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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新冠肺炎传染病防治期间， 防治监管职责的渎职行为主要表现为防治主体不
履行、 不完全履行以及错误履行监管职责。 防治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除了与监管者本身
原因有关外， 还暴露出我国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 强化监管职责的履行才能保障传染
病防治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 当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分散在多部
法律法规之中， 缺乏系统化的整合使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甚至难以与刑法形成有效的
衔接。 根据类型化的思维， 从主体、 对象、 内容以及主观罪过四个方面对传染病防治刑事
监管责任进行类型化的建构， 并通过附属刑法的形式实现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
整合。
关键词： 传染病防治 刑事监管责任 类型化整合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1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

一、 传染病防治中监管职责的履行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随着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 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因防治监
管职责履行不力而被问责的情形。 主要表现为：

第一， 不履行防治监管职责。 不履行防治监管职责是指负有防治监管职责的人员对于下级具体
执行的传染病防治措施不予监管的一种不作为的情形。 例如， 抱有侥幸心理， 对所辖区域内未进行
摸排防治工作的执行人员不予监管和纠正； 又如， 对发现的疑似、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未实施必
要隔离措施的情况放任不管、 不予纠正。 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监管职责的不履行， 尤其是在重大传
染病防治期间的不履行， 往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传染病所具有的传染性、 扩散性的特点对防
治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迅速落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防治监管职责的不履行可能会造成具体防
治措施的落实不到位， 从而引发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 甚至在短时间内造成公共人身和财产的重
大损失。

第二， 不完全履行防治监管职责。 不完全履行防治监管职责是指负有防治监管职责的人员虽然
根据上级对传染病防治的部署象征性地履行了监管职责， 但是其在主观上未予以重视， 在客观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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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履行监管职责的一种渎职的情形。 例如， 在监管对武汉返乡人员的防治工作时， 流于形式， 对
摸排不细、 底数不清、 漏排漏报的情况仅给予口头上的警告， 而未采取实质性的纠正措施； 又如，
在对疫情期间履行严防群众聚集性活动的职责予以监管时， 仅浮于宣传， 对于严防群众聚集性活动
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不采取实质性的纠正措施。 不完全履行防治监管职责是传染病防治监管渎职行为
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负有防治监管职责的人员虽然履行了部分的监管职责， 但是由于其在主观上
松懈、 不重视、 责任意识淡薄， 客观上对防治监管职责的履行敷衍了事， 从而使得对防治措施执行
的监管力度大打折扣。 相比于监管职责的不履行， 这种不完全履行的行为似乎在表面上不具有完全
不作为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从实质的角度出发， 此类行为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种社会
危害性表现在： 一是不完全履行防治监管职责可能会使防治措施控制疫情继续扩散的效力大大减
弱。 二是不完全履行防治监管职责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从而无法对防治监管渎职的行为以及防治措
施执行不力的行为予以及时地纠正。 在此类防治监管渎职的情形中， 行为人并非完全的不作为， 而
是在履职的程度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因此， 单单从表面是否采取了相关的防治监管行为来判断行
为人是否存在防治监管渎职的问题是具有一定的困难的， 只有对具体的监管行为进一步地调查才能
发现其在实质上是否达到了防治监管力度的要求。 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而极有可能
导致疫情严峻形势的进一步扩大。 三是同不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一样， 此类防治监管渎职的行
为同样可能造成疫情持续传播的危险， 并带来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第三， 错误履行防治监管职责。 错误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是指负有防治监管职责的人员在
传染病防治期间实施了错误的、 无效的防治监管措施的一种防治监管渎职情形。 例如， 在实行社区
封闭管理时， 不分情形， 要求执行人员拒绝一切返乡人员进入； 又如， 默许执行人员对部分不遵守
防治措施的公民进行暴力执法。 错误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一般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实施无效的
防治监管行为； 二是滥用防治监管权力， 实施破坏防治的行为或者导致行为实施的极端化， 其中后
者在实际的防治过程中更为常见。 在此类防治监管渎职的情形中， 除了会引发防治措施效用下降、
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问题， 对于极端防治监管措施的采取， 还有可能导致民众的冲突和对立的
情绪。

此次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出现的防治监管问题不仅反映出职责履行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 同时也
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监督管理制度的缺陷。 而究其原因， 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 主要存在
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负有防治监管职责的人员缺乏责任意识是造成防治监管渎职的主观原因。 一个人的意识虽然无
法对行为起到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却会对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 这种影响表现在行为
往往是主观意识的客观外化； 另一方面， 意识对于行为的倾向性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影响。 因此， 无
论是对职责的不履行， 还是不完全履行甚至是错误履行， 其往往是建立在行为人懈怠、 散漫、 不重
视等主观心态之上的。 而上述的主观心态在本质上则是一种缺乏责任意识的反映。

履职行为本身没有达到相应职责的标准是造成防治监管渎职的客观原因。 任何一项措施所能够
产生的效用， 往往存在实然和应然的差异。 是否能够发挥措施应然的作用， 其往往受到包括行为
人、 行为对象、 行为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若想某一措施的实际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其应然
的作用， 除了各种客观限制条件以及执行人条件外， 监管职责是否能够对该措施的执行予以有效地
监管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监管者监管职责的履行问题往往存在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行为人自身能
力的不足， 从而导致履行的不能； 二是行为人具备履行满足相应标准行为的期待可能性， 但是却未
能实施相应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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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肖冬梅： 《监督过失犯罪研究》， 吉林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譺訛 参见齐文远： 《刑法应对社会风险之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载 《法商研究》 2011年第 4期。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央纪委常委会强调要 “紧紧围绕抓落实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 “监督各方面责任的落实， 督促各级党委政府落实属地责任、 主体责任， 督
促各有关部门落实监管责任、 工作责任， 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 然而， 从制度的角度
出发， 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的履行问题反映出我国在监督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监管不力、 监管缺位等
问题。 社会的有序运行、 预防以及抵制风险的现实转化得力于国家管理职能的充分实现。 而国家管
理职能的实现则有赖于作为层层体系关节点的监督管理职权的有效实施。 因此， 政策措施执行力的
弱化除了与执行行为人本身有关之外， 其背后还表现出监管不力、 监管缺位等监管职责履行的问
题。 在本次的传染病防治过程中， 各类履职问题反映出现有的对权力的监管约束机制还不完善、 监
管职责的实际履行还不到位， 从而未能对防治措施的执行形成有力的监督保障。

二、 监管职责对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中风险的现实性转化往往依托于人类自身的行为，① 例如人的行为所创造的缺陷制度为
风险的孕育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而由行为人的素质差异所产生的制度执行的偏差则成为风险产生的
直接原因。 因此， 在探索和建立风险防治长效机制时， 无论是在制度的建立还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
中对人的行为的控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 如何能够在事前对防治不力的行
为予以预防， 从而大大降低疫情发生的风险； 在事中对正在实施的防治不力的行为予以及时制止，
从而防止损失的持续扩大； 以及在事后对相关行为予以追责， 从而为长效防治机制的建立积累经
验， 是当前建立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 就建立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而
言， 同样存在制度的设计以及制度的执行问题， 而在这一过程中， 行为则是长效机制是否能够得以
建立、 是否能够得以全面执行的关键。

对行为的控制需要借助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 其中监管职责的充分正确履行是监督管理制度的
核心。 一项制度从建立到实施都以人的行为作为载体， 因此制度的实际效果除了和行为人本身的素
质有关之外， 还需要特定的手段对相关行为予以约束和保障。 监管作为一种能够控制行为、 保障执
行力的有效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 对于制度的执行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监管职责的履行对于
建立传染病长效防治机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常规状态防治机制的日常运作中， 也体现在传染病发生
期间的应急状态防治机制的运行中。 虽然就传染病长效防治机制构建的本身而言， 监管职责并不能
在制度的内容上为其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但其却能在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 即事前防治、 事中防治
以及事后防治中为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 监管职责在事前防治中的作用

“风险” 是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面对和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风险” 所具有的不可感知
性、 不确定性、 整体性、 建构性以及平等性的特点，② 大大增加了事前有效防治的难度。 就此次的新
冠肺炎疫情而言， 当不明原因肺炎进入人们的视野中时， 对于该肺炎由何种病毒引起、 该病毒以何
种方式传播、 因该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究竟应如何治疗等一系列的问题， 人们都处在一个未知的、 需
要不断探索研究的阶段中， 事前的防治措施往往只能基于以往的知识和经验。 然而， 事物之间所具
有的联系性、 相关性， 使得既有的经验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因此， 在社会常态中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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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朱联平： 《如何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载 《学习时报》 2020年 3月 2日第 5版。
譼訛 参见前引譹訛， 肖冬梅文。

完全履行已经建立的既有防治措施就成为能否在突发未知风险的非常态社会中尽量降低损失的重要
方式之一。 而监管职责的履行在事前对既有措施执行的重要性表现在： 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 在主
观上能够使负有执行职责的人树立责任意识， 在客观上能够督促负有执行职责的人认真履职。 从防
治措施本身的角度出发， 监管职责的履行能够发现常规措施在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为及时
纠正提供可能性。 而这种履行的问题可能是执行人员本身能力方面的欠缺， 也可能是具体措施本身
存在的问题。

（二） 监管职责在事中防治中的作用

传染病防治期间防治措施的执行， 是抑制传染病传播、 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关键。 因
此， 如何能够保障事中防治措施的执行对传染病的防治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监管职责的履行是提高
执行力的重要保障。 在事中防治的过程中， 履行监管职责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在主观
上强化负有执行职责人员的责任意识， 提高其主观上对应急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本次疫情的防治期
间， 后续不断涌现出的因防治不力而被问责的事件， 给负有防治职责的各级、 各部门人员敲响了认
真履职的警钟， 也使其进一步认识到落实传染病防治措施的重要性、 紧迫性。 第二， 在客观上有利
于防治措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科学的防治措施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在于该措施在具体的实践中能否被充分地执行。 “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 监
管作为对执行的一种后续约束， 能够弥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因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充分尽显制
度绩效的不足。③ 因此， 监管职责的履行能够督促负有防治职责的人员认真履职，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
挥防治措施对传染病防治的重要作用。

（三） 监管职责在事后防治中的作用

事后防治是指在传染病结束后， 针对此次传染病防治所暴露出的问题予以追责、 纠正， 对于制
度缺陷予以弥补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一系列措施。 事后防治的重点在于对责任的承担、 对问
题的纠正以及对经验的汲取。 在事后防治中， 履行监管职责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 有利于事后的追
责。 权力与责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权力的行使必然伴随着责任的承担。 因此， 行为人对于其
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防治渎职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监管不仅能够强化制度的执行， 同
时也是发现失职行为的重要手段。 监管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行为的管理和督促， 也体现在对错
误、 问题的发现。 第二， 有利于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 事后防治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最主要的
目的在于防止传染病的再次发生。 对事后防治予以监管， 在制度层面， 能够保证措施执行的持续
性， 发挥防治措施的预防作用； 在行为人层面， 能够对其失职行为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三、 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现状

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的履行对各项防疫措施的执行以及对各种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打击具有
重要的意义。 因此， 想要建立传染病防治的长效机制并使已经构建的制度在实际的运作中发挥作
用， 如何保障监管责任的有效履行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言，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监管者的选择问题； 二是对监管者行为的规范问题。④ 从刑法的角度出发， 其以对监管者行为
的规范为核心， 根据 “权责一致” 的原则， 以刑事责任的承担来约束监管责任的履行。 当监管者的

4· ·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

譽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十六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本级人民政府、 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 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负有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
通报、 报告或者公布职责， 或者隐瞒、 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的； （二）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时未及时采取预防、
控制措施的； （三） 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 未及时调查、 处理单位和个人对下级
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传染病防治职责的举报的； （五） 违反本法的其他失职、 渎职行为。”

行为违反其所在领域的义务性规范， 并达到需要刑法予以规制的程度时， 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 因此， 当前我国针对传染病防治监管渎职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

（一） 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根据其监管行为是否直接指向危害后果可以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
任。 直接责任是指由于监管者未根据相关规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发生的情
形； 间接责任是指由于监管者的监管渎职行为从而引发了被监管者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 当前我国
对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 在具体的条款中明确将未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作为可能触犯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 第二， 虽然未明确规定监管渎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但是却在相关职责未履行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主体中加入了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政府主要领导
人”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等人员， 从而为追究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留下了空间。 就当前我
国的立法而言， 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主要散见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之中。 详言之， 具体情况如下：

1. 《刑法》 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在 《刑法》 中与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有关的规定分散在各章之中。 根据在常规状态以及应急状

态的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犯罪， 能够追究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的罪名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以及渎职犯罪当中。 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下属的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涉及到了多个可能在传染病防治期间追究监管人员刑事监管责
任的罪名， 例如， 生产、 销售假药罪， 生产、 销售劣药罪， 生产、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等。 根据 《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在单位构成上述罪名的情况下， 是需要追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 从而为监管人员承担刑事监管责任提供了可能。 除了
上述罪名之外， 该章中的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 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人员
滥用职权罪等罪名也可能涉及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的问题。 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 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妨害动植物防疫、 检疫罪等罪名在单位犯罪的前提下都有相关的
监管人员承担刑事监管责任的可能。 在渎职犯罪中， 涉及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罪名主要包
括： 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
罪名。

2. 《传染病防治法》 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传染病防治法》 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 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以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有关卫生部门内部设置
的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以及在医疗保健机构内设立的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分别负责具体执行相关的防疫
监督检查工作。 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各类主体未履行监管职责所承担的刑事责任集中规定在第八
章 “法律责任” 之中。 除了第六十六条明确将监管渎职的行为作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外，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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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机构和卫生监督员必须尽职尽责， 依法办事。 对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 收取贿赂的， 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
刑事责任。”

譿訛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造成严重危害公民健康的事故或中毒事故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对受害人赔偿损失。” “违反本条例致人残疾或者死亡， 构成犯罪的， 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其他对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都是通过纳入可能负有监管权力的责任主体而实现的。 例如， 在第六十
五条至第七十二条， 对负有传染病防治相关义务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 采供血机构、 国境卫生检疫机
关、 动物防疫机构以及铁路、 交通、 民用航空经营单位未履行相关职责而负法律责任的规定中， 都
明确将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纳入其中， 从而为追究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是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

行督察和指导的责任主体。 在该条例中虽然没有对监管渎职的刑事责任作出直接的规定， 但是在第
五章的 “法律责任” 中仍然能够找到相关主体承担刑事监管责任的依据。 这种刑事监管责任主要表
现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负有相关义务的主体在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 其内部的有关负责人员
以及主管人员所需要承担的具有间接性质的刑事监管责任。 例如， 第四十八条至第五十条， 分别就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医疗
卫生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不履行相关职责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 其中责任承担
的主体就包含了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主要负责人” 以及 “其他责任人员”， 从而为追究在应急
状态下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提供了可能。

4.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 属于 《刑法》 第九十六条所规定的

“国家规定”， 具有刑法上的规范渊源性。 它对日常公共场所的防疫监管工作作出了规定。 其中， 各
级卫生防疫机构是负责管辖范围内公共场所卫生监管的主体， 卫生防疫机构可以设置卫生监督员执
行具体的卫生防疫监管工作。 公共场所内各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其经营场所卫生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 根据该条例的规定， 履行卫生监管职责的相关人员如果存在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
等行为是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⑥ 各公共场所的经营单位如果未履行相关的卫生安全管理职责，
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亦是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⑦

