蒋成旭：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宪性困境与行政补偿理论的应对》， 载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第 6期。
輨輯訛 孙建伟： 《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土地指标法律问题研究》，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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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管理特别法都应各司其职， 容纳与其立法宗旨相适应的功能。
具体来说， 建议在物权法 “用益物权” 之一般规定 “准物权” 中加入 “依法取得的在农用地或

者未利用地上进行开发建设的权利， 受本法保护。” 在 《土地管理法》 第二十一条增加一款： “因城
市规划而使土地利用受限或者利益减损的， 有权请求实施城市规划的受益人进行补偿。” 在 《城乡
规划法》 第四条第二款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 应当遵守土地管理、 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法
律、 法规的规定” 后加入一款： “因执行土地管理、 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使土地开发建设权
利受限或者利益减损的， 有权请求受益主体补偿。”

（二） 动静结合的土地物权体系的磨合调试

一般说来， 土地上的权利越是单一， 意味着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用越小， 土地所释放出来的财富
价值也越少。 反之， 土地上的权利越多元， 意味着土地利用的效用越大， 土地所释放出来的财富价
值就越大。輨輰訛 当今土地利用从传统静态、 平面与存量的权利归属与流转关系发展到以动态、 立体与增量
的权利归属与流转关系的新形态。 传统的静态、 平面与存量的土地物权种类及其制度体系不能有效
适应前述新要求， 动态、 立体与增量的新型土地物权及其制度体系呼之欲出。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调
整土地动态、 立体与增量开发利用行为并对土地开发增益进行分配的新的物权种类。 尽管静态物权
与动态物权同属于民事物权范畴， 在权利属性与构造上的共性大于个性， 但由于两者在调整土地权
利运行与利益关系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和时点， 前者处在特定物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归属与流转的法
律关系之阶段， 后者则处在特定物权在用途变更而产生的土地开发增益归属与流转之阶段。 土地发
展权与其他各项土地物权是要素与性质完全不同的独立物权。 正因为各种不同的土地权利实际上是
土地上不同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輨輱訛 土地发展权与其他各项土地物权之间代表不同的土地利益， 因此
需要创设以土地发展权为核心的动态物权制度体系， 且须与传统土地物权制度体系作调试衔接。

如何调试？ 正如在我国城市实行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的关系， 虽然
秉持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一体性原则， 但也坚持土地所有权与建筑物所有权可分离原则，輨輲訛

即使在现实中用 “房地一体” “房随地走” 形容房地之间的紧密关系， 实践中也视房地为一个而非
二个权利标的， 但在该权利标的中， 房屋和土地却承载着不同的利益价值与诉求。 土地发展权在新
的以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物权体系及其制度运行中， 需要有一个调适的过程。 如在国家规划管制中
产生的土地发展权， 如何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处分权能做精确界分？ 土地发展权在配置
土地开发权与分配土地开发增益时如何与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
物权的使用收益权能实现有效协调与衔接？ 国家对土地开发增益的调控分配的公权属性的土地发展
权如何与个体基于土地所有权或者用益物权等源权利而享有土地开发增益分配的私权属性的土地发
展权协调？ 这些都需要土地发展权在土地物权体系中得到充分运行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我国已建立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和耕地保护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旨在推动经济发展向资源节
约、 环境友好方向转型。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占用土地， 如何实现土地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之间的
平衡， 亟待构建公平与效率价值相统一的现代空间发展与治理体系。 我国现行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
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 “三规” 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依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有相当大的计划经济

輨輰訛 柳经纬： 《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变迁与现状———以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土地财富的分配为视角》， 载 《海峡法学》 2010年第 1期。
輨輱訛 许明月： 《市场经济下我国土地权利的独立性研究》， 载 《现代法学》 1999年第 1期。
輨輲訛 陈甦： 《论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关系》，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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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的法理基础与入法路径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Land� development� right� is� a� new� type� of� land� usufructuary� rights� with� dynamic,�
dimensional� and� incremental�meaning.�As� to� the� timing� of� adjustmen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right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d�development�and�use,�there�is�a�certain�distinction�between�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other� land� use� rights.� From� the� source� of� the� right,� the� land�
development�right� is�also�separated� from�the� land�ownership�and� is�compatible�with�other� land�
usufructs� and� its� constitution� system.� Incorporat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into� China's� land�
usufructuary�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of�civil�property�rights.�The�specific�path�should�clarify�the�law�entry�mode�and�the�
structure�of�land�development�right,�and�on�this�basis,�coordinate�the�operation�of�static�land�real�
right�and�dynamic�land�right.

Key Words: Land�Development�Rights； Usufructuary�Rights； Land�Use

管理属性。 从当下我国的实践发展来看， 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亦逐渐暴露
出系统性缺陷。 在土地权利体系中配置土地发展权及其制度， 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嵌入制度结构
规范中， 建立多元化利益诉求均衡实现的制度体系， 对我国今后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更有效地保
护耕地、 限制开发和保护生态， 以及推进国家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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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 《立法法》） 全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截至
2018 年 10 月全国近 300 个设区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① 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进入新阶段， 立法主
体的扩充， 由原来的省的立法、 较大的市立法， 扩大成为省的立法加设区的市的立法。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可以从强制性角度提高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 减少通过红头文件
进行管理的弊端。 以立法形式推进这项工作， 可以在立法过程中强化对部门利益的沟通协调， 通过
制定规范明确部门间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从而主动避免减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扯皮问题， 是设区
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任务之一。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从民主立法的需求来看， 就是要实事求是， 从群众的实践和经验中
提炼立法规范的基本理念与要求。 民主性来自于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的途径， 参与地方立
法、 为自己的权益保障发声的机会。 立法层面扩大地方立法主体， 从而更贴近群众的层面， 强化群
众参加， 保证其权利的行使， 是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任务之二。

一、 广东省设区的市立法现状

本文以广东省二十一个市的地方立法为研究样本。 2015 年 5 月至 12 月，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先
后分三批确定了佛山等十七个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 2015 年 12月至 2019 年 3 月， 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总共批准了 81部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见表 1）。

*广州医科大学法学系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系司法部 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立法研究” （项目编号： 17SFB500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 规划 2016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
权限划分———以广东省为范本的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GD16XFX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杨维汉、 陈菲： 《改革开放 40年， 地方立法之 “变”》， 载 《公民与法》 2018年第 10期。

马竞遥 *

内容提要： 2015 年修改后的 《立法法》 出台， 其中一大特点是地方立法主体扩容但权限
范围限缩。 地方立法主体扩大至设区的市后， 全国地方立法数量大幅增加。 本文以广东省
21 个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现状为调查研究样本， 发现地方立法部门利益化、 立法能力不足、
重复抄袭上位法、 立法计划弱、 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 从而提出地方立法应强化人大主导
作用、 完善工作机制、 扩大公众参与、 强化区域合作、 加强队伍建设等具体可行的办法。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 立法权 实证研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6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实证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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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省 21 个设区的市立法项目统计 （2015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

城市 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

广州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
《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
《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
《广州市依法行政条例》
《广州市供水用水条例》
《广州市博物馆规定》
《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
规定》

《广州市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规
定》
《广州市湿地保护规定》
《广州市生态公益林条例》
《广州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广州市绿化条例》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保护
条例》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深圳

《深圳市节约用水条例》
《深圳市排水条例》
《深圳市燃气条例》
《深圳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 办法》
《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

《深圳市生态公益林条例》

珠海 《珠海市排水条例》
《珠海市防治船舶污染水域条例》
《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例》
《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汕头
《汕头市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汕头市防御雷电灾害条例》

佛山
《佛山市排水管理条例》
《佛山市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
超载条例》

《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保护条例》

韶关
《韶关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
条例》
《韶关市野外用火管理条例》

《韶关市皇岗山芙蓉山莲花山保
护条例》

河源 《河源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 《河源市恐龙地质遗迹保护条例》

梅州 《梅州市森林火源管理条例》 《梅州市客家围龙屋保护条例》

惠州
《惠州市罗浮山风景名胜区条例》
《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 《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汕尾
《汕尾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汕尾市品清湖环境保护条例》
《汕尾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
例》

东莞
《东莞市出租屋治安与消防安全
管理条例》

《东莞市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
《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
障条例》

中山
《中山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中山市供水用水条例》

《中山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江门

《江门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
置管理条例》
《江门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江门市市区山体保护条例》
《江门市潭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

《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
例》

阳江 《阳江市漠阳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实证研究

57·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2期

譺訛 参见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载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 2期； 李适时： 《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二十一次全
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上的总结》， 载 《中国人大》 2015年第 21期。

湛江
《湛江市公园条例》
《湛江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湛江市湖光岩景区保护管理条
例》

《湛江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茂名
《茂名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茂名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茂名市高州水库水质保护条例》
《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保护管
理条例》

肇庆
《肇庆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
《肇庆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肇庆市古城墙保护条例》

清远
《清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

《清远市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

潮州

《潮州市韩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潮州市黄冈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条
例》
《潮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潮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揭阳
《揭阳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揭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揭阳市重点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云浮
《云浮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云浮市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一） 城乡建设与管理方面

城乡建设与管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中做了相应说明: “从城乡建设与管理看， 就包括城乡
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管理等。”② 这说明地方治理中主要涉及的社会建设和治理等问题， 地方
立法也可以进行规范。 一方面， 从表 1 可以看到， 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市中， 有汕尾、 江门、 湛
江、 茂名、 肇庆、 清远等六个市都制定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解
释的范围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 部分地方性法规是否属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范围， 是否属于城乡
建设与管理的权限范围， 则值得商榷。

（二） 环境保护方面

设区的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探索比较积极主动， 从统计来看， 二十一个市大部分都对本市
的环境保护进行了立法。 从地方性法规的内容看， 绝大部分市的地方立法都首先选择了 “水” 这一
直观可见的环境保护领域进行针对性的立法， 如 《中山市水环境保护条例》 《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
质保护条例》 等。 从规范的地方特色来看， 部分市选取了问题突出、 反映强烈的小切口进行立法，
如 《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专门针对黑烟车这一环境污染突出因素
进行立法， 并对市人民政府采取该条例规定的交通管制措施和禁止使用措施的程序， 作了明确规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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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载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年第 2期。

譼訛 《对新赋予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相关问题探析》， 江西人大新闻网： http://jxrd.jxnews.com.cn/system/2016/09/05/
015169802.html， 2019年 8月 29日访问。

定， 如应举行听证会、 论证会等。 此做法为探索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各设区的市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空间较大， 我国 《环境保护法》 将环境保护的范围定义为包括自然资源、 动
植物、 人文遗迹等。③ 不过， 环境保护范围的宽泛性也给立法范畴的交叉留下了模糊的地方， 与立法
法规定的设区的市的 “历史文化保护” 方面的立法范围容易重合， 特别是 “人文遗迹” 这一块。

（三） 历史文化保护方面

在城乡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对古文物、 古城区、 古街道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甚至破坏，
严重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因此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就越来越凸显。 同时， 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所
在地区的关系密切， 如何因地制宜地保护好本地的历史文化遗产， 成为了获得授权的市的重要挑
战。 其中， 佛山市专门针对文化街区进行立法； 肇庆市专门针对本市的古城墙进行立法； 梅州市对
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围龙屋进行专门立法； 河源市对河源的独有地质遗迹作出了专门立法。 设区的
市的历史文化保护立法对于如何做好本市的历史文化保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也为省和国家制定相
关环境保护法律提供了经验和参考。

二、 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设区的市从数量和速度上都交出了不错的地方立法成绩单， 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凸显

部门利益法制化是在地方立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在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实践当中， 部门利益
更易渗透到立法过程中， 影响法规文本的质量， 影响立法的科学性、 民主性。 在地方立法过程中，
多数是先由有关行政部门负责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 然后征求各方面意见， 再根据各方意见进行
修改。 因此， 在地方立法的起草阶段， 起草部门基于本部门的立场， 倾向于在地方性法规草案中强
化本部门利益。 如果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部门行使行政权力， 那么地方行政权力将更多地介入地
方立法过程， 使地方立法成为地方政府部门使其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工具。 而在征求各方意见的阶
段， 由于各部门利益有所不同甚至存在冲突， 使得部门间利益难以有效协调， 从而拖慢地方立法制
定过程。 从设区的市的法规草案可以看到， 如果地方只局限于考虑自身利益， 设区的市的立法很容
易受部门利益法制化需求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长此以往将严重扰乱地方法治秩序， 造成地方
立法的恶性循环， 如果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那么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将面临严重阻碍。④

个别地方行政部门会争取和强化部门利益， 主要体现在争取和扩大审批权限、 增加权力行使方
式等。 在扩权的同时， 这些部门往往想方设法减轻部门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和义务， 将整个部门置于
“重管理、 轻服务” 的所谓理想状态。 另有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受制于 “利益驱
动”， 容易导致某些亟需地方性法规调整的社会问题， 由于没有部门利益可逐而难以及时得到有效
调整。 如果这种只顾部门利益、 推卸公共责任和义务的地方立法氛围盛行， 就很难建立形成高质量
的地方性法规。

与此同时， 随着当前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 偶尔也会出现部门推诿的现象， 不再

59·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2期

譽訛 王春业： 《论立法权扩容背景下地方立法的节制》， 载 《法学论坛》 2008年第 1期。

是争取扩大权力， 而是有可能在部门之间出现 “踢皮球” 的现象， 或者在立法过程中个别行政部门
反复强调只承担较少责任。 一方面， 随着管理的精细化， 部门分工越来越细化， 同一件事情可能由
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 进行审查批准； 另一方面， 随着简政放权的工作深入开展， 越来越多的
事权由省或委托或授权到市、 县、 区行使， 给市县区的行政执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从而希望在地
方立法中得到限制和明确。

（二） 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能力不足

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 东部与西部、 沿海与内陆， 甚至同一省份内部
如广东省的粤东粤西粤北远落后于珠三角地区， 地区之间的经济、 文化等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受这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影响， 我国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能力也呈现出不平衡现象。 总体而
言， 经济较为发达的市的立法人员素质较高， 立法人才比较丰富， 其地方立法能力较强， 而相应地
经济欠发达的市的地方立法能力就要弱许多。 这主要体现相当多的设区的市立法机构不健全， 甚至
未设立专门性的地方法规起草部门如法制工作委员会等； 立法人员也比较缺乏， 素质也相对偏低，
其行政部门的法制机构疲于应付行政复议、 行政执法等， 没有精力充分参与起草地方性法规； 立法
技术比较落后， 创制规则的能力较弱。⑤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能力不足的后果， 便是地方立法质量较难
保证。

（三） 追求大而全的问题比较普遍

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大而全的问题。 在实践中部分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
表现出 “大而全” 的特点， 主要是对法律、 行政法规、 省级地方性法规或其他地方的地方性法规的
复制、 抄袭与重复， 对上位法的权威性、 严肃性造成严重损害。

某些地方立法动辄八十至九十条， 表面看来其目的是为了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具体的规定， 但实
际上是对相关的上位法， 采取东抄一条西抄一条的方式进行细化。 在整体上看起来设区的市是想要
在一个地方性法规中解决这个领域的所有问题， 但事实上在大框架和大背景上国家的法律、 省的地
方性法规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为了追求体例的完整性， 而进行一通大抄。 这在
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设区的市发挥本市立法力量， 结合本市具体实际、 具体问题， 进行精细化立法的
初衷。 这是对地方立法资源的浪费， 也影响了立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同时， 某些设区的市在抄袭
过程中， 不同市之间的地方立法或者设区的市的立法与上位法之间很容易出现一定的交叉， 可能出
现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与上位法关于处罚的规定不相一致的现象， 或者个别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还
会引发关于该项立法合法性问题的质疑。

（四） 地方立法的计划性偏弱

设区的市存在着地方立法计划性不强的问题。 通过考察设区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立法， 发现部
分地方立法缺乏可持续性， 计划性偏弱。 比如个别设区的市时而针对历史文化保护进行立法， 时而
又针对环境保护进行立法， 明显欠缺地方立法的整体规划。 不过， 据调查， 一部分设区的市已经开
始探索进行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的编制， 以更好地安排立法资源， 例如近两年的地方立法规划是先
行解决水环境保护为突出代表的污染防治的问题， 下一阶段的地方立法规划是解决相关市容市貌的
问题， 再接下来的地方立法规划是安排城乡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立法。 这样便使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
具有计划性， 可以循序渐进地解决本地立法存在的空白或者漏洞， 也可以集中使用本地立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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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张津： 《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研究》， 载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第 1期。
譿訛 谢桂山、 白利寅：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制度逻辑、 现实困境与法治完善路径》， 载 《法学论坛》 2017年第 3期。

使之形成合力， 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五） 地方立法中公众参与度不高

立法民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之一。 立法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公众直接或者
间接地参与立法， 公众享有立法的知情权， 可以自由地、 有效地表达立法诉求， 从而使立法真正反
映社会现实， 提高立法质量。 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可以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 提高地方立法的
质量。

但在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实践中，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力度并不高。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基层
社会的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 部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比较薄弱， 因此民众参与立法的主观能动性较
弱。 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 目前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主要有听证
会、 座谈会等， 这种方式具有临时性特征， 参与人数极为有限；⑥ 同时由于立法机关对立法的目的、
必要性、 立法内容缺乏必要的阐释和说明， 多数公众由于缺乏法律知识， 不能准确地理解立法语
言， 挫伤了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总之，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推进地方放权改革和地方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 设区的市应
建立 “立法的公众导向机制， 以尊重和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完善社会治理为出发点， 在每个立法环
节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真正解决社会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⑦

三、 完善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工作的建议

为有效解决设区的市在行使地方立法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改进措施：

（一） 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总体来看， 可以从立法的不同阶段包括立法前期研究、 立法项目批准、 立法草案起草和审议、
立法审查及其他方面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 具体到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工作各环节。

1． 充分尊重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中的主体地位。 高度重视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立
法建议和立法议案， 对符合上位法规定和当地实际需要的立法建议， 应及时纳入当地的立法规划和
年度立法计划。 进一步拓宽基层人大代表和基层人大机关参与设区的市的立法工作的渠道， 切实发
挥基层人大代表更熟悉基层情况、 与群众联系更密切的优势。 加强对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的立法能力
培训， 强化依法治市意识， 为协助调研立法建议项目提供便利条件。

2． 强化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立项上的主导作用。 坚持积极而慎立的原则， 把有
限的立法资源用在 “刀刃” 上。 准确把握国家和省立法动态， 认真研究和把握地方立法的方向和走
势， 严格按照立法法、 省地方立法条例和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要求， 实行开门立项， 主动开
展立项调研论证， 慎重把握立法的必要性、 可行性和立法时机， 严格审查评估立项的实质要件。 对
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而部门立法积极性不高的， 人大应当主动做好立项工作； 对无须通过立法手
段解决或实践中 “可立可不立” 的， 应当坚决抵制， 不予立项， 切实把好 “立项关”， 编制好年度
立法计划， 为提高立法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3． 进一步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性法规案起草方面的主导作用。 对公众关注度高
且有迫切需要的立法项目， 应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或相关工作委员会牵头起草。 对即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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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或工作委员会负责起草的地方性法规案， 法工委或有关工作委员会
也应提前介入， 加强调查研究和沟通配合， 力争把立法涉及的主要矛盾问题解决在常委会审议之前。

4． 进一步加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性法规案审议方面的主导作用。 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对立
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 对审议中发现的矛盾和问题， 结合征集意见和建议情况， 认真研究
制度设计的稳定性与时效性、 适用性与前瞻性、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正确识别和把握立法
涉及的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 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 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界限， 积极果断决策，
推动立法计划的顺利实施。

5． 加强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的联系。 从全省、 全市的角度去看当下立法项目的安
排是否合理， 与省委、 市委的重点中心工作是否相适应。 要充分运用好省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立
法工作全程跟踪指导的机制， 在立项、 论证、 征求意见、 批准四个关键节点上， 加强沟通联系， 提
出问题、 及时请教解决问题， 避免出现合法性问题和与国家、 省有关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的情况。 对
于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疑问， 要及早沟通， 及早进行专家论证或者讨论，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阶
段就解决合法性问题。

（二） 完善设区的市的立法工作机制

提高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质量， 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 民主性， 应进一步完善设区的市的立
法各个环节的有关制度、 机制。

1． 从地方立法的整体角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定和法规立项制度。 对地方性法规立项做统
一、 系统规定， 尤其对市人大各工作委员会、 市政府法制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在立项中的职责任
务、 立项论证评估的组织和目标要求等方面作出具体、 严格的规定， 使法规立项更具科学性、 合
理性。

2． 改进完善法规草案起草程序。 在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起草过程中， 应以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为主导， 吸收政府有关部门、 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以多种方式听取公众意见， 扩大公
众参与。 对于涉及全面的、 基础性的重要立法项目， 可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或者有关工作委员会
牵头， 并由有关政府部门、 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起草工作， 形成协同立法效应。 一些专业
性或者技术性强的立法项目可以委托大学、 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起草， 发挥专家学者在地方立法起
草工作中的作用。

3． 探索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推进会议的制度化、 规范化。 从推进立法规划和计划顺利
实施的角度， 充分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等职能作用。 制定
市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立法活动的制度， 进一步增强人大推进立法的主动性和规范性。 完善意见、
建议采纳及反馈机制。 对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 要在常委会联组会议和全体会议等更大
范围进行重点审议讨论或辩论。

（三） 扩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充分调动和借助高校、 科研机构等智库的力量

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征求公众意见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
建立完善的、 涉及地方立法各个环节的征求公众意见制度， 将征求公众意见作为立法的必要手段和
必经程序， 将立法听证制度上升为常委会工作制度。 扩大公众了解和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 将通过
报刊、 网络等媒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作出制度化规定。 将扩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与法制宣传相结
合， 在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三大领域既与基层民众利益有密切关系， 也是
基层民众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 设区的市在立法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 扩大公众参与， 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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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机会， 可以使公众及早地了解和理解立法的目的、 内容和重要意义， 在立法后也有利于法
规及时发挥实效。 总体而言， 扩大公众参与， 听取公众意见， 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向公众发
放调查问卷， 进行意见征集和发起广泛讨论等。 二是改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意见反馈过程。 使公众真
正感受到他们的意见或者建议能够被听到， 他们的参与是有意义的， 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 以适当
方式如通过网站公开公众表达的意见或者建议， 及时有效地向公众反馈其意见或者建议被采用尤其
是未被接受的原因。 三是加强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工作和法律法规宣传方面的积极作
用， 整合法制宣传力量， 积极开展对民主立法、 科学立法的舆论引导和宣传， 增强宣传的广度、 深
度和效果。 四是拓宽途径， 加强公众民主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 地方立法的宣传工
作不应仅限于广播、 电视、 报刊、 杂志等相对陈旧的方式， 而是应利用网络如建立立法工作宣传网
站， 发挥移动应用或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作用， 跟上信息时代宣传工作的潮流， 加大宣传广
度和力度， 增加公众对地方立法的认识和参与。 充分运用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的各种宣传方式， 完
善和拓展立法征求意见、 征集立法需求等机制， 广泛调动起公众的社会参与度， 使地方立法能够更
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需求， 同时实现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良好互动， 实现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
性。 在利用新媒体扩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实践中， 广东省中山市人大就走在前列， 中山市人大在
“中山人” 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推出了法规项目意见栏目， 开展网上听证和线下听证的活动， 提高了
参与人数， 并且对公众意见的反馈也很积极及时， 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 扩大公众参与还应积极听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和建议， 充分发挥高校、 科研机构等智
库的智囊作用。 可以以委托科研项目的方式， 委托科研人员对课题展开研究。 可以在科研实力强的
高校设立地方立法研究基地， 充分发挥基地在立法项目可行性研究、 建议草案等方面的智力支持。
对高校、 科研机构的选择也可以不局限在本市， 而是可以向相关的研究资源更为集中的其他地区去
寻找和发掘， 建立地方立法的咨询合作关系。

（四） 加强设区的市相互之间的区域立法合作

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长三角经济带战略、 粤港澳
大湾区等。 这种区域协同发展既可能跨不同省市之间， 也可能跨不同关税区之间如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省二十一个市中有九个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这九个市都是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 由于香港
和澳门拥有独立的立法权， 它们与内地的法制差异更多地需要从中央层面和省区层面进行协调。 但
就广东地处大湾区的九个市而言， 相互之间加强地方立法的协同与合作， 对于减少和消除不必要的
地区法制壁垒，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形成合力， 也显得尤为重要。

为加强地方立法的区域协同， 广东省的大湾区九个市之间应当： 一是在地区立法理念上应树立
大湾区意识， 从整个大湾区的协同发展高度指导地方立法。 二是在立法项目的选择上九个市之间应
加强合作， 尽可能做到步调一致。 三是在具体内容上应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杜绝设置地区壁垒。 对
于九市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的立法诉求， 也可以请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或者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主动立法。

（五） 进一步加强设区的市立法机构及工作队伍的自身建设

1． 进一步加强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自身建设。 在设区的市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 常委会各工作部门， 尤其法制委和法工委的工作人员配备方面， 从工作需要出发， 增加人
员编制， 充实立法工作一线力量； 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 激励保障机制， 在福利待遇、 提拔
交流等方面采取更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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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newly�amended�Legislation�Law�of�China�was�promulgated�in�2015,�one�of� the�
major�features�of�which�is�the�expansion�of�the�main�body�of�local�legislation,�but�the�scope�of�
authority� is� limited.�After� the�main� body� of� local� legislation� has� been� expanded� to� cities�with�
districts,� the� number� of� local� legislation� in� China� has� increased� greatly.�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local� legislative� power� in�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sample,�this�paper�found�out�such�problems�as�the�interest-driven�of�local�legislative�departments,�
lack�of� legislative�capacity,� repeated�plagiarism�of�superior� laws,�weak� legislative�plan�and� the�
low�degree�of�public�participation�and�puts�forward�some�specific�and�feasible�solutions,�such�as�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improv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expanding�public�participation,�strengthening�regional�cooperation�and�reinforcing�team�building.