（二） 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存在的问题

当前， 虽然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作了许多的规定， 尤其是在各类职责履
行的责任主体中加入了诸如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等规定， 使得刑事监管责任不仅发生在专门行
使监管权的主体与被监管对象之间， 同时还发生在各组织的内部， 从而能够通过外部与内部的双重
监管督促各主体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治的相关义务。 但是， 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
仍然存在如下的问题：

1. 立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虽然我国 《刑法》 以及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法律法规都对传染

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当前立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其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当前立法规定的内容无法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 当前我国现行有效的 《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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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王琪： 《附属刑法及其利弊分析》，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1期。
讁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7页。
輥輮訛 参见童德华： 《附属刑法： 实现刑法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 载 《时代法学》 2020年第 1期。

病防治法》 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最近一次的修订时间分别为 2013 年和 2011 年， 1991
年颁布的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至今依然有效。 然而，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传染病在种类、
传染途径、 治疗手段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影响着各防治主体具
体防治措施的执行， 而旧有的针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必然无法适应新的防治要求。 第
二， 当前立法规定的内容无法契合传染病防治专业性的需求。 传染病的防治总体而言应当包含两个
方面的内容： 一是常规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治。 例如， 传染病的预防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
和完善、 传染病的监测、 一般传染病的治疗等； 二是应急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治。 例如， 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的制定、 突发传染病的报告和信息发布、 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理等。 常规状态下的传染病防
治与应急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治由于在内容上存在差异， 因此其相应的监管职责的内容、 方式以及强
度也应当不同。 然而， 当前立法规定的内容既没有分别对上述两个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也没
有将散在于各个法律法规中的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进行集中的整合， 从而无法满足在不
同传染病防治状态下的对追究刑事监管责任的要求。

2. 附属刑法与刑法难以形成有效的衔接
附属刑法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其中广义的附属刑法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存在有关刑事责任的

条款；⑧ 狭义的附属刑法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真正的罪刑规范。⑨ 由于在 《传染病防治法》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中都有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的宣示性规定， 因而其能够在广泛的意义上归属于附属刑法的范畴。 然而， 当前我国附属刑法
对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难以与刑法形成有效的衔接， 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难以与刑法
的罪名一一对应。 虽然在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 中都存在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规定， 但其既没有明确指出所触犯的刑法
罪名， 也没有具体规定在何种情况下构成犯罪， 从而不仅难以与刑法相互呼应， 还加剧了附属刑法
虚化的问题。⑩

3.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的整合
当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的整合： 一方面， 各种相关的规定散

见于多个法律法规之中， 虽然具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形式上的分散增加了具体规定在适用过程中操
作的难度； 另一方面， 在同一法律中的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也同样呈现出缺乏系统
化的特征， 例如， 《刑法》 中能够对传染病防治监管追究刑事责任的罪名分散在各个章节之中；
《传染病防治法》 虽然专章规定了法律责任， 但是其具体条款的分布却显得无明显的逻辑可寻。 传
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的整合， 从而在适用的过程中造成了如下的问题： 第一，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主体不明确。 在我国能够对监管者追究传染病防治监管刑事责任的条款
中， 除了少数条款直接明确规定了监管主体以及监管渎职的刑事责任外， 大部分监管刑事责任的追
究都是通过增加诸如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等责任承担主体而实现的。 然而， 由于我国在传染病
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方面缺乏系统化的整合， 使得对责任承担主体的称谓可能存在多种的表述
方式。 例如，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政府主要领导人”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
等。 这种规定上的不统一， 不仅使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难以协调， 同时也加大了是否能够追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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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马荣春： 《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载 《政治与法律》 2014年第 1期。
輥輰訛 参见齐文远、 苏彩霞： 《刑法中的类型思维之提倡》，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年第 1期。
輥輱訛 参见资琳： 《概念思维与类型思维： 刑法立法形式的抉择》，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1期。
輥輲訛 童德华、 赵阳： 《类型化思维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载 《法律适用 （司法案例）》 2018年第 10期。
輥輳訛 沈奕含： 《类型化思维的刑法适用： 模型建构与流程展开》， 载 《时代法学》 2018年第 5期。

者刑事责任在认定方面的难度。 第二，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内容不明确。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
管责任在常规状态以及应急状态下应当是有所差异的。 然而， 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区
分上述两种不同的防治情形， 对于常态监管和应急监管采取的是一套法律责任的规定， 从而使得两
种监管责任在内容上并不明晰。

四、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类型化建构

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除了需要制度本身在不断适应防治要求的过程中不断予以
更新之外， 还需要辅之以监督管理机制来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转， 利用监管职责的行使来保障制度的
有效执行。 因此， 为了能够从刑法的视角对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的履行予以有效的规范， 就需要解
决当前我国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刑法概念思维， “对具有刑法意义的个别现象进行归纳、 提炼
即共性抽象， 从而作出一定归类， 进而又将此归类在共性范围内予以个别解释或运用的刑法认知思
维”。輥輯訛 相比于传统的概念思维， 类型化思维以价值为导向， 能够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寻求平衡， 以一
种开放的弹性思维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现实， 从而能够缓解刑法适用中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关系。輥輰訛

（一） 类型化思维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建构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纠其根本在于传统思维方式所
固设的思维局限性： 一方面， 其造成了各部门法之间的割裂； 另一方面， 其亦放大了法律内容本身
具有的滞后性。 因此， 思维方式的转变， 即类型化思维的适用， 对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建
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 类型化思维提供了立法形式选择的可能性。 传统概念思维所具有的封闭性、 对立性以及
形式化的特点在立法的形式选择上表现出法典化的特征。輥輱訛 “‘非此即彼’ 的区隔性思考”輥輲訛 忽视了法
律间具有的流动性特点。 然而， 类型化思维承认人类认识的有限性， 因而并不固守在立法形式上的
单一法典化， 而是允许通过其他的立法形式来弥补现有法典可能存在的不足。 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
管责任建构的过程中， 类型化的思维能够打破各法律之间的封闭性， 从而为其实现立法上的整合提
供了可能。

其二， 类型化思维可以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进行有效涵摄。 在传统的概念思维中， 一个事物
只有具备某一封闭概念中所有的特征才能被纳入其中， 因此在人类认识有限性的制约下， 许多新生
事物游离于已有概念的涵摄之外。 然而， 在类型化的思维中， 其是以 “固定内核和模糊边界为逻辑
体系的分析模型”，輥輳訛 从而具有开放性的优势， 能够通过对意义的评价不断容纳各类新生事物， 满足
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 传染病的种类、 控制的措施、 治疗的手段等内容在传染病防治的体系中始终
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 因此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认定和要求必然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
的过程中。 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建构的过程中， 类型化的思维能够缓解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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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张斌峰、 陈西茜： 《试论类型化思维及其法律适用价值》， 载 《政法论丛》 2017年第 3期。
輥輵訛 易益典： 《监督过失犯罪中主体范围的合理界定》， 载 《法学》 2013年第 3期。
輥輶訛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輥輷訛 参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五十条的规定。

化之间的矛盾， 从而使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建构能够满足现实的需求。
其三， 类型化思维能够指导具体的责任和责任主体建构。 类型化思维类型化的关键在于以评价

性的思维将具有同一性质的事物归于一类， 同时各类型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界分， 而是以一种流动
过渡的模式形成类型与类型之间的差异。輥輴訛 因此， 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建构的过程中， 类型化
思维能够为具体的建构提供思维上的指导。 一方面， 其不仅能够实现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法
律法规的类型化整合； 另一方面， 还能保持类型内部的包容性以及各类型之间转化的可能性。 例
如， 对常规状态和应急状态中的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形成类型化的区分， 不仅能够明确不同时
期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不同内容， 同时还能保持两者之间动态转化的可能。

（二）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类型化的具体建构

根据类型化的思维， 传染病防治的刑事监管责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类型化的建构：
1.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主体的类型化
根据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业

务监管责任主体； 二是公务监管责任主体， 两者的实质类型化的差别在于是否享有国家的公权力。
业务监管责任主体是指在从事业务活动的组织中对其业务活动具有监管责任的人员， 例如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 其中， 业务是指 “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必须反复进行的专门工作”。輥輵訛 在传染病防治中，
能够被刑法予以规制的业务还需要具备危险性的特征。 例如， 根据 《刑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以及第
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对于生产、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的单位， 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根据 《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 对于存在法条中
明文规定的四种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单位， 其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需
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在 《传染病防治法》 关于医疗机构违反有关预防、 控制、 报告以及救治传
染病等义务的规定中， 对于构成犯罪的， 明确指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需要承担有关的刑事责任。輥輶訛 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也明确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于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 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等行为， 在
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輥輷訛

公务监管责任主体是指负有监管责任的国家机关及具体履行监管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公
务监管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 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对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负有相关义务的
其他组织或个人履行的监管职责； 第二， 国家机关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所履行的内部监管职责。 针
对第一种情形，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 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
守罪等罪名， 在 《传染病防治法》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中也将未履行监管检查职责的行
为纳入了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针对第二种情形， 前述的诸如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罪名也具有
适用的可能性， 而在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法律法规中， 通过将相关
的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纳入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中， 表明了各公权力机构在履行传染病防治的
相关义务时， 其中的相关负责人、 主管人员需要认真履行对下级人员的监管职责。

2.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对象的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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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有关规定， 其监管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 负有
传染病防治义务的主体的内部监管。 例如， 在政府部门的内部， 其相关的领导人、 主管人员需要对
部门内部人员执行有关防疫措施的行为予以监管； 医疗机构内部负有监管责任的人员需要对其下属
人员具体履行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予以监管； 参与到公共卫生应急中的各企业， 其法定代表人以及负
有监管责任的人员需要对员工的行为予以监管。 第二， 负有监管职责的主体对传染病防治中其他主
体的监管。 例如， 根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的规定，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进行
督察和指导； 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行使监
管检查职责。

3.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内容的类型化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根据不同时期对传染病防治的不同要求， 应当分为常规状态下的传染

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以及应急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 在常规状态下， 社会处于正常有
序的运行中， 承担传染病防治义务的主体在实施各项传染病防治工作时也体现出常态化、 专业化、
持续性的特点。 因此， 这一时期的传染病防治监管的对象往往集中在各防治组织之中， 例如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等。 传染病防治监管主体的防治工作也表
现出常规化、 定期性等特点。 而在应急状态下， 传染病防治的监管则与常规状态相比具有较大的差
异。 当突发传染病导致国家进入应急状态时， 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被打破， 相关应急义务的履行也
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治的特定组织， 而是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领导
下， 涉及传染病源的调查检测， 传染病的控制、 治疗， 相关物资的生产、 供应、 运输等方方面面，
体现出应急性、 集中性的特点。 因此， 传染病防治监管的对象在应急状态下不仅仅包括医疗机构、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同时还包括参与到突发传染病应急过程中的单位和个人。 同时， 为满足应
急状态下以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传染病防治监管的实施也较常规状态更具强制性、 高效
性以及特殊性。

4.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主观罪过的类型化
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中， 根据责任主观罪过的不同可以分为故意与过失两种类型。 之所

以进行这样的划分， 是因为在具体追究相关刑事责任时， 故意和过失所展现出的监管者的主观罪过
大小是存在差异的， 而由故意和过失所外化的监管渎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别。
由故意支配下的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 可能涉及滥用职权罪， 生产、 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
材罪等罪名， 例如， 公职人员故意压制警情警报信息、 随意调用公共资源为私人使用； 有关单位故
意生产、 销售无法达到医用标准的医用防护物品。 由过失支配下的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 则可
能涉及玩忽职守罪、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动植物检疫失职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 例如， 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中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员因为严重的不负责而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或者流行； 有关单
位不认真实施卫生防疫机构所提出的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而引起了甲类传染病的传播。

（三）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类型化的立法整合

当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分散在 《刑法》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之中。 然而这种外部分散、 内部没有类
型化的立法表现形式是无法有效发挥传染病防治监管在建立和完善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过程中的保
障作用的。 因此， 应当根据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类型化建构， 将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之中
的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进行整合， 从而改变当前立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
要、 附属刑法与刑法难以形成有效衔接以及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整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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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

首先， 立法整合需要具体的立法形式作为依托。 传染病的防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易变性， 传
染病防治的监管责任不仅包括刑事责任， 其还包括大量的行政责任。 因此， 以具有稳定性的刑法典
来实现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类型化的立法整合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 将大量的传染病防治刑事
监管责任的内容纳入刑法典， 不仅会使其不堪重负， 还会破坏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 如
果以刑法典为依托对其中的刑事责任进行整合， 则割裂了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这一整体， 从而加剧
了行刑之间衔接的矛盾。 因此， 从类型化思维对立法形式的选择出发， 结合我国现行的有关传染病
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 以附属刑法为立法整合的依托是当前最佳的选择。

在以附属刑法的立法形式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进行整合时， 需要注意形式附属刑法与实
质附属刑法的问题。 当前在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中， 其实质上是以形式附属刑
法的方式出现的， 即没有规定具体的罪状和法定刑， 而是仅仅表示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从而仅发挥了 “一种指引、 指示、 指向乃至宣示的作用”。輦輮訛 正是这种宣示性的规定， 使得当前
我国在附属刑法中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逐渐虚化， 并且难以与刑法形成有效的衔
接。 因此， 在以附属刑法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进行整合时不能延续当前附属刑法中存在的形
式化问题， 而应当通过实质的附属刑法， 即在 “法律条文具有现实的规制内容以及违反该内容的不
利法律后果， 或者符合该内容的有利法律后果”，輦輯訛 以实现立法的整合。

其次， 应当以刑法典作为立法整合的基础。 以刑法典为中心， 以附属刑法为补充应当是当前立
法、 修法思路。輦輰訛 以实质附属刑法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进行整合时， 其中的罪刑规范不能脱离
刑法中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 否则将会造成刑法与附属刑法相互脱离、 司法适用混乱等问题， 从而
加剧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而以刑法典作为立法整合的基础， 一方面体现出刑法典作为行为规范
和裁判依据的指导功能， 同时也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最后， 以类型化的方式进行立法的整合。 第一， 划分常规状态的刑事监管责任和应急状态的刑
事监管责任。 在以类型化的方式进行立法的整合时， 应当区分常规状态下的刑事监管责任和应急状
态下的刑事监管责任， 这是由两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以及对监管责任的不同要求所决定的。 常
规状态下的刑事监管责任应当包括对日常公共卫生， 传染病预防， 非应急状态下的传染病报告、 通
报、 公布、 传染病控制、 传染病治疗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 应急状态下的刑事监管责任则应当包括
对突发卫生事件应急的预防和准备， 突发卫生事件的信息报告、 发布， 突发卫生事件中各类事项的
应急处理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 在常规状态与应急状态的基础上， 对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两
类主体的刑事责任分别作出规定。 传染病防治监管责任的主体包括业务监管责任主体和公务监管责
任主体。 两者不仅在性质上存在差异， 其监管责任的内容也大不相同。 业务监管责任主体的监管内
容一般是以内部监管的形式呈现的， 即其组织体内部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对其内部人员的监管， 例
如， 应急状态下医用防护物品生产单位内部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对工作人员生产活动的监管。 公务监
管责任主体的监管内容不仅包括内部监管， 其中个别主体还有权对传染病防治中的其他主体进行监
管。 第三， 在各类监管主体的刑事监管责任内部， 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可能存在的不同主观罪过支配
下的犯罪做出规定。

輦輮訛 参见前引讀訛， 王琪文。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童德华文。
輦輰訛 参见童德华：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批判》， 载 《法学评论》 201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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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期间， 不履行、 不完全履行以及错误履行防治监管职责不仅反映出
负有监管职责的行为人在具体履行监管责任的过程中在主观和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也投射出我国
监督管理体制内在的制度缺陷。 在建立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过程中， 制度本身的完善固然重要，
但是如若不对执行加以有效的监管， 再完善的防治机制也无法发挥其应然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
监管职责对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重要性贯穿于事前防治、 事中防治以及事后防治的各个阶段。 因
此， 通过刑法的手段对监管职责的履行加以约束是建立和完善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重要保障。 虽
然当前我国的 《刑法》 《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 等法律法规存在许多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有关的规定， 为追究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
提供了在法律上的可能性。 然而， 当前立法中存在的立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附属刑
法与刑法难以形成有效的衔接以及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的整合等一系列的问
题， 无法发挥刑事监管责任对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履行的有效制约， 同时还会带来具体司法操作中
的难题。 为改变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在立法方面的问题， 应当根据类型化的思维方
式， 通过对刑事监管责任主体的类型化、 对象的类型化、 内容的类型化以及主观罪过的类型化建
构， 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对传染病刑事监管责任进行立法的整合。

Abstract: During�the�period�of�prevention�and�control�of�COVID-19,� the�dereliction�of�duty�of�
prevention�and�control�is�mainly�manifested�as�non-performance,�incomplete�performance�and�er-
roneous�performance�of�supervision�duties.�The�inadequate�implementation�of�the�duty�of�preven-
tion�and�control�is�not�only�related�to�the�reasons�of�the�supervisors�themselves,�but�also�exposed�
the�defects�of�the�supervision�and�management�system�in�China.�Only�by�strengthening�the�perfor-
mance� of� supervisory� duties� can� China� ens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long-term�mechanism�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At�present,�the�legisla-
tion�on�criminal�supervision�responsibility�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in�
China� is� scattered� in� a� number�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lack�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makes� it�unable� to�meet� the�needs�of� reality� and�even�difficult� to� form�an� effective� connection�
with�the�criminal�law.�According�to�the�typed�thinking,�this�paper�carries�on�the�typed�construc-
tion�of�the�criminal�supervision�responsibility�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
from�four�aspects:�subject,�object,�content�and�subjective�crime,�and�realizes�the�legislative�inte-
gration�of�the�criminal�supervision�responsibility�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
eases�in�the�form�of�subsidiary�criminal�law.

Key Words： 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 Criminal�Supervision�Responsibili-
ty；Typed�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陈毅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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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张心向教授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 “刑事案件结构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TJFX16-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暨吴常青教授主持的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
调查措施研究” （项目编号 TJFX19-00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笔者以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为 “裁判结果” 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 未检索到任何裁判文书； 而以 “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的多达 1.1万余份， 2020年 3月 5日访问。

朱德安 *

内容提要：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中明确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遭遇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 作为法定犯的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与前置法的衔接不畅引发了修正的思考。 应当肯认， 当下本罪的适用有其正当性基础和
现实需要， 且并未扩大刑罚范围， 刑法手段理当也是疫情防控手段之一。 应充分发挥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的兜底作用， 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从长远看， 本罪的修正不宜
盲目变更罪名、 扩大 “传染病” 范围， 增设罚金刑、 区分量刑亦值得商榷， 要注重 “采取
甲类防控措施” 机制的缓冲作用， 适时考虑通过重新提炼或模糊处理的方式完善本罪的罪
状描述。
关键词：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罪刑法定 传染病防治法 罪名修正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2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及其修正

从实际罪名适用频率上讲， 我国 1997 年 《刑法》 增设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可谓分则中最为
“冷门” 的罪名之一，① 以致于理论、 实务两界均未给予过多关注。 面对涉新冠肺炎疫情刑事案件的现
实需要， 2020 年 2 月 6 日 “两高两部” 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
法犯罪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突破性地明确相应情形下适用该罪定罪处罚。 就目前来看， 学
界大部分的注意力仍集中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何恰当适用的问题上， 并已得出 “依
法从严把握” 的结论， 但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关注度不够。 囿于能力有限， 本文主要就以下问题
展开探讨， 以求抛砖引玉。

一、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系阐明

一般而言， 位处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与第六章的 “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很难在具体案件中 “碰面”， 然而在处理涉新冠疫情刑事案件时二者频繁 “会晤”。 因而
有必要结合这一特殊背景就二者的关系先作阐明。

（一） 罪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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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1页。
譻訛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二。
譼訛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譽訛 郑圣果： 《“醉驾一次冲撞” 的定性问题探究———以李某醉驾肇事案为视角》， 载 《刑事法判解》 2019年第 1期。

从罪质的轻重看， 不论是法定最低量刑幅度、 最高量刑幅度， 还是结果加重的犯罪构成， 抑或
是罪名所在章节的安排，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无疑是比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更为严重的犯
罪。 而深谙 《意见》 内容之中不难发现， 对于 “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的处置既要 “严
惩”， 更要 “准确适用法律”， 《意见》 中亦有两处明确提及 “要依法、 精准、 恰当处置” “要区分具
体情况， 依法审慎处理”。 刑罚越重， 意味着对行为人权利的剥夺越大， 就越需要谨慎为之。 刑法
唯二的机能之一是人权保障， 此乃罪刑法定主义与责任主义贯彻的必然结果。② 如果在运用具体罪名
所要求的构成要件要素对案件事实进行剪裁而不能达到逐一对应时， 就失去了对行为人以该罪定罪
量刑的正当性理由。 疫情实践中， 需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谨慎适用， 在综合考量行为
人的行为轨迹与行为后果后倘若不能完全契合 《意见》 中两种情形的全部要件时， 应以考虑适用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为宜。 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韦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③ 为例， 行为人自
武汉返家后未按要求进行隔离， 仍外出买菜、 探访亲友， 与多人有密切接触。 后不仅其本人被确
诊， 还造成与之密切接触的 8 人先后被确诊、 122 人被集中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的严重后果。 本案中
行为人行为时不具有确诊或疑似病人身份， 不符合 《意见》 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身
份要求， 只能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开展侦查。

（二） 逻辑结构的分析

从 《意见》 表述的逻辑结构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两种情形属第一款规
定，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的其他情形属第二款规定， 可以视为该条的兜底性条款， 共同置
于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之下。 也即， 除能够明确适用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 适用第二款规定
也能够发挥惩治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效用。 如在 “湖北省嘉鱼县尹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④

中， 行为人在武汉采取封城措施后， 仍然驾车两次往返武汉与嘉鱼从事营运工作， 最终本人被确
诊， 与之密切接触者 20 人被隔离。 该案行为人在行为时既非确诊病人也非疑似病人， 不符合第一
款中的身份要求， 但客观上违反了疫情预防控制措施， 并造成了可能传播的严重危险， 符合第二款
规定的情形， 定罪恰当。

（三） 犯罪构成的分析

从犯罪构成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典型的故意犯罪， 是对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患病
或患病的严重风险怀有故意。 由于犯罪的构成必须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 即使行为人客观上实施
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也会因为缺乏该罪的主观故意而不得以该罪论。 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有
该故意之前， 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 绝对不能肯认故意的存在。 至于对是否怀有故意的判断， 应当
结合行为人的实际行为轨迹与行为后果进行判断。 有学者专门提出， “该类案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
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行为的客观危险上； 司法实践中， 应当准确把握司法解释的一般性与具体情况
的个别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主观心态的判断， 实体上应当注重规范判
断、 行为时的判断， 证据上应注重客观依据”。⑤ 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
此前已有争论。 引发争论的症结在于，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 “妨害” 行为显然是一种积极作为，
“违反或拒绝执行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 显然也是故意为之。 “但倘若认为本罪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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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孟庆华：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构成要件问题》， 载 《法学评论》 2004年第 1期。
譿訛 赵秉志： 《刑法学 （第九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573页。
讀訛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讁訛 李勇： 《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类型及罪名适用》，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3月 9日第 3版。
輥輮訛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条。

罪过形式是故意， 则直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⑥ 目前学界一致认为该罪系过失犯罪，
尽管行为人对实施的行为是故意， 但对造成的危险结果或实害结果却是过失。 ⑦ 还有学者就此提出，
此处的过失应当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而不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因为， 在突发严重疫情时， 宣
传、 防控力度如此之大， 行为人不会没有预见， 只能是已经预见但自信能够避免。 例如， “四川南
充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⑧ 中行为人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老家， 并
故意隐瞒其行程， 我们只能据此推断行为人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对于脱离治疗的行为持故意心
态， 但无法判断其对于乘坐交通工具可能造成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是否是故意心态。 在不能确定行
为人是否怀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故意的前提下， 认为其对客观上已经造成的严重传播危
险持过失的主观心态并无不妥。 因而， 对孙某某不宜认定为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 只
能认定过失而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 倘若孙某某明知自己已确诊， 不是乘车回家， 而是故
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故意进入公共场所 （这里的公共场所应做实质上的理解）， 则完全可以认
定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

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解读

随着 《意见》 及典型案例的陆续发布，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得以 “苏醒”， 有学者表示 “应当激
活该罪名的威慑效应， 为疫情防控发挥作用”。⑨ 但在适用该罪之初却遭遇了正当性质疑， 有必要展
开解读。

（一）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质疑

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明确是 《意见》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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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大变化之一。 有论者提出， 《意见》 中规定的 “其
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并提出了以下两点主要的论
据。 一是， 《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所规定之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是以 “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一， “甲类传染病” 的确定只能由 《传染病防治法》 和国务
院有关规定作出。 而 《传染病防治法》 中的甲类传染病只列举了霍乱和鼠疫， 经国务院批准 “将新
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的国家卫健委 2020 年 1 号公告亦
非国务院规定。 简言之， 新冠肺炎并不具有合法的 “甲类传染病” 身份。 同时， “采取甲类传染病
的预防、 控制措施” 的新冠肺炎已经明显超过了 “甲类传染病” 的文义， 其不单单是扩大解释， 而
是假借扩大之名行类推之实。 倘若如此行之就会陷入刑法所绝对禁止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
人） 的类推解释之中。 二是， 《立法法》 明文规定 “犯罪和刑罚是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⑩而 《意见》
的层级显然尚不足是法律。 但按照 《意见》， 将原本不得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的乙类传染
病以该罪论的做法无异于是创设了一项刑罚， 将不以犯罪论的行为也纳入刑罚圈。 易言之， 论者认
为对于上述情形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缺乏为法律所肯认的正式法源依据， 即 “那些可以从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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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张心向： 《恶势力案件裁判规范之法理探析》，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9年第 4期。
輥輰訛 严励： 《审理涉非典刑事案件的法律保障———两高办理涉非典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解读》， 载 《政法论坛》 2003年第 5期。
輥輱訛 孙军工：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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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人民法

院报》 2003年 5月 16日第 4版。
輥輲訛 卢勤忠： 《论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完善》， 载 《政治与法律》 2003年第 4期。
輥輳訛 曲新久： 《“非典” 时期的 “典型” 反应———评 “两高” 的一个刑事司法解释》， 载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3期。
輥輴訛 陈正沓： 《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刑法适用研究》， 载 《现代法学》 2003年第 4期。
輥輵訛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规定：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

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应予立案追诉。”
輥輶訛 李文峰： 《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2月 12日第 3版。
輥輷訛 张宇：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依据》，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2月 18日第 3版。

权威性法律文件的明确文本形式中得到的渊源”。輥輯訛 其实， 早在 2003 年 “非典” 疫情爆发前后就有学
者表达了相似意见。 例如， 严励教授指出 “虽然是一种妨害传染病防治，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
为， 却不能适用我国刑法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予以处罚…… 《解释》 并未涉及刑法第三百三十条
的适用问题， 自然也不能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对上述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輥輰訛 “对当前已经发生的一
些 ‘非典’ 病人逃避治疗、 强制隔离等措施而造成传染病传播等行为， 有的尽管情节恶劣， 造成十
分严重的后果， 但无法适用这一条文进行处罚”。輥輱訛

相反的， 也有学者提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在适用逻辑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 如， 卢勤忠
教授认为 “对过失传播甲类传染病， 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来定罪； 对过失传播非甲类传染病， 按
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 这种以传染病的种类归属来决定犯罪客体的方法值得商榷”。輥輲訛

曲新久教授也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 《解释》 将 ‘非典’ ‘不合乎逻辑’ 地扩张解释为甲类传
染病， 而不是将传播 ‘非典’ 行为不加区别地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似乎相对更合适。 因为， 这
样的解释虽然也属于扩张性与灵活性很强的司法解释， 但是结果则比 《解释》 相对保守得多”。輥輳訛 陈
正沓博士则更直接地提出 “若突发 ‘非典’ 患者或者疑似患者， 拒绝接受强制隔离等措施， 过失引
起传染病传播危险的， 应当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论处”。輥輴訛 不吝可惜的是， 学者并没有就适用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的正当性作进一步阐述以及该罪的适用能否与罪刑法定原则妥处给出正面回答。

（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证成

笔者以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首先， 国家卫健委的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之

做法符合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 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
可以决定增加、 减少或者调整乙类、 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 和第四条 “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
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
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实施” 的相关规定。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新冠肺炎是而且只会是乙
类传染病， 从 200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出台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
准的规定 （一）》 （以下简称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輥輵訛 可以看出， “甲类传染病” 的实质内涵
应为 “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这一规定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本意，輥輶訛 因而并不关
涉上文所及类推适用的问题， 也就无需纠结于新冠肺炎到底能不能纳入甲类传染病、 “甲类” 的文
义不能包含 “乙类”、 《意见》 并非国务院规定等形式问题。 有学者还就规范沿革进行了梳理得出同
样结论。輥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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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冯军： 《以罪名适用精准化促进涉疫犯罪治理》，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3月 8日第 3版。

其次， 立法总是滞后的， 我们不能苛求重大疫情爆发之时进行紧急立法， 也不能因其不具有甲
类传染病的 “外衣” 就将其挡在甲类预防控制措施的 “门外”。 而对新冠肺炎采取甲类预防、 控制
措施恰恰说明了其具有与甲类传染病相当程度的危害性。 这一做法也是抗击 “非典” 的经验积累。
一方面， 随着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 医疗技术的发展、 应急防控机制的健全和社会整体生态环境的
提升， 重大疫情爆发的频率大大降低， 也很难再有疫情能够像彼时的鼠疫或霍乱那样造成特别巨大
的人员病亡和财产损失。 另一方面， 现代疫情的病源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变异
性， 因而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预判其是否达到甲类传染病的程度。 过于草率的将某一突发疫情上升
到通过修法的途径对其进行定性， 不仅会导致频繁修法动摇法律稳定性和严肃性， 还容易引起民众
的恐慌， 不利于社会稳定。 即使是 “非典” 疫情， 经过科学评估后也只是在 2004 年的 《传染病防
治法》 修订中增列为乙类传染病。

再次，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也理应是疫情的预防、 控制方式之一， 那么也当然包括刑法
的方式。 既然在法定情形下 “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可以按照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定罪处罚， 那么按照甲类预防控制的在相同情形下亦可按该罪定罪处罚。 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
法益保护， 在实质上具有相当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必然也存在以相应刑罚规制的现实需要。 “在案件
认定上尽管应当肯定经验和逻辑的价值， 然而更应该尊重和依据个案的事实”。輦輮訛 需要强调的是， 此
处并不存在将原本不在刑法视野内的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刑罚处罚的情况。 这是因为， 原本过失造成
新冠肺炎传播的可以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重罪） 定罪处罚， 举轻以明重， 造成甲类传
染病 （比新冠肺炎更严重） 传播的亦可以适用该罪。 同理， 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可以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轻罪） 定罪处罚， 举重以明轻， 造成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适用作为轻罪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违反逻辑。 简而言之， 法益侵害性较轻的犯罪行为
完全可以以同一类中法益侵害性较重的犯罪行为所适用的罪名定罪处罚， 二者的行为具有本质性上
的一致性， 这完全符合实质解释的内涵， 也是刑法谦抑原则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内在要求， 而不应以
形式上的分类加以阻隔。