Key Words: Cities�with�Districts； Local�Legislation； Legislative�Power； Empirical�Research

2． 立法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和培训， 一是加强政治学习， 明确立法理念和站位； 二是进行相关
立法技能的培训和立法理念的学习， 建立起更为符合实际情况需求的立法认识， 从而科学合理地开
展本市的立法工作。

3． 进一步改进立法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立法经费保障标准和水平， 用好用活立法咨询专家经费
等工作费用， 切实为立法提供坚实、 有效的人才保障、 智力支持和后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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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是我国在新阶段、 新形势、 新时代
努力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
革命， 必须坚持厉行法治， 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同时继续坚持和重申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法治语境下， 每一个司法案件就是一个
个鲜活的、 真实的个案，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密切关注的法治素材甚至是重大的、 现实的法治问
题， 是我们努力实现包括司法公正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具体载体， 不容忽视、 轻视和回
避。 置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 大环境、 大视野下， 如何观察、 评价、 理解和把握个案， 如何看
待个案公正与司法公正、 个案正义与整体正义的关系， 怎样确立、 确立什么样的法治理念来实现个

*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闻志强 *

内容提要： 开展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 必须关注和重视对个案的研究与分析， 尤其是
对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个案开展 “解剖麻雀” 式的细致分析和在法治范畴内进行本质探
寻和深度挖掘， 从而凸显个案不可忽视的价值和重大法治意义。 立基于个案， 从立法者、
司法者和法学理论研究者的不同主体与视角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
务界在看待和处置个案特别是 “特殊” 个案方面， 仍然存在各自受观察角度与角色扮演制
约造成的困境和问题。 对此， 作为立法者， 应当着力进行观念转型， 积极关注个案特别是
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 影响法治进程的个案， 及时回应个案， 扩展个案作用于立法者的现
实空间、 机会和条件， 以个案为切入点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立法规定， 进而形塑全民法治理
念和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实现个案法治价值挖掘的最大可能性。 作为司法者， 应当着力从
扩大和深化关注对象方面即显性的指导性个案与隐性的典型性个案并重、 完善和实现目的
诉求方面即追求个案公正与司法公正、 社会整体正义的协调、 统一、 融合， 进一步重视、
发现、 分析个案。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者， 应当密切关注个案， 深入研究个案， 树立和强化
“案例意识”， 在研究路径、 范式和方法上要进行 “转型”， 强化实证分析法、 类型化研究
方法， 挖掘、 释放和延续个案的价值与生命力。
关键词： 法治中国 依法治国 个案 典型性 类型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7

个案的多维差异化审视与生命力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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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正义进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走向深入等问题，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现实问
题。 本文拟主要从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出发， 观察和审视不同主体、 不同视角对于个案的关注和
研究， 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围绕个案与个案研究开展相应的理论思考， 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
举措。

一、 差异化主体下的个案审视

我国自从确立 “立案登记制” 规则以来， 诉讼案件数量飞速增长，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的包括案件数量在内的司法总结报告以及流传于网络媒介的年度十大、 二十大受案数量司
法机关排行榜等足以印证这一点。 从纵横两个维度考察可以发现， 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发达法治国家
所走过的诉讼激增甚至 “诉讼爆炸” 的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 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采取了立案登记
制这一诉讼制度改革的举措，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 社会、 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及其所
处的转型期、 调整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法治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所致。 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觉
醒， 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多， 整个社会的法治发展速度、 水平和质量都使得这一联动效应得
以进一步扩大、 辐散。 正视数量不断激增的诉讼争议、 利益诉求、 司法案件， 如何理解和把握个案
的内容、 内涵及其法治价值， 从立法者、 司法者和法学理论研究者等不同的视角观察、 不同的立场
出发， 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看法和结论。 笔者认为， 如果仅仅从这些不断变大的数字表面去理解和把
握个案， 不仅无法探求个案的本原面貌和精神实质， 反而容易迷失在冰冷、 肤浅的数字符号中。 从
更为深层的角度考察和审视， 法治中国建设视野下的个案不应当仅仅是被还原和具体化的某一个案
件， 而应当是且更重要的是有所拣选的 “特殊” 个案。 在笔者看来， 所谓的 “特殊” 个案， 可以从
立法者、 司法者和法学理论研究者三个不同的主体进行区分和把握： 从立法者的视角来看， 个案应
当是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的个案； 从司法者的角度来看， 应当是具有指导性、 先例性的个案； 从法
学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应当是类型化的个案。

（一） 立法者视角下的个案

个案的缘起和发生有部分原因可以追根溯源至立法层面或曰立法领域， 一定程度上恶法亦法的
法治初创阶段铁则引发了对于不合理不正义立法的质疑和反思。 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尽合理、 不够妥
当和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等诸多原因， 导致个案的发生进而产生改变立法的重要性、 转折性影响。
在刑事法领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备受关注、 引发争议、 具有典型性的所谓 “能人” 犯罪案
件， 较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 1979 年 《刑法》 颁行后、 1997 年 《刑法》 颁行前的刑法规范滞后于快
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现实所致， 使得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与法律问题混为一谈。 例如， 1979 年 《刑
法》 中受政治氛围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各种内、 外在因素影响设立的反革命类犯罪、 投机倒把罪、 流
氓罪等罪名， 在立法中获得通过，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引发较多问题， 如导致不必要的低效立法、
重复立法， 以至于人为强行地区分所谓反革命类犯罪和普通犯罪， 导致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 标签
泛滥化。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在经济犯罪、 金融犯罪等领域， 相关
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刑事立法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所具有的过于滞后性所
致， 这些犯罪案件中有不少名噪一时、 引人注目的典型性个案。 还有诸如由于触犯流氓罪在 “严
打” 时期被从严从重从快地处以极刑的一些案件， 内在地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并在近些年先
后得以公开、 证实和平反， 引发侵犯人权的担忧， 有违刑法的价值取向与机能定位。 1997 年 《刑
法》 颁布实施后， 虽然废除了类推制度， 删除了刑法中特别是刑法分则中很多不合时宜的规定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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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孙志刚事件” 相关的介绍， 360百科网： https://baike.so.com/doc/5406405-5644251.html， 2020年 2月 10日访问。
譺訛 安东尼·刘易斯： 《言论的边界》， 徐爽译，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3页。

科学、 不规范、 不严谨的罪名及其法定刑设置， 但是在扩大刑法打击面和扩张刑罚圈方面尤其是罪
刑设置层面却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典型个案的发生， 使得刑事立法设立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非法经营罪、 寻衅滋事罪等成为新的 “口袋罪”， 兜底条款的立法设置引发了诸多个案结
论的非正义性、 不合理性，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违法性认识、 期待可能性等理论和制度涉及受到
来自司法实践中很多个案的反复声讨和舆情关注， 引发媒体舆论和社会各界的质疑与争议。

在行政法领域， 也存在一些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个案， 使得旧有立法的弊端、 缺漏得以暴
露， 进而引发立法者的思考和行动。 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 “孙志刚案件”。 从 2003 年 3 月 17 日晚
上因缺少暂住证被收容到同月 20 日死亡， 短短三天的时间里，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终结。 简单概
括起来， “一个公民， 就因为没有暂住证， 被收容， 被遣送， 被毒打， 被剥夺生命， 而后真相被曝
光， 凶手被审判， 恶法被废止。 这就是孙志刚收容案。”① 孙志刚案件发生后， 引发了三位法学博士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联名建议书和五位法学家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等影响。 同年 6 月 22 日，
国务院正式公布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并于 200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而
1982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则同时废止。 这一案件的意义
重大， 被载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史册之中， 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 由此推动和引发了
有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热烈讨论， 推进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法治进程。

上述这些颇具社会影响、 引发社会关注且富有代表性、 典型性的个案的出现引发了立法者的关
注和反思， 进而使得个案及其累积效应产生撬动立法改变或修订的导火索和支点， 进而推动立法的
革新和完善， 促进法治中国建设。 因而， 从立法者的角度考察， 其所关注的个案应当是具有代表
性、 典型性的个案， 是暴露和彰显立法不尽合理、 不足与缺漏进而推动立法革新与完善的个案， 是
影响中国法治进程、 对法治中国建设产生意义深远的个案。 这些个案的发生一方面在检验已有的立
法 “好” “恶”， 另一方面也从社会生活的鲜活实践方面传导出一些有益而积极的信号从而反馈至立
法者予以考量和采纳， 进而实现良法善治。

（二） 司法者视域中的个案

根据法治理念、 法治原则与法治的基本原理， 并结合我国的政治架构与权力划分运行机制， 立
法高于司法， 司法应当尊重和严格遵循立法。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 司法者视域中的个案应当是在
尊重和服从立法或曰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规定基本前提下的个案。 “法律不是靠明确的条文来表现的，
而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中清晰地展示出来”。② 可以说， 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 相较于立法， 国
民更关注于司法判决的过程和结果， 尤其是后者。 如是， 通过司法实现同案同判和践行相同案件相
同处理、 类似案件类似处理、 同质案件同质处理， 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整体正义扮演了举足轻重之
角色。 结合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和推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 从司法机关行使裁判权的角度出发，
司法者关注的个案应当是具有影响司法裁判立场、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的、 具有指导性的个案。

具体而言， 这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经由各种正式的渠道和官方途径特别是借助指导性案
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由最高司法机关结合一线审判实践情况及其积累的有益经验， 从而整理、 筛
选、 确立的具有指导性的案例， 以及由这些具体的指导性个案所汇集而成的指导性案例数据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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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张明楷、 陈兴良、 车浩： 《立法、 司法与学术———中国刑法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 5期。
譼訛 周光权：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 难题与前景》， 载 《中外法学》 2013年第 3期。

可以称之为 “显性” 的个案。 这些显性的指导性个案对于确立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统一司法裁判
的尺度和协调司法裁判的结论都是大有裨益的。 例如， 最近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关于区分网络上的
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一个指导案例， 该判例不仅为司法机关处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司法规则， 同时对于
在刑法教义学中该类问题的探究亦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③

另一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进入正式渠道和最高司法机关视野的、 但却具有法治价值、 标杆意
义的典型性 “非主流” “隐性” 个案。 例如， 前一段时期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典型案件， 该
地方两级法院对分享食物引发意外后果所做出的一个裁判， 虽然从学理的角度来看， 分享食物本身
并不具有高度危险性， 行为人也已经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并且意外后果的发生与分享行为本身
并无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因果关系， 这都是较为明显的结论和令人接受的论证， 但是结合和谐社会建
设的大背景， 由于本案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的意外后果， 导致根据法律规定和学理判定行为人不承担
相关民事法律责任还是令法官心有余悸的。 但是最终当事法官毅然坚持合法合理的判断， 不为社会
形势所困扰， 做出了令社会各界称道的裁判，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双赢局面， 取得了 “一石二
鸟” 的良好司法裁判示范效应。 笔者认为以分享食物引发意外后果案为代表的这类个案， 虽然没有
经过官方的正式渠道进入主流的指导性案例， 但引发的连锁反应和产生的积极意义、 法治价值都是
不容忽视和值得肯定、 赞许的。 因而， 这类非主流的典型性个案也应当成为司法裁判者所应当关注
的个案。

应当看到，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尚有诸多值得改进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从
目前已经发布的指导案例来看， 最高司法机关基于立法、 政策、 司法实践处理效果等各种缘由的考
虑， 选择的大多数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显性案件， 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复杂、 疑难案件却涉
及较少。 因此， 我们应当关注和重视除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以外的、 从司法实践中发现
提炼的 “隐性” 指导案例。 “隐性” 指导案件虽然没有被公开定性为 “指导性案例”， 但是其基于对
具体案件的分析和处理，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具有推动法治发展的积极价值， 以后也很有可能为司
法实践树立标杆并得到参照、 继承与沿袭， 那么其就具有了 “案例指导” 之实效。 对此， 有学者明
确指出， 其实只要某一案例的判决有道理， 得到了司法界、 理论界以及公众的认可， 被其他司法实
践所参照， 就意味着该判决已经在发挥着 “判例指导” 的作用了。④ 所以，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发展
不应该仅限于最高司法机关单一的、 官方的、 正式发布途径， 也要关注司法实践中 “自发” 形成的
“隐性” 判例， 建立起多元化、 多层次的判例形成路径， 从而推进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 进而推动
司法机关在更广领域、 更宽视野中关注和重视个案的积极价值， 从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向前发展。

（三） 法学理论研究者视野中的个案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者不仅仅是基于法律学科的实用性、 应用性和实践性要求必须关注现实案
件、 案例甚至个案， 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从实际案件和司法判决中去获得源源不断的素材
和汲养输送。 例如， 德国刑法学者基于帝国法院对 “癖马案” 的判决， 期待可能性刑法理论横空出
世， 并且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争论进而冲击了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
“泸州二奶受赠案” 不仅导致社会热议和判决上的 “一波三折”， 而且引发了民法学界对于公序良俗
原则内涵的深入挖掘和法理学界对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关系、 适用顺序等问题的理论探讨。 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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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德］ 莱因荷德·齐佩里乌斯： 《法学方法论》，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06页。
譾訛 雷磊： 《开放社会中的个案公正———齐佩里乌斯法学方法探析》， 载 《西部法学评论》 2011年第 5期。

发生的 “快播案” 使得刑法与知识产权搭界， 进而使得 “避风港原则” 的理解和适用受到了限缩，
也使得刑法理论研究者重新审视中立的帮助行为理论和客观归责理论。 “新四大奇案” 即 “天津赵
春华案” “内蒙古王力军案” “河南兰草案” “深圳鹦鹉案” 使得刑法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思考违法性
认识的理论角色和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看， 法学理论研究者对于现实案件中 “是非曲直” 有着天生的 “狂热”， 对于其
中存在的问题存在着敏锐的 “嗅觉”。 然而， 令法学理论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的现实是， 目前社会实
践和司法处理中的个案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者的书斋想象和实际驾驭能力。 虽然随着
“互联网 + ”、 大数据、 云技术、 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发展， 我们对于个案搜集、 整理、 归纳、 分
析的工具大为增加， 但是这仍然不能脱离法学理论研究者的智慧和思考。 通过运用这些先进技术手
段， 笔者认为法学理论研究者应当着力关注的个案应当经过系统性整理、 目的性归纳， 具有辐射
性、 类型化特征的个案， 通过对具有相同特质的个案进行类型化梳理，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切入， 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采取 “解剖麻雀” 的方法， 运用类型化思维将其提
炼、 概括、 抽象、 提升， 如此才能 “以一当十”、 举一反三， 从而万变不离其宗。

类型化的个案渗透着比较的内涵与参考的思想， 类型化案例比较的基本思想在于作为个案公正
观之核心的平等对待原则， 即对实际上相同的案例同等对待， 对实际上不同的案例不同对待， 这种
处理使得法律规范得以精确化。⑤ 具体而言： “一是法律适用范围的精确化。 对于某特定案件归类问
题判断的结果， 要么使得一个当目前为止尚未定性的案例类型被纳入待解释之法律规则的适用范
围， 或被纳入某一法律原则的效力范围； 要么该案例类型被从待解释规则的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
或者该原则不应被扩张适用于这一案例类型。 这就使得 “规范化” 的案例类型本身更加清晰准确，
使得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更加具体化和贴近生活。 同时， 由于案例类型具有开放性与进一步发展的
可能， 也使得相应的法律概念内涵具有发展的可能。 二是法律后果的精确化。”⑥ 例如， 通过深入研
究和归纳总结故意杀人判处死刑的个案以形成具有普遍性、 一般性、 推广性的类型化认识与结论，
可以进一步明确 《刑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中 “罪行极其严重” 的法律内涵， 同时也可以总结司法实
践经验， 明确具体裁判的尺度和标准， 进而判断中国死刑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未来走向。 再如， 深入
研究具有标杆性的 “白恩培案件” 并进行一段时期内的跟踪观察以形成类型化结论， 可以发现 《刑
法修正案 （九）》 中新增设的终身监禁和限制减刑规定所具有确立适用范围与适用后果的启示性意义。

二、 差异化主体关注个案的问题呈现

立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 对于个案的关注和思考必然存在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侧面。 正所谓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考察不同主体对于个案的关注和回应，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
中国， 立法者、 司法者和法学理论研究者对于个案的思考、 分析和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

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 当前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个案的关注和
回应远远不够， 不仅数量不多， 而且在效率上也不及时， 在程序上也不够规范。 这具体表现为两
点： 一是针对典型性、 代表性、 影响性、 特殊性个案， 立法机关谨慎使用特别调查权， 几乎很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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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别调查程序， 从而使得这一权力存在被虚置和架空的担忧。 与此同时立法解释权的使用也较
少、 频率较低， 合法性、 合宪性审查权力行使仍然有限， 行之有效、 契合实际需要的审查体制机制
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这使得从立法者出发发现和发掘个案法治价值、 塑造法治理念和提高全社会
法治意识的良好机会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和释放连锁扩大的积极效应。 例如， “孙志刚事件” 的发
生就是一个典型样板。 孙志刚案件发生后， 虽然使得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自行废止了 1982 年 5
月 12日由其发布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是对于该案引发的公民行使违宪审查建
议权， 却未能得到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 根据 《宪法》 和 《立法法》 的规
定，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权力对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进行合宪
性、 合法性审查， 然而事实上这一合法权力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和实际行使， 而且从程序上来看国务
院迅速废除旧的行政法规进而制定新的行政法规， 短短时间内是否符合立法流程上的报批程序或事
后备案程序， 是否合乎立法公开、 透明、 规范等原则都值得思考和研究。 此外， 即使是针对旧有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一行政法规， 最高立法机关可以借助 “孙志刚事件” 以小见
大、 以点带面， 就施行了较长时间的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向国务院发出立法质询， 要求其作出规
范报告和详细说明并进行审查， 同时也可以自行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行使 《宪法》 和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相关法律规定所赋予的法定特别调查权。 然而， 随着国务院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公布 《城市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后， 相应的后续制度及措施的完善亦随之偃旗息鼓。 再如，
“云南躲猫猫事件” 暴露出的监狱、 看守所等监管权力滥用与防范， 以及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
与羁押场所之间的权力制约等重大现实性、 制度性问题， 可以成为检讨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一个较
好机会， 进而完善相关立法， 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 晚近发生的 “呼格吉勒图案” “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 “聂树斌案” “陈满案” 等， 暴露出我国司法体制机制中有关 “冤假错案” 的存量清理
与增量化解、 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等重大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雷洋案” 暴露出的警察执法权限
与合法合理限度、 公开透明等重大现实问题， 都应当引起最高立法机关的持续、 深入关注和合法质
询、 启动特别调查、 听取专门报告， 然而现实是最高立法机关的作为举动较为有限， 且较为被动消
极， 效果不尽如人意。 由此观之， 立法者对于个案的有效关注和深入研究还存在不足， 尚不能满足
社会公众对于 “良法善治之本” 的立法变革完善的现实紧迫需求， 这对于推进中国依法治国进程、
开展法治中国建设可能难以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和更深远的影响。 二是立法者或曰立法机关群体中
的个人即人大代表针对个案的关注和质询， 数量多少不详， 且质询的程序、 内容等相关情况的公开
度、 透明度、 规范度、 效果度、 反馈度亦不甚明了。 这其实应是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下的个案作用于立法者一个 “行之有效” 的渠道和途径， 但就目前而言， 所起到的作用仍然
较为有限， 值得进一步挖掘。

从司法者的角度来看， 司法机关在严格遵循和准备理解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规定的前提和基础
上， 必须着力通过个案尤其是具有指导性的个案把握司法裁判立场、 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协调司法
判决的一致性与有效性、 合法性与合理性。 目前来看， 司法者对于既有的、 经由各种正式的渠道和
官方途径特别是借助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这一显性的个
案指导制度关注度是较为积极的， 但是对于未能进入正式渠道和最高司法机关视野的、 但却具有法
治价值、 标杆意义的典型性 “非主流” “隐性” 个案的关注仍然十分有限， 数量和质量不足较为明
显。 这反映出司法者关注案例的渠道和路径的有限性、 被动性、 消极性等问题。 即使是对显性的指
导性个案关注， 也仍然存在过于关注案件事实的趋同性、 相似性和案件处理结论的协调性、 一致性
等表面现象， 未能深入挖掘背后的法理同质性， 未能促使司法裁判者深入分析和研究裁判说理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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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正当性， 进而激发自身在司法实践中说理服人、 息讼的追求， 更难以言及通过裁判使得社会
公众培养法治意识和升华法治理念。 此外， 个案的发生， 特别是一些 “隐性” 的个案的出现及其引
发的司法判决， 使得个案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被推向了一些较为 “尴尬” 的境地， 司法者的回应和处
理仍然不能及时、 有效地回应社会公众对于正义的诉求和社会通念理解。 例如， “许霆案” 使得民
众对于 “意外之财” 的诱惑进行道德评价和法律评价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暴露出司法裁判
的僵硬与机械性； “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案” 即 “陆勇案” “内蒙古农民王力军倒卖玉米涉嫌非法经
营罪” “天津大妈赵春华摆设打气球摊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 等诸如此类的案件， 暴露出的司法者
形式化理解和适用相关立法规定， 导致刑法入罪评价难以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与认同， 甚至
将社会公众与司法机关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推向了截然对立的地步， 更难以说是司法者对立法规定的
准确把握和严格遵循。 案件判决宣告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件影响的尘埃落定， 司法机关本身对于上述
案件的处理就是对这类案件的关注， 但是这种处理和关注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机械司法、 形式化理解
和表面上认错改进， 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案件不得不令人去进一步思考法治所追求的公正、 司法实
践所体现的公正以及国民所能接受的公正三者之间的关系。 法律作为公平、 正义的化身， 作为国民
的行为准则， 其对公正精神的体现绝不能够是隐秘的、 模糊的、 抽象的， 而必须是 “看得见的正
义” 之方式， 即通过司法裁判体现为个案的公正得以现实化、 具体化和明确化。 正是这些显性和隐
性的个案， 刺激、 驱动甚至迫使了司法机关对自身行为以及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把握进行审视、
反思和矫正， 但现实是司法机关虽然亲身经历、 全程介入， 却未能从对个案的参与中走出个案， 也
未能及时进行深入的反思和自省， 更难以言及 “前车之鉴， 后事之师”， 这暴露出司法者对于个案
的深入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从法学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更多地仍然是纯粹的理论演
绎、 域外理论介绍与移植， 能够结合中国情况、 中国问题、 中国个案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的仍然较
少， 这固然有相关司法数据公开性、 透明性、 完整性不足以及相关领域管控⑦ 等各种原因， 但更多
地反映了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僵化与滞后。 与此同时， 法学理论研究者虽然对于个案的关注与研究保
持了一定的兴趣， 但大都是 “就事论事” “就案论案” 型的， 因为法学理论研究者如同社会一般民
众一样都有对于极端个案处理结果正义与否的个人价值判断的狂热性、 自发性、 随意性、 道德性。
对于见诸于新闻媒体报道和网络社交领域等呈现的个案， 法学理论研究者出于专业的思维、 眼光甚
至直觉都能较之社会民众更早地、 更快地 “嗅出” 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 进而 “浅尝辄止” 地
完成一次学术思考或者一篇学术论文， 可是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并不见得多大， 于立法者、 司法者、
社会公众甚至法学理论研究本身而言都是存在局限性的。 例如， “许霆案” “快播案” “魏则西事件”
“雷洋案” “于欢案” 等个案都曾名噪一时， 引发法学理论界的热议， 使得相关理论研究在关注个案
的基础上和社会氛围的推动下得以喧嚣一时， 然而留下的问题仍然是 “一地鸡毛”。 法学理论研究
从个案中获得素材、 汲养、 灵感和切入点是正常的、 自然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不能冷静
地、 理智地进行深入的学理思考， 如果不能持续地进行理论反省、 矫正和完善并反馈于司法实践需
求， 如果不能类型化的抽象、 归纳、 延展个案所蕴含的内涵与法理， 那么基于个案的关注而进行的
理论研究之法治价值、 指导实践生命力等就不得不引起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法学理论研究者的自我反
思。 此外， 正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日新月异， 法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数量爆炸、 呈几何级

譿訛 如 （国外、 境外） 网络领域 （受制于网络防火墙）、 死刑问题研究领域 （受制于死刑数量国家机密化、 死刑案件政治敏感
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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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个案规模不得不保持 “压力山大” 的心态， 传统的、 旧有的、 单纯依靠个人人工力量搜集、
拣选和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模式与路径经受着现实的严峻考验。 法学理论研究者在学习、 使用和掌握
“互联网 + ”、 大数据、 云技术、 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以助力个案研究仍然存在薄弱和暴露出软肋， 值
得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三、 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的个案生命力延展

当前，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依法治国、 全力建设并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是
我们不懈的法治追求。 在这一法治进程中， 个案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因此， 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个案， 充分发挥个案的积极意义和法治价值， 释放个案的活力、 生命力和持久力。
立基于不同角色出发， 并结合前述对于不同主体关注个案所呈现的问题， 为了全面、 深入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 立法者、 司法者和法学理论研究者都应当积极投身到对个案的关注、 重视、 回应与研究
中来， 着力进行改进、 加强和完善。

作为立法者， 首先在立法观念上不能仅仅固守传统立法的普遍性准则， 而应当在坚持针对普遍
事项进行成熟立法的同时积极关注个案特别是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 影响法治进程的个案， 及时通
过立法及其被赋予的立改废权限这一法治环节回应个案， 从而以个案为切入点、 做镜鉴， 以明得
失、 晓缺漏，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立法规定， 从而不至于过度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或偏离正义的预设
轨道。 其次， 在具体操作上， 最高立法机关在合宪合法的前提下， 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考虑
设立专门机构和专业组成人员增加对于个案关注的数量、 频率， 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特别是反应机
制、 反馈机制， 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及时给予处理和回应。 特别是要积极活用特别调查权， 适时针
对个案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提出立法质询， 要求有关机关和负责人员做出专门报告和说明， 从而使
得这一权力不被虚置、 架空和遗忘而成为仅仅写在纸面上的权力符号， 促使个案法治价值发掘， 进
而塑造全民法治理念和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再者， 立法机关拥有非常重要的两项权力即法律解释权
和合法性、 合宪性审查权， 个案的发生尤其是引起广泛关注、 理论界和实务界备受争议的典型个
案， 实际上可以成为检验和合理运用这两项权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立法解释权的使用可以相应地制
约频繁出台的司法解释， 平衡个案引发的司法适用争议与法律规定本旨的矛盾与冲突， 树立和维护
法律的权威和本真， 并且能够做到师出有名、 行之合理， 同时通过合理、 规范、 科学地运用合法
性、 合宪性审查权， 守护宪法为首端的法制统一和 “尊于一” 的法统， 实现良法善治。 此外， 应当
积极重视、 强化和发掘立法者或曰立法机关群体中的个人即人大代表针对个案的关注和质询， 进一
步增加质询数量、 程序、 内容、 反馈机制等的公开度、 透明度、 规范度、 效果度， 作为撬动和推进
立法机关关注个案的杠杆支点， 扩展个案作用于立法者的现实空间、 机会和条件， 实现个案法治价
值挖掘和释放的最大可能性。

作为司法者， 应当着力从两个方面着力改进和加强对于个案的关注与挖掘： 一是从关注对象上
来看， 无论是显性的指导性个案还是隐性的典型性个案， 司法者都应当予以关注、 重视和挖掘， 进
而促进司法机关的反思、 矫正和提升。 对于个案的分析和挖掘， 不能仅仅停留在 “一事一议” 和案
件事实、 处理结果的表面趋同性上， 而应当深化对案件背后法理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同时切实转变
纯粹的结果正义观念， 强化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 结论合法与说理妥当并重的现代法治理念， 提升
司法裁判者裁判说理性的积极参与度和现实有效度， 从而有理有据、 合法合规， 以法理服人、 息讼
止讼， 维护和实现裁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统一。 二是在目的诉求上， 司法者在关注个案、 介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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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参与个案的过程中， 应当追求个案公正与司法公正、 社会整体正义的协调、 统一、 融合。 个案
的终极诉求和价值追求指向个案正义特别是实体正义进而指向司法公正和社会整体正义。 个案是司
法公正实现的方式、 路径和载体。 个案不仅促进司法裁判的程序完善达至公正， 而且促进司法裁判
的实体正义实现。 因而， 必须拒绝和排斥机械司法、 形式司法、 僵化司法， 司法者应当努力从个案
中探求法律精神、 法律宗旨寻求 “看得见的正义” 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同。 在目标指向上， 个案
公正应当成为司法者努力的重要参考坐标和评价指标。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者， 应当密切关注个案， 深入研究个案， 在研究理念上要树立 “案例意识”，
在研究路径、 范式和方法上要进行 “转型”， 强化实证分析法、 类型化研究方法， 在操作方式上要
做到 “收放自如”， 即从实践中上升为理论的个案归纳、 抽象、 类型化上的 “收” 和到实践中去的
理论回应和反馈现实需求的个案扩展、 延伸、 辐散、 普遍性上的 “放”。 案例作为 “活动着的法
典”， 是法治的细胞， 具有解释性、 示范性、 确定性等特征。⑧ 在过去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经由人类
学、 社会学的共同推动， 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⑨ 相应地，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法学学科和法学
领域中， 个案研究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必须加以重视和推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社会学家罗伯
特·斯特克认为： “个案可以简单， 也可以复杂。 它可以是一个儿童、 一间儿童教室， 或是一个事
件， 一次发生 （happening） ……它是许多个中间的一个……个案是一个 ‘有界限的系统’
（bounded system）。”⑩ 所谓 “界限”， 指的是个案与其他个案及其环境之间的区别； 所谓 “系统”， 指
的是个案之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单位。輥輯訛 虽然这些是社会学理论学者提出的见解， 但是
笔者认为其仍然可以给法学领域的个案研究带来启示。 结合法学理论研究的特质与个案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法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案例研究的走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注重个案研究， 深
挖特殊性、 典型性、 代表性和标杆性， 进一步拓展类型化研究和实证分析。 确如所论， 个案研究始
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輥輰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它不
仅给我们的立法、 司法提出考验， 带来挑战， 而且给我们的法学论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带来了现实
的压力。 对此， 笔者认为作为法学理论研究者应当坚持和恪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基本
方法、 基本理念， 首先从实践中来， 从个案出发， 将一个个具体的个案采用 “解剖麻雀” 的方法予
以细细观察、 反复思考和深入分析， 从而发现其中蕴藏的法律问题和理论发展革新的资源， 进而发
挥其所具有的积极法治价值， 助推实践引领法学研究的发展， 提升个案研究的数量、 品质和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 笔者认为最为重要且不容忽视的就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归纳思维与相应的逻辑推
理， 从而使得个案研究首先在个别性上独树一帜， 进而确立自身的特殊性价值和向普遍性延伸的基
础。 在实证数据获得和归纳素材积累方面， 个案的发现应当多渠道、 宽路径、 现代化、 信息化、
“互联网 + ”。 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大数据、 AI （人工智能）、 云端等高科技， 从而实现个案研究工具、
方法、 路径的革新与提升， 使之更有效率、 更有价值、 更有可靠性。 与此同时， 类型化研究的方法
和路径也应当得到重视和加强。 “类型化案例研究应当是法律实务界与法学界今后研究中国法律问

讀訛 蒋惠岭： 《认真对待作为 “动态法典” 的案例》， 载 《人民法院报》 2005年 8月 1日第 B01版。
讁訛 卢晖临、 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 1期。
輥輮訛 Robert E. Stake,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444.
輥輯訛 参见前引⑨， 卢晖临、 李雪文。
輥輰訛 参见前引⑨， 卢晖临、 李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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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重要方法。 一是， 类型化案例研究的主题往往是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法律适用的难
点问题， 往往具有中国特殊时期、 特殊背景下的法律问题特殊性， 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主要方
向； 二是， 类型化案例研究的素材是各地法院就同一问题所作出的不同判决， 反映了中国法官们在
解决此类问题时的探索、 创新与智慧， 无论其判决结果是否正确、 判决理由是否充分、 规则理解是
否准确， 总是代表了司法机关对于解决法律难题的一种努力， 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輥輱訛 第二，
走出个案， 回归实践， 反馈现实需求。 实际上， “走出个案” 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个案研究事实上的
共同追求，輥輲訛 法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 在基于实证分析和归纳法的基础上， 法学理论研究者的工
作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 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演、 扩展、 辐散， 这时必须高度重视和使用演绎
的方法， 从而使得既有研究和结论从个案的层次予以提升， 更有普适性和延展性。 与此同时， 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一半是从实践中来， 另一半则是到实践中去。 走出个案研究， 超越个案， 回归
实践， 既是检验理论正误、 发展完善理论的必由之路， 也是积极回应和反馈司法实践需求的内在要
求， 从而提升理论研究的法治价值、 延展指导实践的生命力。