最后， 在线上线下多渠道合力普法之下， 《意见》 已然为众所知， 无涉有损民众的预测可能性，
其不仅是对司法实务者以司法指导， 也是对普通百姓以行动指南。 如果形式地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适用仅限于甲类传染病， 按照有学者观点， 为达到罪名罪状相统一的内在规律， 该罪应当更名为
“妨害甲类传染病防治罪”， 显然原罪名并没有进行如此区分的意涵。 在当下疫情肆虐、 举国防疫之
危急时刻， 仍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相应侵犯法益之行为以刑罚制裁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
“严” 的侧面的具体体现。 诚然， 从严的刑事政策绝不意味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摒弃， 也绝不会是
翻越罪刑法定原则的正当化事由， 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刑法始终是不可逾越的藩篱， 它守护着良心和
正义， 越是在特殊时期， 就越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 因而， 《意见》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的适用； 并且， 在笔者看来， 该罪在防疫实践中的适用频率应明显高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除此之外， 2020 年 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提
出， “《解释》 没有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是因为未明确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 导致适用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存在障碍…… ‘公告’ 已经明确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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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徐日丹： 《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2月 28日第 3版。
輦輰訛 刘艳红： 《“法益性的欠缺” 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1期。
輦輱訛 理论上， 对于 《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中的 “传染病防治法”， 可作狭义和广义上的理解。 狭义

上仅指 《传染病防治法》， 广义上指与传染病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便于讨论， 本文仅作狭义理解。
輦輲訛 刘艳红： 《论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 载 《中外法学》 2019第 5期。
輦輳訛 1989年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七条： “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 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比

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輦輴訛 尹辉金：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2期。
輦輵訛 詹红星： 《中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要件比较研究———兼论 《刑法》 第 330 条的立法完善》， 载 《韶关学院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06年第 2期。
輦輶訛 竹怀军：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年第 1期。
輦輷訛 康均心、 李娜：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 载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3期。

防、 控制措施…… 《意见》 出台后， 对于符合的行为， 应当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輦輯訛 故此， 适用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无不当且于法有据。

三、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修正探讨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典型的法定犯， “其构成要件要素主要为行政要素， 即表达的是对行政法
律法规的保护与强调而非刑法自体恶的要素”。輦輰訛 并且， 刑法以 “直接规定” 的方式指明了作为法定
犯违法性判断前置法的 《传染病防治法》。輦輱訛 根据法定犯的原理， 该法就是 “援引相关国家规定并据
之判断行为的违法性”輦輲訛 的依据。 易言之，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违法性判断应当去 《传染病防治法》
中找寻， 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各种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 判断也应当以 《传染病防治法》 为基
础， 在法定犯与前置法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对照关系。 最明显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方式
之规定直接来源于 1989 年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条， 入罪的直接依据是该法的第三十七条。輦輳訛

然而， 该法经过 2004 年、 2013 年两次修正变化较大， 该罪却不曾修正， 直接造成了法定犯与前置
法相脱节 （下文将详细说明）， 无疑也给该罪的司法适用带来了阻碍。 譬如， 依据修正后的 《传染
病防治法》 “瞒报、 谎报疫情造成疫情扩散严重的可追究刑责” 的内容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状
中未有体现。 弥补脱节的最有效的应对之策就是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适当修正。 与此同时， 依
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及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提议， 释放出了开展多部法律的修订工作的强烈
信号。 值此，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正之声再次回荡论者耳畔。

（一）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正之声

回顾来看， “非典” 疫情之后， 就已有学者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正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
有学者提出 “取消 ‘甲类传染病’ 的限制而改为 ‘突发传染病’， 增加规定新的行为方式， 适当调
整刑罚的量刑幅度并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輦輴訛 “将传播传染病主观要件仅仅局限在过失上以及对该罪客
体、 主体的规定不科学”；輦輵訛 也有学者提出 “应当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并
规定相应较高的法定刑， 将乙类和丙类传染病也纳入 ‘传染病’ 的范畴， 在 《刑法》 条文中不具体
描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方式， 在 《刑法》 中将故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
并设置独立的法定刑， 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危险结果和实害结果设置不同的法定刑”；輦輶訛 还有学者
认为 “本罪的可罚范围放宽， 一些乙类传染病和其他突发性强、 致死率高的传染病也应属于本罪规
制的范围……本罪罪状的规定无法应对法律的更迭以及罪状套用行政法律规定的行为方式有失确
切”。輦輷訛 提出上述观点的论据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在罪名设置上域外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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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晋涛： 《论罪名生成的方法》，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3期。
輧輯訛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193页。
輧輰訛 孙树光： 《行政犯裁判结构的功能性研究———以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机制为视角》，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6期。
輧輱訛 张心向： 《构成要件要素： 从文本概念到裁判类型》，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輧輲訛 [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01页。

国家的刑法典存在着不同的立法例， 有不少将该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或相近类罪之下。 如 《意大
利刑法典》 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下设 “传染病罪”， 《西班牙刑法典》 在公共危险罪下设 “恶意传染遗
传之疾病罪”， 我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 在公共危险罪中规定了 “传播传染性疾病罪”， 我国
台湾地区 “刑法典” 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设置了 “散布传染病菌罪” 等。 （2） “甲类传染病” 的
“帽子” 严重桎梏了该罪的适用范围， 目前来看甲类传染病仍只有鼠疫和霍乱， 甲类传染病名录不
作增设与罪刑法定原则不可逾越之间的对立架空了该罪的实践价值， 即使是重大突发的 “非典” 疫
情中相关行为也不曾得以该罪论。 （3） 该罪既可由危险结果构成， 也可由实害结果构成， 却配置同
样的法定刑。 就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相较来说， 在证明标准上显然后者更为困难， 在对法益的侵害
性上后者也更为严重， 但相同的法定刑很难说不存在有违罪责刑相适应之嫌疑。 （4） 该罪自 1997
年增设以来未曾经过修正， 而与之紧密关联的 《传染病防治罪》 已于 2004 年修订、 2013 年修正后
相对完善， 在犯罪客观行为的表述上与后者对应性表现不强。 （5） 该罪所在的 “节” 罪名 “危害公
共卫生罪” 下的数个具体罪名多规定有罚金刑， 且 《传染病防治法》 中也规定有罚款这一行政处罚
措施， 这些为该罪增设罚金刑提供了依据。

当务之急， 仍是运用各种社会调控手段、 汇集司法智慧妥善处理涉疫情刑事案件。 但从长远来
看， 解释与说明并不能解决立法上的固有缺陷。 不妨以此次疫情为契机， 适时开展修法的讨论。

（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不宜盲目变更罪名、 扩大 “传染病” 范围

“罪名用语通常取材于罪状……但截取罪名易出现偏离文本、 抓错实质的问题”。輧輮訛 罪名的生成当
以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基础， 罪状为罪名生成提供基本素材， 我国目前仍然采取的是司法罪名而
非立法罪名， 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罪名而不是在刑法分则中直接体现。 不论是将该罪更名为
“妨害突发传染病”， 还是如前文所及论者提出的为达到罪名与罪状的 “名实合一”， 可以将本罪更
名为 “妨害甲类传染类防治罪”， 都会招致新的问题。 一则， 何谓 “突发传染病” 必然牵引出的一
项新的解释需要。 而解释本身就是在处理 “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得否适用时， 规范文字变
得有疑义”輧輯訛 的问题， 对于适用者而言， 毋宁选择不需要任何解释的法律规范。 既然 “法定犯实际上
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輧輰訛 其应与前置法存在概念上的勾连。 但在 《传染病防
治法》 中并未找寻到 “突发传染病” 的踪影， 是仅作字面的理解为 “突然爆发的传染病”， 抑或是
需要更深入的理解？ 这极易造成 “在法律语言模糊的地方， 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也不存在绝对
或唯一正确的答案”。輧輱訛 二则， 倘若更名为 “妨害甲类传染类防治罪” 适得其反将进一步限制该罪的
适用。 因为 “法律概念被视为是用来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识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
工作性工具”，輧輲訛 而概念的修饰话语越丰富其内涵范围就越狭窄。 当下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和法学家
们通过教义学的方式使法律概念具体化并得到阐明所作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将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 “甲类传染病” 修正为 “传染病” 或 “突发传染病”， 不仅会导致
增加了一项需要解释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走向与上文变更罪名一样的歧途， 而且还不具有任何
实际意义。 据权威统计 （详见表 1）， 正常情况下甲类及部分严重的乙类传染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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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竹怀军： 《论刑惩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法哲学依据》， 载 《韶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4期。
輧輴訛 数据来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网： http://www.nhc.gov.cn/jkj/pgzdt/new_list.shtml， 2020年 2月 28日访问。
輧輵訛 朱德安： 《演进与反思： 论罚金刑的适用》， 载 《辽宁警察学院学报》 2016年第 5期。
輧輶訛 参见前引譿訛， 赵秉志书， 第 573页。

死率极低， 尚未达到对国民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险的程度。 且突发性的传染病病源多来自于
自然界， 人故意而为的极少。 作 “甲类传染病” 的限定就是为了表明只有造成该等严重程度之危险
刑法方可有所为， “刑法惩治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法哲学依据就在于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
性和行为人所表现出来的严重人身危险性”，輧輳訛 不当摒除限定反而可能带来过度刑罚化的质问。

“非典” 以来形成的 “确定为乙类传染病， 采取甲类预防、 控制措施” 的机制在实践操作中提
供了良好的缓冲，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即是如此。 既能够在短时期内进行判断、 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措施， 又能够在不触动法律的情况下正确适用法律， 使得变更罪名、 扩大 “传染病” 范围的呼声变
得没有实际意义。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前所引述的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在规范性文件的
位阶上稍显较低。

（三） 增设罚金刑、 区分量刑值得商榷

罚金刑的设置， “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 罚金刑给行为人以经济打击， 削减了其再犯的物质基
础……从司法救济的角度看， 罚金刑在即使出现误判的情况下， 也能够得到较为及时且行之有效的
救济”。輧輵訛 易言之， 是否需要设置罚金刑当以该罪的实际预防和惩治目标为基础。 本节中共设 11 个具
体罪名， 其中非法组织卖血罪、 强迫卖血罪、 非法采集、 供应血液、 制作、 供应血液制品罪、 采
集、 供应血液、 制作、 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 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等 6 个罪名具有明
显的经济活动属性。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 “逃避检疫、 隐瞒真实情况或入境人员
未经许可擅自上下交通、 装卸行李、 货物、 邮包等”，輧輶訛 带有一定经济活动属性。 妨害动植物防疫、 检

表 1： 近四年全国主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统计輧輴訛

年 份

甲 类 乙 类

鼠疫 霍乱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脊
髓灰质炎、 人感染高致

病性禽流感和白喉
其他乙类传染病

2018 无发病死亡报
告

报告发 病 28 例 ，
无死亡， 报告发病
率为 0.0020/10万

无发病、 死亡报告
共报告发病 3063021 例， 死亡 23174 人；
报告发病率为 220.51/10 万， 报告死亡率
为 1.67/10万

2017 报 告 发 病 1
例、 死亡 1人

报告发 病 14 例 、
无死亡， 报告发病
率为 0.0010/10万

无发病、 死亡报告
共报告发病 3064058 例， 死亡 19641 人；
报告发病率为 222.06/10 万， 报告死亡率
为 1.42/10万

2016 报 告 发 病 1
例、 无死亡

报告发 病 27 例 、
无死亡 无发病、 死亡报告

共报告发病 2956472 例， 死亡 17968 人；
报告发病率为 215.67/10 万， 报告死亡率
为 1.31/10万

2015 无发病死亡报
告

报告发 病 13 例 、
无死亡 无发病、 死亡报告

共报告发病 3046434 例， 死亡 16584 人；
报告发病率为 223.60/10 万， 报告死亡率
为 1.2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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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以妨害动植物防疫、 检疫罪为 “判决结果” 关键词检索出判决书为 50份， 2020年 3月 5日访问。
輨輮訛 1989年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从事实验、 保藏、 携带、 运输传染病菌种、 毒种的人员， 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的有关规定， 造成传染病菌种、 毒种扩散， 后果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轻微的，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规定： 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 卫生防疫、 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 造
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 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疫罪虽在刑法条文的表述上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活动属性， 但通过分析司法判例輧輷訛 不难看出， 该罪主
要涉及动植物过境交易。 反观自然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就缺乏判处罚金刑的必要。 《传染病防
治法》 中确有罚款的规定， 主要是指该法第七十三条。 该条共规定了五种具体情形， 情形 （一）
（五） 明确表述为 “单位”， 情形 （二） （三） 所提 “产品” 也应是指生产产品的单位； 质言之， 该
条中罚款主要还是针对违法的单位。 因而， 该条作为增设罚金刑的理由不成立。

提出增设 “故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做法显然不可取， 因为倘若对 “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或
传播严重危险” 的结果持故意心态， 已然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这一更为
焦灼的法条竞合并不利于司法实践。

重新划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量刑不具可行性。 一方面， 该罪为过失犯罪， 法定最高刑为七年
的两档量刑幅度设置符合我国刑法分则中过失犯罪刑配置的一贯做法， 若再提高法定刑有违 “严而
不厉” 的罪刑格局构建。 在不提高法定最高刑的前提下， 即在基本刑幅度内进行危险结果与实害结
果的量刑再分配不具操作上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 对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配置同样法定刑的除了本
罪， 在本节中还有妨害动植物防疫、 检疫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这一做法看似与刑法分则中将
同一罪名下的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配置不同刑罚， 且后者重于前者的立法例不相吻合， 实际上二者
存在本质区别， 不可进行类比。 后者的立法例通常是指存在结果加重的情形， 如放火罪、 决水罪、
爆炸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等。 此处的结果加重不仅仅是危险的实现， 而是造成更为严重的后
果， 一般表述为 “造成严重后果的”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等。 也就是， 这一加重结果是比先前
的危险变为实害更为严重的结果。 而前者只是危险与危险变成的实害的关系， 并不存在明显的程度
上的递增。 因此也不存在重新划分的理论上的可行性。

（四） 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有待完善

本来作为法定犯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直接关联的行政法规为蓝本来描述罪状并无不当， 但该
罪状并非空白罪状， 而是叙明罪状， 即是对 1989 年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条的完整复制。 这
一立法方式最显著的缺点就是无法应对法律的更新， 随即在 2004 年 《传染病防治法》 的修正中得
以验证。 修正之前的 《传染病防治法》 在 “法律责任” 一章中共设五个条文， 其中可能构成犯罪的
有三条， 即违反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追责， 违反第三十八条以危险品肇
事罪追责。輨輮訛 修正之后的该章共计十三条， 原有条文基本不复存在， 且其中有九条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变化有二： 一是依据主体之不同规定不同的法律责任， 行为方式远比修
订前丰富。 如划分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 等等， 行为方式略有交叉。 二是在附属刑法作用发挥上转变了表述方式， 即并未像修订前直接
规定以刑法分则某一具体罪名追责， 而是灵活地的规定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因为随着
1997 年刑法修订， 原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构成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而不是妨害国境卫生检疫
罪， 原第三十八条构成的是传染病菌种、 毒种扩散罪而不应是危险品肇事罪。 这也就意味着， 现行
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状表述既不能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找到直接依据， 也不能完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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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何荣功： 《以司法智慧 “依法从严” 办理涉疫犯罪案件》，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3月 2日第 3版。

盖 《传染病防治法》 中构成犯罪的情形。 故此，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有修正之必要。
笔者以为， 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正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是对 《传染病防治法》

中可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进行重新提炼， 以是否符合该罪的规制目的为依据进行整合。 例如， 可
以以该法第七十三条为模板重构该罪的罪状表述， 适当考察如 “未按要求报告， 或者隐瞒、 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 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也可纳入该罪。 但如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 采集、 保藏、 携带、 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 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 造成传染病菌种、
毒种扩散， 后果严重的” 则不宜纳入该罪。 第二种是采取模糊处理的表述方式， 即空白罪名的方
式， 不具体列出行为方式， 而是需要在具体案件办理中结合 《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进行逐一比
照。 为避免相关法律日后的再次修正， 第二种方式可能更具稳定性。

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
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作为最强烈社会谴责机制的刑罚适用”更不容许任何逻辑上的瑕疵。輨輯訛 尽管
《意见》 对指导涉疫情司法实践确是大有裨益， 但在笔者看来， 其与 《解释》 仍然存在一个同样的
问题尚未解决， 即关于行为人之行为与造成疫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成未作明
确指引， 因为因果关系的有无是犯罪构成逻辑判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意见》 和 《解释》 中是
这样表述的， “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和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
情节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 实际上， “造成” 与 “引起” 在现行刑法典中广泛存在， 二者共计出
现 133次， 其是前因与后果之间的连接词， 表达的是 “造成” 或 “引起” 之后的部分是之前的部分
之结果或加重结果， 是结果犯或结果加重犯的典型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 对于疑似病人， 只有 “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没有造成上述结果的， 则不
可以该罪定罪处罚。 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 且确实 “引起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在笔者看来， 造成或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最典型
表征是有其他人因此被感染，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最典型表征是行为人已被确诊或疑似感染被隔离）
才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没有引起上述结果的， 则应具体分析是否存在暴力妨碍、 殴
打、 辱骂等行为以考虑妨害公务、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等犯罪， 否则不宜认定犯罪。

值得关注的是， 既然存在前因与后果的关系， 那么如何确证这一关系就成为一项技术问题而不
是理论问题。 也即， 如何确证其他感染者是由确诊病人或行为时疑似后来确诊的病人传播的。 目前
来看， 只能通过逐一排查密切接触者的方式来确定行为人是否是被感染者接触的唯一的确诊或可能
携带病毒者， 囿于排查密切接触者工作量极大以及新冠肺炎存在一定潜伏期导致无法及时确诊是否
是感染者， 故此种方式实际效用并不明显， 以至于 “确证” 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然而完整的证据链
条不容许任何逻辑关系上的不畅，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解释》 中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意见》 中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种情形以及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第一
种情形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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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及其修正

Abstract: In�the “Opinions”,�the�application�of�the�crime�of�impairing�the�prevention�and�control�
of� infectious�diseases�has�been�questioned� for� violating� the�principle� of� legality� for�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s� a� statutory� crime,�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and�the�preceding�law�gives�rise�to�the�thinking�of�its�
amendment.�It�should�be�recognized�that�the�application�of�this�crime�has�its�legitimate�basis�and�
practical�needs,�the�scope�of�penalty�has�not�been�expanded,�and�the�means�of�criminal�law�should�
also� be� one� of� the� mean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control� of� infectious�diseases� should�be�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crime�of�
endangering�public�security�by�dangerous�methods�should�be�used�cautiously.�In�the�long�run,�the�
crime� of� impai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not� be� modified�
blindly�and�the�scope�of “infectious�diseases” should�not�be�expanded.�Attention�should�be�paid�
to� the�buffering� effect� of� the�mechanism�of “ taking� class�A�prevention� and� control�measures”
and�consideration�should�be�given�to�the�improvement�of�the�objective�behavior�description�of�the�
crime�by�means�of�refinement�or�fuzzy�treatment.

Key Words: Crimes�of�Impairing�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 Principle�of�
Legality�for�Crimes�and�Punishments； Law�of�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Infectious�Diseases；
Amendment�of�Accusation�

（责任编辑： 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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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2016 年 5 月 7 日发生的特斯拉 models 汽车交通肇事由于该车型要求驾驶员持续手握方向盘， 该车型为 Level2 （部分自动
化） 型， 所以不应视为第一起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案。

譺訛 刘宪权： 《人工智能： 刑法的时代挑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47页。

陈禹衡 *

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对
———以 Uber交通肇事案为研究视角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兴未艾， 但其同时也对交通秩序产生威胁， 在 Uber 交
通肇事案中， 检方排除了公司责任而准备追究安全员责任。 人工智能汽车分为强人工智能
和弱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汽车不是法律主体， 其生产厂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需要负有
责任， 安全员则应该负有差别化的注意义务。 强人工智能汽车应该视为法律主体， 对强人
工智能自主学习导致的犯罪行为应该分情况讨论， 对于其由于算法偏见导致的犯罪行为生
产厂家也要负有责任， 黑客入侵后则依据被感染程度的强弱讨论其与黑客的关系， 以更好
地帮助人工智能汽车从弱人工智能进化到强人工智能。
关键词： 人工智能汽车 Uber 交通肇事 弱人工智能汽车 强人工智能汽车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3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和完善， 人工智能系统方兴未艾， 正在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 但是其中最具创新性和变革性的便是人工智能系统引导下的自动驾驶汽车的投入使用。 如果其
能够大规模适用， 将会对我们的交通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冲击和改变， 而对于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
汽车交通肇事行为， 刑法应对的研究才刚刚兴起， 尚缺司法实践经验。 2018 年 3 月 18 日美国亚利
桑那州坦佩市， 发生了世界上第一起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事故，① 导致一名女性不幸身亡。 由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 以及 Uber公司和受害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 很多人认为该事故不会走司法
程序。② 但是时隔一年， 2019 年 3 月 5 日， 该案所在地的检察官却判定： Uber 公司对于去年三月份
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当时负责车辆正常行驶的驾驶安全员， 其是否负有刑事责
任将进行进一步调查。 对这一交通肇事案件进行分析， 可以为完善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
对提供司法实践经验。

24· ·



譻訛 曹建峰： 《全球首例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致死案法律分析及启示》， 载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8年第 6期。
譼訛 目前业界普遍采用的是由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SAE） 和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 （NHTSA） 联合颁布的分级标准， 该标

准中将人工智能汽车分为 Level0-Level5共计 6 个等级， 分别对应： 无自动化、 驾驶辅助、 部分自动化、 有条件自动化、 高
度自动化、 完全自动化， 此次涉事车辆的四级运行设计领域对应 Level3 有条件自动化， 特定情况下期望驾驶员能够响应系
统请求并接管驾驶的控制权。

譽訛 冯文杰、 李永升： 《消极责任主义的理论型塑与实践省思》， 载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4期。
譾訛 《优步无罪! 致死车祸不担刑责， 但自动驾驶早已元气大伤》， 凤凰网科技： http： //tech.ifeng.com/a/20190306/45325172_0.shtml，

2019年 3月 19日访问。

一、 Uber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案的细节分析

Uber 此次发生的交通肇事的情节较为复杂， 涉事车辆事发时经过一段没有设置信号灯或者监控
摄像头的三岔路口， 事故的分析只能依靠车辆自带的监控录像设备， 结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的初步报告和现阶段检察官透露的信息， 该案中值得分析的细节有如下几点。

第一， Uber 的涉事车辆为沃尔沃 XC-90SUV， 这辆车本身并非专门设计的人工智能汽车， 而是
经过改装的人工智能汽车， 人工智能软件系统和距离识别感应系统都是后来由 Uber 公司加装的，
并装配车顶激光雷达、 红外传感器等，③ 在这种现阶段主流装配方案的改造下， 该车的自动驾驶层级
系数达到了四级运行设计领域，④ 安全驾驶员不参与驾驶行为而仅在系统出现脱离情形时才负有接管
驾驶的责任， 根据消极责任理论的观点， 此时安全驾驶员的责任比重较轻。⑤

第二， 事故发布的监控录像显示， 涉事车辆在撞人前已经发现了受害人， 车辆的传感器在撞击
发生前 6 秒已经检测到受害人的生命体征， 并且系统自带的处理器分析出还有 1.3 秒事故即将发生，
但是涉事车辆此时却无法进行急刹车， 系统在这里的缺陷是 Uber 公司的人工智能汽车在计算机控
制下没有启用紧急刹车的权限。 车载数据回放显示， 系统在当时提供了紧急制动的请求， 车辆人工
智能系统的权限在这里和安全员的权限产生了冲突， 也就是算法设置的纰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第三， 当地警方对安全员进行的调查显示， 该名安全员拉斐尔·瓦斯克斯在事故发生时观看了
“美国好声音”， 根据 Hulu 网站显示， 在案发之前， 瓦斯克斯的视频网站账户观看了至少 40 分钟的
视频节目， 并且最终播放停止的时间是 9 点 59 分， 也就是事故发生的时间， 因而有理由相信安全
员在履职期间处于玩忽职守的状态， 并且其对于紧急刹车的优先权限可能导致了人工智能系统对于
紧急制动的请求被忽视。

第四， 根据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车辆系统存在着算法偏见的问题，
人工智能系统诞生伊始输入的各种数据、 测试值等可能导致了系统自身更加善于识别肤色较浅的
人。 研究人员对于行人的图像数据进行采集， 并使用菲茨帕特里克量表 （Fitzpatrickscale） 进行分
析， 发现了深色皮肤的人的检测率要比浅色皮肤的人低 5 个百分点，⑥ 这种算法偏见的存在导致了对
人工智能汽车安全性和普适性的质疑。

第五， 在该案的审判过程中存在的另一处细节是， 事故发生地为亚利桑那州坦佩市， 且事故发
生路段是一段沙漠景观， 当地政府在此处构建了 X 形的砖路， 这一砖路在本地人的认知里是政府鼓
励人们横穿马路的象征， 可以被视为一种约定俗称的习惯。 但是很明显的是， Uber 的人工智能汽车
导航系统中并没有输入此类习惯的提示， 这种约定俗成的交通习惯对于人工智能汽车的安全行驶以
及交通肇事后的刑事责任的分配形成了挑战。

通过对于以上五点案件细节的分析， 可以发现该起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事故并非一起简单的
交通肇事， 其中反映出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学习问题、 强弱人工智能之间责任的权重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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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陈洪兵、 陈禹衡： 《刑法领域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算法偏见》， 载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5期。
讀訛 翁岳暄、 多尼米克·希伦布兰德： 《汽车智能化的道路： 智能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监管研究》， 载 《科技与法律》 2014 年

第 4期。
讁訛 杨立新： 《人工类人格： 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载 《求是学刊》 2018年第 4期。
輥輮訛 司晓、 曹建峰： 《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 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輥輯訛 冯珏： 《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6期。

人工智能和人类监督之间的权限冲突问题、 人工智能汽车的算法偏见问题、 自动驾驶新技术对人类
习惯的接受和吸收问题等，⑦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有助于未雨绸缪， 为我国人工智能汽车的推广和制
定其交通肇事行为的法律规制提供经验， 并且完善刑法典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以及危险驾驶罪罪名
的规范。

二、 弱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分析

在本次 Uber 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事故中， 肇事车辆是一辆弱人工智能汽车。 强弱人工智
能汽车在技术上划分的鸿沟在于 “由反射式智能转换成自律式智能”，⑧ 很明显在此案中涉事车辆的
人工智能程度仅仅在弱人工智能阶段， 其主要行为范式是 “反射式智能”。 在 Uber 公司的改造下，
该车通过加装了激光雷达和红外传感器等设备形成了初步的发射应答回路， 其基本的操作路径是通
过激光雷达发射红外线， 当红外线接触到障碍物进行反射， 反射回来的信号由数据分析器分析得出
障碍物的距离， 并对得到的数据处理后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在 Level3 级别的汽车的运行中， 车载
人工智能系统并未获得汽车驾驶过程中的全部权限， 而是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 安全员的存在可以
视为车辆自动驾驶过程中的 “安全阀门”。 但是在此次事故中， 发生肇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工
智能紧急制动的权限和安全员之间的权限出现冲突， 导致最终刹车不及时。 此次事故中各方主体所
负的刑事责任， 弱人工智能汽车的法律主体是否构成， 都需要结合案情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 弱人工智能汽车的法律主体资格分析

对于弱人工智能汽车刑事责任的分析， 前提是讨论弱人工智能汽车是否有所谓的法律主体的资
格， 也就是其是否具备 “法律人格 （legal personality）”， 而讨论弱人工智能汽车的 “法律人格”， 则
必然绕不过作为其构成基础的 “电子人格 （electronic personality）” 的概念。 对于是否授予弱人工智
能汽车 “电子人格”， 并赋予其 “法律人格” 的看法， 学界对此看法不一。

支持者认为 “电子人格” 的概念在于弱人工智能产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行为权和决定权， 对于
面对的事项可以有相应的决策权， 并且能够通过妥善地合理使用自主权而被法律赋予一定的权利与
义务， 最终被授予 “电子人格” 的法律地位， 而这些 “电子人格” 的参与方的集合， 最终构成了弱
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⑨ 在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 2016年发布的 《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 中， 已然
以提出决议的方式探讨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人格的可能性， 而这一决议一旦通过， 则弱人工智
能汽车会被最终赋予法律人格， 并且对此次交通肇事负有相应的刑事责任。⑩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主要是认为弱人工智能不能够适应法律规范的规制， 法律规范的规制是通过
人在了解了法律规范的要求之后， 对于违反法律规范所造成的后果的厌恶而遵循法律规范的要求行
事。輥輯訛 而弱人工智能汽车显然不具备这一功能， 康德曾经对于人格提出了观点， 认为 “人， 是主体，
他有能力承担加于他的行为， 因此道德的人格不是别的， 其是受道德法则约束的一个理性人的自
由”。輥輰訛 在康德的观点中， 人格的特征在于受到规范的规制， 但是弱人工智能的工作范式是 “反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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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德]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 沈叔平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第 26页。
輥輱訛 张继红、 肖剑兰：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问题研究》， 载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輥輲訛 靖茹： 《自动驾驶汽车事故责任问题研究》， 载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4期。
輥輳訛 U.S.DOT releases new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 guidance， https://www.nhtsa.gov/press-releases/us-dot-releases-new-automated-

driving-systems-guidance， 2019年 3月 13日访问。
輥輴訛 郝秀辉、 王锡柱： 《论航空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及其归责原则》， 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1期。
輥輵訛 赵新河： 《试论容许的危险理论对判定医疗过失的借鉴价值》， 载 《中州学刊》 2006年第 6期。

智能”， 并非 “自律式智能”， 弱人工智能汽车并不具备对于违反法律规范造成后果的厌恶， 因而也
不会做出遵循法律规范的决定， 不应该认定其符合法律主体的构成资格。

本文认为弱人工智能汽车不应该认定为法律主体。 第一， 从理论上说， 弱人工智能汽车缺乏法
律主体所必须的思维和处理模式， 其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是机械的、 缺乏创造性的， 这种形而上学的
人工智能主体不具有自主意识而需要深度学习， 即使强行赋予其电子人格， 也是一种法律拟制的人
格， 导致法律主体认定标准的混乱。 第二， 从实务上来说， 本案中肇事车辆不仅没有自主意识， 甚
至在意见反馈之后， 对于正确的决策都没有选择权， 其做决定的优先度远低于安全员的权限， 更像
是强人工智能的半成品或者是处理前端， 这就意味着在剥夺了基本的决策权限之后， 此时的弱人工
智能汽车仅仅是 Uber 公司安全员的 “附庸”， 不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资格。