从案例来源的角度来看， 法学理论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
的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地位和天生权威性设定， 易于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关注焦点， 但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是一种一元化、 多层次筛选型机制， 是我国法律
传统、 法律文化和制度现实的产物， 导致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具有行政化、 工具化、 封闭性
的属性。輥輳訛 这当然也会给我们的案例研究素材带来局限性和不可弥补的缺陷。 有鉴于此， 在个案研究
的素材来源和拓展个案研究的活力、 延续其生命力的角度而言， 法学理论研究者视野中的个案不应
过于狭隘， 而应当延伸、 拓宽、 深化， 应当多元化、 跨时空化， 这可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深
入搜集、 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典型个案， 进行比较研究， 古为今用； 二是文学艺术作
品中的典型个案， 实现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三是当下立法、 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等社会治
理各个领域中出现以及社会各界其他方面如法学学术研究团体、 新闻媒体等发现、 反馈的代表性、
影响性个案；輥輴訛 四是国外发生的典型个案及其法治内涵， 洋为中用。 以此实现个案研究的全时空覆
盖， 从而为个案发掘和案例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积累和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空间。

总而言之， 个案具有推动理论研究向司法实践需求的回应性反馈之积极价值， 进而推动司法裁
判的改进、 完善乃至革新， 进而达至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 个案的深度挖掘和法治价值有赖于
法学理论研究特别是案例法学理论研究的密切关注、 深入思考和积极回应。 个案的法治价值、 里程
碑意义、 标杆性确立等都有赖于在各方关注和重视下进一步得到宣扬、 扩大和辐散， 进而引导全民
树立法治理念， 提高法治意识，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持续向更高水平、 更高阶段、 更深层次发展和
完善。

輥輱訛 李友根： 《论案例研究的类型与视角》， 载 《法学杂志》 2011年第 6期。
輥輲訛 参见前引⑨， 卢晖临、 李雪文。
輥輳訛 刘克毅： 《论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 载 《法律科学》 2018年第 6期。
輥輴訛 如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的前身中国法学会案例专业委员会， 自 2005 年开始， 每年都会结合当年热点案件， 联合法律界人

士、 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特别是网友共同进行年度十大影响性诉讼的评选， 并通过多个渠道向社会公布， 引发巨大反响。
这些个案有些并未成为指导性案例， 有些并未进入官方视野或被官方渠道选中， 但是通过法学界、 媒体界和社会公众的广
泛、 多元参与， 使得一些案件的时代意义和法治价值凸显出来， 值得法学理论研究者关注、 思考和研究。 目前这已经引发
了个别学者的关注， 如孙永兴： 《涉诉类新媒体事件的传播特征及其功能分析———以 2005—2011 年公布的影响性案例为切
入点》， 载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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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carry�out�the�construction�of�governing�the�country�according�to�law�and�the�rule�
of�law,�China�must�pay�attention�to�and�attach�importance�to�the�study�and�analysis�of�individual�
cases,�especially�to�carry�out “anatomical�sparrow”detailed�analysis�of�representative�and�typical�
cases� and� to� explore� the� essence� and� dig� deeply� in� the� category� of� the� rule� of� law,� so� as� to�
highlight�the�value�of�individual�cases�that�can�not�be� ignored�and�the�great�significance�of� the�
rule�of�law.�Based�on�individual�cases�and�analyzing�from�the�different�subjects�and�perspectives�
of�legislators,�judicators�and�legal� theoretical�researchers,�we�can�find�that�when�legal� theorists�
and�practitioners�in�China�deal�with�cases,�especially “special” cases,�there�are�still�difficulties�
and�problems�caused�by�their�respective�perspectives�of�observation�and�role-playing�constraints.�
In� this� regard,� legislators�should� focus�on� the� transformation�of� ideas,� actively�pay�attention� to�
individual�cases,�especially�those�that�are�typical�and�representative�and�affect�the�process�of�the�
rule�of�law,�respond�to�cases�in�a�timely�manner�and�expand�the�role�of�individual�cases� in� the�
realistic� space,� opportunities� and�conditions�of� legislators,� taking� individual� cases� as� a� starting�
point�to�further�revise�and�improve�legislative�provisions,�so�as�to�shape�the�concept�of�the�rule�of�
law�of� the�whole� people,� cultivat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chieve� the� greatest�
possibility�of�realizing�the�value�mining�of� the�rule�of� law�in� individual�cases.� Judicial�person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object� of� concern,� that� is,� to�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perfect�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oth� explicit� guiding� cases� and� recessive�
typical�cases,�that�is,�to�pursue�the�coordination,�unity�and�integration�of�case�justice�and�judicial�
justice�and�social�justice�as�a�whole�and�further�pay�attention�to,�discover�and�analyze�individual�
cases.�Researchers� of� legal� theory�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cases,� deeply� study�
individual�cases,�establish�and�strengthen “case�consciousness”,�carry�out “transformation” in�
research� paths,� paradigms� and� methods,� strengthen�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yped� research�
methods�and�excavate,�release�and�prolong�the�value�and�vitality�of�individual�cases.

Key Words: Rule�of�Law�in�China； Governing�the�Country�According�to�Law； Individual�Cas-
es； Representativeness； 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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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反恐视角下自卫权理论考

吴何奇 *

内容提要：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议题中，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应
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国内刑事法的局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对恐怖主义犯罪管辖权的缺位
导致对大规模恐怖组织的打击仍依赖于武力的途径。 然而， 传统国际法中的自卫权理论似
乎难以为武力反恐行为的合法性提供有力的支撑， 武力反恐对自卫权规则下的 “武力攻
击” 的解释、 时间规则的限制以及 “韦伯斯特原则” 的要求都产生了冲击与挑战。 此外，
有鉴于恐怖组织实力的提升， 恐怖组织对国家的威胁与日俱增， 在此背景下， 重新审视预
先性自卫的合法性尤为必要。
关键词： 自卫权 预先性自卫 武力攻击 韦伯斯特原则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8

一、 问题的提出： 武力反恐的必要性

早在 “9·11 事件” 以前， 恐怖主义犯罪便与黑社会犯罪、 毒品犯罪并称为 “世界三大犯罪灾
难”。 近年来， 恐怖主义制造的武装冲突的规模与危害性已相当于传统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斗
争。 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简称 GTD） 的统计， 从 2001 年到 2014
年， 遭受恐怖袭击最为严重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伊拉克、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和印度， 在这
十三年中， 这五个国家共有 92167 人死于恐怖袭击， 占全世界死于恐袭人数的 85%。

根据 《全面反恐公约草案》， 恐怖主义是一种刑事犯罪。譹訛 刑事反恐作为一种传统的反恐措施，
对打击和预防一国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反恐的问题上， 单凭刑法仅能制裁本
国那些规模不大、 武器装备不强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对于人数众多、 武器装备精良且屡屡跨境
作案的超大型恐怖组织， 国内法乃至国际条约都无法保证对其实现法律惩治。譺訛

此外， 由于围绕恐怖主义的分歧无法得到解决， 导致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被排除于国际刑事
法院之外。 这其中， 尤其是对恐怖主义定义的缺乏是导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的起草者未将
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的主要原因。譻訛 尽管在规约草案的起草过程中， 立法者
确实考虑了几种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权问题。 但考虑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若要保证规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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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See Van Schaack B, supra note 譹訛, p.422.
譽訛 See Van Schaack B, supra note 譹訛, p.424.
譾訛 See Van Schaack B, supra note 譹訛, p.437.
譿訛 邹南： 《我国武装力量出境反恐的正当性研究》， 载 《法学杂志》 2018年第 7期。
讀訛 另一个情形是由 《宪章》 第 42条规定的安理会进行武力行动的权利。
讁訛 [奥] 汉斯·凯尔森： 《国际法原理》， 王铁崖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51页。
輥輮訛 If an armed attack occurs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輥輯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张效林译，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43页。

用上的明确性和权威性，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自然不能满足习惯国际法就 “灭绝种族罪” “危害
人类罪” “战争罪” “侵略罪” 在界定上所要求的清晰程度。 基于此， 在 1998 年罗马会议的谈判中，
规约得以吸收了国际习惯法中关于种族灭绝、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 侵略罪， 但将恐怖主义犯罪纳
入规约中的设想在仅仅五周的起草时间内只得作罢。譼訛 虽然恐怖主义犯罪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
了各国的刑法典予以规制。 同时， 规约的第 1 条为国际刑事法院确立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即在特
定情形下，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将作为国家管辖权的补充， 从而不冲突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刑事管
辖权。譽訛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司法机构中起诉恐怖主义分子就顺理成章。 例如， 在行为发生的时
机并不存在规约意义上的武装背景时， 恐怖主义犯罪就不适用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条款。 同样，
如果行为人没有按照必要的具体意图行事， 或者袭击没有针对受保护的群体， 则无法适用种族灭绝
罪的条款。譾訛 近年来， 随着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 尤其在发生了 9·11 事件等一系列恶性恐怖袭击之
后， 支持将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就目前而言， 支撑国际刑
事法院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依据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 一方面， 恐怖主义正以 “超国家、 超领域” 的姿态肆虐于全球并对国际社会的
和平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但在各国的刑事立法与用以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条约尚不足以应对
之际， 武力反恐就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惩治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 于我国而言， 根
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定位，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中国扩大在海外的包括军事在内的战略利益。 通过
《反恐怖主义法》 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进行的概括性授权为我国武装部队出境反恐提供了法律依据，譿訛

但由于固有的自卫权理论与非国家行为体在适用上的冲突很大程度地制约了国际社会武力反恐的效
果， 故对传统国际法自卫权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尤为必要。

二、 援引自卫权进行武力反恐： 自卫权的题中之义还是理论崩溃

由 《联合国宪章》 （以下称 《宪章》） 第 51 条规定的联合国成员国单独、 集体自卫的权利是
《宪章》 体系下唯二的合法动用武力的情形，讀訛 是一国为反抗非法攻击而通过武力保护自己的权利。讁訛

根据 《宪章》 第 51 条规定， 国家的自卫权至少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自卫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
（inherent right）； 类型上有单独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之分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行
使自卫权的前提是该国受到了他方的武力攻击；輥輮訛 行使自卫权的时间点落于他方武力攻击与安理会
采取必要行动之间； 行使自卫权的国家具有立即向安理会报告的义务。

虽然是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的例外情形， 但 “任何法律， 无论是国际法或国内
法， 凡是禁止诉诸武力者都必须对自卫权有所限制”，輥輯訛 根据 1996 年 “核武器合法性案” 国际法院
的咨询意见， 《宪章》 第 51 条规定的自卫权受到 《宪章》、 习惯国际法与 “自卫” 概念本身的固有
限制。 由于 “自卫” 概念本身的固有限制与自然法下的自卫权问题有关， 但自然法往往不再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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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ing the principles of anticipatory self-defense & preemption. Air Force Law Review, vol. 55. p.108.

輥輱訛 [英] 詹宁斯、 瓦茨： 《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 （第一分册）， 王铁崖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308页。
輥輲訛 简基松： 《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 载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第 4期。
輥輳訛 Brownlie, I. (1963),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61.
輥輴訛 Beard, J. M. . (2002), America’s new war on terror: the case for self-defens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25.p.559.
輥輵訛 See Beard, J. M., supra note 輥輴訛, p.578.

是现代国际法正式的法律渊源， 因此， 当前国际法秩序下， 对国家启用自卫权的限制除了 《宪章》
第 51 条的规定， 还包括国际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但对于适用第 51 条的条件与具体
界限， 没有任何一项国际公约予以解释或界定。輥輰訛 2001 年 10 月 7 日， 美国在向联合国的报告中就声
称是依据自卫权从而组织联军剿灭盘踞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 以作为对基地组织
发起 “9·11” 事件的回应。 援引自卫权进行武力反恐究竟是自卫权的题中之义还是对自卫权理论的
破坏？ 笔者展开如下分析。

（一） 恐怖袭击构成自卫权规则下的 “武力攻击”

根据 《宪章》 第 51 条的规定， 受到武力攻击是一国行使自卫权的法律基础， 但对于 “武力攻
击 （armed attack）” 的解释， 无论是旧金山的制宪会议记录还是 《宪章》 对此都未给出明确的说明。
考虑到 《宪章》 起草的时代背景是二战时期， 《宪章》 中武力攻击应该是指类似于法西斯国家对他
国的军事侵略行为， 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诉美国” 案中关于 “武力攻击” 的解释也趋近于侵略的
含义。 《奥本海国际法》 则将武力攻击分为 “直接攻击” 与 “间接攻击”，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 国家
是武力攻击的唯一主体。輥輱訛 因此， 将自卫权的对象解释为发动武力的国家是国际法传统理论里的共
识。輥輲訛 从这一角度理解， 《宪章》 自卫权规则下的武力攻击本应不具有恐怖袭击的内涵。 一方面， 恐
怖袭击的表现形式与国家间的军事侵略行为存在语义上的出入； 另一方面， 恐怖组织作为非国家行
为体又存在权利客体不适格的适用困境。

但在传统国际法理论中， “武力” 包含 “侵略战争” “入侵” 和 “攻击” 等意蕴。輥輳訛 此外， 从制
宪所处历史时期考虑， 起草者很难想象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今天， 国际恐怖主义制造的恐怖
袭击所产生的破坏力与对人类的威胁都不亚于二战时期任何侵略行径。輥輴訛 将恐怖袭击解释为 《宪章》
中的 “武力攻击” 从而为自卫权的适用扫清障碍不仅不会抵触 《宪章》 所规定的 “禁止使用武力原
则”， 更符合联合国所倡导的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的基本宗旨。 正因此， 国际实践层面， 援引
自卫权打击恐怖主义才会被国际社会所允许。 相对于形式层面的合法性， 更需从实质层面考量这一
解释思路是否突破了 《宪章》 以及习惯国际法对自卫权理论的限制。 根据国际法规则， 自卫权是一
国的固有权利 （或称自然权利）， 但对于权利指向的客体， 也就是武力攻击的实施者， 《宪章》 并未
作出具体限定。

具体国际实践中， 自卫国武装力量打击的客体不仅是恐怖组织， 还包括对恐怖组织予以帮助的
“支恐国家”。 例如， 美国对基地组织的打击实则寄托于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由此引发的争议便
是， 塔利班政权对恐怖组织的支持、 保护、 经济上的赞助是否构成 《宪章》 第 51 条的 “武力攻
击”？ 是否违反了 《宪章》 第 2 条第 4 款所禁止的成员国之间的 “威胁或武力” 的使用？輥輵訛 笔者认
为，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基于对 “支恐国家” 与恐怖主义关联性的评估。 严格来说， 《宪章》 第 2
条第 4 款以及第 51 条适用的对象仅仅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并未提及成员国的个人、 团体或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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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活动予以支持的行为是否构成该款所禁止的内容， 但一方面， 若某一政权足以代表一国，
那将该政权的行为视同为该国家的行为， 例如将塔利班政权对基地组织发动 “9·11” 事件的支持视
为阿富汗对基地组织的支持也不会破坏 《宪章》 所构建体系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 正如安理会通过
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以反对其参与并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时依据 《宪章》 第 2 条第 4 款进行的申明，
“每个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另一国组织、 煽动、 协助或参与恐怖行为， 或默许恐怖组织在其领土内进
行任何涉及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有组织的活动”， 以及联合国大会在 1994 年通过的 《消除国际恐怖主
义措施宣言》 中对这一问题国家责任的强调， 即禁止国家组织、 煽动、 纵容或参加在另一国的恐怖
主义活动， 以及在其自己的领土上放任这种旨在从事恐怖主义的行为。

参照 “尼加拉瓜诉美国” 一案， 如果援助使支持国对反叛分子的 “各方面” 的实际控制达到有
充分理由将反叛分子视为支持国机关或以支持国名义行事的程度， 叛乱分子的武力行动在法律之上
应归于支持国， 视为支持国的武力攻击。輥輶訛 以 “实际控制说” 判断恐怖主义犯罪是否归因于一国依
据的是联合国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 第 8 条的规定， 即当该国对恐怖组织或恐怖主义袭击存
在 “实际控制或指挥”， 恐怖主义袭击才可以归因于该国并构成对受害国的 “武力攻击”。輥輷訛

但如果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放任是由于该国严重受制于其政治、 经济、 民族、 宗教等其他因素，
客观上不具备阻止恐怖主义发展、 蔓延的能力， 即便该国与恐怖主义有所关联， 也不至于因此而允
许他国援引自卫权对其使用武力。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仅以国家对恐怖组织的容忍得证该国与恐
怖主义的关联性是不充分的， 不足以以此援引 《宪章》 对其进行武力攻击。輦輮訛 如果将对恐怖组织的
放任、 纵容甚至是包庇解释为第 51 条规定的武力攻击， 极易导致自卫权的滥用。 在 “尼加拉瓜诉
美国” 案中， 国际法院甚至认为仅仅是一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也不构成 “武力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 不支持援引自卫权对其使用武力并不等于不能对上述国家予以其他方面的干涉。 联
合国通过的 19 项用以制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依公约履行义务， 当该国
不履行义务的时候， 根据国际法惯例， 履行义务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反措施促使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国履行义务。輦輯訛 综上所述， 恐怖袭击的国际责任是否由相应的国家承担关键须看恐怖袭击是否
可以被认定为 “可归因于国家” 的行为。

据此， 将可归因于国家的恐怖袭击解释为国际法规则下的 “武力攻击”， 本质上仍未超越自卫
权理论的范畴。 但对于不可归咎于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 是否同样属于一国启动自卫权的前提事由？

有学者指出， 二十世纪以降， 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 调整国家关系的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于有限
刑事领域的个人。 国家与个人的二分实则成为现行国际法的结构层面。 然而， 恐怖主义集团作为一
个有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 其主体形式属于国家与个人间的灰色地带， 这导致了国际法在反恐怖
主义方面的困境。 也就是说， 诉诸国际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只能在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基础之
上寻求突破。輦輰訛 但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

輥輶訛 李毅、 潘国平： 《论预防性自卫与反国际恐怖主义》， 载 《东北亚论坛》 2008年第 6期。
輥輷訛 Boyle, F. A. (1987). Military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m. Soc’y Int’l L. Proc., vol. 81, p.288.
輦輮訛 Erickson, R. J. (1989). Legitimate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state-sponsore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 Air University press. p.104.
輦輯訛 例如， 1988年洛克比空难发生后， 美国针对利比亚的反措施， 又如在埃塞俄比亚暗杀埃及总统的恐怖分子逃往苏丹后， 安

理会对喀土穆实施的制裁， 以及安理会通过对阿富汗实施各种制裁， 以要求塔利班停止为国际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和训练，
等等。

輦輰訛 王忠宝： 《论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中国政法大学 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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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表示， “自卫权的行使不仅限于国家发动武力攻击的情形”。輦輱訛 尤其在习
惯国际法规则下，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涵盖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 不仅包括国家， 还涵盖具备区域安
全机制的区域组织与具有实际政权的类国家实体。輦輲訛 此外， 由于当代恐怖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质
的变化， 传统国际法对自卫对象的限定在国际实践中早已被突破。輦輳訛 因此， 基于上述论证， 无论恐
怖袭击是否属于某一国的国家责任， 将其认定为 “武力攻击” 并以此援引自卫权进而进行武力打击
都尚未造成自卫权理论的崩溃。

（二） 武力反恐对自卫权时间规则的冲击

《宪章》 第 51 条决定了自卫行为的临时性， 并对国家进行自卫的时间予以了两个层次的限制，輦輴訛

一是自卫权行使的时间起点， 二是自卫权行使的时间截点。 如果严格按照 《宪章》 的内容进行文义
解释， 一国行使自卫权的最早时机应当是遭到他方的实然攻击之际。 此外， 一旦安理会采取了用以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国家的自卫行为应当立即终止。

关于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 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 坚持严格解释立场的学者
认为， 一旦安理会采取了用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国家的自卫行为应当立即终止。 换言
之， 只要安理会采取了 “以维护国际和平安全” 为目的必要措施， 相关自卫行为就丧失了国际法的
依据。 然而， 恐怖主义的猖獗让国际法学界对 《宪章》 就自卫权的时间限制产生了其他的看法。 他
们认为， 如果安理会采取的必要办法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 那相关国家的自卫行为也就没有必要
停止。輦輵訛 对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安理会是否已采取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办法。 安
理会自然可以认为必要办法已采取从而否定受害国继续进行自卫行为的必要性， 但安理会的宣示是
否等同于 “必要办法” 在实质意义上已经构成？ 在这个问题上， 由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安理
会的结论通常会与自卫国的判断产生偏差。 但若将评估 “必要办法” 是否已经采取的权利交给自卫
国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过分扩张单方行为的作用从而排斥集体行为的可行
性， 抵触了 《宪章》 的精神。 对这一自卫权规则中的 “特里芬难题”， 问题的出路有赖于一个有效
的观察机构的建立， 秉持中立的立场并通过对客观证据的充分掌握， 所作出的评估才既保证了联合
国安全机制的一致性又不以牺牲自卫国的合法利益为前提。

武力攻击结束后是否可以行使自卫权？ 国际法中的自卫权源于刑法， 因此 《宪章》 赋予成员国
自卫的权利是为了阻止非法武力攻击对受害国的进一步侵害， 不能被扭曲为受害国报复或惩罚他国
的手段， 防止国家假借自卫之名， 干着侵略与颠覆他国政权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 如果他方的武力
攻击已然停止， 受害国采取的反击就是 “报复性或制裁性军事行动”， 而不再是自卫。輦輶訛 恐怖主义作
为一种刑事犯罪自然具有了犯罪行动方式的暂时性， 不符合 《宪章》 第 51 条设定的反应模式。 哪
怕承认恐怖袭击是一种可能持续发生的武力攻击， 但实践中， 任何国家都难以预测到下一次恐怖袭
击的行动时机， 无法符合第 51 条对攻击持续性的要求。 因此， 武力反恐具有挑战传统国际法理论

輦輱訛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Advisory Opinion) (2004),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Higgins， ICJ Rep 135， p.139．

輦輲訛 Henderson, C. (2012). Contested states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jus ad bellum. Cardozo J. Int’l & Comp. L., vol. 21, pp.
367-369.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简基松文。
輦輴訛 “...until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taken measures necessar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輦輵訛 辛柏春： 《自卫权法律问题探析》， 载 《学术交流》 2014年第 9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简基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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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卫权的时间规则的可能。 但有学者认为， 考虑到一个国家的行为比任何个人行为复杂的多， 在
国际法中构成自卫， 行为不需要像刑法要求的那样具有即时性， 即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
候。輦輷訛 因此， 在国际实践中， 鉴于恐怖袭击与恐怖组织的特殊性， 各国通常支持受害国在恐怖袭击
结束后仍保留自卫的权利。

（三） 武力反恐对 “韦伯斯特原则” 的挑战

自卫权的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并非出自 《宪章》 第 51 条的原文， 而是形成于国际实践并被国
际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必要性与相称性的要求形成于 1837 年 “卡罗林号” 案中时任美国国务
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关于自卫权合法性的经典表述， 故被统称为 “韦伯斯特原则” （又称 “卡罗林
原则”）。 在 1984 年的 “尼加拉瓜” 案中， 国际法院将必要性与相称性作为评判自卫行为合法的必
要条件。 同时， 这一主张也与 《联合国宪章》 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

关于必要性， 国际法学者认为， 自卫权的援用只能是保护国家免受进一步侵害的必要手段，輧輮訛

且在实施自卫以前， 该国必须用尽其他手段来阻止攻击。輧輯訛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在穷尽其他非武力
方法以前， 动用武力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但在国际实践中， 坚持必要性的要求不等于刻板的将使用
非武力的方法作为援引自卫权的必要前置行为。 1990 年， 在安理会通过第 678 号决议以前， 联合国
成员国曾就在海湾战争中如何援引自卫权进行了讨论。 最终， 大部分成员国主张， 对于必要性的确
定应当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輧輰訛 相称性要求一国在动用自卫权予以武力攻击时， 无论是规模还是程
度都不能超过该国所遭受的武力攻击的规模和程度， 以避免自卫行为成为一国的报复手段。 联合国
大会以一项谴责性的决议否定 1986 年美国对利比亚的空袭便是出于相称性的考虑， 以及反对美国
援引自卫权解释本国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的学者认为， 这种对海外公民的侵害是一种 “孤立的恐
怖袭击”， 难以达到国家援引自卫权作出军事回应的必要性和相称性的限度。輧輱訛 换言之， 1986 发生于
西柏林的爆炸案不足以引起对自卫权的援引而使用军事武力，輧輲訛 对少数公民相对独立的、 有限的恐
怖袭击不能作为一个国家援引 《宪章》 第 51 条从而对另一个国家展开军事打击的依据。

质疑一国援引自卫权对支恐国家动用武力欠缺必要性的理由往往是该国在援引自卫权进行武力
反恐的过程中无视证据的支持， 即缺乏足够的证据将恐怖分子与某个特定的恐怖组织相联系进而将
这一事件、 恐怖组织与某个特定国家联系起来。 因此， 只能在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确切的证
据证明自己正在遭受攻击、 有特定实体对攻击负责且使用武力是保护国家免受进一步侵害的必要手
段， 自卫权的援引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輧輳訛 这也是 “9·11” 事件发生后， 支持美国援引自卫权行动
的国家不胜枚举的原因。 不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自卫权的使用， 更有不少国家
以其他支援美国军事行动的方式表达了它们对美国通过自卫权使用武力的认可。輧輴訛 因为与美国以往

輦輷訛 See Kastenberg, J. E. , supra note 輥輰訛, p.106.
輧輮訛 Charney, J. I. . (2001).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pp.835-836.
輧輯訛 Polebaum, B. M. . (1984). National self-defens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emerging standard for a nuclear age. N.y.u.l.rev, vol. 1, p.198.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辛柏春文。
輧輱訛 Rowles J P. (1990). Military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Constrai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ASIL Annual Meeting, vol. 81: p.314.
輧輲訛 Cassese A. (1989).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Legal” Response to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 pp.589-596.
輧輳訛 See Charney, J. I. , supra note 輧輮訛, pp.835-836.
輧輴訛 在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空袭的 7天后， 36个国家为美国提供了军队和装备， 44个国家允许美国使用它们的领空， 33 个国家为

美国提供着陆权。 See Inside Afghanistan, WASH. POST, Oct. 14, 2001, at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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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武力反恐的做法不同的是， 在 “9·11” 事件上， 美国政府向许多外国政府介绍了有关 “9·11”
袭击事件的机密信息， 并对这些证据进行了详细审查。 作为对美国政府的援助， 英国政府甚至建立
了一个网站， 不断更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对 “9·11” 事件负责的声称。 塔利班撤离后， 在整个阿
富汗发现了基地组织的设施， 进一步证明了英国政府关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建立 “密切
而相互依赖的联盟” 的说法。

如果说武力反恐对 “韦伯斯特原则” 必要性要求的冲击还能依据证据的充分累积而得以缓解，
但针对武力相称性的判断已然陷入评估困境的泥沼。 从 “9·11” 的后果来看， 美国出兵阿富汗， 摧
毁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扶持了新的阿富汗政府， 纵然美国的军事行动符合习惯国际法规则中发动
自卫权的必要性要求从而能够得到 《宪章》 第 51 条的支持而启动， 但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是对自
卫权中相称性原则的突破。 实践中， 对于恐怖主义是否存在进一步的侵害、 侵害的程度以及侵害的
手段、 方式都难以预测。 如何根据自卫国所获取的证据进行双方武力是否相称的判断已然成为评价
一国援引自卫权武力反恐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四） 小结

尽管援引自卫权进行武力反恐对由 《宪章》 与习惯国际法规则为自卫权设置的藩篱产生了或多
或少的冲击甚至挑战， 但国际实践中， 各国间相对形成的默契是， 如果一个自卫行为获得了安理会
的授权且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 该行为合法性是可以被接受的， 或者至少是能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支持的。 因此， 用自卫权打击恐怖主义的合法性的落脚点在于由谁来判断以及如何判断援引
自卫权时构成要件的该当。 自卫权的不当使用会纵容一些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对单极秩序的奉行。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建构以来， 逐渐成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的决策、 行动体
系。 因此， 评估一国援引自卫权合法与否的理性逻辑应当是先有该国向安理会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
论证本国进行自卫的 “必要性”、 支恐国家的 “有责性” 以及 “武力攻击” 的 “该当性”， 经由安理
会的授权再由该国采取军事行动。 在该国自卫行为实施以后， 自卫国还需遵循 《宪章》 要求的 “及
时报告” 的义务、 适时停止自卫行为的义务以及习惯国际法规则要求的 “相称性” 原则， 不能假借
自卫之名， 恣意长久地对一国使用武力， 此外， 任何武力行动， 不论是以自卫为名还是经由联合国
安理会的授权， 其合法性都应贯穿于整个行动的全过程。輧輵訛 任何自卫行为都不得影响安理会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职权的行使。

三、 预先性自卫反恐的合法性刍议

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恐怖主义， 以及传统国际法理论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所遭遇的桎梏， 预先
性自卫是援引自卫权进行武力反恐的合法性问题所必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格劳秀斯对预先性自卫的论述是， 国家有权享有与自然人同样的权利， 可以合法地杀死任何企
图杀害他的人。 瑞士的国际法学者德瓦特尔最早提出了预先性自卫的定义， 他认为： 一个国家有权
抵抗另一个国家强加给它的伤害， 有权对侵略者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正当手段进行抵抗， 它甚
至可以先于另一个国家的军事计划。輧輶訛 现代国际法概念下的预先性自卫是一种对于即将来临的或迫
在眉睫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主张， 是自卫权概念的延伸。 预先性自卫的历史至少可以

輧輵訛 黄瑶：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载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 5期。
輧輶訛 Beres, L. R. (1994).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Nuclear Terrorism. Ga. J. Int'l & Comp. L., vol. 24,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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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 17 世纪， 国际法学理论界也以 “卡罗林号” 案为蓝本提出了预先性自卫的概念， 即当危险
具有紧迫性， 在没有其他方式选择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自卫方式。輧輷訛

（一） 预先性自卫合法性的理论争议

预先性自卫的合法性争论实则缘起于国际法学界关于自卫权 “武力攻击” 的解释问题。 针对
“武力攻击” 的解读， 限制与扩大的解释立场的不同产生了关于预先性自卫合法性的讨论。 持前者
立场的学者以伊恩·布朗利为代表， 赞同后者立场的则包括杰塞普等国际法学者。 对 “武力攻击”
采取限制或严格解释的学者通常也都否定预先性自卫的合法性， 他们认为 《宪章》 的立法目的在于
通过对武力的垄断来禁止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动用武力的任意性。

尽管早期的国际法规则承认， 当一国的领土完整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 可以进行预先防卫。
然而， 这项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并被 《宪章》 以第 2 条第 4 项所确立
的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从现代国际法中废除。輨輮訛 此外， 先发制人的自卫不符合 《宪章》 第 51 条行使
自卫权的先决条件———“受到武力攻击”。 这意味着只有当武装攻击或军事攻击存在时， 才能动用自
卫进行武力反击。 但是， 预先自卫是在军事威胁阶段实施的， 显然不符合 《宪章》 第 51 条的规定；
此外， 考虑到国际法缺乏约束预先自卫的客观标准， 一旦允许， 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滥用自卫权。輨輯訛

上述观点是学者基于合法性、 正当性两个视角否定预先性自卫。 作为回应， 对 “武力攻击” 采取扩
大或广义解释立场的学者则认为， 作为习惯国际法中的固有权利和自然权利， 自卫权的行使并不包
含遭受 “武力攻击” 的限定， “这种权利并不限于武力攻击的案件”。輨輰訛 只要没有被成文法或新的习
惯国际法所明确禁止， 《宪章》 51 条之前的习惯国际法仍是可行的。輨輱訛 更何况， “武力攻击” 的前期
预备行为并不溢出于 “武力” 的范畴之外， 如果非要等到他方攻击的着手才允许动用自卫权， 不能
保证自卫国是否还具有自卫的能力。 因为在现代军事条件下， 敌方的武力攻击很可能影响该国防御
的开展， 从而危及该国的存在；輨輲訛 如果禁止预先性自卫， 攻击方就可以选择有利时间使用武力， 从
而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可能性。輨輳訛

预先性自卫合法与否的分歧深刻反映了当代国际法规则在应对日益增多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具体
适用的局限。 国际法院认为， 既然 《宪章》 承认自卫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 这显然将这项权利指向
了 《宪章》 出台以前便在习惯国际法领域已然存在的自卫权， 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权利之一，
1945 年以前已有的原则或立场不应该被 《宪章》 所取缔。 概言之， 《宪章》 并不取代习惯国际法，
而是与之并存。輨輴訛 因此，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妨将视线延伸至习惯国际法规则之下， 而自卫权规则
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发展又与国际社会中武装冲突的变迁息息相关， 所以， 对于预先性自卫概念实质
内涵的解读应当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 国际形势的更迭、 军事水平的变化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发
展， 等等。

輧輷訛 Beres, L. R. , & Tsiddon-Chatto, Y. . (1995). Reconsidering israel's destruction of iraq’s osiraq nuclear reactor. Temp. intl & Comp
L.j. vol. 9. p.438.