（二） 弱人工智能汽车公司的刑事责任分析

在此次交通肇事中， 由于弱人工智能汽车的本身不具有法律主体的资格， 因而也不能够对发生
的交通肇事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 Uber 公司对交通肇事是否负责， 当地检方做出的 Uber 公司不负刑
事责任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刺破人工智能面纱” 的理论可以为弱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刑事
归责提供思路， 透过人工智能技术， 弱人工智能汽车的技术核心和控制归于 Uber 公司， 其可以看
作是 Uber 公司控制下的运输工具， 由于弱人工智能汽车导致的交通事故应该由其背后的实际控制
者 Uber 公司担任法律主体。輥輱訛

Uber 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改装公司， 在此次交通肇事中对于肇事车辆的影响作用远远大于汽车
的原始制造公司沃尔沃公司， 沃尔沃公司只是汽车的原始制造企业， 若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是汽车的
基础性能发生故障导致事故， 则沃尔沃公司对于此次交通肇事不负责任。 Uber 公司对于涉事车辆的
改造是全方位的， 通过加装传感器、 人工智能系统的方式赋予了人工智能汽车的新生， 所以可以视
为 Uber 公司制造了这辆弱人工智能汽车并对车辆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负责。 具体到本案中， 2016
年 9 月美国交通部出台自动驾驶技术检测和应用指导性框架 《联邦自动驾驶机动车政策》 （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 其中规定了 15 项有关自动驾驶技术安全性的评估标准，輥輲訛 而此次事故中
Uber 公司明显在 “物体和事故的探测和反应 （OEDR）” 这一项存在设计缺陷。輥輳訛

在肇事车辆的初始人工智能系统中， Uber 公司的过失之处在于对初始人工智能的 OEDR 算法
设置存在纰漏。 在车辆的行驶过程中， 反馈信息处理器的权限低于安全员的权限， 并且在面临可能
到来的危险时没有做出紧急制动的权限， 这种算法上的缺陷将伴随着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生涯。 当
研发者、 制造者、 销售者在明知产品有缺陷的前提下， 为了人工智能汽车的运行和推广， 生产不符
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人工智能汽车， 造成严重后果， 应该追究相关行为
人的刑事责任。輥輴訛 但是考虑到弱人工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性和风险性， 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其所具
有的危险性。輥輵訛 由于人工智能汽车的生产厂家承担了更多的风险， 其应该承担严格责任， 除非生产厂
商能够证明自己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达到了现有人工智能汽车生产标准要求， 则对发生的损害后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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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Uber交通肇事案和特斯拉自动汽车肇事案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车中所搭载的是人工智能车辆的驾驶员， 要求车辆的驾驶
员在行驶过程中双手握住方向盘， 并且按照声音和影像提示进行驾驶操作， 前者中的安全员并不需要干预车辆的行驶。

輥輷訛 彭文华： 《自动驾驶车辆犯罪的注意义务》，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5期。
輦輮訛 周铭川： 《论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 载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輦輯訛 张玉洁： 《人工智能技术的法律规制———以 “无人驾驶汽车” 为例》， 载 《网络法律评论》 2016年第 2期。

用承担刑事责任。

（三） 安全员的刑事责任分析

根据当地检方的报告以及案发地的监控显示， 在此次交通肇事中该车辆的安全员对于事故的发
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 是安全员的身份定位意味着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驾驶员，輥輶訛 他并不直
接参与弱人工智能汽车的驾驶， 但是却通过决策的判断来决定车辆的运行， 其身份更像是弱人工智能
汽车行驶的 “安全阀”， 在车辆的行驶过程中， 安全员除非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 否则任何过失行
为造成的损害安全员都应该负有刑事责任。 其次， 视频网站的浏览记录显示， 当时的车辆安全员瓦
斯克斯没有很好地履行安全员的义务， 处于玩忽职守的状态， 这里安全员构成了疏忽大意的过失，
没有起到注意义务， 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最后， 此处对安全员提出的注意义务是指安
全员对某一具体行为可能导致的具体结果的注意和避免义务。 注意义务的观点有否定说和肯定说，輥輷訛

否定说的观点指注意义务是具体的， 对于行为和导致的结果都是具体的， 只有人工智能车辆的安全
员才能面对具体的车辆运行情况， 也才有所谓的注意义务。 肯定说认为此处的注意义务是抽象的，
具备相应的特征， 并且具有预测性和可期待性， 肯定说将注意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了车辆的制造商
等， 即汽车的制造商即使符合人工智能汽车驾驶标准， 也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通肇事事故负责， 这
种观点会有损刑法的谦抑性， 因而本文采用否定说的观点， 应该由安全员对交通肇事罪负刑事责任。輦輮訛

该案中的安全员虽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但是在人工智能汽车蓬勃发展的今天， 对于安全员注
意义务的一味提高并不利于这个技术的健康发展， 安全员注意义务的要求不宜过高。 既然人工智能
车辆允许乘坐者可以处于较为放松的状态， 就不应该按照传统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标准来要求的安全
员。 但是与此同时， 美国很多地方都出台规定要求人工智能车辆配备安全员， 如美国的华盛顿特
区、 内达华州等都要求只有配备安全员的人工智能车辆才能上路。 有鉴于此， 本文认为对安全员的
注意义务应该采用差别化的注意义务， 在车辆平稳运行时安全员的注意义务较低， 可以从事其他行
为， 但是在事故高发路段或者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反馈了可能存在危险的情况时， 则要求安全员起到
高度注意的义务。 华盛顿特区法律中规定， 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员在面对危险情况时， 必须坐到控
制座位上， 准备接管车辆的行驶。 内华达州对于自动驾驶和人工驾驶状态下的责任区分不同， 要求
无人车驾驶者也要拥有驾照。輦輯訛 对安全员实行差别化的注意义务， 才能够在弱人工智能汽车占据产业
主流时， 在交通肇事中厘清各方的刑事责任， 保障安全的同时为强人工智能汽车的发展做好铺垫。

三、 强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分析

强人工智能汽车是弱人工智能汽车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强人工智能汽车将会彻底解放驾驶员
的双手和大脑， 其不同于弱人工智能汽车之处在于具有了 “自律式智能”， 强人工智能汽车可以在
已经设计和安排好的程序范围内进行自我学习， 通过自身培养的独立思考能力对道路的驾驶情况进
行预判。 整体看来， 强人工智能在四个方面对于现在的刑事司法体系造成挑战： 一是强人工智能汽
车是否能够担任法律主体， 二是在强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学习之后导致的犯罪行为如何应对， 三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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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体系的重构》，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3期。
輦輱訛 黄闪闪： 《无人驾驶汽车的伦理植入进路研究》， 载 《理论月刊》 2018年第 5期。
輦輲訛 [英] 厄尔斯·尼尔森： 《理解信念———人工智能的科学理解》， 王飞跃、 赵学亮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8页。
輦輳訛 机器人三原则， 由美国科幻作家阿莫西夫提出： 第一，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 机

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除非这条命令与第一条相矛盾； 第三，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除非这种保护与以上两条相矛盾。
輦輴訛 刘宪权：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 载 《现代法学》 2019年第 1期。
輦輵訛 John R.Searle: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3, 1980.

于强人工智能在学习之后形成了算法偏见如何进行刑法规制， 四是强人工智能在摆脱了人的控制之
后， 遭受黑客入侵导致交通肇事乃至危险驾驶如何认定刑事责任。

（一） 强人工智能汽车的法律主体资格分析

强人工智能汽车不同于弱人工智能汽车，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对于外界事物形成自己的认知， 并
且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好恶。 按照刘宪权教授的观点， 这种强人工智能具有和自然人一样
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具备刑事责任， 可以视为刑事主体， 对于其犯罪行为的实施秉持着自主意
志， 可能且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輦輰訛 本文赞同该观点， 理由如下： 第一， 强人工智能具有不断学习和发
展的能力， 从思维模式上来看经过不断地学习已经能够分辨出遵从规范和违反规范可能造成的后
果， 其更适合被称为 “伦理机器人”。 强人工智能汽车是用 “人工智能+汽车” 的方式取代了 “驾驶
员 +汽车”， 既然其掌握了道路交通规则， 就必须对违反道路交通规则造成的事故负刑事责任。輦輱訛 第
二， 强人工智能汽车可能通过学习制造 “额外的知识”， 这里的知识并非原始编程所输入的知识， 其
范围和性质不可控，輦輲訛 随之而来的便是可能造成的刑事风险。 强人工智能汽车不仅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甚至可能违背 “机器人三原则” 进行例如危险驾驶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輦輳訛 因此， 赋予其法律
主体资格可以完善对人工智能类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第三， 强人工智能汽车作为法律主体具有可
惩罚性， 强人工智能汽车中的人工智能部分可以视为人类模拟自身神经网络而构建的个体单位， 其
产生的想法独立于人类的意志， 在交通肇事等事故中， 强人工智能汽车由于自身的失误造成的误判
对其他自然人或者财物造成损害， 对其施加的刑罚可以包括： 删除数据、 修改程序、 永久销毁。 强
人工智能可以适应变革后的刑罚体系。輦輴訛

（二） 强人工智能汽车自主学习导致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强人工智能汽车所具备的自主学习的特性是其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基础，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
约翰·罗杰斯·希尔勒根据计算机和其他处理信息的机器的未来发展趋势创造的， 其认为 “计算机不
仅仅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工具， 相反， 其只要运行适当的程序， 便可以拥有自身的思维”。輦輵訛 但是这一
自主学习能力在给其带来人类的思维模式时， 也给其未来发展带来了不可预测性， 其可以通过日常
的学习获得额外的知识，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 如果强人工智能智能汽车在
运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反社会性人格和思维， 将会对人类社会的良好运行产生极大的影响， 需要未雨
绸缪。

强人工智能汽车自主学习导致的犯罪行为主要分为故意类型的犯罪和过失类型的犯罪。 过失类
型的犯罪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罪， 在交通肇事罪中， 强人工智能可能因为自身处理数据的不及时、
对于数据处理反馈的优先度排序错位、 甚至出于降低自身功耗的目的来休眠某些处理器最终导致交
通肇事的发生， 类似于自然人的过失行为， 这一类可以类比 “疏忽大意的过失” 来予以认定。 除此
以外， 如果强人工智能汽车因为对于新的路况知识以及交通习惯的学习不及时， 导致出现交通肇
事， 诸如在该案中， 人工智能汽车对于当地的交通习惯并不清楚， 没有意识到 X 型砖路为鼓励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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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江溯： 《自动驾驶汽车对法律的挑战》，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2期。
輦輷訛 张玉宏、 秦志光、 肖乐： 《大数据算法的歧视本质》， 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7年第 5期。
輧輮訛 莫宏伟： 《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思考》， 载 《科学与社会》 2018年第 1期。
輧輯訛 Bruno Lepri, Nuria Oliver, Emmanuel Letouzé, Alex Pentland, Patrick Vinck: Fair,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Vol.4, 2018.
輧輰訛 刘培、 池忠军： 《算法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载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2期。

通过的标志， 导致警惕度不高和数据反馈的滞后， 这种类型的过失可以类比 “过于自信的过失”。
强人工智能汽车的故意犯罪主要集中在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类犯罪以及侵犯用户个人隐私
犯罪。 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类犯罪包括强人工智能通过学习产生了反社会人格， 进而选择
遵循自身产生的机器思维来危害人类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包括利用其自身占据的道路交通
这一公共资源， 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 2017 年的电影 《速度
与激情 8》 中， 上千辆强人工智能汽车构成的 ‘僵尸车军团’ 对于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破坏， 这
一视觉特效体现了人们对于强人工智能反社会行为的巨大破坏性的警惕。”輦輶訛 强人工智能侵犯用户个
人隐私的犯罪涉及出卖乘车人员的交通行程的隐私， 交通行程属于个人信息， 所以符合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

（三） 强人工智能汽车算法偏见的刑法应对

强人工智能汽车的诞生之初就伴随着算法偏见 （Algorithmic Bias） 的问题， 强人工智能所依赖
的大数据系统需要将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 在找出此类数据的最大共同特征之后， 总结归纳出
自身的特点， 在面对新的对象时， 将新的对象与历史数据总结的特征进行对比， 按照其归属的类别
提出处理方案， 本质上来说， 仍然没有走出 “人计算人” 的思维物化窠臼。輦輷訛 人工智能算法的偏见
性的内在基因在技术层面的体现多样， 包括 “偏见进则偏见出 （Bias in， Bias out）” “大小样本地位
悬殊” 等。 在此次交通肇事中， 算法偏见可能是导致该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之一， 因为人工智能车
辆可能对于浅肤色的人辨识度更高， 这无疑增加了浅肤色的人的辨识反应时间， 进而增加了其生存
的几率。 本案的审判中对于算法偏见没有涉及， 但是不代表伴随强人工智能的发展， 此类算法偏见
的存在会被逐步放大， 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强人工智能汽车算法偏见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有二： 第一是强人工智能汽车本身， 其作为适格
的法律主体应该负有刑事责任； 第二是强人工智能汽车的生产厂家。 这些生产厂家在制造强人工智
能汽车的 “大脑” 时， 如果对于数据质量以及隐含的信息样本处理不当， 导致强人工智能在今后的
运行过程中产生了算法偏见，輧輮訛 此时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要参考生产厂商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如果认
为其是 “家长与老师”， 那么即使强人工智能后续演化出了算法偏见， 生产厂商也不应该负有责任，
正如不能因为有种族歧视的父母导致孩子有种族歧视的思想而惩罚父母。 如果认为生产厂商是强人
工智能的 “生产者和编程者”， 那么则应该追究生产厂商的刑事责任， 在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 导致数据样本偏差或者编程纰漏， 致使强人工智能汽车产生算法偏见， 此时生产厂商应该负有
刑事责任。 对于此处刑事责任的承担， 可以按照莱普利·普鲁诺的算法偏见的分类来分情况讨论，
将算法偏见分为： 预先存在的偏见、 算法程序运行中形成的偏见、 算法决策过程中数据的权重不同
导致的偏见。輧輯訛 如果这里出现的是算法程序运行中形成的偏见， 则应该认为生产厂商对算法偏见不负
有刑事责任， 如果是预先存在的偏见和算法决策过程中数据的权重不同导致的偏见， 则本文在这里
支持后者的观点， 要求生产厂商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尤其是现阶段主流的人工智能汽车生产厂家
较为集中， 所以更应该要求其在程序的编译和样本的选取中保持谨慎的态度， 避免算法偏见的问题。輧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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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杜鸣皓： 《“自动驾驶” 的现实挑战： 尚待过法律和安全关》， 载 《中国品牌》 2017年第 5期。
輧輲訛 张明楷： 《刑法学 （第 5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96页。
輧輳訛 陈禹衡： 《“控制” “获取” 还是 “破坏” ———流量劫持的罪名辨析》， 载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6期。

（四） 强人工智能遭黑客入侵导致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分配

强人工智能汽车虽然拥有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对于其应对黑客入侵的防范能力却存在疑
问。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研究显示， 早在五年前就出现了远程入侵人工智能汽车的技
术手段， 可以在行车过程中对刹车进行控制。 2018 年 12 月 18 日， 由腾讯汽车主办的 2018 全球汽
车 AI 大会， 全球著名的白帽黑客 Charlie miller 也展示了对人工智能汽车的远程控制。輧輱訛 这一系列事
件说明即使是强人工智能也存在着被黑客控制的风险， 但是在两者的关系上， 这种控制下进行的犯
罪行为是按照共犯论处， 还是按照教唆犯论处， 亦或是将强人工智能汽车视为一种工具被控制而以
间接正犯论处， 则需要进行讨论。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强人工智能汽车和黑客之间构成普通的共同正犯的关系。 在强人工智能汽车
被黑客入侵之后， 其思维模式已经被黑客所控制， 和黑客出于一样的目的进行犯罪行为， 因而将两
者认为是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要求两人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行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輧輲訛

也就是说要求此时强人工智能和黑客具有共同的意思表示， 甚至要求其提出自己的意识想法， 考虑
到强人工智能的思维转换的快速性， 不同于一般自然人需要长时间转换思维， 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强人工智能汽车和黑客的关系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关系。 张明楷教授主张教
唆犯的教唆对象必须是具有实际责任能力的人， 但是对是否达到法定的年龄并无要求。 在黑客和强
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中， 如果黑客在感染了强人工智能系统之后， 引起了被感染的强人工智能的实
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意思， 和第一种观点中的普通共同正犯的关系相比， 此时黑客对于强人工智
能的控制性更弱， 而且强人工智能也没有将自己产生的想法与黑客交流的意图， 黑客在这里只是单
纯地扮演教唆犯的角色， 实际造成的损失不可控， 实践中此类行为的侵害法益， 则主要集中在对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破坏上。輧輳訛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黑客和强人工智能汽车之间构成间接正犯的关系。 采用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
认为经过黑客的感染， 强人工智能已经处于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的阶段， 类似于 “儿童”， 此时的
强人工智能既无处理分析数据的能力， 亦无进行思考的模式， 此时黑客没有必要出现在犯罪现场，
也无需参加共同实施， 而被利用的强人工智能却欠缺责任， 我们并不能够苛求将一个由强人工智能
降级成弱人工智能的主体依旧视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主体， 此时的人工智能系统不应该负有
刑事责任。

以上三种观点在梳理黑客入侵强人工智能汽车之后两者的关系时， 各有千秋， 究其根本， 乃是
由于强人工智能在被黑客入侵之后， 系统的受损害和被控制程度不同导致的。 不同于自然人， 人工
智能的处理系统和思维模式是被量化的， 并且呈现阶梯性的下降， 思维模式转变较快， 而且具有较
强的恢复能力， 所以在探讨黑客和强人工智能的关系时， 需要参考此时强人工智能出于什么样的思
维模式， 如果其能够反馈信息并且和黑客交流， 应该视为共同正犯； 如果黑客只是引起了强人工智
能汽车的犯意， 则属于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关系； 如果经过感染的强人工智能汽车已经失去了正常的
处理能力趋于弱人工智能化， 则可以将黑客视为间接正犯， 此时强人工智能汽车不负有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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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人工智能汽车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必然会走进千家万户， 现阶段弱人工智能汽车已经在很多地
方进行道路试验并且准备投入使用， 国内百度的人工智能汽车业已悄然进行道路测试， 在这样一个
人工智能时代里， 对于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相关研究显得极为迫切。 “刑法上的自由意志包括
自主选择能力与反省控制能力两项内容， 自主选择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相对应， 反省控制能力与理
性能力不谋而合”，輧輴訛 人工智能汽车的发展必然会面对此类的争议， 沃尔沃的 CEO 汉肯·塞谬尔森指
出“制约人工智能汽车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监管而非技术”，輧輵訛 而对人工智能汽车的监管首先需要对人工
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事故进行分析。 此次 Uber 的人工智能交通肇事案给人工智能汽车交通肇事的
刑法应对提供很多研究视角， 包括责任的分担、 人工智能技术的缺陷导致的事故、 安全员的责任如
何界定， 并且为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提供刑法应对的预防观点。 刘宪权教授将人工智能面
临的问题分为弱人工智能的 “内忧” 和强人工智能的 “外患”， 只有防患于未然， 才能解决 “内忧
与外患”， 促使人工智能汽车早日安全有序地投入使用。

輧輴訛 王耀彬： 《刑法上的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中的 AI———基于现代泛心论的分析视角》，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9年第 12期。
輧輵訛 黄波：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对》， 载 《天府新论》 2018年第 4期。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I)�vehicles�is�in�the�ascendant,�but�it�also�
poses�a� threat� to� the� traffic�order.� In� the� latest� traffic�accident� in�Uber,�prosecutors�ex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and� are� prepared�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curity�
officers.�AI�vehicles�are�divided�into�strong�AI�and�weak�AI.�Weak�AI�vehicles�are�not�the�legal�
subject�and�the�manufacturers�need�to�be�responsible�for�failing�to�fulfill� the�reasonable�duty�of�
care,�and�the�security�staff�should�have�the�differential�duty�of�care.�The�strong�AI�vehicles�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legal� subject.� The� criminal� behavior� caused� by� the� strong� AI� autonomous�
learning�should�be�discussed�separately�and�the�manufacturer�should�also�be�responsible�for� the�
criminal� behavior� caused� by� the� algorithm� bias.�After� the� invasion� of� hack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hackers�and�the�security�staff�should�be�discussed�according�to�the�degree�of�infection�in�
order�to�better�help�AI�vehicles�evolve�from�weak�AI�to�strong�AI.

Key Words: AI�Vehicles；Uber；Traffic�Accidents；Weak�AI�Vehicles；Strong�AI�Vehicles

（责任编辑： 陈毅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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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譹訛 该款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财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

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应当向行政机关
提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② 周斌： 《行政公益诉讼空白公益保护弱》， 载 《法制日报》 2015年 3月 7日第 5版。
譻訛 参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019年 6月 28日 《关于阳逻陈家冲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说明》，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

县人民政府 2019年 6月 23日 《关于云浮郁南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取消的公告》。

高 峰 *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场域拓展
———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处理为视角

内容提要：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 “官告官” 模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然而其虽冠以诉讼之
名， 实践中却以非诉检察监督为主要方式， 作用场域是消极型行政不作为争议， 表现为立
法上的 “体例错位” 和实践中的 “实效错位”。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应当侧重于
通过法院审判程序审理有实质争议的案件， 从而规制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 其作用
场域应当聚焦于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议。 现有制度框架下， 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提供制度完
善的良好契机， 检察机关对群体性事件中的争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促使群体意见表达理
性化和公益衡量科学化， 可以避免 “一闹就停” 或者 “强力维稳” 两个极端， 预防公共利
益不理性损失。 另外， 通过优化诉讼程序、 法律责任制度和利益衡量方法， 行政公益诉讼
可以更好地适用于涉群体事件的行政公益纠纷。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非诉检察监督 作用场域 群体性事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4

2017 年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增加了第四款，譹訛 确立了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的 “官告官” 新模式， 并明确被诉行为包括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两类， 据此
可以将行政公益诉讼分为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和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 在此之前的 2015 年， 时任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就向全国人大提交了 《关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制度的议案》， 并阐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基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公权力相互
制衡的原理。譺訛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是理想的， 试点和实行以来收到了一些效果， 但司法实践
中案件数量少、 诉讼特征不明显， 甚至有的案件还让人感觉存在 “为诉讼而诉讼” 的 “走过场之
忧”。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一些地区在规划、 批准、 兴建存在环境风险的项目时， 因信息沟通
不畅、 未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未充分进行科学论证、 未及时跟进等原因， 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多
发。 如 2019 年 6 月下旬，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均遭遇众多当地群众反对， 使项目无法开工建设或取消选址。③ 然而， 作为公益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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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曾宪义、 赵晓耕： 《中国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9页。
譽訛 [英] 戴维·M. 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典》， 李双元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78页。
譾訛 应松年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349页。

的检察机关及其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都缺席了这些真正有争议的公益纠纷， 司法的 “社会减压阀”
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 这说明虽然我国涉环境风险建设项目科技水平、 建设水平逐步发展进步， 但
涉公共利益社会矛盾预防、 疏导和理性化解机制仍相对落后。 从环境公共利益群体性事件中检察机
关普遍缺席的现象来看，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显然没有充分体现 “官告官” 法律监督和权力制衡的立
法原理与初衷。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应当侧重于通过法院审判程序审理有实质争议的案件， 从
而制约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为， 其作用场域应当聚焦于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议和不完全履职消极
型行政公益争议。

一、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错位与应然定位

从诉讼法治的角度来看，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虽冠以 “诉讼” 之名， 却在立法中表现为 “体例错
位”， 在实践中表现为 “实效错位”， 处于一种功能错位的困境中。

（一） 立法体例错位： 非诉检察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严重失衡

“诉讼” 一词， 是有其专属涵义的， 从词源来看： （1） 在中国用语中，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
期初步形成的一套诉讼程序。 《周礼·秋官·大司寇》 记载 “以两剂禁民狱” “以两造禁民讼”， 即控
辩双方必须到庭， 法官们要聆听双方的陈述， 以避免诉讼中的错觉和冤屈。譼訛 “诉” 与 “讼” 本是单
独的两个词， 两词并联使用最早出现于 《后汉书·陈宠传》， “西州豪右并兼， 吏多奸贪， 诉讼日百
数”， 意思是向法庭告诉、 于法庭之上进行争辩和辩论。 （2） 在西方术语中， 在英国这一现代法治
的发源地， “诉讼” 一词是 “Cause”， 专指法庭的诉讼， 而不包括请愿、 动议或其他手段引发的法
律程序， 后 “Action” 一词逐步取代了 “Cause”。譽訛 可以看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中， “诉
讼” 都指法庭审判案件、 处理纠纷的活动或程序。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概念， 广义来说， 包含起
诉、 审判和执行三个阶段； 狭义来说， 仅 “始于起诉， 终于审判”。譾訛 无论哪种法源， “诉讼” 在不
同法文化中都是肇始于起诉的， 与司法审判机关如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是密不可分的。

反观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 的统称并不准确，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行政公益诉
讼是 “泛广义” 的， 实际上应该分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和狭义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后者仅指
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起诉被告行政机关的司法审判程序， 而狭义的行政公益诉讼概念才
是回归 “诉讼” 本质特征的理解。 细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设计， 不难发现其在立法体例上存
在 “错位”。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规定了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 “检察建议”， 这在 《行政诉讼法》
中有点牵强。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 检察机关职能转型的大背景下， 检察院职务犯罪等 “对人” 监
督的权力转由监察委行使， 而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更多地集中于 “对事” 的监督上， 检察权也由实
体性权力转化为程序性权力， 定位于 “对事” 的法律监督程序性权力， 包括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
权由检察机关行使， 而 “对事” 的实体性判断权属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 鉴于中国传统司法存在
“重实体、 轻程序” 的弊病， 此举也并非说明检察权弱化了， 而只是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权的属性和
分工， 毕竟没有程序运行也就无所谓其后的实体性判断。 正如美国联邦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所说的，
“权利法案的内容大多数是程序性规定， 这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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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譿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
权的行为， 应该督促其纠正。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仔细解读可知， 此处所指
“公益诉讼制度” 包含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 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和狭义的行政公益诉讼。 2018 年
《行政诉讼法》 的修改把这两个改革举措归并到了一部诉讼法中， 也导致了 “行政公益诉讼” 概念
和制度在现实中的混乱和错位， 使真正意义上的 “行政公益诉讼” 价值和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彰显。
笔者认为， 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规定在其他法律中， 特别是检察监督专门规定中更为合适， 例
如纳入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 或者单独制定 《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规则》。

（二） 司法实效错位： 诉讼案件数量少且看似 “走过场”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报告，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 全国十三个
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查获涉公益行政执法线索 2982 条， 处理公益诉讼案件 1710 件， 其中诉前 1668
起、 诉讼 42 起，讀訛 诉讼案件仅占全部办理案件总数的 0.02%， 平均每个试点省份 3.2 件。 试点地区
和试点时期， 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是非常少的。 那在 《行政诉讼法》 修改、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正式纳入法律规定、 全国推行后的效果如何？ 2018 年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 各级检察院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0565 件， 提出检察建议、 发布公告 9497 件， 提起
公益诉讼 272件； 法院受理 257件， 审结 53件。讁訛 平均每个省份提起诉讼约 9件， 虽然案件数量上实
现了翻倍， 但是案件绝对数量仍然是非常少的。 当前， 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状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不存在实质争议的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占据主流地位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共 8 件， 全部为 “怠于履

行法定职责” 的不作为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大多数受理的诉讼案件可能已通过撤诉、 协调等
方式解决。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 32 号 “锦屏县检察院诉锦屏县环保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来看， 2016 年 1 月 13 日，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锦屏县环境保护
局没有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1 月 16 日，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委发布了环保局党组书
记杨正准的免职文件， 环境监察大队长张屏于 3 天后也被免职。 2 月 3 日， 锦屏县人大决定免除杨
正准职务。 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在当事人未上诉的情况下， 一般在判决送达第十五日后发生法律效
力。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结果对于环保局领导职务变动影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如果锦屏县环保局确
实是因为案情有比较大的争议而之前没有听从检察院的检察建议， 锦屏县环保局在这种情况下肯定
应该提起上诉， 而没有提起上诉就显得有些不寻常。 同时， 相关责任人也很快被免职。 从这个案例可
以看出， 案件争议可能并不激烈， 行政机关负责人为何 “弃自己前程而不顾” 执意不按照检察建议主
动整改以及放弃上诉权的原因让人感到费解， 很大可能是对新兴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制度不了解、 不重
视或者对事态发展已无权掌控， 也不免让人感觉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可能存在法律程序上的 “走过场”
现象。

2. 未完全履行检察建议的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有实质争议但凤毛麟角
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检察建议的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存在实质争议的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数量

较少。 例如， 2016 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检察院发现， 某公司采用露天焚烧煤矸石

譿訛 季卫东： 《程序比较法》， 载 《比较法研究》 1993年第 1期。
讀訛 曹建明：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 2017年第 1期。
讁訛 徐日丹： 《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 载 《检察日报》 2018年 3月 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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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工艺， 将大量的污染气体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导致矿区及周边林木的死亡和破坏。 然而， 利
川市林业局没有采取任何行政执法措施。 利川市检察院于 10 月 14 日向利川市林业局发出 《检察建
议书》。 此后， 利川市林业局仅将此案转交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未依法履行职责。 2016 年 12 月28
日，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检察院通过指定管辖针对利川市林业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
为， 根据 《森林法》 和 《大气污染防治法》 的有关规定， 煤矸石露天焚烧和森林砍伐造成的空气污
染违反了不同的法律法规， 造成不同的损害， 应当由林业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分别开展行政执
法、 履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职责。 该公司生产的燃煤矸石材料与受灾地区森林树木死亡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利川市林业局推诿责任， 并简单地将案件移交其他部门的行为是行政不作为。 在此基础
上， 一审法院责令利川市林业局依法履行职责。輥輮訛 此类案件中， 行政公益诉讼中还是存在一定争议
的， 特别是行政履职管辖和责任问题， 应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主要场域之一。

3. 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几乎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的先例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 中国裁判文书网尚未检索到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 见诸媒体的