輨輮訛 Delbrück, J. (1982). Collective Self-Defenc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p.657.
輨輯訛 马呈元： 《国际法专论》， 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78页。
輨輰訛 D.W. Bowett, (1958). Self-def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188.
輨輱訛 Wingfield, T. C. （1999）. Forcible protection of nationals abroad. Dick. L. Rev., vol. 104, p.462.
輨輲訛 Bowett, D. W. （1958）. Self-def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191-192.
輨輳訛 [德] 沃尔夫冈·格拉夫·魏智通： 《国际法》 （2001年第 2版）， 吴越、 毛晓飞译，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805页。
輨輴訛 Brennan, M. F. (1998). Avoiding anarchy: Bin Laden terrorism, the US response, and the ro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La. L.

Rev., vol. 59, p.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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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冲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出现以前。 《旧约》 中便记载了交战方城池陷落后人民被奴役
的条件。 一些早期的交战记录显示， 对于敌方城邦中的所有公民都被视为敌人。 例如 《伊利亚特》
中希腊军队对特洛伊城中所有男性的屠杀。 以及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 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等
城市居民的不加区别的屠杀。 随着列强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军事家们认识到成功的作战策略
必须强调兵贵神速， 19 世纪以来， 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考虑到战争对无辜平民的荼
毒， 军事上的 “先发制人”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逐渐被限制乃至禁止， 国际法规则对武力最大程度
的限制就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种屠杀的再度上演。 基于这一逻辑， 二战后初期， 以色列发动的对伊
拉克奥西拉克核设施的攻击和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石油管道、 采矿港口的袭击以及对其领空的侵犯都
被国际社会予以谴责， 对上述预先性防卫具体实践的合法性都持以否定的态度。

然而， “9·11” 恐怖袭击的发生， 让国际社会对预先性自卫的态度在反恐领域产生了转变。 在
亲眼目睹了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生命、 财产的损失以后， 将 《宪章》 视为对预先
性自卫的禁止的观点逐渐遭到诟病。 不少学者引用 “韦伯斯特规则” 的经典表述更新了对自卫时机
“紧迫性” 解释的立场， 即自卫国对于将要遭受的武力攻击的反应必须是 “刻不容缓” 的。輨輵訛

对此， 否定论者认为， 《宪章》 第 51 条规定的自卫权是以武力攻击的实然发生为必要前提， 预
先性自卫的防御时机尚处于武力威胁阶段， 这种自卫权前置化的思路同 《宪章》 将国际关系中的单
方面使用武力减至最少限度的目标背道而驰。輨輶訛 笔者认为， 对于一个国际法文件中相关用语的界定
应当放置于整个国际法规则的语境之中， 既要考量这一词汇所在立法文件的上下文的语义， 还应立
足于整个国际法规则的体系。 自卫在习惯国际法中并不限于遭到武力攻击的情况， 而 《宪章》 第 2
条第 4 款也并非对习惯国际法规则下自卫权的禁止。 同时， 根据 《宪章》 第 2 条第 4 款提出的对
“使用威胁或武力” 以及 “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的禁止， 不仅仅是武力， 威胁与其
他方法都可能构成一国之不法行为。 《宪章》 第 51 条作为第 2 条第 4 款的例外， 从体系上看， 也可
视为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的但书条款， 对于条文中 “武力攻击” 的解读自然也不能报以孤立的视
角， 而应放置于整个 《宪章》 体系之中， 并结合习惯国际法与国际实践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奥
本海国际法》 关于预先性自卫的表述是， “对于一个国家尚未实际上开始但可以合理地认为已迫在
眼前的武力攻击”， 如果 “先发制人的行动有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 预先性自
卫是可以被接受的。 显然， 在当前反恐形势下， “一个国家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开始后才采取自卫
行动， 是不合理的”。輨輷訛 但应注意的是，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准备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 时表决得出的结论， 威胁使用武力是一种犯罪， 但此等威胁不构成侵略。輩輮訛 因此， 尽管预
先性自卫启动于敌方的武力威胁阶段， 但预先性自卫防御的威胁不是他国的威胁言论以及本国所凭
空臆想的威胁感， 而是针对他国武力攻击的预备行为所进行的预防性的军事行动。 笔者之所以采取
这样的解释立场， 在于预先性自卫进行反恐不仅需要从法理方面找到依据， 还要从行为层面消除外
界对行动的正当性的质疑。 故关于预先性自卫在反恐领域的合法性问题， 笔者倾向于秉持谨慎的态
度、 采取折衷的立场， 即可以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 在即将发生的来自他国的武力攻击已经显而易
见的基础上， 在穷尽可利用的一切外交手段之后， 将行使预先性自卫作为一种例外手段。 就像卡赛斯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辛柏春文。
輨輶訛 See Brownlie, I., supra note 輥輳訛, pp.275-278.
輨輷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詹宁斯、 瓦茨书， 第 310页。
輩輮訛 宋新平： 《武力使用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载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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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所认为的， 在国家实践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 即预先性自卫在严格的条件下可能被承认。輩輯訛

（二） 预先性自卫在反恐实践中的滥用风险及应对

预先性自卫合法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解释立场、 解释方法的不同予以应对， 但反恐实践中， 预先
性自卫的滥用风险依然是动摇其合法性地位的症结所在。

何谓 “紧迫的威胁”？ 在传统国际法理论视角下， 通常不能以客观的标准来确定。 何种情形构
成 “紧迫的威胁” 并未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 关于适用预先性自卫的条件仍然处于争论之中。 据
此， 反恐实践中有关的决定难免落入一些国家的主观自由裁量，輩輰訛 很难保证预先性自卫的 “紧迫性”
规则不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由此出现的滥用风险是不难预见的。

“卡罗林号案” 不仅阐明了预先性自卫的标准， 也为预先性自卫措施不正当提供了一个范例。
如果武力的威胁不足以达到紧迫的程度， 是不能假借自卫的名义进行武力攻击。 1967 年的 “六日战
争” 则是阐明预先性自卫何以适用的另一个案例。 在以色列空袭埃及军事目标之前的几个月里， 埃
及总统纳赛尔下令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与以色列接壤的加沙和西奈地区。 同时， 埃及领导人下令大
规模军事集结， 准备武装入侵以色列。 作为回应， 以色列在 1967 年 6 月派出空军首先袭击了埃及，
并在 6 天内控制了西奈半岛、 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在埃及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以前， 以色列
便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进行了 “先发制人”， 并且， 这一情报的真实性在后来也得到了埃及官方的
承认。 相反， 以色列对奥西拉克核设施的攻击， 为探讨预先性自卫的限度提供了另一个范本。 尽管
伊拉克政府在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前便发表公开声明对以色列施以威胁， 但由于表明伊拉克的核设施
对以色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客观证据的缺失， 以色列的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攻击并未得到国际社
会的支持。

根据上述案例不难看出， 对于 “紧迫性” 的判断反对的是依据模糊的猜疑， 从而避免自卫行为
向侵略行为的转换。輩輱訛 将 《宪章》 视为限制预先性自卫的理论逻辑是如果放任一国突破 《宪章》 第
51 条的规定使用武力， 将破坏 《宪章》 限定武力冲突的初衷。輩輲訛 换言之， 如果援引预先性自卫进行
武力反恐仍然满足 《宪章》 以及习惯国际法对自卫权施以的各种限定要求， 并不相悖于 《宪章》 最
大程度地限制武力使用的基本目的， 那预先性自卫的滥用风险理应处于可控之中。 因此， 如果一个
国家可以证明自卫的 “必要性” 与 “相称性”， 预先进行自卫的行为便是合法的。輩輳訛 “紧迫性” 标准
表明客观的武力攻击尚未出现， 这看似与习惯国际法中关于自卫权的 “必要性” “相称性” 原则的
要求存在偏差， 但在现代军事科技以及情报技术日臻成熟的基础上， 能够根据自卫国所获取的客观
可信的证据衡量自卫行为的必要性以及针对双方武力是否相称进行判断， 从而提前使用武力。

在援引预先性自卫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实践中， 美国是最早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主张先发制人的
立场的国家， 前美国总统布什曾在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多次提出为了预先制止或防止恐怖分子
采取敌对行动， 美国将在这些新出现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采取行动， 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
动。輩輴訛 尽管该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 但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场合却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輨輯訛， 马呈元书， 第 79页。
輩輰訛 [英] M.阿库斯特： 《现代国际法概论》， 汪暄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297页。
輩輱訛 See Beres, L. R., supra note 輧輶訛, p.31.
輩輲訛 See Wingfield, T. C., supra note 輨輱訛, pp.461-462.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李毅、 潘国平文。
輩輴訛 ... a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and self-defense, America will act against such emerging threats before they are fully formed. To

forestall or prevent such hostile acts by our adversari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f necessary, act preemp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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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 例如， 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实施 “先发制人” 的打击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再声
明； 当前， “先发制敌打击暴力恐怖分子” 也已纳入我国反恐斗争策略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
管理论界关于预先性自卫合法性的分歧依然存在， 但从 “六日战争” “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
“美国轰炸利比亚” 等案例的最终结论中不难看出， 预先性自卫为一国武力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
条较为理想化的路径。

结语

国际法， 尤其是反恐问题一直掺杂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因此， 现实中的反恐
实践往往出现正当性与合法性分离的情形。 不符合 《宪章》 规定的反恐实践的合法性必然存在问
题， 但经过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未必就具有正当性。 有些反恐实践能够落于正当性的题中之义，
但很难保证不存在对他国主权的干涉甚至侵犯。 国际法规则下， 《宪章》 与习惯国际法规则为援引
自卫权动用武力进行了严格限制， 《海牙公约》 《日内瓦公约》 等条约亦对具体交战过程提出了限制
原则、 比例原则、 区分原则、 人道主义原则等要求和约束。 此外， 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中最重要
的原则之一， 任何规则和制度都必须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出发点。 打击恐怖主义理所当然不能触碰国
家主权平等的红线， 任何反恐实践都必须恪守主权的标尺。 因此。 在反恐领域评判自卫以及预先性
自卫的合法性不光要看军事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形式与实质的要求， 是否出于维护本国主权的需
要， 还要确定本国的行动是否对他国的主权予以了充分的尊重。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Among�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terrorism� is� the� main� threat�
faced�by�all�countries�in�the�world�today.�In�dealing�with�terrorism,�the�limitations�of�domestic�
criminal� law� and� the� absence� of�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over� terrorist�
crimes�lead�to�the�fact�that�the�crackdown�on�large-scale�terrorist�organizations�still�depends�on�
the�use�of�force.�However,�the�traditional�theory�of�self-defense�right�in�international�law�seems�
to�be�difficult�to�provide�strong�support�for�the� legitimacy�of� the�act�of�anti-terrorism�by�force.�
Anti-terrorism�by� force� brings� impact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 armed� attack”
under�the�rule�of�self-defense�right,�the�limitation�of�the�rule�of�time�and�the�requirements�of�the�
Webster� principle.� In� addition,� in� view� of�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rength�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growing� day� by� day,�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to�re-examine�the�legitimacy�of�preventive�self-defense.

Key Words: Self-defense�Right； Preventive�Self-defense； Armed�Attack； Webster's�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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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对 132 份生效裁判文书分析， 当代判决援引传统文化呈现出主文援引与判
后寄语并存、 直接引用与转化引用并用、 对特定事务暗含的文化深意进行解析等三种类
型。 判决书援引传统文化既有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辅助确认案件事实、 辅助决
定某些司法程序、 增强道德引导的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传统文化本身不确定性、 行为模式
缺乏后果规定、 以道德批判代替依法裁判、 当事人用之谋取非法利益、 援引表述不当等风
险。 从援引动力、 传统文化本身、 法律规范本身三重视角论证， 证成优秀传统文化以恰当
方式写进裁判文书既具合法性又具合理性。 为规范援引传统文化， 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
行规制。 根据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及立法现状， 对其在法律层面作不同定性。 坚持妥适性
适用原则， 提炼 7种适宜援引传统文化的案件类型。 程序方面明确适用主体， 规范识别认
定程序， 明确适用形式， 主张同步跟进调解和思想说服工作， 但不得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司法裁判 援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09

近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悄然地写进了判决书， 司法效果如何？ 被援引的传统文化在法律上
是何属性？ 如何加强规制和引导？ 带着问题， 笔者于 2019 年 4 月 6 日至 24 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类案推送” 栏选取 “本院认为” 部分输入 “传统文化” 四字， 系统推送 1130 篇裁判文书， 由于电
脑的机械性绝大多数文书系含有 “传统文化” 字样的社团当事人名称、 或利用 “传统文化” 对某具
体商标涵义的解释、 或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 给出的定义等， 符合笔者所期待将 “传统文化” 实质
性用于裁判的仅为 132 份， 占比 11.68%。 以该 132 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管中窥豹， 期冀对问
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 判决书援引传统文化的型态考察

（一） 援引情况概述

司法裁判援引传统文化问题探析
———基于 132份生效裁判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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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传统文化的各类案件数量及占比情况， 其中民事案件 116 件， 占 87.9%， 行政案件 9 件，
占 6.8%， 刑事案件 7 件， 占 5.3%， 见图 1。 民事案件中援引传统文化位居前 3 名的案由分别为赡
养案件 17件， 其他家事案件 13 件， 相邻纠纷案件 8件， 见图 2。

由于赡养纠纷属于 “家事案件”， 因此排第 2 位的家事案件不包括赡养纠纷， 故简称为 “其他
家事”。 “其他家事” 案件包括继承 3 件， 离婚、 抚养费纠纷、 变更监护人各 2 件， 分家析产、 确认
祖产所有权、 返还彩礼、 亲子纠纷各 1 件； 加上赡养纠纷， 家事案件共 30 件， 约占全部案件的 1/
4。 这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存在夫妻、 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 收养等关系。 在 7 件刑事案件中，
有 5 件被告人与被害人、 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父子母子兄弟夫妻关系。 他们之间除了需要依法裁决
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 还存在无法割断的亲情。 从争讼涉及的标的物来看， 在 13 件案件中标的物
为坟墓， 包括涉坟地土地行政管理、 墓碑上姓名名誉纠纷、 祖坟受破坏侵权纠纷、 因祭祀祖坟受阻
请求排除妨害纠纷。 这些案件涉及逝者和祖先， 事关其后人的利益尤其是精神利益， “祭奠权” 问
题随着 “清明节” 被列为法定节日日益突显出来。

从援引传统文化的法院层级来考察， 基层法院援引 103 件， 占 78.03%， 中级法院援引 28 件，
占 21.21%， 高级法院援引 1 件， 占比 0.76%， 见下页图 3。 中级法院与基层法院相加占比 99%以
上， 是援引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 体现了基层司法 “摸着石头过河” 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

图 1： 各类案件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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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援引传统文化前 3 名的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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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援引模式类型

1． 写入模式上主文援引与判后寄语援引并存。 一种是在裁判文书主文中引用传统文化， 最常见
的是在 “本院认为” 部分， 引用传统文化进行论述， 收集的 132 份文书均为此种写入模式。 此外，
还存在裁判文书之后以 “附件” 形式表述的模式。 如唐山法院在少审判决书后附 “法官寄语”， 引
用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等经典。譹訛 这两种写入模式存在明显区别， 前一种构成裁
判文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一定法律效力， 后一种引用不是裁判文书正文的组成部分， 更接近纯粹
的道德说教。

2． 表述上直接引用与转化引用并行。 直接引用， 是指在判决书中原汁原味地引用儒家经典著作
原话原文。 如在一起借款合同中， 引用 “孔子曰： 民无信不立。 孟子说： 诚者， 天之道也。 《弟子
规》 说： 凡出言， 信为先。”譺訛 间接引用， 是指在判决中在不改变儒家经典著作原旨义的前提下， 用
现代白话文进行表述的引用方式。 如在一起姐妹之间的借款纠纷案中， 判决书写道 “兄、 姐对待
弟、 妹应该友爱， 弟、 妹对待兄、 姐应该恭敬， 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才是家庭幸福、 社会和谐的重
要保障”譻訛 系对 《弟子规》 的现代表达。 更多的援引方式是实行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一起监护权变更案件中， “《弟子规》 曰：‘兄道友， 弟道恭， 兄弟睦，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
生， 言语忍， 忿自泯’， 此立意对当今社会建立新时代家庭关系亦有积极作用。 兄弟姐妹为亲缘所
系， 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伯埙仲篪、 笙磬同音， 小则宜室宜家， 大则促进社会安定团结。”譼訛 还存在
引用民间广泛流传俗语的现象， 赡养纠纷案件引用频率最高的俗语是 “百善孝为先”、 相邻权案件
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俗语是 “远亲不如近邻”。

3． 对特定事务暗含的文化深意进行专门解析。 有的判决书对 “孝” 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 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 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
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的表现。 所谓 ‘百善孝为先’， 反映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譽訛 在涉及墓地
的纠纷中， 判决书首先对坟墓的自然属性进行界定， “‘坟墓’ 是埋葬死者遗体的特定建筑物， 其占

图 3： 裁判援引传统文化的法院层级分布

1件， 占 0.76%
28 件， 占 21.21%

103 件， 占 78.03%

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譹訛 赵佳星、 刘天玥： 《路南法院未成年人审判法官寄语让爱延伸》， 载 《唐山晚报》 2018年 3月 13日。
譺訛 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铁民二初字第 00061号借款合同案。
譻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 京 0101民初 10374号借款合同案。
譼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 京 0101民特 945号申请变更监护人案。
譽訛 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16） 湘 0682民初 92号赡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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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使用的土地为 ‘坟地’”。 紧接着指出坟墓的精神属性， “在 ‘祖坟地’ 祭祖是对先人崇拜和道
德礼仪的一种表现， 其核心是心灵的感恩与追思， 属民族传统文化组成部分”，譾訛 “祭奠先人是农耕
民族对 ‘根’ 的追思， 是中华 ‘孝’ 文化的体现”。譿訛

二、 判决书援引传统文化的效果总结

（一） 积极作用

首先， 绝大多数样本案例体现援引传统文化补强论证判决结论、 增强其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普
遍性。 “法律要有效规范人的行为， 关键是做通做好人的思想工作， 把道 （法） 理说清道明， 说到
人们的心坎里去， 使人们心服口服。”讀訛 传统文化的引用补强了单纯适用法律的说理性， 法理与情理
的兼顾使判决结论更为圆满。 娓娓道来式的说服， 在思想上、 情感上， 对当事人起到了心灵慰藉的
作用， 同时表明一种倡导性的愿望， 消除了生硬的命令带来的反感。 “对于处于艰难时刻的人而言，
真正的司法同情是帮助其渡过难关、 克服人际冲突的重要工具。”讁訛 如一起因树木权属争斗引发的治
安处罚案件， 历经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县政府行政复议 （撤销原行政处罚） →行政诉讼→县政府再
次行政复议 （维持原处罚） →对方提起行政诉讼。 双方矛盾尖锐， 二审判后将面临申诉上访的风
险。 判决书援引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各自责， 天清地宁； 各相责， 天翻地覆。” 指出， “上诉人
和原审第三人如果在树木权属争议上， 重和睦、 轻利益， 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 那么就不会存在这
一纷争……从事情的发生到现在长达两年半之久， 诉讼进行了一次又一次， 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应
就纷争的认知根源反观内视， 知过自省”。輥輮訛 这种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的说理和假设， 以及对双方
“各打五十大板” 式的道德教育， 增强了判决的可接受性， 双方服判息诉罢访。

二是辅助确认案件事实。 在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中， 原告主张其动手行为 (“用手摸被告脸部”)
系示好行为， 并非挑衅， 但被告不认可。 法院根据询问笔录陈述， 双方年龄、 初次相见等情况并结
合传统文化习俗， 认定原告的主张明显有悖于常理。輥輯訛 更有甚者， 结合传统文化在对关键性案件事
实确认后， 实质性地影响到案件实体处理。 如， 一起继承案判决写道 “根据生活经验法则， 我国传
统文化中亦有 ‘天下父母疼小儿’ 的说法。 张某三作为张甲最小的子女， 尚未结婚， 生活中亦可能
少人关照， 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且张甲生前与张某三生活在一起， 父女感情应更为深厚，
张甲将财产留给张某三更合乎情理……两在场见证人的证言能证明张甲订立了口头遗嘱”輥輰訛 顺理成
章地对张甲所留存款按口头遗嘱分配。

三是辅助决定某些司法程序。 一起保险合同案， 被告保险公司要求对死者进行尸检确定死亡原
因， 法院认为尸检必将损害死者及原告的人格尊严， 与当地的习惯风俗和传统文化不符， 且保险条
款未作此约定， 原告已提交证据证明死因不同意尸检， 据此驳回尸检请求。輥輱訛 该案参考传统文化因
素， 避免审判程序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和司法鉴定程序的漫长消耗， 一审双方服判。

譾訛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2018） 豫 1325行初 25号判决土地行政管理案。
譿訛 山西省沁水县人民法院（2015） 沁民初字第 659号判决物权保护案。
讀訛 邱本： 《论法理思维的特性》， 载 《理论探索》 2019年第 1期。
讁訛 廖奕： 《面向美好生活的纠纷解决———一种法律与情感研究框架》， 载 《法学》 2019年第 6期。
輥輮訛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鲁 16行终 49号治安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輥輯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 京 0112民初 2793号健康权纠纷案。
輥輰訛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皖 13民终 901号继承案。
輥輱訛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2017） 川 1503民初 2456号人身保险合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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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起到道德教化作用。 多起样本案例在明确权利归属之外， 附带着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引
导。 在一起抚养费纠纷中， 判决写道 “根据我国的传统文化， 子女结婚后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只是一
种道义上的责任， 在父母有经济能力时可适当提供帮助， 但不宜通过法律进行强制性要求…本院建
议， 唐某某多与二被告沟通， 而不是动辄起诉； 同时， 二被告也应努力去缓和矛盾， 尽可能给已成
婚但仍不能独立生活的女儿及幼小的外孙女提供一些帮助。”輥輲訛 法院为当事人诉讼后的行为指明方
向， 载入判决书的行为模式仍是倡导性的， 不具有强制力。

（二） 消极作用

首先， 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本身繁杂带有不确定性因素。 有的传统文化内容是否与时代精神相
符存在质疑之处， 且关于何为传统文化有人认为先秦时的诸子百家思想言论是传统文化， 有人认为儒
释道三家思想是传统文化， 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輥輳訛 给判决准确援引带来障碍。

其次， 传统文化倡导性地主张某种为人处事方式， 对违反此规范承担什么后果没有涉及。 在说
理和责任划分上， 往往是对双方当事人各打五十大板， 运用失当则存在息事宁人的 “和稀泥” 倾向。

再次， 传统文化内容大多涉及道德方面， 两者难以截然分开， 存在着以道德批判代替依法律裁
判的风险。 标准过高而脱离现实的道德显得虚套， 与务实的法治要求相悖。

最后， 存在当事人用之为自己争取非法利益的可能。 在一起受贿案中， 辩护人提出礼尚往来系
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习俗， 逢年过节礼尚往来的金钱给付， 不应认定为受贿款。 法官从 “礼尚
往来” 的相互性、 对等性进行分析论证， 对该意见不予采纳。輥輴訛 这也表明 “传统文化” 相当于一种
工具， 可能被当事人利用达致私益， 需要甄别去伪。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恰当方式写进裁判文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成

（一） 援引传统文化的动力分析———重在解决当下案件

探究判决书援引传统文化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法官为稳妥解决当下案件的现实需要； 二是以此
作为法院经验创新的政绩刺激；輥輵訛 三是一段时期以来传统文化复兴社会思潮对司法的折射影响。 其
中， 原因一属于内因， 是导致传统文化写进判决的关键因素， 原因二、 三属于外因。

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法官在待决案件中青睐于援引传统文化？ 经梳理存在三重原因， 第
一， 来自法院内部的一审服判息诉率、 上诉发改率、 申诉信访率等核心审判指标和绩效考核体系的
指挥棒作用； 第二， 来自 “矛盾不上交、 就地化解” 的基层治理要求和信访维稳制度的压力； 第
三， 法律规范体系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限， “当国家法无法提供准确依据或 ‘严格依法’ 反而不
利于解决纠纷， 才转向寻求其他规则、 理由”。輥輶訛

揉合内外压力， 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 在特定案件中恰当地援引传统文化以尽最大努力地追求
案结事了成为法官的现实抉择。

（二） 传统文化视角的考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輥輲訛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 川 0112民初 2205号抚养费案。
輥輳訛 王晓琳： 《浅析儒家民本思想及其对当今的影响》， 载 《改革与开放》 2010年第 9期。
輥輴訛 云南省海通县人民法院（2016） 云 0423刑初 164号受贿案。
輥輵訛 张立烽、 张丽华： 《龙岩永定法院客家祖训家规写入判决书》， 载 《福建法治报》 2017年 4月 11日。 另有一家基层法院编写

《儒家经典引用要旨》， 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详见 《你见过引用儒家经典的判决书吗？》， 新浪博客网：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629353af0102x4qf.html， 2019年 4月 16日访问。

輥輶訛 黎敏： 《民间规范是如何被写进判决书的———从 “吊唁权” 案微观分析》， 载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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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在学习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仅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
特点简要概括： 传统文化包含儒家释家道家法家等各思想流派，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形式上居主
导， 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流传至今的儒学基本书目 《四书五经》 之中。 儒家思想文化亦存在矛盾之
处， 一类是皇权钦定的儒家思想， 以 “三纲五常” 为核心， 以维护万世一系家天下统治为根本目
的， 另一类是从孟子提出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 到王阳明心
学再到黄宗羲提出 “君为天下之大害” “天下为主， 君为客” 以及顾炎武提出反对 “独治” 主张
“众治”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 这些带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儒家思想。

2. 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备的实质合理性。 “社会生活有很大一部分位于法律影响之外， 不受法
律影响…秩序常常是自发产生的。”輥輷訛 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写进法律， 但是存在中华民族的血脉
里，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群体自觉遵守。 前述案例绝大部分发生在传统民事领域， 双方当事人同时为
血缘关系或地域关系亲近的家人、 乡亲。 对于中国人来说， 关系最亲近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 其次
是家族、 亲戚、 乡亲等。 人们的关注度由近至远、 由小到大， 呈现为个人—家庭—家族—亲戚—乡
邦—国家多个关注圈。 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 家族集体文化。輦輮訛 通过法院对某
种善良风俗习惯的认可和支持， 能弥补法律之不足， 有效地定纷止争，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民
间规范具备某种实质合理性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 也是其有效的要件之一。 正是因为这种合理性，
法院和法官才能据其在司法过程中裁量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輦輯訛

3.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于 1940 年撰写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又撰写了 《应当充分地批判利用文化遗产》。 这两篇著作思想连贯，
指出对封建时代的文化要辩证地区别对待， 提出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 继承传统文
化中优秀的东西， 实现文化创新。輦輰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 习近平同志提出 “要坚持
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 坚持有鉴别地对待、 有扬弃地继承， 而不能搞厚古薄今、 以古非今， 努力实
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
务。”輦輱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于 2018 年写入宪法总纲。 讲仁爱、 重民
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的传统美德， 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提供了
借鉴和启发。輦輲訛 2017年中央 “两办” 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党和
政府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明态度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为传统文化写入裁判文书提供了大前提。

4. 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紧密融合关系。 “法理学的核心是道德原则问题， 而不是法律事实或战术
问题。”輦輳訛 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德本质上乃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特殊的法律规范。 将道德和法律
规范合为一体， 同时具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 使法官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 在法律
规则不足的情况下运用该原则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輦輴訛 裁判文书恰当地援引传统文
化寓德教于审判， 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精神相暗合。

（三） 法律规范视角的考量———优秀传统文化补强法律

輥輷訛 [美] 埃里克森： 《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5页。
輦輮訛 许建平： 《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载 《新湘评论》 2015年第 5期。
輦輯訛 [美]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70页。
輦輰訛 韩洪洪： 《毛泽东视野里的中国传统文化》， 载 《新湘评价》 2015年第 5期。
輦輱訛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14年 9月 25日。
輦輲訛 张文显：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上第十二讲。
輦輳訛 [美] 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 信春鹰、 吴玉章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版， 第 21页。
輦輴訛 梁慧星： 《民法解释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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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 （2016） 赣 1123 民初 781 号排除妨害案。 原告设置 “某卫生室” 广告牌， 被告比邻设置 “道士住
宅” 广告牌， 引发冲突。 法院依 《广告法》 第三条、 第八条认为 “道士住宅” 广告牌不规范、 不准确； 引导原告端正认识，
消除封建迷信的影响恢复心理常态。 最终依据 《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 就财产损害赔偿进行了判决。

1. 优秀传统文化的法律属性之思考。 根据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及立法现状， 对其法律属性作不
同的定性。 一是有的 “优秀传统文化” 被立法采纳， 上升为国家法律构成正式法律渊源。 据检索，
现行 《广告法》 是唯一一部将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进法律文本的部门法， 该法第三条 “广告应当真
实、 合法， 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要求。” 法理上， 该条法律原则可作为判断广告是否合法有效的法律依据。 在样本案例中， 一起
相邻纠纷案引用 《广告法》 第三条作为说理论证的依据，輦輵訛 该案传统文化以法律渊源形式出现。

二是传统文化更多的属于公序良俗中的 “良俗”。 有的传统文化经时代扬弃已被吸收入法律，
两者的精神实质相同， 但是文字表述相异。 见表 1：

表 1： 传统文化与现行法律表述的对照

序号 相通的精神实质 传统文化的表述 现行法律规定

1 诚实守信

《论语》： 人而无信， 不知其
可也。
《论语》： 言必信， 行必果。
《吕氏春秋》： 人曰信， 信维听。

《民法总则》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合同法》 第六条 当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

2 邻里应和睦相处

《论语》： 勿， 以与尔邻里乡
党乎。
《左传》 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
《孟子》： 乡田同井， 出入相
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和睦。
民间俗语： 远亲不如近邻。

《物权法》 第八十四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
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正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 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
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八十七条 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
其土地的， 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3 家庭成员之间应
互敬互爱

《论语》： 弟子入则孝， 出则
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
仁。
《弟子规》： 兄道友， 弟道恭，
兄弟睦，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生， 言语忍， 忿自泯。
《礼记》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
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
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民间俗语： 百善孝为先。 家
和万事兴。

《婚姻法》 第四条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家庭成
员间应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 和睦、 文明的
婚姻家庭关系。
第十三条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发展老龄事业，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养老、 助老的美德，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第四条第二款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 健全保障老年人权
益的各项制度， 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 健康、 安全以及
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 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老有所
为、 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第十三条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第十四条第一款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
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 发展权、 受
保护权、 参与权等权利， 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
特殊、 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
人享有受教育权， 国家、 社会、 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
人的受教育权。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 民族、 种族、 家庭财产状
况、 宗教信仰等， 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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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传统文化仍未原封不动地写进法律文本， 故不属于法律渊源， 理论上可作为法的非正
式渊源， 归于 “公序良俗” 中的 “良俗”。 公序良俗原则基本理论依据是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
和 “权利不可滥用” 的辩证统一， 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 未写入法律文本的优秀传统文化仍被人民
群众内心所接受， “为一定范围的人们所普遍遵从， 多以家族制度、 神权观念、 风俗习惯等渊源形
式存在”。輦輶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一贯注重 “德行教化” 的作用， 造就了中华法系偏重伦理性的法
律精神。 通说认为民间规范在判决中的适用大体存在三种情形： 一是个案隐蔽适用， 二是个案公开
适用， 三是作为辅助法源一般适用。輦輷訛 前述 130 余起案例， 大多数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民法上的
“公序良俗” 隐蔽适用， 没有一起直接将传统文化作为判决依据。

三是有的传统文化可归属于证据资料。 前述两起利用传统文化辅助确认案件事实的样本案例，
传统文化含有行为模式的成份， 系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的 “众所周知的事实”， 为法官结合生活经
验法则、 综合案件其他证据， 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参考。

2. 法治思维的影响。 “遇事只靠法律、 只靠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解决” 是不够的。輧輮訛 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提出 “法治思维” 新概念， 跟以往要求的 “法律思维” 不同， “法治思维” 以法律为基础、
围绕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进行思考， 要求政治人 （即领导干部） 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和处理问题。輧輯訛

“法治思维” 较以往的 “法律思维” 更为全面综合， 不仅考虑法律， 还需考虑其他社会规范。 “其他
社会规范”， 学者们提出了 “民间法” “民间规范”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规则” “本土资源” 等概
念， 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 “其他社会规范” 涵射范围之内为其写进判决提供了选择可能性。

3. “天理国法人情” 交融以消弥法律文体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的隔阂并增强公民守法
的现实需要。 “早在习近平就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初， 就已经深切觉察到官方宣传话语体系、 学术话
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严重脱节。”輧輰訛 法律的发展愈加专业， 但不可否认的是专业化排斥通俗化，
更有甚者 “有些人借口法律思维与 （日） 常识思维对立起来， 发誓要掘深法律的 ‘专业槽’， 免得
外行人也到里面吃上一口， 以凸显法律思维的专业性 （垄断性）”。輧輱訛 恰当地援引优秀传统文化， 则
有助于增强公民抱持的普通情理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融合度， 也有助于司法工作者克服职业麻木感。
“将这种具有 ‘近邻的觉悟’ 的民间规范适用于司法过程， 一方面可能使得法官感同身受， 自觉抑
制或克服冷冰冰法律置于个案时必然产生的机械僵化； 另一方面这种 ‘近邻的觉悟’ 能够使得包括
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主体有机会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去解读法律和裁决， 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想获得
的公平正义。”輧輲訛 个人即使不知法， 但只要懂得人情、 天理， 依照人情天理使自己行为合乎法， 就能
判断邻里行为是否违法， “他知道某人的行为 ‘伤天害理’ ‘不合情理’， 这就是 ‘犯法’”。輧輳訛 传统文
化具有强大惯性，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当下， 有些人仍把 “合情合理” 作为行动标尺。 立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守法理论， 将有助于增强公民守法的内生动力。輧輴訛

四、 裁判文书规范化援引传统文化的进路

（一） 实体方面

輦輶訛 姜福东： 《法官如何对待民间规范？ ———顶盆过继案的法理解读》，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7年第 7期。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黎敏文。
輧輮訛 《江华司法文集》，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66页。
輧輯訛 参见前引讀訛， 邱本文。
輧輰訛 张洋、 刘志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合》， 载 《理论探索》 2016年第 3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邱本文。
輧輲訛 贾焕银： 《民间规范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逻辑分析》，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4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輧輴訛 刘振红： 《基于人生境界的公民守法四层次说》， 载 《山东社会科学》 201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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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界定方面。 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是准确援引的基础和前提。 由于传统文化
的内容良莠不齐， 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做辩证地具体地分析对待， 立足当下生产生活实践仔细辨
别推敲， 提炼出传统文化的真善美， 结合新时代精神发扬光大； 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保持清醒
认识， 它具有守成性特点， 过度依赖它， 可能掣肘法治建设， 应及时抛弃那些落后愚昧固步自封、
可能恶化社会风气、 损害法律声誉、 拉低社会道德水准的习俗传统。

借鉴他人研究成果， 初步确定以下优秀的传统文化若干， 以方便司法援引： （1） 天人和谐；
（2） 道法自然； （3） 以民为本； （4） 忧患意识； （5） 自强不息； （6） 厚德载物； （7） 诚实守信；
（8） 仁者爱人； （9） 尊师重道； （10） 和而不同； （11） 日新月异； （12） 天下大同。輧輵訛 此外， 引导人
向善向上、 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方向的传统文化也可援引。 关于负面的传统文化， 笔者初步整理如
下， 裁判不得引用： （1）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愚忠； （2） “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的极孝；
（3） “夫为妻纲” “三从四德” 的妇道； （4） “将朕之所好者好之， 所恶者恶之， 是非画一” 和 “绕
指柔” 的奴性； （5） 过度强调 “存天理去人欲” 和 “温良恭俭让” 导致的麻木、 懦弱和忍辱负重；
（6）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和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的清高、 功利， 轻视劳
动鄙视技术产生的脱离生产脱离群众； （7） 饱读四书五经出身的士大夫们组成的封建官场内部一定
程度上存在的攀附逢迎产生的政治厚黑学和贪腐； （8） 宣扬占卜、 风水、 算命等迷信活动的思想言
行； （9） 过度重视礼仪， 导致的讲排场大操大办、 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2. 以妥适性为原则。 在符合立法精神和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 巧妙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能动性， 以填补法律刚性所遗留下来的操作空间。 援引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破坏现有法律规则
的强制性， 不能抵触法律体系的连贯性、 合理性， 不能违背社会通行的主流价值观和法律职业共同
体的基本共识。輧輶訛 具体操作上， 首先应遵循制定法用尽原则，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查找待决案件的处
理依据， 能妥善解决的， 无须引用传统文化； 其次现有法律规定空白、 或单纯适用法律案件处理不
够圆满， 而优秀传统文化介入有助于案件妥当解决的， 有必要援引。

3. 适宜的案件类型。 在妥适性原则的指引下， 列举适宜援引优秀传统文化， 补强法律、 强办案
效果的案件类型： （1） 法律刚性有余， 依法裁判的结论难为公众接受的； （2） 争议冲突涉及价值判
断的； （3） 法无明文规定时， 参酌援引传统文化依常理常情判断的； （4） 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
亲属关系、 邻里关系， 或此前有较深的感情基础的； （5） 人们在从事婚、 丧、 祭等传统民事活动过
程中发生的纠纷； （6） 一方当事人借助传统文化争取不当利益或标榜自己道德将纠纷过错不切实际
地推给对方， 司法者应坚持传统文化道德制高点进行回应的； （7） 其他案件援引传统文化有助于案
结事了的。

（二） 程序方面

1. 适用主体及程序。 传统文化适用的提出主体为当事人或法官， 当事人可主动申请适用传统文
化， 也可依据传统文化为自己主张正当权益， 法官可依职权主动适用优秀传统文化。 为防止引用优
秀传统文化的随意， 应由合议庭共同讨论决定。 合议庭笔录记明讨论情况， 确定是否引用、 引用传
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及表述方式。 在证成环节， 除了当事人和法官， “还包括民俗专家、 有关社团组
织甚至各类民俗资料”。輧輷訛 根据民间规范在案件裁判中作用大小来区分识别主体， 民间规范具有决定
性作用的， 由该院审委会识别认定； 仅具有辅助作用的， 由承办法官或合议庭认定。 如果其与法律

輧輵訛 张岂之：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 载 《新湘评论》 2015年第 5期。
輧輶訛 公丕祥：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与实践》，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56-157页。
輧輷訛 贾焕银： 《民间规范司法运用程序研究》， 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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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of�132�effective� judgment�documents,� this�paper� finds� that� the�
ci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judg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coexistence� of�main� text� citation� and� post-judgment� citation,� direct� ci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it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implied� in� specific� affairs.� The� ci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judgmen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persuasion� and�
acceptability�of�the�judgment,�assisting�in�confirming�the�facts�of�the�case�and�determining�some�
judicial�procedures�and�strengthening�moral�guidance.�However,�there�are�also�some�risks,�such�as�
the�uncertainty�of�traditional�culture�itself,�the�lack�of�consequences�of�behavior�patterns,�the�use�
of�moral�criticism�instead�of�judgment�in�accordance�with�the�law,�the�use�of�illegal�interests�by�
the� parties� and� the� improper� expression� of� c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ng�motiv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itself� and� legal� norms� itself,� it� is� both� legal� and� reasonable� for� excellent�
traditional�culture�to�be�written�into�judicial�documents�in�an�appropriate�way.�In�order�to�regulat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oth�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ording�to�the�content�of�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nd�the�current�situation�of�legislation,�we�
should� determine� the� ci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ifferently� at� the� legal� leve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of�appropriateness�and�refine�seven�types�of�cases�that�are�suitable�to�invoke�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aspect� of� procedure,� we� should� clarify� the� applicable� subject,� standardize�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clarify� the� applicable� form,� and� advocate� to� follow� up�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persuasion�at�the�same�time,�but�it�should�not�be�used�as�the�legal�basis�for�judg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Culture； Judgment； Citation

（责任编辑： 叶海波）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輧輶訛， 公丕祥书， 第 156-157页。
輨輯訛 刘作翔： 《“法源” 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论思辨》， 载 《法律科学》 2019年第 3期。

规范有冲突， 而裁判运用民间规范更为妥当的， 应逐级请示至最高法院， 由其行使释明权。輨輮訛

2. 适用形式方面。 在裁判文书中， 根据具体情况， 一方面可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说理工具恰当
援引清晰说理以增强判决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在引用时应避免断章取义、 割裂其前后关系。 另一方
面不可超越制定法的界限， 须将传统文化转换为制度内可接受的概念。 尽管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转
化为民法意义上的 “习惯”， 但是 “法律渊源就是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輨輯訛 这种 “习惯” 不是我
国的法律渊源， 因此不能直接援引传统文化作为判决的依据， 司法技术上可引用与 《民法总则》 第
十条类似的准用型条文。 立足于解决案件纠纷实际问题， 在对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时， 应当严格
依照我国 《宪法》 《立法法》 中关于法律的定义， 准确地确定适用法律条款。

结语

当代裁判援引优秀传统文化现象， 需要对其背景、 动因、 表现形式、 效果， 本着 “实事求是、
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的原则进一步总结， 以期推动司法实践恰到好处地援引传统文化， 在依法办案
的过程中传递司法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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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华 *

内容提要： 院庭长权力清单历经了从地方自发试点探索到最高法院欲统筹推进的历程， 但
其目前仍处于法院内部自我探索的初步阶段。 在实践中， 其被视为司法改革背景下健全审
判权运行机制和规范审判职责的司法改革机制。 而从理论的视角来看， 其应定位为一种
“司法自制”， 但这种 “自制” 并非传统 “他制” 的替代， 而是补充。 院庭长权力清单这项
机制要实现更大的效用， 既需要将院长和庭长的权力清单单独分列， 由不同的主体来建
构， 也需要将法律、 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制定的其他文件作为主要渊源对院长和庭长的权
力内容进行全面梳理， 还需要实现院庭长权力清单建构的公开化。
关键词： 院庭长 权力清单 定位 司法自制 建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10

论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

2019 年 2 月 2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 《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
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的通知 （以下简称 “法发 〔2019〕 8号通知”），
提出要 “明确院长、 庭长的权力清单和监督管理职责， 健全履职指引和案件监管的全程留痕制度”。
2019 年 4 月 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了 《关于贯彻实施 〈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的分工方案》 的通知 （以下简称 “法
〔2019〕 99号通知”）， 明确由司改办作为牵头部门， 在 “2019 年出台完善院长、 庭长权责清单的意
见”。 这是目前关于院庭长权力清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 然而， 院庭长权力清单作为一种法治机制，
其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有着怎样的效用， 其性质应如何定位， 其清单规范文本应如何进行完善
呢？ 本文拟对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实践中发挥的效用和理论意义进行梳理， 并借鉴
“行政自制” 理论对其性质进行定位， 最终探讨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完善， 以期对其制度实践和
理论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发展脉络

从总体上来看， 院庭长权力清单出现得比较晚， 历经了从地方自发试点探索到地方试点成果被
最高法院作为司法改革典型案例发布， 再到最高法院欲统筹推进的历程， 但其目前仍处于法院内部
自我探索的初步阶段。 从实践层面看， 无论是在网络， 还是在法院可供外人进入的场所， 都很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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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文本；譹訛 从理论的层面看， 也鲜有院庭长权力清单的相关理论研究。

（一）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地方试点探索

从公开报道的途径来看， 广东法院于 2015 年在 “全国首推权力清单”， 并选取 “深圳、 佛山、
茂名、 汕头法院作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法院， 实行院长、 庭长 ‘权力清单’ 和 ‘负面清
单’ 制度”。譺訛 其推出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是 《广东省健全审判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试点方
案》 的方案体现， 明确了审判长、 庭长、 院长在司法改革后的审判管理权限。譻訛 但遗憾的是， 前述
方案的全文并未公布在网络上。 此外， 从深圳、 佛山、 茂名、 汕头四个地区法院的官网及互联网，
均未能看到相应的院庭长权力清单文本。

2017 年 8 月 24 日， 武汉海事法院发布了 《关于院、 庭长司法权力清单的暂行规定》， 这是目前
在网络上能看到的关于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完整文本。 其权力清单的文本内容主要体现为 “司法权力
正面清单” 和 “司法权力负面清单”。譼訛

2018 年 8 月 3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落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
职责的办法 （试行）》， 在其中同时设置了 “权力职责清单” 和 “负面禁止清单”。譽訛

2018 年 12 月 24 日青海省果洛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院庭长审判管理与监督职权清单 （试
行）》， 该文件列举了院长、 副院长、 执行局长、 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职权。譾訛

（二） 地方试点成果被最高法院作为司法改革典型案例发布

最高法院曾两次以司法改革案例选编的形式通报了司法改革典型案例， 其中， 院庭长权力清单
在列。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 （三）》， 其中案例 1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灵活组建新型审判团队推动审判机制科学运行” 中有明确提及 “三是同步跟进， 强化审判团队监
督管理。 …建立院庭长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 明确院庭长行权边界， 为审判团队监督管理打下基础”。譿訛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 （六）》， 其中有三个典型案例提及院庭
长权力清单。 第一， 改革案例第 107 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构建 ‘五位一体’ 监督管理体
系多角度全方位严把案件质量关” 中有明确提及 “‘四细化’ 规范院庭长事中监督方式”， 包括 “完
善制度。 制定 《进一步落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办法 （试行）》， 从四个方面规范院庭长 ‘两
权’ 运用， 进一步明确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责清单， 建立正常监督与干预过问的识别制度， 准确
把握正常监督与干预过问界限”。 第二， 改革案例第 110 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完善院

譹訛 当然， 可能有一些法院的院庭长清单并没有单列并以 “院庭长权力清单” 的名称公布出来， 而是体现在法院的一些司法改
革方案中。 囿于研究对象的特定化———“院庭长权力清单”， 本文在此只集中关注将院庭长权力清单进行单列的实践样式。

譺訛 《广东法院全国首推权力清单 案子主审法官说了算》， 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5/id/16388
29.shtml， 2019年 7月 9日访问。

譻訛 转引自 《广东法院制定 ‘权力清单 “负面清单”》， 网易新闻网： http://news.163.com/15/0603/06/AR5P36BA00014AEE.html，
2019年 12月 11日访问。

譼訛 《武汉海事法院 关于院、 庭长司法权力清单的暂行规定》， 武汉海事法院官网： http://wap.whhsfy.hbfy.gov.cn/DocManage/
ViewDoc?docId=b26fc1c4-4178-4f52-861b-2b749addab35， 2019年 12月 11日访问。

譽訛 《宁夏高院出台 〈办法〉 为法院院庭长列出 “正负” 权力清单》， 央广网宁夏频道： http://nx.cnr.cn/xwdd/20180803/t20180
803_524322901.shtml， 2019年 12月 11日访问。

譾訛 《青海法院审判管理信息公开 （第 55 期） —院庭长审判管理与监督职权清单》， 《中国审判》 杂志网： http://www.chinatrial.
net.cn/news/19751.html， 2019年 12月 11日访问。

譿訛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 （三）》，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05252.html， 2020 年 2 月
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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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孙满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司法改革案例》， 光明网： http://legal.gmw.cn/2019-07/20/content_33013814.htm， 2020 年
2月 2日访问。

庭长办案配套机制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实质示范化” 有明确提及 “重构管理链条优化配置， 推动
院庭长办案实质化…细化院、 庭长、 团队负责人权力清单， 优化各层级审判监管、 行政管理职责，
减少院庭长非审判事务负担”。 第三， 改革案例第 114 号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完善常态化监督管
理机制凝聚审判权运行监督管理合力” 有明确提及 “制定权力清单， 明晰监督权限该院针对司法改
革后， 一些法院院庭长不敢监督、 不愿监督、 不善监督问题， 专门制定审判权力清单， 划分为审判
权、 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三个类别， 并进一步细化了合议庭审判长、 承办法官、 法官助理、 书
记员权责。”讀訛

（三） 最高法院发布文件欲统筹推进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

本文开头所述的 “法发 〔2019〕 8 号通知” 和 “法 〔2019〕 99 号通知” 文件明确了编制权力清
单的任务、 牵头部门和出台指导意见的时限。 在这里之所以使用 “欲统筹推进” 一词， 有两方面的
原因： 第一， 从前文的实践概况来看， 地方法院虽有推行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制度实践， 但其仍处于
探索当中。 第二， 这也是最高法院相关文件的阐述所示， “法 〔2019〕 99 号通知” 明确 “2019 年出
台完善院长、 庭长权责清单的意见”， 也就是说， 在最高法院层面， 仍在探索如何完善院庭长权力
清单制度的顶层设计， 还没真正到全国统筹推进制度实践这一步。

二、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实践效用及其理论意义

（一）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实践效用

从前文的实践概况和最高法院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 院庭长权力清单是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一项
法治机制， 是一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和规范审判职责的司法改革方案。 一方面， 就地方层面而
言， 院庭长权力清单是司法改革背景下 “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 确保 “让审
理者裁判， 让裁判者负责” 落到实处的一个方案体现； 另一方面， 就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而言， 院
庭长权力清单在 “法发 〔2019〕 8 号通知” 的 “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24.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部分， 而且， “法 〔2019〕 99 号通知” 明确规定由司改办作为牵头部门，
由此可见其对院庭长权力清单实践效用定位与地方法院是一致的。 这种定位也抓住了院庭长权力清
单的核心———权力及其运行机制， 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而在实践层面对院庭长权力清单进行准确定位， 有利于有的放矢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 顺利推
进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 第一， 对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者而言， 只有弄清权力清单的
性质定位， 才能抓住这项制度的 “牛耳”， 做好顶层设计， 为这项制度的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 对于 “院庭长” 而言， 其是院庭长权力清单直接约束的对象， 只有明确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
质定位， 才能让其从内心上真正感受、 认知和接受这个清单， 进而切实去执行， 这样才能确保院庭
长权力清单制度的可接受性和实效性。 第三， 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而言， 让其明晰院庭长权力清单
的性质定位， 既可以给制度的推动者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撑和舆论支持， 也可以让社会公众监督 “院
庭长” 是否有按照其权力清单行使权力， 助力于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顺利推进。

（二）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理论意义

1. 院庭长权力清单： 司法制度理论面临的 “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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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探讨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 既有利于在学理上为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提供智力支撑， 也有利于丰富司法制度研究方面的理论。 然而， 要在理论层面对院庭长权力清
单开展研究， 首先要在理论层面探讨其性质定位。 第一， 如果能从既有的理论框架找到其定位就可
以跟既有的理论对话， 在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 迅速为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建立和
完善提供智力支撑。 第二， 如果从既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性质进行定位， 那么其对现有的理论成
果来说就属于一种 “新事物”。 这既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机遇。 尽管对其性质进行定位可能比较
困难， 但是， 在探讨其性质定位的过程中， 相关理论也能得到丰富和完善。

笔者认为， 院庭长权力清单属于司法领域的 “新事物”， 对其性质进行定位也有利于丰富和完
善司法制度研究方面的理论。

2.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理论研究现状
在理论层面， 目前鲜见院庭长权力清单相关的理论成果。 从中国知网上刊载的论文来看， 暂时

只看到 《法院院庭长权力角色冲突及解决》 一文明确、 集中提及了院庭长权力清单。 该文在对院庭
长权力的实践状况、 院庭长错位及其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对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制定方略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阐述。 尽管该文并未明确对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进行定位， 但该文认为 “尽管法院是司法机
关， 但法院内部管理仍然存在着行政权力。 因此， 在规范院庭长权力方面， 完全可以借鉴权力清单
制度， 对院庭长的权力做进一步的明晰与规范。” “必须制定权力清单， 对传统的司法治理方式进行
革新， 改变司法场景内行政首长的角色”。讁訛 由此看来， 其似乎将院庭长权力清单视为司法领域的行
政权力清单， 认为其是一种对传统司法治理方式革新的方案。

这个理论定位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从目前公布的少数院庭长权力清单文本来看， 确实可能存
在一些 “行政” 性质的权力，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出现也确实对以往 “公示” 院庭长权力的模式进行
了革新。

然而， 笔者认为这种理论定位是不全面、 不准确的， 因为院庭长的权力不仅限于 “法院内部管
理的行政权”。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发布的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所规定的院庭长的审判监督职权 （责） 既包括院庭长对本院或本庭内部行政事务的监督
职权， 也包括内部审判业务的监督职权。輥輮訛 因此，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理论定位仍有待进一步概括、
总结和提升。

三、 司法自制：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法治定位

如前文所述， “院庭长权力清单” 作为一个特定术语和单列文本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 如果仅
囿于对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实践概况进行考察， 显然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需从多角度对院庭长权
力清单进行分析才能对其有一个全面把握， 才能进行准确定位。 比如， 在法规范层面， 院庭长及其
权力是被如何定位的？ 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实施的、 较完善的相关权力清单制度相比较， 三者之
间存在哪些异同？ 我们能否借鉴既有的权力清单理论对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作一个准确定位？ 这
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 院庭长权力的法规范定位

我国 《宪法》 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了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机构定位， 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

讁訛 陈丹、 娄必县： 《法院院庭长权力角色冲突及解决》， 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1期。
輥輮訛 万毅： 《对院庭长审判监督权的若干思考》， 载 《人民法院报》 2016年 5月 25日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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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高法院、 地方法院、 专门法院的层级结构。 而 《法官法》 第二条则明确了国家审判权由法官行
使， 法官的外延则包括院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 副庭长和审判员。 因此， 院庭长首
先是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 其次是法官之一。

《法院组织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了 “人民法院院长负责本院全面工作， 监督本院审判工作， 管
理本院行政事务。 人民法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 这属于对院长权力的法规范定位。 但 《法院组
织法》 未对庭长的权责作出特别的、 明确的规定。

（二） 院庭长权力清单与行政权力清单、 检察权力清单的异同

由前文法规范对院庭长的定位以及院庭长权力的规范内容来看， 院庭长权力清单首先是审判权
权力清单， 因为院庭长是审判权的行使者之一； 其次是法官权力清单的一种体现， 其与审判委员会
委员权力清单、 审判员权力清单构成完整的法官权力清单， 因为院庭长本身就是法官。 从 《法官
法》 第九条的规定来看， 院庭长除了要履行一般法官的审判职责外， 还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
责， 这是院庭长权力清单相较于一般法官权力清单的特殊所在。 如果有一般的法官权力清单， 并在
此基础上将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权力作为清单单列， 那么院庭长权力清单本质上应属于一种特
殊的职务权力清单。

从我国 《宪法》 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来看， 形成了 “一府一委两院” 的格局， 其中政府是行政
机关， 行使行政权； 法院是审判机关， 行使审判权； 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检察权； 监察委
员会是监察机关， 行使监察权。 目前， 政府和检察院都分别实施了行政权力清单和检察权力清单制
度。 那么， 它们之间有何异同点？ 现有的权力清单实践和理论能否对院庭长权力清单有所裨益呢？

1. 院庭长权力清单与行政权力清单的异同点
第一， 相同点： 目的、 形式和发展路径相似。 首先， 从各自编制权力清单的目的来看， 都是为

了通过一种清单的形式汇总、 明晰自身的权力内容， 并使其能在法治的轨道上高效运转。輥輯訛 其次，
从其发展脉络来看， 都历经了从地方试点到中央欲统筹推进的进程。

第二， 不同点： 清单的具体内容不同， 在编制清单的 “自由度” 方面也存在本质区别。 由于各
自分别行使审判权力和行政权力， 所以其具体内容当然不同。 而在 “自由度” 方面， 行政权力清单
要受 “依法行政” 原则的严格拘束， 不能在编制清单的时候创设新的权力事项； 但院庭长权力清单
则不同， 由于法律规范关于院庭长权力的规定较少且较为笼统， 在实践中， 一般都有根据 “本院”
的实际情况和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新设” 了职权事项， 这是院庭长权力清单与行政权力清单最本
质的区别之一。

2. 院庭长权力清单与检察权力清单的异同点
第一， 相同点： 目的、 形式和发展路径相似。 首先， 关于目的和形式方面， 院庭长权力清单、

行政权力清单和检察权力清单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 在发展历程方面， 尽管检察
权力清单首先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13 年 11 月探索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开始， 但其统筹实
施这项制度前， 都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试点， 是在全面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统筹推进的。輥輰訛

第二， 不同点： 清单的具体内容不同， 在编制清单的 “自由度” 方面也有所不同。 首先， 各自

輥輯訛 参见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 〔2015〕 21号） 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检
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 （高检发办字 〔2017〕 7号印发）。

輥輰訛 《〈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 的理解与适用 （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http://www.spp.gov.cn/zdgz/201705/
t20170524_191352.shtml， 2019年 12月 1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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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的权力不同， 其具体内容当然不一致， 这点不再赘述。 其次， 在编制清单的 “自由度” 方面，
目前公布的院庭长权力清单大多将一些办案职责、 操作性的事务等事项列入清单， 检察权力清单在
探索阶段也是类似做法， 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意见第三条则规定 “办案职责、 非办案业
务、 操作性及事务性工作以及司法责任等内容原则上不列入权力清单”。輥輱訛

由上可知， 院庭长权力清单和其他两种清单在目的、 形式和发展路径方面都是相似的， 从这个
角度来看， 其他两种清单对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 健全和相关理论研究来说， 应该都是值得
借鉴的， 当然， 应结合院庭长权力的具体情况有所扬弃。 由于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度最为完善， 相关
的理论研究也最多， 据此， 下文将主要参考行政权力清单的相关理论来进行分析。

（三） 院庭长权力清单是司法机关的一种自我规制

1. 院庭长权力清单应定位为一种 “司法自制”
笔者认为， 与行政权力清单的性质輥輲訛 相类似， 院庭长权力清单应定位为一种 “司法自制”， 它

是法院为了明晰院庭长这个群体所享有的职权事项， 使其能在法治的轨道上高效运转， 以期达致司
法公正的最终目的， 从而将在法律、 司法解释及最高法院制定的其他司法文件等规范上的院庭长职
权事项， 以及法院结合自身运转的实际情况而规定的一些职权事项进行汇总、 公布的一种自我约束
机制。 具体理由如下：

（1） 从院庭长权力清单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来看，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实践定位与 “司法自
制” 的理论定位不谋而合。 无论是地方法院的自我探索，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定位， 院庭
长权力清单的出现和发展始终是法院为了实现 “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 的司法改革目的，
是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是
法院自身主动积极实施的， 规制的对象也是自身的工作人员———院庭长， 其通过设立权力清单这样
的机制， 以期能避免或减少司法不公的发生。

（2） 从实践中的院庭长权力清单文本来看， 其内容既有法律、 司法解释及最高法院制定的其他
司法文件等规范上规定的职权事项， 又有法院结合自身运转的实际情况而规定的一些职权事项。 比
如， 《武汉海事法院关于院、 庭长司法权力清单的暂行规定》 列举的庭长的司法权力正面清单事项
只有 7 项， 其中有一半是与 “本院” 相关的。 由此可知， 实践中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文本内容既有法
律、 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再现， 也有根据各自实际情况 “新设” 的权力。 将法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
汇总、 再现， 这种再现是一种 “人为” 的汇总， 其实已经内化为法院的一种自我规制； 再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 “创设” 一些职权事项， 这种机制既有利于院庭长权力行使的合法化， 又能使院庭长的裁
量权合乎情理， 有利于避免或减少院庭长与一般法官之间因为职权行使等问题发生的摩擦。 因此，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内涵和要素与行政自制的内涵和要素是相似的。輥輳訛

輥輱訛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的指导意见》 （高检发办字 〔2017〕 7号印发）。
輥輲訛 崔卓兰教授曾指出， “行政内部分权、 行政裁量基准、 行政规章评价、 职权清单开列并公布、 非强制执法、 合同式管理等”

都属于行政自制的途径。 参见崔卓兰： 《从行政自制视角研究行政法治》，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 年 3 月 12 日第 A07
版。 而关于行政自制， 崔卓兰教授认为： “行政自制， 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 包括自
我预防、 自我发现、 自我遏止、 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 “行政自制所表征的是行政权经过行政主体的自我调整之后，
可能达到的健康、 良好且充满活力的行政生态。” 参见崔卓兰、 于立深： 《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 载 《法学研究》
2010年第 1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崔卓兰、 于立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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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 借鉴 “行政自制” 理论， 将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为 “司法
自制”， 亦有利于促进司法制度理论研究的发展。 王利明教授在其文章中认为， 固守学科分立会产
生一些问题， “就整体而言， 学界不注重法学与其他领域知识交融的现象比较普遍， 跨学科的知识
融合存在严重不足， 这已经制约我国法学的进一步合理发展。”輥輴訛 笔者认同这种观点， 尽管在法学学
科框架内会存在多个学科分支， 但这种分支不意味着各学科要相互 “绝缘”， 而应相互借鉴， 各取
所长， 共同发展。 因此， 无论是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制度实践和理论研究， 都有必要借鉴行政权力清
单的有益成果， 从而使其能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发展得更快更好。

2. 院庭长权力清单只是规范院庭长权力行使的一种补充机制
本文将院庭长权力清单定位为一种 “司法自制”， 并非主张这种 “自制” 能替代传统的 “司法

他制”， 需要说明的是， 院庭长权力清单这种 “司法自制” 只是 “司法他制” 的一种补充， 而不是
替代。

从权力行使的规律来看， 权力行使主体的自我约束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较为高效的。 但应同时
意识到， 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只是 “司法他制” 的一种补充， 我国宪法、 法律规定的外部主体（包
括人大、 监察委、 社会公众、 新闻媒体等） 监督制度———“司法他制”， 尽管存在一定局限， 但是，
应当承认， 这仍然是对院庭长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主要制度。 院庭长权力清单制度只是弥补了“司
法他制” 功能的一些不足， 只有坚持 “司法自制” 和 “司法他制” 并举方能建构成一种完整的权力
监督体系。 因此， 在最高法院欲统筹推进院庭长的热背景下， 应当有这样一个冷思考。

四、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法治化建构

正如前文所述， 院庭长权力清单现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 最高法院的统一指导意见仍未出
台，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建构机制应如何完善， 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
以展开。

（一） 院长和庭长权力清单应当分列

1. 清单分列的理由
从目前的实践状况和官方文件可以看到， “院庭长权力清单”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官方词汇予以

展现， 院长的权力和庭长的权力还是同时被列在同一张清单的。 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
的。 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 院长的权力和庭长的权力存在层级之分。 尽管院长和庭长都属于法院内部的领导， 但其
权力存在层次之分仍是个客观事实。

第二， 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院长权力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輥輵訛 而对庭长权力的相关规定则是
极少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院长的权力内容是法定的、 明确的， 而庭长权力的内容更多是法院基于
法律授权， 在内部管理而自设的。

第三， 从实际适用的角度来看， 两张单分列更有利于明确院长和庭长的各自职权， 也便于院
长、 庭长和第三方明确， 提高清单适用的实效性。

2. 院长和庭长的权力清单应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建构

輥輴訛 王利明、 常鹏翔： 《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我国法学学科 30年之回顾与展望》， 载 《法学》 2008年第 12期。
輥輵訛 对于院长和庭长权力的规范内容， 将在下文一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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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体和职能相对分化以确保清单公平、 公正的考虑。 尽管院庭长权力清单作
为一种 “司法自制”， 是由法院自己建构，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建构主体可以任意选定。 参照行政自
制理论， 以自制建构法治应包含自律和自然公正两个原则。輥輶訛 因此， 院长和庭长的权力清单应由不
同的主体来建构， 以确保建构主体的法治化。

从司法制度中的回避制度我们知道， 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 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
会决定，輥輷訛 这种制度的设计能给我们一点启迪， 但我们不应简单套用这种制度。 那么， 院长和庭长
的权力清单应分别由谁来建构呢？

笔者认为， 庭长的权力清单可以由院长组织本院内部的部门来建构， 而地方法院院长的权力清
单应由本级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来最终审定。 首先， 就庭长权力清单而言， 如前所述， 庭长的权力在
法规范中的规定是不甚明确的， 主要是法院根据内部管理需要而细列， 而且，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
看， 庭长的权力是受院长直接监督的。 其次， 就院长权力清单而言， 尽管在回避制度中， 院长的回
避由审判委员会来决定， 但在权力清单建构过程中， 则不宜由审判委员会来决定其权力清单的内
容， 毕竟这不属于具体案件的讨论， 而属于一种权力上的监督。 而在我国的法院系统中， 下级法院
是受上级法院指导的， 因此， 院长权力清单的内容可由上级法院最终决定， 至于具体的建构工作可
考虑由上级法院组织本院和下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共同实施。

当然， 在清单建构主体分列这个背景下， 还可以考虑将清单建构程序也适当分化。 这主要是基
于程序中立和公正的考虑。 “程序公正性的实质是排除恣意因素， 保证决定的客观正确”。輦輮訛 建构程
序的分立是建构程序法治化的表现， 有利于院庭长权力清单文本的适用主体真正受清单的拘束， 以
增强其可接受性。 因此， 建构程序法治化的价值自不必多言。 参照行政权力清单的建构， 有梳理、
清理、 审核确认、 公布和动态调整等程序， 院庭长权力清单的建构大致也可能面临这样的程序， 因
此， 可考虑建构程序的适当分化。

（二） 院庭长权力事项法治化： 厘清院庭长权力的规范内容

在清单内容方面要将法律、 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制定的其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 将其作为主要
渊源。 同时， 是否要考虑将各种职权事项进行分类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因为根据司法权的相关
理论， 司法权可分为内核和外围两部分， 审判权是内核部分， 受理权、 司法事务管理权等属于派生
的外围权力。輦輯訛 此外， 地方法院根据自身情况 “创设” 的职权事项， 不仅要考虑能否有效 “限制”
院庭长行使权力， 还要考虑是否违法侵害了院庭长的法定权力， 相关文件是否经过法定的制定和公
开程序。 当然， 还要考虑合理性的问题， 否则， 院庭长权力清单可能演变成 “睡美人”。

本文梳理的院庭长权力的具体规范内容主要是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法官法》
《法院组织法》、 三大诉讼法等法规范，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及其他文件。 至于地方法
院结合自身运转的实际情况 （如前文探讨的 《武汉海事法院关于院、 庭长司法权力清单的暂行规
定》） 而规定的一些职权事项， 其来源也应合法， 由于内容太多且很多也未予公开，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笔者认为， 院庭长权力的规范内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1. 一般性的法规范规定， 或者说概括性的法规范规定
这主要体现在 《法官法》 和 《法院组织法》 中。 院庭长本身属于法官， 其当然享有 《法官法》

輥輶訛 关保英： 《论行政权的自我控制》， 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1期。
輥輷訛 参见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一条、 《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和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关于回避的规定。
輦輮訛 季卫东：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93年第 1期。
輦輯訛 胡建淼主编： 《公权力研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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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定的法官的权力。 尽管 《法官法》 没有针对院庭长的特殊权力进行明确规定， 其在第九
条只是规定了院庭长还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 但是其在第十一条第 （一） 项明确规定了
“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 这实际上是院庭长享有 “特定的权力” 的一种铺垫。

2. 特别的法规范规定， 或者说具体的法规范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法规范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外， 还包括最高法院制定的

司法解释。 因为， 司法解释具有普适性， 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对此， 《法院组织法》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
工作的规定》 第五条和第二十七条均作了明确规定， 故在此将其列入 “法规范” 的范畴， 与法院制
定的其他文件予以界分。

笔者认为， 可以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板块为主线， 分别梳理如下：
（1） 民事诉讼板块
第一， 《民事诉讼法》： ①院长：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六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百四

十九条、 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百八十条、 第一百九十八条、 第二百零四条、 第二百四十八
条、 第二百五十条。 ②庭长： 第四十一条。

第二，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①院长： 第八十七条、 第九十二条。 ②庭长： 无。
第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①院长： 第四十六条、

第一百二十九条、 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一百八十一条、 第一百八十二条、 第二百五十八条、 第三百
四十一条、 第四百四十三条、 第五百一十九条。 ②庭长： 无。

（2） 刑事诉讼板块
第一， 《刑事诉讼法》： ①院长： 第三十一条、 第一百八十五条、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 第一

百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百六十一条、 第二百六十二条。 ②庭长： 无。
第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①院长： 第十五条第三

款、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 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七
十五条、 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一百七十九条、 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三款、 第二百零八条、 第二百五十
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三百七十八条、 第四百二十二条第 （四） 项、 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 ②
庭长： 无。

（3） 行政诉讼板块
第一， 《行政诉讼法》： ①院长： 第五十五条第四款、 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第九十二条。 ②庭

长： 无。
第二， 《行政强制法》： ①院长： 第五十九条。 ②庭长： 无。
第三， 《国家赔偿法》： ①院长： 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条第二款。 ②庭长： 无。
第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①院长： 第一百一十二

条、 第一百五十一条。 ②庭长： 无。
（4） 其他板块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 （法释 〔2002〕 25 号）、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法释 〔2010〕 1 号） 对院庭长的职权都作了较为详细
的规定 （适用于民事、 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 本文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3.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之外的规范规定
这类规范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发布的相关文件， 主要文件有： 最高人民法院审批案件办法

（试行） （1981 年 4 月 16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4 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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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 （法发 〔1999〕 2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
善院长、 副院长、 庭长、 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 （法发 〔2007〕 14
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 的通知 （法发
〔2007〕 28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 的
通知 （法发 〔2010〕 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的通
知 （法发 〔2011〕 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
信力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3〕 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4〕 8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5〕 1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 （试行）》
（法发 〔2017〕 1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 （试行）》 （法发 〔2017〕 20 号印发）、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 的通知
（法发 〔2018〕 21 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法发 〔2018〕 23 号）。

（三） 院长和庭长权力清单的公开化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 不管是地方法院针对建构权力清单的工作文件， 还是权力清单规范文本本
身， 都很难在公开渠道获取， 这或许是因为权力清单本身属于一种 “司法自制”， 又或许权力清单
仍处于法院内部探索当中， 仍未到公开的适合时机。 但笔者认为， 不管是指导建构权力清单的指导
文件、 权力清单的规范文本都可以考虑公开。 理由如下：

1. 公开与自制理论并不冲突
参照行政自制理论， 自制强调这个机制是由自制主体自己发动的， 至于这个机制建构过程中的

事项则不必完全由自制主体 “闭门造车”。 相反， “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期望编纂为成文规则， 还有一
个目的在于， 保持或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就此而言， 这种编纂在重申现存标准， 提高他们的可
见性， 以减少外部人员的怀疑方面， 不亚于制定新的且更加精确的标准”。輦輰訛 而从实践对院庭长权力
清单的定位———一种司法改革举措来看， 其目的最终也是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提高司法公
信力。 因此， 公开的目的与自制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 是完全契合的。

2. 向社会公开院庭长权力清单指导文件和规范文本是真正实现院庭长权力清单文本实效性和科
学性的重要举措

首先， 向社会公开权力清单的指导文件和清单规范文本， 会督促组织实施这项机制的部门更好
地推进、 实施和监督这项机制， 以提升其实效性； 也有利于权力清单的适用主体自觉地履行清单列
明的职能事项， 因为公开会使院长和庭长在心中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急迫感， 从而更好地切实去履
行， 形成 “自制” ———“他制” ———“自制” 的良性循环， 从而提升权力清单规范文本的实效性。

其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权力清单的规范文本， 有利于集思广益， 以提升其科学性。 因为公开会
在一定程度上能吸纳社会公众和专家的意见， 从而更好的完善清单规范文本本身。

輦輰訛 [英] 特伦斯·丹提斯、 阿兰. 佩兹： 《宪制中的行政机关———结构、 自制与内部控制》， 刘刚、 江菁， 轲翀译，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6年版， 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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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The� power� list� of� the� president� and� chief� judges�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lf-exploration�from�the�local�pilot�to�top-level�design�from�the�Supreme�Court,�but�it�is�still�in�
the�initial�stage�of�self-exploration�within�the�court.�In�practice,�it�is�regarded�as�a�judicial�reform�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judicial� power� and� standardiz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under�the�background�of�judicial�reform.�In�theory,�it�should�be�defined�as�a�kind�of
“ judicial� self-control”,� but� this� “ self-control”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the� traditional “others’
control”,�but�a�supplement.�In�order�to�achieve�greater�effectiveness,�the�mechanism�of�the�power�
list�of�the�president�and�the�chief�judges�needs�to�separate�the�power�list�of�the�president�from�that�
of� the� chief� judges� and� be�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subject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sort�out� the�power�content�of� the�president�and� the�chief� judges�by� taking� the�
law,�judicial�interpretation�and�documents�made�by�the�Supreme�Court�as�the�main�sources�and�to�
realize�the�publicity�of�the�construction�of�the�power�list�of�the�president�and�the�chief�judges.

Key Words: President� and� Chief� Judges； Power� List； Orientation； Judicial� Self-contro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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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 本文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2017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项目重大培育计划 （社会科学类） “诉讼制度改革的价值冲突与选择” （项目编号： 警院社发 ﹝2017﹞ 37 号） 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譹訛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9.
譺訛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法律与哲学系的墨菲教授 Jeffrie G. Murphy 在科夫讲座 （Coif Lecture） 上专门组织了一次辩论性质的学

术讨论会， 邀请德沃金主讲， 波斯纳等人提出反驳， 最后德沃金再次回应。 他说： “德沃金教授强力而负有洞见的观点极富
争议， 但是又极具吸引力， 引发了强烈而尖锐的批判。” 并引用康德的话评论德沃金： “一个人可以与他进行哲学讨论， 或
者反对他； 但如没有他则不能进行哲学辩论。” 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 1997 年夏季刊专栏发表了上述系列论文， 不仅包括德
沃金自己的 《理论的盛赞》 （In Praise of Theory）、 《回应》 （A Reply）， 还包括理查德·波斯纳 （Richard A.Posner）、 凯斯·孙斯
坦 （Cass R.Sunstein）、 凯曼 （F.M.Kamm）、 彼得·德·马尼夫 （Peter de Marneffe） 等人的批判性论文。 See Jeffrie G. Murphy.
“Order of The Coif Lecture”, Arizona State LawJournal,Vol.29, No.2 (Sum., 1997), pp.351-431. 我国台湾学者林立基于德国法学方
法论的立场， 系统性地批判了德沃金的司法诠释理论， 认为德沃金 “这种固执的态度造成了其学说东修西漏、 左支右拙的
百出窘态。” 参见林立： 《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16页。

德沃金司法诠释理论的争议与贡献

武西锋 *

内容提要： 德沃金的司法诠释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诠释。 道德证立的方式引发了巨大争
议， 在英美法系， 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约翰·麦凯从 “错误理论” 出发， 质疑德沃金
道德诠释的客观性； 理查德·波斯纳从法理学的自然科学立场出发， 根本上否认道德诠释。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道德源于人的本性，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是不可化约的事实。 以是观
之， 我们可以发现， 德沃金道德诠释的独特贡献在于， 为客观评价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两
种法律概念观提供了重要洞见， 前者潜藏了道德断裂的可能性风险， 后者则会将司法诠释
直接导向道德虚无。 德沃金的司法诠释理论， 弥补了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道德缺陷， 是
对法哲学、 政治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判决疑难案件中也彰显了极强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 德沃金 司法诠释理论 道德诠释 法律概念观 整全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11

关于 “法律是什么” 之本旨的抽象揭示， 离不开司法诠释，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概念观 （the
conception of law）。 “法律概念观是关于作为整体的法律实践的一个普遍的、 抽象的诠释。 它企图从
最佳角度展示这种法律实践， 并发展出某种论述， 揭示基于那种概念观的法律何以为国家强制提供
了一个充足的证立。”① 德沃金认为有三种互相对立的法律概念观： 惯例主义 （conventionalism）、 实
用主义 （legal pragmatism） 以及他自己的整全法 （law as integrity）。 不同于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
德沃金的整全法诉诸于道德证立， 但引发了强烈的道德争议，② 迄今仍在延续， 并超越英美法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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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Lenio Luiz Streck, Why Judicial Discretion is A Problem to Dworkin But not to Alexy？ Revista Direito e Práxis， Vol. 4, No. 7,
(Sep., 2013), pp.343-367.

譼訛 王力： 《德沃金视野中的自由与平等》，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7年第 3期。
譽訛 高鸿钧： 《德沃金法律理论评析》，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2期。
譾訛 陈景辉： 《法理论的性质： 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德沃金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6期。
譿訛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第 1卷）》， 洪汉鼎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第 301页。
讀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30页。
讁訛 我国台湾学者李冠宜将 dimension 译为 “向度”， 参见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李冠宜译， 台湾时英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38页。 我国大陆学者许杨勇将其译为 “维度”， 参见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许杨勇译， 上海三联书
店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82 页。 也有研究称之为 “面向”， 译为 “适切性面向” 和 “正当性面向”， 参见林世超： 《德沃金
法律诠释理论之研究》， 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哲学系 2006 年硕士论文， 第 165 页。 不同译法并无实质性区别， 本文统一
使用 “向度” 一词。

輥輮訛 王琳： 《道德判断与疑难案件的 “唯一正解” ———以德沃金与其批评者的论战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17 年
博士学位论文， 第 13页。

輥輯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31页。

一个全球性法理论核心议题。③ 我国大陆学界不乏对德沃金的关注， 涉及到政治哲学等多领域，④ 但主
要集中法哲学领域， 尤为关注德沃金的司法诠释理论，⑤ 且多持批判性态度。⑥ 但是鉴于德沃金司法
诠释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诠释，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源头上探寻道德争议的原因， 梳理道德争议的焦点
及德沃金的回应， 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场， 德沃金司法诠释理论有效弥补了惯例主义和实
用主义的道德缺陷。 这不仅有助于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德沃金司法诠释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也为
从道德视角观察和裁判疑难案件提供正当性论证的理论借鉴。

一、 道德争议的缘起

（一） 司法诠释结构： 实质性道德标准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 诠释不再局限于对诠释对象的 “原样复制”， 而是通过诠释主体
的信念与诠释对象之间的互动， 创造性地赋予诠释对象以超越文本的意义。 “文本的意义超越了它
的作者， 这并不只是暂时的， 而是永远如此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 而始终是一种
创造的行为。”⑦ 德沃金吸取了这种思想， 但是为了避免创造性诠释可能导致诠释流于主观任性的弊
端， 确保诠释为真， 德沃金发展出了司法诠释结构， 该结构包括两个向度。 “我们能以现在已熟悉
的方式， 给予他所采取的任何诠释以某种结构， 亦即区分诠释必须接受检验的两个向度。”⑧ 德沃金
的司法诠释结构包括了符合 （the dimension of fit） 和证立 （the dimension of justification） 两个向度，⑨

这两个向度是任何诠释 （any interpretation） 必须具备的结构 （structure）， 有人称之为检验 （test）
诠释的标准。⑩ 第一个符合向度是指诠释必须首尾兼顾， 承先启后， 整体照应， 侧重事实性或者文本
性的符合。 它要求诠释结论必须具有一般性的解释力 （general explanatory power）， 使诠释对象前后
一致， 因此一致性 （consistence） 是其根本要求。 但是， 符合向度并不意味着诠释结论必须在细节
末枝上与诠释对象完全符合， 亦即 “必须符合文本的一丝一毫” （fit every bit of the text）， 而是符合
文本的主干内容 （the bulk of the text）。 第二个证立向度又被称之为正当性向度， 要求具有实质性吸
引力 （substantive attraction）， 是一种政治道德之判断。 “诠释的第二个向度要求他判断哪一个解读让
作品在通盘考虑下变得最佳。”輥輯訛 因此， 证立向度的根本要求是最佳， 要求将司法实践诠释为最佳。

司法诠释结构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 工具特征。 “它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为我们对任何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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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32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56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57页。
輥輳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35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199-202页。

释者的操作理论 （working theory） 提供了结构。”輥輰訛 诠释结构首先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 （a useful
analytical device）， 具有适用的普遍性。 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重要的两种法律概念观， 也是诠释
性的， 因此， 它们也必须具备这种结构。 第二， 实质性道德特征。 两个向度虽各有区别， 但相互交
织， 根本上是一种实质性道德检验标准。 符合是一种门槛 （threshold） 检验， 为诠释理论提供了门
槛检验。 而证立是一种实质性检验， 在司法诠释中表现为一种政治道德观点 （the standpoint of
political morality）。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诠释同时通过了门槛条件的检验， 这时候需要第二个向度的介
入。 “此时， 他必须在适格的诠释之间做出选择， 哪个诠释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把社群制度与决定的
结构———其整体公共标准———较佳地展示出来。”輥輱訛 符合的不足也可以通过实质性吸引力的加强得到
弥补。 “当一个诠释通过了门槛检验， 仍然存在符合瑕疵， 在整体判断中如果这个诠释的原则特别
具有吸引力， 这种瑕疵由此可以得到弥补。”輥輲訛 第三， 束缚客观性特征。 司法诠释是诠释者的目的与
对象的互动， 这样看起来， 诠释给人的印象就是诠释者的 “主观” 产物， 甚至有可能是主观臆断。
德沃金独树一帜地使用了 “束缚” （constraint） 一词， 认为束缚 “（它） 在现象学上是真正的， 重点
就在于此 （It is nevertheless phenomenologically genuine, and that is what is important here.）。”輥輳訛 也就是
说， 信念从表象上看是诠释者 “主观的”， 但是束缚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二） 整全性： 司法诠释的政治道德基础

批判和构建是一种理论的生命所在。 如果诠释结构的主要用途在于从实质性道德标准批判惯例
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法律概念观， 那么德沃金提出的新的政治道德 （整全性） 则主要用于构建， 以
此作为整全法的正当性基础。 在德沃金看来， 如果整全性在政治哲学上具有证立政治正当性的功
能， 那么作为政治实践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实践， 将有助于被证立。 因此， 德沃金在整全法的自
我构建上颇为独特， 采取了迂回、 复杂的方式， 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内部， 试图构建一种独立的政治
道德， 以此作为构建司法诠释理论的道德根基。 这样的迂回是值得的， 因为这样论证带有根本性。
在德沃金看来， 如果有人想要彻底驳倒其整全法， 就要指出整全性———第三种独立的政治道德———
的谬误， 甚至需要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整全性的 “第四种” 政治道德。

政治正当性是政治哲学的经典问题。 公民的服从义务仅仅因为法律之名还是有其他更根本性的
原因？ 不同政治理想的魅力就在于为政治正当性提供的不同论证。 德沃金认为， 生活在社群中的人
们， 确实负有服从的义务， 但是这种政治义务是基于每个人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担负的角色义
务 （obligations of role）， 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互相负有的互惠义务 （reciprocal obligations）， 是一种
联合义务 （associative obligations）。 这种义务具有四个特性： 特别性 （special）、 个人性 （personal）、
普遍性 （general）、 平等性 （equal）。輥輴訛 特别性 （special） 是指义务限于社群内部， 而非社群成员对社
群之外其他人的一般义务。 个人性是指义务从一个成员直接到其他成员， 而非从个人到集体意义上
的整体组织。 普遍性是指社群成员必须把义务看作源自于一个更加普遍的义务， 人人负有对社群中
其他人福祉的关怀。 平等性是指生活在社群中的人对其他人的关怀， 必须是平等的， 因此友爱社群
遵从平等主义， 社群预设了每个人的角色和地位在根本上是平等的， 没有人的生命价值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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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社群成员的联合仅仅是因为某种意外事实， 生活在该模型中人们仅仅把其他人看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参见前引①， 罗
纳德·德沃金书， 第 209页。

輥輶訛 人们负有的义务是服从某种规则之类的义务， 把义务看成某种商业规则， 这些规则穷尽了义务的全部内容， 规则之外再无
义务可言。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10页。

輥輷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188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26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140页。
輦輰訛 [英] 哈特： 《法律的概念 （第 2版）》， 许家馨、 李冠宜译，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14页。

人。 拥有上述四种特性， 团体才能成为真正的社群， 成员互负的政治义务才是真正的义务。 因此，
政治义务是一种社群联合义务。 根据社群对四项特性的满足程度， 政治社群分成三种模型： 事实模
型 （de facto model）、輥輵訛 规则手册模型 （rulebook model）輥輶訛 以及原则模型 （the model of principle）。 原
则模型满足了义务的四个特性。 它把社群成员基于身份而负有的义务看作是特别的， 属于每个社群
之内的义务， 而非乌托邦式的对每个社群都适用的义务。 社群成员的义务具有个人性， 是真正的普
遍关怀， 表达了人人都应该具有的平等主体价值。

德沃金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从分析政治义务入手， 提出了整全性， 认为整全性是一项植根于现
实日常政治实践的政治道德 （a political morality）， 是第三种独立的理想 （a third and independent
ideal）。 “一个接受整全性作为政治道德的政治社会， 因而会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社群， 特殊性在于
它提升了预设和发展垄断性强制力的道德权威。”輥輷訛 政治义务就是社群中的联合义务， 其核心内容是
服从法律， 亦即对法律的忠诚， 因此， 服从法律的义务也就是政治社群中的联合义务。 整全性深刻
地揭示了政治社会中公民服从义务的本质， 为政治实践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面对着英美法系内部最具影响力的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 德沃金欲构建一种崭新的司法诠释理
论 （整全法）， 作为推荐给法官的司法裁判纲领， 他没有急于摆出自己的立场， 而是先提出了司法
诠释结构， 表明了司法诠释的实质性道德立场。 同时深入政治哲学内部提出了新的政治道德———整
全性， 作为整全法的道德基石。 德沃金认为， 整全性在更深入、 更广泛、 更大宽度上为政治实践提
供正当性， 那么以此为道德基石的整全法在较小范围内也有助于证立司法实践的正当性。 因而， 他
主张的整全法就是以整全性为道德基石， 采取诠释性态度， 对法律本旨的抽象诠释， 试图最佳地将
司法实践诠释为单一而融贯的原则体系， 是推荐给法官的司法裁判纲领， 而非僵化的确定性裁判结
果。 德沃金自称为 “第三种法律概念观 （the third conception of law）”。輦輮訛 司法诠释结构主要用于批判；
整全性主要用于构建。 但是， 二者在道德上具有内在的相通性， 前者是一种实质性道德检验， 后者
是整全法的道德基石。 德沃金以诠释结构的实质性道德标准来说明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未能正确诠
释司法实践， 以整全性为道德基石的整全法最佳地诠释了司法实践， 但是这种诠释方式引发了强烈
的道德争议。

二、 道德争议的焦点

（一） 整全法与惯例主义之道德争议焦点： 道德证立的客观性

以哈特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被德沃金称之为 “惯例主义的语义学化身”。輦輯訛 从司法诠释的角度
来看， 惯例主义的基本立场是： 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 语言的开放结构导致规则的开放结构， 进而
导致由规则所组成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结构；輦輰訛 如何规范法律的空缺结构意味着必须由法院或者法官
去发展， 也就是让法院或者法官以具体情况取得均衡， 亦即赋予法官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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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发挥着创造规则的功能。輦輱訛 是否承认法官拥有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 是整全法和惯例主义分歧
的出发点。 哈特认为需要赋予法官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 以填补规则漏洞。 德沃金不承认自由裁
量权， 认为如果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等于承认法官造法， 通过诉诸于道德证立的方式可以将法律诠
释为一个由原则构成的严密体系。 因此， 这里的问题就转化为道德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 以约
翰·麦凯为代表的道德主观论者对德沃金进行了有力评判， 维护了哈特的立场。 而德沃金也对此进
行了全方位的回应。

约翰·麦凯以 “错误理论” （error theory） 为出发点进行批判。 “错误理论” 认为， 人们在作出判
断时虽然指向客观性， 但是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輦輲訛 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客观价值的存在， 所以道德判
断是错误的， 道德并没有客观性依据。輦輳訛 他认为， 在疑难案件中， 德沃金关于 “法律是什么” 这一根
本性问题的回答， 极度依赖于道德的最佳判断。 “现在我将主张， 这种道德上的判断具有一种无法
消融的主观元素。”輦輴訛 当法官在道德判断时， 虽然他们会非常真诚、 始终如一、 理性， 但实际上他们仍
然是通过主观性的道德判断在制定新的法律， 这样以来德沃金的理论自动地注入了主观性。 “在上
诉法院获胜的法官的主张最终会变成法律， 那些法官将成为立法者， ……他们将在一个以前没有确
定法律的问题上制定法律。”輦輵訛 这样， 约翰·麦凯不仅攻击了道德具有客观性的主张， 而且明确指出，
遵循德沃金的思路进行司法诠释的法官， 实际上也是在 “造法”。 这两点直中要害， 正是德沃金所
极力反对之处。

德沃金认为， 道德证立之所以引发客观性的质疑， 是因为符合和证立两个向度内在于诠释者的
整体信念与态度体系。 “任何诠释者拥有的两种主要信念类型 （哪种解读符合文本更好或者更坏，
哪种解读使小说变得实质上更好）， 都内在于诠释者信念与态度的整体体系之中。”輦輶訛 他的回应分为两
个层次。 首先， 在起点上， 他认为信念之间具有互相检查 （check） 作用。 信念虽然内在于诠释者
的整体信念和态度体系之中， 但是诠释者在接受某一主张时， 信念有检查作用。 比如， 某位科学家
比另一位科学家接受更为严格的研究标准， 那么他能够相信和接受的东西就会比另一位科学家少。
其次， 德沃金区别内外两种怀疑论版本， 进行了反驳。

外在怀疑论是一种哲学立场， 反对价值是非善恶的判断有客观性， 亦即反对诸如柏拉图式的
“符应真理观” （true as correspondence）。 该真理观认为存在一个超验性理念世界， 宛如一个超验实
体， 某一主张符合这一超验实体才能成立， 要求推理过程类似物理学中的证明。輦輷訛 外在怀疑论将德沃
金视为柏拉图式真理观的支持者， 认为德沃金的道德诠释本质上是一种评价性命题， 而评价性命题
不具备被验证的可能性。 针对外在怀疑论， 德沃金认为这是个误会， 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
（dogmatism）。 他认为， 外在怀疑论所标榜的站在整体信念之外， 从一个中立的立场评判诠释， 但是
无论如何最终都需要一个某种价值基础， 因此 “其怀疑不可能到底”， 其论证必须 “内在于评价性
领域之中”。輧輮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外在怀疑论者就偏离了基本立场， 成为内在怀疑论的一个版本。 所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哈特书， 第 123页。
輦輲訛 [澳大利亚] 约翰·麦凯： 《伦理学： 发明对与错》， 丁三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5页。
輦輳訛 赵瑾： 《从麦凯错论看道德的客观性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2016年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 第 5页。
輦輴訛 John Machie， The Third Theory of Law,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7, No. 1 (Aut., 1977), p.9.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约翰·麦凯文。
輦輶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35页。
輦輷訛 林立： 《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68页。
輧輮訛 Ronald Dworkin， Objectivity and Truth: You’d Better Believe i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25, No. 2 (Spr., 1996),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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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Ronald Dwor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7.
輧輰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68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271页。
輧輲訛 [美] 理查德·波斯纳： 《超越法律》， 苏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页。
輧輳訛 [美] 理查德·波斯纳： 《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80页。
輧輴訛 Ronald Dworkin, In Praise of Theory,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Vol.29, No.2 (Sum., 1997), p.365.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理查德·波斯纳书， 第 8页。

以， 经过这样的一个 “剥离” 式分析， 德沃金瓦解了外部怀疑论的阵营， 一部分转入了内在怀疑
论， 留下的就是真正的外在怀疑论。 德沃金明确地表示， 他反对僵化的形而上学的符应论真理观。
“很多人认为我在构建一个愚蠢的形而上学之司法诠释理论， ……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任何这些理
论， 而且我对此是完全反对的。”輧輯訛 这样， 德沃金就避开了外在怀疑论的质疑。

内在怀疑论是位于诠释事业之内的怀疑， 是一种有着实质性立场的全面性怀疑。 内在怀疑论认
为， 从较长历史时期和较广的法律部门来看，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判决存在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德沃
金道德证立的方式既无法达到他所主张的融贯性诠释， 又不具有任何现实客观基础。 “它是一种更
强而且有力的怀疑论挑战， 因为它从根源上攻击整全法的可行性。”輧輰訛 内在怀疑论以美国司法实践中
的判决为事实根据。 189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Plessey V.Ferguson 案中确立了 “隔立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 原则， 但是直到 1954 年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案， 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才真正在司法判决中确立了种族平等。 在 《逃亡奴隶法》 （the fugitive slave act） 引发的案件
中， 虽然斯托里等两位大法官反对奴隶制度， 但是最终判决结果仍然将逃亡的奴隶送回原主人。 面
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诘问， 德沃金认为 《逃亡奴隶法》 涉及的案件， 是一个 “误判”， 并认为个案
的误判对整体融贯并未构成根本性威胁。 “这就要求我， 把特定数量的过去司法判决， 宣告为错误，
而且如果我的法律管辖权允许的话， 把这些判决推翻。 但是从美国整体司法实践来看， 这些判决的
数量并没有如此之大， 亦非如此根本重要， 以致于如果忽略它们的话， 司法诠释就丧失了一般性的
坚实基础。”輧輱訛 他还认为， 法官之所以作出此种判决， 恰恰就是一种惯例主义裁判方式。 按照德沃金
的理解， 人人平等的精神自美国宪法实施以来就已经确立， 应该成为最高的道德指引， 如果法官诉
诸于宪法精神就可以做出融贯性的司法诠释。

（二） 整全法与实用主义之道德争议焦点： 道德证立的必要性

在美国本土， 德沃金道德证立的方式受到了波斯纳等人的强烈质疑。 波斯纳以功利主义为思想
背景， 借鉴经济学理论， 开创了经济分析法学， 从法律概念观的角度， 被德沃金称之为实用主义。
波斯纳接受这一称谓， 但是对于何谓实用主义， 他有自己的看法。 “我主要用它指一种处理问题的
进路， 注重实践的和工具的， 而不是本质主义的； 它感兴趣的是什么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 而不在
意这 ‘实在’ （really） 是什么。 因此， 它是向前看的， 它也珍视与往昔的连续性， 但仅限于这有助
于我们应当对当下和未来的问题。”輧輲訛 波斯纳的自我定义揭示了实用主义法律概念观的法律工具论立
场和对道德诠释的反对态度。 波斯纳虽然承认过去司法判决对当下判决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认为法
官的关注中心是 “产生最有利于未来之结果的最好方法”。輧輳訛 波斯纳主张司法诠释应当追求福利， 是
结果导向而非道义导向， 应当排除道德证立在司法诠释中的地位和作用。 “波斯纳的建议是， 法律
推理与法律论辩应当专门致力于发现从功利主义来看是更好的那类判决。”輧輴訛 因此， 波斯纳本人虽然
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 但是明确反对司法诠释的道德证立。 “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 一种进路，
或一种态度， 而不是一种道德的、 法律的或政治的公式， 因此， 它不解决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分歧。”輧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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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理查德·波斯纳书， 第 1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輲訛， 理查德·波斯纳书， 第 19页。
輨輮訛 参见前引①， 罗纳德·德沃金书， 第 51页。
輨輯訛 高来源：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道德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意义》， 载 《世界哲学》 2013年第 1期。
輨輰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35页。

波斯纳的根据在于他对法律学科属性的界定。 波斯纳将法学视为类似经济学一样的科学， 经济
学显著区别于哲学社会科学， 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自然科学致力于对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揭
示， 无需道德的介入， 因此波斯纳试图消除司法诠释中的道德因素， 亦即对司法诠释进行道德 “祛
魅”。 “对我来讲， 本书主题并不新颖， 最简单地说， 它就是要消除法律的神秘， 特别是要把法律从
道德理论这个重大的神秘制造者中解脱出来。”輧輶訛 他认为， 经济理论完全可以指导司法诠释， 而不必
求助于道德。 “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地带， 能否用经济学指导判决， 这个应该是可以讨论的， 而
不必陷入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深水区。”輧輷訛

针对波斯纳将司法诠释定性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诠释， 德沃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德沃金将诠
释分为三种类型： 对话诠释、 科学诠释和社会实践诠释。 对话诠释是通过寻回原文作者的意图， 探
寻说话者所表达的文字内容。 社会实践诠释的对象是由人创造出来， 然后独立于人之外的实体； 科
学诠释的对象是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的独立于人的实体。 司法诠释是社会实践诠释的一种， 是创造
性诠释， 具有目的性， 诠释者的目的将施加于诠释对象之上， 把对象最佳地展示出来， 而不是自然
科学意义上对因果关系的揭示。輨輮訛 以是观之， 波斯纳的司法诠释可以称之为科学意义上的诠释， 科学
诠释的对象既然是自然界中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体， 其证明过程也就无需道德的介入。 德沃金的
司法诠释则属于社会实践诠释， 诠释的对象本质上是 “人造” 的， 因此需要道德证立。

三、 德沃金司法诠释理论对评价两种法律概念观的重要贡献

道德之于人类生活具有内在性， 法律实践无以回避道德， 人类不能接受没有道德的法律。 虽然
德沃金的道德诠释理论引发了重大争议乃至受到尖锐的批判， 但是它为我们从道德角度评价惯例主
义和实用主义两种法律概念观提供了重要洞见， 弥补了惯例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道德缺陷。 惯例主义
虽然也是对法律性质的重要回答， 对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以及识别法律具有重大价值， 但是它蕴含了
道德断裂的风险； 而实用主义虽然为现代法律实践带来了高效和便捷， 但是它对道德的排除， 将极
有可能将法律实践导向道德虚无。

（一） 惯例主义之道德断裂的潜在风险

道德在起源意义上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 而是一种实践哲学， 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智慧
（phronesis）。 这里的实践哲学之 “实践”， 也并非近代通常意义上狭隘理解的行动， 而是内在的包含
了道德， 是在褒义色彩上使用。輨輯訛 道德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或者最大
可能地接近 “善”。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 道德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 具有实践的习惯性。
“善” 的目的需要通过人的道德行动来实现， 因此与人们的实践具有密切关系， 表现为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实践习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西方圣哲亚里士多德认为： “道德德行通过习惯
养成， 因此它的名字 ‘道德的’ 也是从 ‘习惯’ 这个词演变而来。”輨輰訛 其次， 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道德既然与社会生活习惯具有密切关系， 或者说， 习惯是社会生活的外观， 道德是社会生活的内
核， 那么它必定也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蕴， 因而具有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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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参见前引譿訛， 哈特书， 第 209页。
輨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哈特书， 第 208页。
輨輳訛 林立公： 《正义： 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载 《伦理学研究》 2006年第 2期。

形成的实践习惯， 能够为人们提供连续性的道德指引。
虽然哈特将法律识别诉诸于 “承认规则” 而非道德， 但是从道德的习惯性特征来讲， 德沃金将

其称为之惯例主义法律概念观， 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也有助于保证道德的连续性。 但其缺陷在于，
认为惯例是一种 “全有全无” 式的存在， 即惯例要么存在， 要么不存在。 如果惯例存在， 就按照惯
例进行判决； 如果惯例不存在， 就转入立法阶段， 亦即法官运用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裁决案件阶
段。 因此， 它为法官提供的裁判纲领是一种 “二分法”， 即将法官判决的推理过程， 分为两个截然
不同的阶段。 正是这两个阶段的划分， 潜藏了一种巨大风险， 这种风险就是道德在司法诠释过程中
的断裂。

具体而言， 按照惯例主义的指引， 如果存在一个明确的判决先例作为新案件的惯例， 那么法官
既可以径直依据该先例对新案件作出判决。 在这一阶段， 似乎不涉及道德判断。 在哈特看来， 作为
识别法律的承认规则 （rules of recognition）， 排除了道德在法律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 把法律的概念
当作是一种描述性或者经验性概念， 是对法律实践的描述 （a description of legal practice）， 在道德
上是中立的。輨輱訛 但是，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物， 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或者价值判断。 在某一
较长历史时期内， 社会成员无一例外地遵从一些惯例， 将其当作社会生活的典范， 似乎在道德上无
争议， 或者意识不到道德因素存在其中。 但是， 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 作为判决的典
范而存在的一些惯例， 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一些道德因素， 只是这些道德因素在法律的运用中取得了
社会大众乃至法官的一致认可， 因此， 惯例似乎是无争议的， 这样惯例中内含的道德也是无争议
的。 这时候， 法官依据判决先例作出判决， 保证了道德在惯例与新案件判决中的一致性， 道德从判
决先例自动延伸到新判决。

道德断裂的风险将在惯例穷尽或者惯例不明确时发生。 即使是法律体系高度发达的英美国家，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判决先例也不可能涵盖生活的全部领域， 一些新奇的疑难案件时而发生。 这
些新奇的疑难案件， 挑战了原先作为典范而存在的惯例， 出现无惯例可用的尴尬， 对于惯例主义来
说， 无惯例意味着无适用的法律。 但是法官面对这些新的案件， 不可能拱手将当事人送出法院。 这
时候， 按照惯例主义的指引， 法官将运用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判决案件。 法官把自己假想为立法
者， 考虑国家和人民需要什么、 禁止什么， 应该采取何种发展策略立法， 进而作出判决， 形成新的
惯例。 立法者往往会基于政策的考量， 以如何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来制定
新的法律， 将新的道德判断或者价值观念融入拟定的新法律。 这对立法者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但问题在于， 此时的法官不自觉地将自己错置于立法者的地位， 而法官判决的本质在于诠释和适用法
律。 因此， 这种做法， 不仅混淆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本质界限， 是对立法权威的僭越， 而且潜藏了
道德断裂的风险。 哈特在后期曾承认： “我认真考虑了许多其他的批评者的主张， ……在特定点上
着实有些不融贯和矛盾。”輨輲訛 以司法诠释代替立法， 虽然道德断裂的风险是潜在的， 但绝非没有可能。

（二） 实用主义之道德虚无的现实危险

道德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 曾经具有类似神学的至高地位， 长期将政治笼罩在其藩篱之下， 是
评判政治实践和国家行动的尺度。 柏拉图心中至善的国家治理就是哲学王的统治。 “哲学王实施道
德治理的国家才是人类的至善政治共同体。”輨輳訛 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道德的地位和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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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遭受重创和驱逐。 文艺复兴时期， 马基雅维利基于 “性恶论” 第一次分离政治与道德， 将道德从
政治实践中驱逐出去， 认为国家的强大依赖于武力， 而非道德。 “一切国家， ……其主要的基础乃
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輨輴訛 更严重的冲击来自于近代自然科学主义。 科学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
生活的同时， 也意味着对道德地位和功能的消解， 因为道德无法解释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 因此其
价值日渐式微。 休谟区别了 “是” 与 “应当”， 认为能够证明 “是” 的东西属于知识的范畴， 而无
法得到证明的东西属于 “应当” 的范畴， 道德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证明， 因此道德不属于知
识， 从而彻底将道德驱逐出知识的范围。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明确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注重行为手段的有效性， 彰显工具理性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把道德归属价值理性。

正是在自然科学主义的语境下， 实用主义法律概念观致力于把法理学建构成一门自然科学意义
上的 “科学”， 因此它必然反对司法诠释的道德证立。 如果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 波斯纳反对道
德证立的主张是可被理解的。 但是这种可被理解是在错置前提下才成立的。 哲学社会科学， 尤其是
政治哲学或伦理哲学的一些核心命题， 无法完全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即使将道德彻底驱逐出
自然科学的领域， 也不代表道德将失去容身之地。 对于休谟的经典难题，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作
出了最好的回答。 他认同休谟的分离命题， 但是他既要维护知识的因果关系根基， 又要坚决捍卫道
德。 他首先以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形成” 回答了知识来源问题， 重筑了知识的根基， 然后系统阐释
了他的道德哲学思想， 为道德保留了空间。 康德说： “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
思索， 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赞叹和敬畏：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輨輵訛 如果
说 “星空” 代表了对自然知识的追求， 而 “道德律” 则代表了康德对道德的足够重视。 他认为， 道
德虽然无法在经验的世界中得以验证， 但是必须在知识的领域之外为道德保留足够的位置， 人内心
的道德律是最高命令， 道德是人获得尊严的保证。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 “人为自然立法” 的根本目
的， 这是人性的真谛。 因此， 波斯纳试图完全剔除司法诠释的道德因素， 将法理学构建成一门自然
科学， 这一主张虽颇具吸引力， 并且确实得到众多务实法官的青睐和赞成， 但是在哲学上并不能立
得住脚， 重要的是它误导了司法诠释， 很容易将法律实践导向道德虚无。

结语

关于 “法律是什么” 或 “法律性质” 的回答， 是终极性的法理命题， 古今中外法学大家各展魅
力， 给予了不同的回答。 德沃金认为， 法律性质存在于司法诠释之中， 司法诠释本质上是一种道德
诠释， 道德证立的方式能够将法律实践诠释为单一而融贯的原则性体系。 道德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
话题， 是古典自然法的基本立场， 这一出发点本身并不新鲜。 但是， 他将司法诠释区别于具有绝对
客观性的科学诠释， 认为是一种社会实践诠释， 诠释对象一经产生， 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又内在
地包含了人们的道德诉求。 因此， 他所指的道德， 内在于法律实践乃至人类社会生活之中， 是一种
实践性道德， 而非形而上学的道德， 且因为 “镶嵌” 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 因而它确实存在， 不是
纯粹主观臆想， 具有证立的可能性。 这样以来， 德沃金的司法诠释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自然法理
论， 也不同于实证主义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 彰显了 “第三种法律理论” 的独特魅力。 这一理论，
在法哲学、 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等领域， 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 在疑难案件中也显示了极强的解

輨輴訛 [意]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潘汉典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第 57页。
輨輵訛 [德]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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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Dworkin's� theor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s� essentially� a� moral� interpretation.� The�
justification� of� morality� has� caused� great� controversy.� In� the�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it�
mainly�focuses�on�two�aspects.�John�Mackay�starts�from�the “mistake�theory” and�questions�the�
objectivity� of� Dworkin’s� moral� interpretation.� Richard� Posner� denies� the� mor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ural�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In� a� general� sense,�morality� stems�
from�the�nature�of�human�beings�and� is�a� fact� that�cannot�be� reduced� in�human�social�practic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can� find� that�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Dworkin’s� moral�
interpretation� lies� in� that� it�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two�
legal�conceptions�of�conventionalism�and�pragmatism.�The�former�has�the�potential�risk�of�moral�
break,� while� the� latter� will� be� directed� to� moral� nothingness.� Dworkin's� theor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ich�makes� up� for� the�moral� defects� of� conventionalism� and� pragmatism,�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in� legal�philosophy�and�political�philosophy�and�also�shows�strong�
practical�value�in�adjudicating�difficult�cases.

Key Words: Dwork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Moral� Interpretation； Conception� of�
Law； Law�as�Integrity�

释力， 体现了较高的实践价值。 他的理论虽然颇富争议， 但是极具洞见， 有效弥补了惯例主义和实
用主义法律概念观之缺陷， 指出了道德在法律实践乃至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场的重大价值， 彰显了道
德不可消解、 无可化约的事实存在性， 从道德哲学的层面回答了法律实践为什么离不开道德。 人类
不能接受没有道德的社会生活， 也不能接受没有道德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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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寿星安娜·贝纳基斯 （Anna Benakis） 在她 1961 年波恩大学博士论文 《德国法与希腊法中的正
犯与共犯》 中， 致力于研究与确定限制从属性内容的相关问题，① 比如对于共犯的成立而言， 正犯的
行为是 “客观违法的” 即已充分， 抑或该行为必须是 “主观可罚” 的。② 在故意是共犯成立必要条件
的脉络下， 她清晰明了且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共犯的本质。③ 随后她往前
进一步延伸 （在她那里这是非常清楚的）， 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从属性地参与他人行为， 还是在
共同支配下直接造成了结果。④

如果从正犯角度而不是从共犯角度展开讨论， 那么所追问的核心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 （他人从

*著者： [德] 汉斯·库德利希，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法学院教授。 译者： 张志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 （Objektives und subjektives Handlungsunrecht beim Vorsatzdelikt–zugleich 譈berlegungen zum Verh覿ltnis
zwischen Vorsatz-und Fahrl覿ssigkeitsunrecht） 原载于希腊女政治家、 雅典大学著名刑法学者安娜·贝纳基斯 （Anna Benakis）
教授的祝贺文集 （Kotsalis/Kourakis/Mylonopoulos/Giannidis u.a. (Hrsg),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Theorie und Praxis–Festschrift
für Anna Benakis, Athen） 第 265-280页。 本文翻译已经获得作者授权。

譹訛 对 20世纪 60年代初的德国刑法学而言， 限制从属性明显没有今天这么清楚。 联邦最高法院 1951 年的判决 （BGHSt 4, 355）
尚且提及帝国最高法院 1943年 5月 29日的判决 （RGBI.Ⅰ, S.339）， 后者对非故意之正犯的教唆持肯定意见。

譺訛 Vgl. Benakis, T覿terschaft und Teilnahme nach deutschem ung griechischem Strafrecht (1961), S.73.
譻訛 Vgl. Benakis (Fn.2), S.73ff., insbesondere 75ff.
譼訛 Vgl. Benakis (Fn.2), S.77, 80.

[德] 汉斯·库德利希 著 张志钢 译 *

故意犯中的客观行为不法与主观行为不法
———兼论故意不法与过失不法的关系

内容提要： 故意结果犯的成立以结果不法和行为不法为前提， 行为不法由客观要素和主观
要素构成。 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在建构行为不法时是协作关系。 这种协作关系不仅仅是简
单的补充关系， 也不是并联或串联的关系， 而是彼此紧密交织在一起。 主、 客观要素都不
应放弃， 但二者并非在建构行为不法的所有场合都同等重要， 必要时也可以做功能性补
偿， 也即在功能性平衡的范围内通过添加其他要素来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所欠缺的要素。 此
外， 并非所有过失犯的客观前提条件， 对于故意犯客观构成要件的成立都是必要的。
关键词： 故意犯 过失犯 行为不法 客观行为不法 主观行为不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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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地参与的） 不法行为成立， 什么时候 “仅仅” 是臆想的结果 （即该结果是由他人真正引起的）。
或者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追问， 某种行为何以———确切地说是因为哪些不法要素———最终成立犯罪。
这些问题恰好与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的区分有关———二者的区分具有经久不衰的实践意义。 尽管德
国当前对故意的地位问题 （在核心问题上已不具有争议） 的兴趣在减弱，⑤ 但对过失犯的成立条件以
及将成立过失犯的要素转换到故意犯中的安排， 却依然兴趣盎然。

在德国犯罪成立条件的一般理论中， 除了结果不法， 也还必须存在行为不法。 这已基本不存在
争论 （本文第二部分）。 存有争论的是行为不法的构成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要求 （第三部分）。 本
文的粗浅研究表明， 在建构不法时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共同起作用。 确切地说， 两种要素的这种协
作关系， 不仅仅是简单的补充关系， 也不是并联或串联的关系， 而是彼此紧密相互交织在一起 （第
四部分）。

二、 故意犯罪中的结果不法与行为不法

（一） 不法主要由行为不法构成

非价判断的根据是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充足以及正当化事由的欠缺。 通说认为， （在结果犯中）
非价判断包括结果因素和行为因素。 关于行为不法内涵的讨论情况一直在变： 古典的犯罪概念是在
纯粹客观去理解的不法和纯粹主观去确定的有责之间做区分， 因而违法的判断仅限于结果不法。 与
之相对， 特别是由目的主义所推动的观点主张， 影响行为非价判断的， 不仅仅是受法律所责难的事
态， 也包括决定起因的行为人之目的。⑥ 不过， 承认行为不法是为非价判断提供根据的要素， 与是否肯
定目的行为论没有必然关联。

原则上要求行为不法要素， 既有说服力， 也有合理性。 在很多犯罪中， 不是所有造成构成要件
的结果， 而是由特定的、 详细描述的行为———对责难行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所引起的结果被明
文置于刑罚之下。⑦ 在另外一些构成要件中， 特定的行为方式 （如利用特别危险的工具或聚众的方式）
可以为加重构成要件在最低限度上提供根据。 或者讲得更一般些： 立法者在设计构成要件、 勾勒不
法类型的轮廓时， 不仅考虑到以对所保护法益的侵害即所发生的结果作为侵害行为的特有品格， 也
考虑到了侵害的方式。 这些情形内嵌在刑法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对此进程， 许乃
曼 （Schüneman） 已经做了生动形象且令人信服的描述： 对该进程的塑造， 先是仅仅委之于纯粹的
外部事件乃至偶然结果因素， 到越来越兼顾主观责任。⑧

不过， 从上述进程以及对行为不法的强调并不能推导出如下结论 （文献中存在这种观点），⑨ 也
即结果不法并不具有实质意义， 完全是由行为不法为非价判断提供根据。 不仅立法在很多地方表
明， 未遂或者有意行为的不法内容在程度上低于相应罪名的既遂 （比如， 根据 《德国刑法》 第 23

譽訛 关于犯罪构造中主观构成要件的意义， 参见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ff。
譾訛 关于犯罪论的发展， 参见 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T (5. Aufl., 1963), § 24 III 1=S.239; Roxin, AT I (4. Aufl., 2006), § 10

Rn.89; 详细的教义史参见 Krau覻, ZStW 769 (1964), 19, 20ff。
譿訛 这在侵犯整体财产的核心犯罪中特别明显， 这中间不存在广泛的财产损失性犯罪， 而只是将特定的会导致财产损失的行为

模式置于刑罚之下， 如 《德国刑法》 第 263条的欺诈罪， 第 253条、 第 255条的加重强迫罪以及第 266条所规定的背信罪。
讀訛 Vgl. Schünenmann, in:ders./Hsü (Hg.), Die erwirrung zwischen dem Subjektiven und dem Objektiven–Chengchi Law Review Vol.

60, S.259, 260ff.
讁訛 明确的观点尤其参见 Zilinski, Handlungs-und Erfolgsunwert im Unrechtsbegriff (1973), S.128ff., 143； 相同的观点也可参见

Lüderssen, ZStW 85 (1973), 288, 292。

故意犯中的客观行为不法与主观行为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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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Vgl. auch Busto Ramires, in: Dornseifer/Horn et. Al. (Hrsg.), Kaufmann-GS (1989), S.213, 230f.
輥輯訛 Vgl. null Jescheck/Weigend (Fn. 6), § 24 III 3 a. E=S.240.
輥輰訛 Vgl. Jescheck/Weigend (Fn. 6), § 24 III 4 c=S.242 m.w. N. dort Fu覻n.34, 36; Kühl (AT 5. Aufl., 2005), § 5 Rn.4.
輥輱訛 古典犯罪构造的优势是， “以在客观事件及其在法律上的评价为一面， 以行为人对被评价为不法的事件负责奠定基础的前提

条件为另一面， 并对两者做出完全明确的区分”。 目前这又出现在 Kinderh覿user, GA 2007, 447, 448f： 客观构成要件是归责对
象， 故意 （或过失） 是归责根据。

輥輲訛 Jescheck/Weigend (Fn. 6), § 24 III 4 c=S.241； 反对该论证的， 参见 Hirsch, ZStW 93 (1981), 831, 844ff。 希尔施 （Hirsch） 作
为目的论行为论的支持者， 但同样将故意作为行为不法的组成部分。

輥輳訛 也同样以类似考虑批评着眼于法益保护的古典模式 （当假定刑法保护的法益是规范维护时， 违法性的判断也必须引入法益
侵害的可避免性）。 参见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49。

輥輴訛 可比较前引譿訛中的有关客观要素 （这些要素有时具有主观色彩但其内核仍旧是客观的）， 在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中最终必然
导致财产损害的结果。

輥輵訛 罗克辛为当代客观归责理论奠定了基础。 参见 Roxin, in: Juristische Fakult覿t der Georg-August-Universit覿t G觟ttingen (Hrsg.),
Honig-FS (1970), S.133ff。 此外也有很多 （仅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的） 替代方案， 仅参见 Erb, JuS 1994, 449ff.; Jescheck/
Weigend (Fn.), §28 II III=S.284ff.; Kühl (Fn.12), § 4 Rn. 36ff.; Roxin (Fn. 6), AT I, § 10 Rn.55 und §11 Rn. 39ff.; Schünemann,
GA 1999, 207ff。 深深打上因果性烙印的古典犯罪概念思维， 对这些限制自然是陌生的。 此外， 目的行为论的支持者也认为，
没有必要将这些限制理解成客观要素， 详情参见 Frisch, Tatbestandsm覿ssiges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des Erfolgs (1988), S.
37ff. m.w. N.; 反对观点参见 Herzberg, JR 1985, 6, 7。

条第 3 款， 对于不能未遂可以减轻处罚且刑罚量显著降低）； 而且， 要是无视所引起的结果， 一来
很难与主流的法益保护思想一致， 二来也很难与近些年越来越强调被害人利益趋向相一致。⑩ 不过可
以明确， 犯罪行为的不法大体上———确切地说主要———是由行为不法构成的。

（二） 行为不法的组成部分

构成要件中哪些 （成文或不成文的） 组成部分对于行为不法具有重要意义， 则尚未明确。 在此
需要考虑的是， 与行为相关的要素以及与行为人相关的 （个人） 要素。輥輯訛 接下来可以从两方面观察这
些要素。

1. 行为不法的主观组成部分。 故意犯中所谓的新理论是以故意作为行为不法的核心。輥輰訛 将故意视
为不法的构成性要素， 在结论上是有说服力的。輥輱訛 一方面， 行为人不同的主观态度， 在直觉上会影响
我们对一个事件在定性上的偏差。 另一方面， 在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与行为人的意志存有关联性：輥輲訛 刑
罚规范———至少根据现代预防性刑法的目的思想———以塑造行为人形成不去侵害法益的意志为导
向。 行为人有意违反法规范的决意形成之处， 正是这种导向失败的地方。 因此， 对事件的违法性判
断必须包含行为的内在面。輥輳訛

2. 行为不法的客观组成部分。 此外， 行为不法也是由客观的组成部分所塑造或建构的。
（1） 首先， 我们不难发现内含于构成要件的特定行为方式， 无论这些行为方式出现在纯正的行

为犯中， 还是出现在被设计成以特定的行为模式引起结果的结果犯中。輥輴訛 显而易见， 即便是在纯正的
（即非定式） 结果犯中， 除了造成结果的行为和故意外， 也还要有其他要素。 大量的案例也表明，
即便肯定实现了构成要件结果和以 “实现构成要件的认知和意欲” 为形式的故意， 通说也还并未认
定成立了该当构成要件行为。 在主流理论的体系与术语中， 首先是通过否定客观归属的成立来处理
这些情形的。輥輵訛

（2） 不能根据 “客观归属” 术语就当然推导出我们所探讨的行为不法的轮廓。 事实上， “客观
归属” 只是处理结果不法问题， 与行为不法问题无关。 因此， “结果归属” 的提法是有问题的。 特
别是弗里施 （Frisch） 已经非常清晰且富有体系建设性地指出， 尽管大量的案例群通常是在 “客观
归属” 的关键词下讨论的， 但这些讨论其实与狭义的结果归属 （即犯罪行为与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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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 Frisch,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Fn.17), S.9ff., insb. S.33-67 (第 69页以下的理论基础， 第 507页以下的不同例证)。
輥輷訛 同样， “客观归属” 的限制有助于分析该当构成要件行为 “相互作用过程”。 参见 Bustos Ramfrez, Kaufmann-GS (FN. 10), S.

213, insb.217ff., 224ff。
輦輮訛 这些详细情况参见 Frisch,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Fn.17), S.90ff.; 关于 “不受容许风险” 原则， 尤其参见 Busto Ramires,

Kaufmann-GS (Fn. 10), S. 213, 225。
輦輯訛 Vgl. nochmals Fn.17.
輦輰訛 明确意见参见 Busto Ramires, Kaufmann-GS (Fn. 10), S.213, 226。
輦輱訛 Vgl. 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15.
輦輲訛 Vgl.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ff., 以及先前的论文 ders., GA 1994, 197ff.; 最近对客观归责理论的批评也还有 Hilgendorf, in:

Heinrich/Hilgendorf et.al., Weber-FS (2004), S.33ff。
輦輳訛 Vgl.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57.
輦輴訛 Vgl.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56.
輦輵訛 Beispiele bei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66, und Kudlich, PdW AT (2. Aufl., 2006), Fall 45.
輦輶訛 不过， 反过来他又批评这种观点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64。
輦輷訛 Vgl. Kudlich, Die Unterstützung fremder Straftaten durch berufsbedingtes Verhalten (2004), S.342 f.
輧輮訛 Vgl. Kindh覿user, GA 2007, 447, 457： 不 “符合” “实践需求”。

关系） 无关，輥輶訛 解决这类案件应从 “该当构成要件行为理论 （Lehre vom tatbestandsm覿覻gen Verhalten）”
开始去精确阐述。輥輷訛

无需详细援引案例群和具体例子，輦輮訛 就可以明了客观归属著名的 “通用基本公式”。 当制造的风
险在所发生的结果中实现了， 该结果就是可归属的 （且所发生的结果在所违反行为规范的保护目的
之下）：輦輯訛 行为是制造或提高了危险 （危险应与危险自身所实现的结果区隔开来）， 特别是危险制造是
否是受容许的， 并不取决于结果 （不法） 以及狭义上的结果归属； 危险制造是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
之行为性质有关的问题， 因而属于行为非价的内容。輦輰訛 对于客观归属的检验问题， 用许乃曼的话说，
在追问维护构成要件行为规范之于预防损失的意义应事前观察还是事后观察，輦輱訛可能就更清楚了。 因
为 （尤其是事前观察） 有损害预防力的只能是行为的特性， 或者说是———在未遵守规范时———该当
构成要件 （同样包括不该当构成要件） 的行为。 因此， 确定行为不法的关键是， 行为人的行为对所
保护的法益是否制造了违反义务的风险。

（3） 不过， 晚近以来尤其以金德霍伊泽尔 （Kindh覿user）輦輲訛 为代表的学者反对 “客观归属” 的构
想， 相应地也反对强调与之相关的义务违反， 而是高度强调主观的构成要件。 限于篇幅， 下文对他
详尽细致且富有智慧的批判， 只限定为两个核心要点。

一方面， 金德霍伊泽尔认为， 同样以后果来确定行为不法， 对于故意犯而言 “没有客观归属的
空间……不应在构成要件层面以多余的两个步骤来对行为人的认知进行归属。”輦輳訛 在主观归属之前，
设置 “拟制的规范接受行为能力之归属” 是功能失调的。 因为， 在不同审查阶层的双层 “过滤器”，
要么具有相同的功能， 要么 “前面过滤器” 干脆 “阻断了……后面过滤器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
筛选”。輦輴訛

客观归属的术语， 可能使人们想当然了。 毫无疑问， 客观归属和对主观要素的考察， 是无法完
全清晰区隔开来的。 在考察行为人之特殊认知的情形， 这表现得尤为明显。 若行为人自己能够预
见， 即便是完全 “不具有客观目的性 （objektive nicht bezweckbar）”， 即根本不具有可能性的行为流
程， 也是可能影响责任成立的。輦輵訛 当然， 并非所有客观归属的情形都是主、 客观要素如此紧密地 “交
织” 在一起。 一方面， 能想到的情形大多发生在受容许风险的领域，輦輶訛 或者由有关的特殊规范明确表
示 “允许侵害”。輦輷訛 另一方面， 在无法归属时不管是因为行为人的个人缺陷， 还是因为在客观上没有
制造不受容许的风险， 即便客观归责可提供有趣且富有价值的判断， 也并非不可或缺。輧輮訛 （另一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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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Vgl. Kindh覿user, GA 1994, 197, 211.
輧輰訛 关于 “从责任形式到构成要件类型” 发展概述见 Roxin, AT (Fn.6), § 24 Rn. 3f.; 另外， 过失犯的教义史可参见 Schlüchter,

Grenzen strafbarer Fahrl覿ssigkeit (1997), insb. S.28 ff。
輧輱訛 显而易见， Herzberg, JuS 1996, 377, 381; 类似看法也见， ders., JR 1986, 6 , 7, sowie JZ 1987, 536, 537。 “今天， 过失犯成立条

件已经大体上得到正确说明和安排了； 而故意犯的一些条件……则原则上需要调整。 就故意犯而言， 它没有放弃客观的不
法前提， 这同样适用于过失犯。” 明确赞同该观点的， 也有 Roxin, AT (Fn.6), § 11 Rn. 44.; 不过可能有所不同的是， ders.
Honig-FS (Fn.17), S.133, 144。

輧輲訛 Herzberg, JuS 1996, 377, 381, dort Fn.29. 除此之外， 也援引了奥拓 （Otto） 和施特拉腾韦特 （Stratenweth） 作品中的类似看法。
輧輳訛 Vgl. Jakobs, in: Weigend/Küpper (Hrsg.), Hirsch-FS, 1999, S.45, 53.
輧輴訛 Vgl. Krau覻, ZStW76, 1964, 19, 48.

不算糟糕的） 功能失调———“双重过滤器” 在不同阶层起着相同作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克服，
也即该过滤器不仅 （在审查模式并因而在概念塑造上） 位于前面， 而且也可以在其所属的位置上将
内涵彰显出来。

另一方面， 故意的内容并不依赖于义务违反的确证。 金德霍伊泽尔尝试举例说明。 分析 “禁止
在恶作剧中以不谨慎的方式放火” 时， “不谨慎” 特性显然不是该禁令的主要部分， 因为人们一旦
希望避免值得注意的后果， 也就会在恶作剧中以谨慎的方式放火。”輧輯訛 当然， 如果这些后果在人们观
念中不那么 “值得注意”， 终究还是 （有意或无意） 偏离了 “谨慎性” 概念。 金德霍伊泽尔还举了
个例子。 开玩笑时， 按照先前预想好的注意下 （像点燃基督降临节花环上蜡烛的方式点燃他人房
屋） 可回溯至 “谨慎” （因而没有违反谨慎义务）。 不过， 根据对 （谨慎） 义务违反的传统理解， 特
定社会背景下的恶作剧是可以被视为故意纵火的。 因此， 无需对故意点燃他人房屋的行为进一步审
查 “谨慎”， 也就是不问该行为的合义务性。

三、 关于客观行为不法要素的轮廓

故意犯中客观行为不法的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说明。 “违反义务的风险制造” 作为 “客观” 的
行为不法条件和上文所涉及的术语问题， 都使我们不禁要问， 是否可以 （甚至一定能） 基于同样的
理由， 从所熟知的过失犯可罚性要素勾勒出故意犯的可罚性轮廓， 或者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行为要
求———在故意犯中同样是组成行为不法的一部份———是否设置得过低了。

（一） “过失” 是所有故意犯的前提？

极端的等价条件立场认为， 故意犯中行为不法的根据和过失犯的行为不法是相同的， 长期以来
几乎一致的看法也要求把义务违反作为客观行为要素， 从而为不法构成要件奠定基础。輧輰訛 过失犯与故
意犯中行为不法的同等处理， 可特别借助为赫茨贝格 （Herzberg） 一再强调的观点， 即 “过失是所
有故意的前提”， 也就是说， 如果行为人———非故意地———实施行为却不构成过失犯罪， 就不可能
肯定该行为成立故意犯罪而具有可罚性。輧輱訛 当雅各布斯 （Jakobs） 指出 “合义务的故意行为是……二
律背反的说辞”輧輲訛 时， 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声音。輧輳訛 早在大约 30年前， 克劳斯 （Krau覻） 也曾说过： “如
果在缺乏故意时刑罚威慑不处罚相应的过失行为， 也就不可能有人会因故意犯罪而受惩罚。”輧輴訛

把长期以来已经熟悉的过失犯中的要素变换到故意犯中， 有助于理解客观归属情形下的具体案
件， 但将不同犯罪中的要素完全等同则无法令人信服。

1. 并非任何处罚故意的情形在故意欠缺时， 都可以肯定过失。 这首先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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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可选取与交通有关的案例， 参见 Kudlich, JuS 1998, 596, 599, sowie dens., Stv 2000, 23, 24, dort Fu覻n.16; 涉及该问题的相似案
件 （无论如何已经将问题 “化解” 了）， 也有 Herzberg, JR 1986, 6, 7。

輧輶訛 类似的简要介绍参见 Mir Puig, Kaufmann- GS (Fn.10), S.253, 270。
輧輷訛 参见 Herzberg, JZ 1987, 536, 539, 以及 （关于纯正行为犯中不可避免错误的论证）, dens., JuS 1996, 377, 382。
輨輮訛 依 “流行” 看法， 错误与过失避免可能性的问题是错误论的关键问题， 仅参见 Jescheck/Weigend (Fn. 6), §Ⅴ4=S. 310 (“构成

要件错误可转化为过失……” )； Kühl, (Fn. 12), § 13 Rn. 13: “‘通常， 在过失犯的谴责问题上’， 都可以以...... ‘过失犯的所有
前提条件’ 来充实。”

輨輯訛 如果这种错误是可避免的， 即便适用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前半段， 可非难的过失一开始也是存在的； 如果这种错误
是无法避免的， 据此就可得出不具有可非难过失的结论， 但未能实现客观构成要件， 是因为不适用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款前半段， 《刑法》 第 16条第 1款后半段仍然无法起作用。

輨輰訛 做此假定的有， Mir Puig, Kaufmann-GS (Fn.10), S.253, 270; 关于规范保护目的范围， 可能赞同这种区分的还有 Roxin, Honig
(Fn.17), S.133, 144。 罗克辛倾向于区分排除归属的理由， 或者是因为 “欠缺目的可能性” （这也适用于故意犯）， 或者是不适
用于 “结果目的” 的其他理由。

明。輧輵訛 在依照规定安全隔离的拆迁施工现场， 建筑工人 B用铁铲从高楼层将建筑垃圾往下推， 推到专
门用来倾倒垃圾的巨型管道。

变体 a: 建筑工人 B 没能看到， 行人 P 为抄近路越过障碍物而沿着被拆的房子走来。 恰好在 P
经过管道下面时落下来了大量建筑垃圾。 其中的一块砖把 P给砸伤了。

变体 b： 总是有行人抄近路， 让建筑工人 B 很是恼火。 当 B 看到 P 朝正在被拆的房子跑来， 于
是 B 等着 P刚好经过时将一铁铲垃圾投掷到管道中， 从而砸中了———跟他预期和算计的一样———经
过楼下的 P。

在变体 a 中， 几乎没有人会肯定 B 具有过失 （《德国刑法》 第 229 条过失的身体伤害）。 而在变
体 b 中， 如果否定 《德国刑法》 第 223 条构成要件 （即故意的身体伤害） 也同样觉得不可思议 （而
无法接受）， 起码也会千方百计援引原因中的违法行为所招致的犯罪作为理由。 人们也可能会对变
体 b 提出异议： 尽管一开始 B 就具有意识 （他看到了 P）， 但他也有可能不会再具体去考虑危险且
相信会有好的结局 （比如说 P 只是会受些惊吓）， 此时显然是过失行为。 故意犯 （所欠缺） 的前提
条件可以在过失犯中适用， 不仅仅是说过失犯都内嵌于相应的故意犯中———这会丢失大量重要信息，
更是在强调 （在肯定过失的杠杆作用上） 客观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 也需要主观构成要件前提。

2. 法律系统否定了这种等同机制， 一如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所表明的。輧輶訛 根据 《德国刑
法》 第 16 条第 1 款前半段的规定， 行为人发生构成要件错误时， （只是） 不具有故意， 即客观构成
要件通常是符合的。 根据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后半段， 构成要件错误不影响过失行为的可
罚性。 但这绝不意味着构成要件错误的行为人就当然成立过失犯罪而受惩罚， 还需要审查行为人履
行该注意义务是否是可以避免的。 立法的考虑显然是， 尽管在某种情形下实现了故意犯的客观构成
要件， 但未能满足过失犯的构成要件。 一如赫茨贝格所主张的， “被客观化了的” （且因此可能无法
避免的） 错误可以否定客观构成要件的成立。輧輷訛 这就使得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的前半段和后
半段的立法非常奇怪：輨輮訛 依照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后半段的规定， 不受影响的过失犯的可罚
性就仅仅取决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存在。輨輯訛 因此， 《德国刑法》 第 16 条第 1 款后半段应理解为， 依照
前半段排除故意后进一步检验可避免性的提示性规定， 但绝对不能直接适用。

（二） 故意犯 （因缺乏过度威慑） 的进一步归责

1. 成立故意犯的两个假定。 在一些 （但并非所有的） 情形中， “责难与过失等价的行为” 之条件
也成立故意犯来源于两个假定。 其一， 尽管过失教义学中所熟知的标准原则上可适用于故意犯罪，
但在特定情形下标准不应那么严格。輨輰訛 其二， 关键是， 过失被排除是基于什么原因。 方案如下区分， 可

123·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2期

同时兼顾这两种假定。輨輱訛

（1） 相较于否定过失而言， 排除故意犯可罚性的理由并非显而易见， 否则注意义务的要求 （尤
其在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或危险很难准确预见时） 就过于苛刻。 考虑到遭遇刑法处罚威胁， 过于严格
的过失责任标准会不合理限制行为自由。輨輲訛 如果行为人能或多或少预见到结果发生， 行为人的负担
就不会过重； 但行为人的认知几乎完全没预见到行为流程的情形， 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2） 如果排除过失可罚性与被侵害规范的保护目的无关， 如被害人自愿冒险的自我负责情形，
或者是因为行为十分普遍且危险微不足道而不具有可罚性， 否定故意犯的可罚性就具有说服力。 易
言之， 过失教义学所接受的限制责任范围的要素， 只有在与法益的需保护性輨輳訛 或行为通常情形下客
观的危险潜能有关时，輨輴訛 才可以转换到故意犯那里； 而通过刑法对公民施加过分要求的那些限制性
要素， 则不应转换。輨輵訛

2. 与客观归属基本规则的协调。 这些———与赫茨贝格关于过失犯的立场存在激烈争论的———解
释， 与被广泛作为故意犯之客观归属指导思想的基本规则是一致的。

在排除过失犯的情形中， 客观目的可能性 （尤其为霍尼希 （Honig） 在弗兰克祝贺文集中在客
观归属理论的基础研究中所提倡）輨輶訛 经常是缺席的。輨輷訛 在通常无法认识到危险而不存在义务违反的情
形下， 若行为人例外地认识到危险且因此具有了危险的支配性， 反而完全有可能肯定这种客观目的
可能性。

此外， 假如连过失都不存在， 就会否定通过控制行为实现一般预防輩輮訛 的适格性。輩輯訛 认识到结果
发生比仅仅是过失， 在一般情况下更容易成为禁止规范所针对的行为。

最后， 如果行为要求太过分而无法实现， 在刑事政策上也就没有意义。輩輰訛 就故意采取———因而特
别可有意避免的———行动而言， 应坚持能在刑事政策上有效地通过刑事制裁去维护所预期的法益保
护。輩輱訛

四、 结论： 客观行为不法要素和主观行为不法要素之间的互动协作

（一） 主客观不法要素无法相互取代

在故意造成结果时， 对行为的非难以及随之而来行为不法的问题的答案是： 故意犯的行为不

輨輱訛 参见 Kudlich, JuS 1998, 596, 598f.; dens., StV 2000, 23, 24； 完全类似的说明， 也还有 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20。
輨輲訛 正确的观点参见 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20。
輨輳訛 比如， 微不足道的危险或自我负责的危险。
輨輴訛 比如， 异常的因果流程以及社会相当性。
輨輵訛 以下分类几乎不会有什么 “美好的期待”： 一种类型是可作为义务违反的根据， 另一类则可决定客观归属 （在弗里施的脉络

下也包括构成要件行为）。 人们会进一步说， 这些为 （尤其是过失） 责任归属奠定基础的要素通常不能转换到故意犯罪中；
在存在责任调整的例外时， 则可以转换。 不难发现， 当有人断言过失犯的可罚性最终可通约为客观归属问题时， 对这些传
统概念的使用， 与其说是阐发， 不如说是扭曲。

輨輶訛 Vgl. Honig, in: Hegler/Grünhut u.a. (Hrsg.), v. Frank-FGⅠ (1930) S.174, 182ff.
輨輷訛 例如， 不具有对特定现象 （诸如自然灾害或交通事故） 的支配可能性， 过失犯教义学并不认为这些想象可以成立义务违反。
輩輮訛 Vgl. 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15.
輩輯訛 比如， 在行为人自甘冒险而责任自负的情形下， 行为人的故意与过失差别不大。
輩輰訛 有关刑事政策意义的标准， 再次参见 Schünemann, GA 1999, 207, 215。
輩輱訛 以他人为目标的远程射杀并非总能击中目标， 但维护射杀禁令的效果， 要比允许射杀可以更好地保护生命法益。 这一点是

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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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由客观行为方式要素和主观要素尤其是由故意所塑造的。輩輲訛 在故意犯中， 客观要素也不能一般地
或完全由所存在 （即使是特别明显） 的主观要素替代。 仅仅因为存有故意就放弃任何客观行为不
法， 不仅与主流理论———即便认同调整相应的责任归属———相矛盾， 而且也不符合相较于过失犯而
言以不同刑罚幅度所表明的不法梯度。 此外， 若只考虑所存在的故意， 那就会抹杀各种不同的危
险， 以及直接或间接、 几乎可以肯定或完全不具有可能性的侵害行为之间的差别。輩輳訛

（二） 主客观不法要素的功能性平衡

但不能反过来说， 所有的客观组成部分和主观组成部分永远同等重要， 且自始至终在同等规模
和程度上完整地塑造不法。 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是， 即便存在较高程度的主观要素， 客观的行为非价
值在相似情形也都是必须具备的。 反之， 两种要素不具有完全可替代性的最低要求， 既允许对行为
不法的量进行整体性评价，輩輴訛 也允许客观不法和主观不法进行组合式拼图， 尤其是在功能性平衡
（funktions覿quivalent） 的范围内， 通过加入一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所欠缺的另一种要素。輩輵訛

具体而言， 在肯定行为人故意时， 放弃一定程度的义务违反和预见可能性这些客观组成部分是
可能的。 因为， 为了避免施加无节制的注意义务和监督义务， 过失责任的边界恰恰在于未能认识到
利益。 对客观行为不法要素和主观行为不法要素的框架性建议是， 不同的客观行为非价要求不同程
度的主观的行为非价。

（三） 行为成立犯罪在不同层面的回答

由此， 我们可回到上文所提出的简短问题， “究竟何种行为成立犯罪”。 对此， 可在不同层面作
出回答。

1. 如果法益遭受到特定行为的侵害， 则为结果不法奠定基础。
2. 基于主观不法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 如果肯定行为人的相关故意， 就可以认定存在行为不法

的首要 “证据”輩輶訛 。輩輷訛 过失犯中一些建构不法根据的典型客观不法要素， 在故意犯中是可有可无的；輪輮訛

而且也可以明确， 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上的侵害方式， 具有指示侵害法益不法的作用。
3. 不过， 这些暂时性提示可能与客观视角相矛盾， 因为对行为的责难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

想象。 在客观视角下形成的 “客观归属” 案例群以及 “该当构成要件行为” 的情形， （一致） 认为
行为人的认知无足轻重。輪輯訛 在另外一些情形， 行为不法被排除则是因为客观和主观的行为非价的组成
部分很微弱， 已有的证据提示不足以为行为不法提供充分根据。

輩輲訛 Vgl. Mir Puig, Kaufmann-GS (Fn.10), S.253, 266f.
輩輳訛 萨姆森 （Samson） 认为自始至终 “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主观构成要件决定 （die Würfe im subjektiven Tatbestand fallen）”，

这样的看法就走得太远了。 参见 Samson, ZStW 99 (1987), 617, 633。
輩輴訛 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这种看法的， Lesch, Das problem der sukzessiven Behilfe ( 1999), S. 255ff., insb. S.258, 以及 ders.,

Verbrechenbegriff, S. 256 (也包括脚注 153)： “不法只能被……整体地……理解为由主———客观符号构成的意义单元。”
輩輵訛 在完全类似的脉络下 （即便金德霍伊泽尔没明确说明） 实现故意与过失 “功能性补偿 （Funktions覿quivalenz）” 的， 可见

Kindh覿user, GA 1994, 197, 211。
輩輶訛 在此， 使用 “证据” 概念这一术语是因为评价尚不完整。 如同对一个完整实现构成要件的评价———基于存有正当化事由可

能， 对违法性而言同样首先是推断违法性的 “标识”。 因此， 有关客观行为非价要素和主观行为非价要素的 “审查顺序
（Pfürungsreihenfolge）” 以及二者的体系性关联， 也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得以说明。

輩輷訛 不过， 这并非是说可以从结果的发生自动 （甚至终局性地） 推论出行为违反客观义务， (在其他脉络下) 奥拓正确地指出，
这 “与当今已别普遍接受的人的不法观……在原则上不一致”， 参见 Otto, Hirsch-FS (Fn. 35), S. 291。

輪輮訛 Vgl. auch Fu覻n. 47, 有关罪责根据与罪责矫正根据的显著区别。
輪輯訛 可能的例子是被害人自甘风险情形下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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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ntional� convicted� crime�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illegal�
result�and�wrongdoing,�which� is�composed�of�objective�and� subjective�elements.�The�objective�
and�subjective�elements�are�a�kind�of�cooperative�relationship�when�constructing�illegal�behavior.�
This�kind�of�cooperative�relationship�is�not�only�a�simple�complementary�relationship,�nor�is�it�a�
parallel� or� series� relationship,� but�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elements�should�not�be�abandoned,�but�they�are�not�equally�important�in�all�situations�
where� the� wrongdoing� is� constructed,� and� they� can� also� make� functional� compensation� when�
necessary,� that� i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lem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by� adding� other�
elements�within�the�scope�of�functional�balance.�In�addition,�not�all�the�objective�prerequisites�of�
negligent� crime� are� necessar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bjectiv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intentional�offenses.

Key Words: Intentional� Offense； Negligent� Offense； Wrongdoing； Objective� Wrongdoing；
Subjective�Wrongdoing

（四） 主客观要素的互动协作与罗克辛的归属思想一致

不难发现， 罗克辛早在很多年前就已有与客观的和主观的 （行为） 不法组成部分 “互动协作”
完全类似的思想了， 我们无需再从细节上去论证二者的一致性。

他 （在涉及故意犯与过失犯不同客观归属标准的可能时） 曾详细指出： “我们一旦弄明白事件
外部和内部的特定 ‘要素’ ……并非像建筑材料一般一成不变的 ‘归属于’ 体系中的固定位置， 此
处的问题毋宁是主观或客观要素在行为归属、 不法归属和责任归属的视角下， 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具有重要意义。 就此而言， 一种要素在此处对于行为归属十分重要， 在别处无关紧要则完全是可
能的……。 由事件各微小部分组成的犯罪行为……体系和以目的为导向的归责标准体系之间， 存在
着原则性的不同。 后者的体系建构并非基于……物理上的特性， 而是目的论下归属原则的关联
性……”輪輰訛

结语

故意作为犯的负责性 （Verantwortlichkeit） 以结果不法和行为不法为前提。 后者由客观要素和
主观要素构成， 尽管两种要素都不应放弃， 但有时在必要限度上也可以相互弥补。 具体而言， 这就
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过失犯的客观前提条件， 对故意犯客观构成要件的成立都是必要的。 在故意犯罪
中对公民 “过分要求” 的危险很小， 过失犯中在界分义务违反时所遇到的负担过重的疑虑， 是不能
传递的。 因此， 由故意所造成的结果不法首先指向行为不法， 而且这种 “过分要求” 是可避免的。

輪輰訛 Vgl. Roxin, Honig-FS (Fn.17), S.13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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