有一例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诉案例， 但通过诉前非诉检察监督程序解决， 亦属于 “木已成舟” 类型，
主要争议事实早已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认定。 具体案情是： 2014 年 4 月时任安徽省滁州市委书记江
山因严重违纪行为受到调查。 琅琊山旅游度假违规建设项目是江山在任期间与开发商权钱交易后审
批的， 景区内土地被非法占用， 山地植被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滁州市检察院向市城乡规划局提出
检察建议， 要求纠正违法行为。 收到检察建议后， 滁州市有关部门立即整顿和停止了该项目的建
设， 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停止违法建设， 责令恢复高尔夫球场非法占用的土地。輥輯訛 另外， 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旌德县国土资源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不履行监管职责的案例，輥輰訛 该案特殊之处在于， 行政机关被非诉检察监督的原因是未经城市规划部
门同意， 为两宗临时用地办理审批手续。 被告收到检察建议后进行了纠正， 但公益诉讼人认为被告
没有履职到位。 此案例带有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的色彩， 但严格来说该案仍属于行政机关 “未完全
履职” 类型的案件， 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可以断言， 在行政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知晓度不高、 应对措施不完善之时， 消极型行政公
益诉讼可能还存在一些向法院提起的空间。 但是近年来行政机关逐步出台意见， 重视和配合行政公
益诉讼， 如国土资源部以及安徽、 四川、 贵州、 黑龙江、 辽宁等省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輥輱訛 在
配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同时， 这些意见很多也提出了避免行政机关在诉前程序中不作为或不
完全履职而使案件进入法院诉讼程序的要求， 可以预见行政不作为的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诉
讼空间将会逐渐减少或消失。 因此， 当前模式下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诉前程序，
即非诉检察监督程序。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实践中的侧重点并不准确， 也不代表不存在
有实质争议的积极型或消极型行政公益争诉。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了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 的两种行政违
法情形为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应当过分聚焦基于 “不作为” 的非诉

⑩ 参见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2017） 鄂 0502行初 1号行政判决书。
輥輯訛 张家振、 童海华： 《安徽冠景警示———18 洞高尔大球场占地被责令 “恢复原状”， 别墅项目全线停工》， 载 《中国经营报》

2015年 2月 9日第 B09版。
輥輰訛 参见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法院 （2017） 皖 1825行初 1号行政判决书。
輥輱訛 例如 2018年 1月， 国土资源部出台 《关于加强协作推进行政公益诉讼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意见》； 2017 年 6 月， 安徽省政

府出台 《关于行政机关加强行政公益诉讼有关工作的意见》； 2017 年 11 月， 四川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深入推进公益诉讼
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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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监督程序， 将司法资源过度浪费在没有实质争议的 “程序走过场” 案件上， 而对 “违法行使职
权” 的行为视而不见， 甚至选择性执法， 导致司法程序在消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和积极型行政公益诉
讼之间 “厚此薄彼”。 行政公益诉讼应当定位于侧重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议， 通过司法程序起诉、 审
理、 判决有实质争议的案件， 制约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 制度纠偏和完善的可循路径是，
探寻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更为科学和有效的作用场域， 并以此为制度改良的突破口， 从而将 《行政诉
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落到实处， 使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 “诉讼” 程序。

二、 行政公益诉讼的应然功能定位分析

（一） 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 “单边热度” 的症结

在我国目前占据主流的 “公益无人问津” 消极型行政公益争议中， 主要存在的是行政机关不作
为或者尚未发现应该作为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相对来说处于权力博弈的不利地位， 争议较
容易解决。 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纳入法律规定之后， 各级检察机关热情高涨、 迅速投入工作。 在组织
架构方面， 2019 年 1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第八检察厅为 “公益诉讼检察厅” 专司公益诉讼。
2018 年，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检察院挂牌成立公益诉讼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检察院挂牌成立首个公益诉讼举报中心， 各检察机关专门公益诉讼机构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 在宣传报道方面， 姑且不论不计其数的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新闻发布会、 地方新闻报道
等， 仅从中央媒体报道层次和数量就可以窥豹一斑。 笔者通过粗略检索 “央视网” 官方网站视频节
目栏目， 发现截至 2019 年 5 月底， 涉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 189 条， 涉及行政公益诉讼工作
的 37 条。 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央视新闻类节目 “皇冠明珠” 的 “焦点访谈” 栏目， 在 2017 年 3 月
12 日和 2019 年 3 月 12 日两次分别以 “问计两会———最高检： 推进公益诉讼” 和 “奋进新时代———
最高检： 助推公益诉讼” 为题重磅报道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 全国各级检
察机关工作热情不可谓不高， 宣传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 这么大的宣传力度又与全国积极型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数量几乎为零的尴尬局面不相称。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责的规定， 并非仅包含
“行政不作为”， 同时也明确规定了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的积极行政作为。 当前行政公益诉讼
呈现消极型行政公益案件 “一头热”、 积极型行政公益案件 “一头冷” 的不对称局面， 究其原因，
是以人作为基本构成元素的检察机关也无法逃脱趋利避害的 “理性经济人” 假设， 即 “会计算、 有
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 也就是 “有理性” 的人。輥輲訛 检察机关提起 “无人问津” 的消极型行
政诉讼是 “锦上添花” 的事情， 公众喜闻乐见， 行政机关也不会有太大抵触情绪， 毕竟损害公益的
案源之前尚无人发现。 但是， 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就不同了， 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行政机关的积极作
为损害了公共利益而 “硬怼” 行政机关， 则可能有损机关之间的团结和谐关系， 甚至局势发展可能
使检察机关自己都下不了台。 然而， 趋利避害并不等于 “害” 不存在，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不
但要立法规定， 还要 “好钢用在刀刃上”， 真正用于公共利益判断有争议的案件， 特别是积极型行
政公益争议中。

（二） “官告官” 模式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的域外考察

公益诉讼最早起源于罗马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 “官告官” 模式的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主要借

輥輲訛 参见何正斌： 《经济学 300年 （精华版）》，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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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私人检察长” 制度， 检察总长作为诉讼形式上的原告， 实现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的目的。
在英国， 他人为阻止行政违法而提起诉讼， 请求禁制令、 宣告令时， 通过出借其名字， 检察总长使
得禁制令和宣告令这些用于捍卫私人权利的救济转而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公法救济。輥輳訛 这时检察总
长代表国王， 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 诉讼在形式上以检察总长为原告， 同时指出告发人的姓名。
例如， 检察总长曾根据麦克沃特的告发， 申请法院阻止独立广播局批准放映一个不正当的电视节目
（A.G.ex rel. Mcwhirter v.Independent Broad casting Authority）， 即检察总长诉独立广播局， 告发人麦
克沃特。 此外， 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主动向法院申请阻止令， 程序依据是 1977 年英国最高
法院规则。輥輴訛 在美国也有类似 “官告官” 模式的私人检察长理论和制度， 源于 1940 年桑德斯兄弟广
播站判例之适用的 1943 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 在出现官吏的违法行为时， 为了制止违
法行为， 国会可以授权一个公共官吏， 例如总检察长， 主张公共利益提起诉讼， 国会也可以制定法
律授权私人或私人团体提起诉讼， 制止官吏的违法行为。輥輵訛

大陆法系国家奉行公法与私法的界分， 有的国家设立单独的行政法院系统。 在法国， 中央政府
可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 并申请行政法院裁决。輥輶訛 因此， 中央政府通过申请行政法院裁
决，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属于行政法院系统下典型的 “官告官” 模式。 在德国，
《行政法院法》 确立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 联邦最高检察官是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
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是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 与通常理解不同的是， 德国公益代
表人在行政诉讼中是作为参加人的， 并非行政诉讼的提起主体， 但为捍卫公共利益， 其可以提起上
诉和要求变更。輥輷訛 也就是说， 检察官仅在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上诉时， 可以勉强称为 “官告
官” 模式的行政公益诉讼。 在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法》 第 38 条规定， 担负监督职能或其
他公共职能的检察长、 行使公权力的机关、 公职人员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 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
格； 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可以是国家权力机关、 其他国家机关、 地方自治机关、 选举委员会、 全民公
决委员会、 其他具有某些国家权力或其他公权力的机关和组织； 第 39 条规定， 为了维护公民及不
定范围人群的权利、 自由和合法利益， 维护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主体、 地方自治组织的利益，
以及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 检察长有权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輦輮訛 上述规定说明俄罗斯
除检察院之外， 部分公权力机关甚至公职人员都可以基于公共利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当然也涵盖
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

（三） 我国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的案源分析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财
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积极行政行为一
般包括如下几类： 一是指向广泛特定对象的具体行政行为， 此类行为可能造成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的损害， 检察机关和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提起行政诉讼。 二是对公
民、 法人、 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的不成熟行政行为， 如行政规划行为等。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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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 〔2018〕 1 号） 第一条第十项， 此

輥輳訛 [英] 韦德： 《行政法》， 徐炳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257页。
輥輴訛 王名扬： 《王名扬全集： 英国行政法、 比较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61页。
輥輵訛 朱应平： 《澳美两国司法审查原告资格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28页。
輥輶訛 王名扬： 《比较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07页。
輥輷訛 胡建淼： 《比较行政法： 20国行政法评述》，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06页。
輦輮訛 《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法典》， 黄道秀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 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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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可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 检察机关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所指的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而是法律授权的 “公共利益代表人”。 因此， 检察机关不受该条款的
限制和约束， 可以对不成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三是行政立法行为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
定、 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较多地关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容易引起行政公益
争议， 但由于现行 《行政诉讼法》 第十三条第二项已经将行政立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
之外， 此类行为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古希腊有一句法律谚语：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沉睡者”， 可以理解为 “法律不保护那些自己拥
有权利却疏于维护和管理的人”。 虽然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检察机关都可对第一类行为提起行
政诉讼， 但是应以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诉讼为主， 否则不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目的。 对
于第二类行为， 由于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不能提起诉讼， 若此类行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造成紧迫的损害危险， 检察机关应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三、 涉环境群体性事件与行政公益诉讼作用场域拓展

（一） 环境群体性事件现实存在

近年来， 我国基于公共利益问题、 公共环境安全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在少数。 引发环境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常见以下几类： 一是涉环境的企业行为、 民事行为引发争议； 二是非行政行为的
公权力行为， 如司法行为、 司法判决等引发环保争议； 三是行政行为， 包括指向对象广泛的具体行
政行为、 批准涉环境争议企业建设规划等具体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引起争议。 上述三种原因
中， 行政公益诉讼探讨的主要是第三种原因引发的行政公益争议， 且此类争议是现实存在的， 大多
数是由政府的行政规划等行政行为引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 《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中， 梳理了之前 14 年群体性
事件的特征。 项目调查组的统计数据显示， 共有 871 起涉及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 其中官民矛
盾引起的群体事件占 40％， 环境污染是涉及 1000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占万人以上规模
群体性事件的 50%。輦輯訛 还有学者分析了 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环境信访情况， 环境信访的来信数量
变化不大， 但电话和网上投诉数量逐年增加， 总数从 2011 年的 852700件增加到 2015 年的 1646705
件， 平均每年增长 11.6％。輦輰訛 由于涉及居民的切身利益， 群体性环境诉求一旦形成群体性事件就具有
强烈的感召力和散播力， 通常参与人数众多。 由于该类事件不一定得到媒体关注和报道， 现实的环
境群体性事件数量或隐患可能更多， 如 2016 年就发生了浙江省海盐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现 “一
闹就停” 的群体性事件， 亦有居民因传谣被处罚。輦輱訛 涉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真正存在公共利益冲突和
争议的领域， 引入行政公益诉讼法治化处理此类事件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二） 司法程序疏解积极型环境群体性争议的必要性

1. 群体心理具有非理性的根本特征
科学研究往往颠覆人们的常识， 群体的判断理性并非如中国俗语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的

简单相加逻辑。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勒庞是群体心理研究的奠基者， 他揭示了群体的非理性根本特

輦輯訛 李林、 田禾主编：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70-288页。
輦輰訛 申娜：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载 《决策探索 （下）》 2018年第 8期。
輦輱訛 周丽丽、 范冰洁： 《海盐两名非法造谣传谣者被处罚》， 载 《嘉兴日报》 2016年 4月 2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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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群体无法完成需要高度智力的工作。 事实上， 他们通常只使用每个普通人的平庸智慧来处理工
作。 群体心理过程缺乏逻辑， 除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 群体没有太多的经验和合理的批评能力。
勒庞还指出群体的具体特征包括： （1） 偏执和专断。 群体只理解简单和极端的感受， 外界提供的各
种观点要么被全盘接受， 要么被全部拒绝。 （2） 躁动和善变。 群体接近被无意识动机完全支配， 几
乎不受大脑控制， 而是接受刺激的因素起着作用。 （3） 轻信且易被暗示。 群体始终在无意识领域漫
游， 始终遵守任何暗示， 失去理性批判能力， 只能极端地轻信。 群体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期待被注意
到的状态， 所以很容易受人暗示。輦輲訛 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的研究揭示了群体非理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是知识来源有限， 群体依靠成员的主观看法作决定。 他指出， 群体成员确切地讲并非毫无理性， 但
他们的知识来源却十分有限。 他们逐渐地完全依赖成员的看法来证实新的信息， 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都是自己小圈子内部互动的产物。輦輳訛

现代心理科学证明， 对于简单的感情化善恶判断， 群体往往可以胜任， 如社会伦理道德的判
断， 往往群体能体现公众的同情心或道德判断。 但是， 有的事项是群体不适宜判断的， 特别是具有
科学性、 专业性、 技术性的价值衡量事项， 群体往往无法胜任， 且极易受到谣言、 偏见、 暗示的影
响。 其中， 对于公共利益的权衡就属于此类群体难以胜任的事项， 比如群体会反对在居住区域内进
行垃圾焚烧发电， 但是群体无法有效获取和坦然接受垃圾焚烧排放的科学知识和论证结论。 他们又
无法接受停电的代价， 却可能欣然接受垃圾外运或在其他地方建立垃圾焚烧厂的做法。

2. 群体冲突疏导需要权威中立主体参与
虽然有的群体性事件反映和重视了群众意见， 直至根本改变了行政机关决策， 但这一过程中并

无赢家， 比如垃圾还是不得不处理， 无法选择更为科学的焚烧处理方式， 就只能采取填埋等落后手
段。 而且无论四川省什邡事件中的警民冲突， 还是江苏省启东事件中被逮捕并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罪判刑的朱宝生， 这些无谓的代价， 相信政府与群众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当人们已经处于群体愤怒
状态时， 再试图与群体对话、 公开信息或引导理性讨论， 往往为时已晚。 例如，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
区阳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中，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虽然新洲区政府官网突击发布 《关于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 看这里》 《垃圾焚烧发电厂， 原来是这样的》 等普及垃圾焚烧项目知识和实践成功
实例的文章， 但是这种宣教式的宣传早已不适合此时情势的发展， 最终只能发布 《关于阳逻陈家冲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说明》， 再现 “一闹就停” 的窘境。 在与群体正面对抗的环境下， 改变人们的
印象并非易事， 行政机关也未必有机会再向公众摆事实、 讲道理。

美国的 L·科塞 （Lewis Coser） 是系统研究冲突现象和机制的社会学家， 他的 “冲突理论” 认
为， 社会冲突常常体现在社会互动中， 权力和身份合法性的级别和类型是影响冲突是否发生的关键
中介变量。輦輴訛 群体聚集起来的最大诉求和目的也是引发重视， 促使行政机关自己改变行政行为， 或
者期望更大的权力制约当事行政机关。 在群体性事件初始阶段与群体进行有效互动是化解群体性事
件的关键， 而且与群体互动的中介主体必须具有权力和身份合法性， 且要超脱于事件的利益和利害
关系。 因此， 对行政权保持独立且有权力制约关系的司法权便成为最佳选择。 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
代表及时介入群体性事件， 并在初始阶段表现出依法制衡行政权力的立场， 符合群体期待有权力和
身份合法性的权威主体 “为其做主” 心态。 这种官民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松动群体与整体国家权力

輦輲訛 [法]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冯克利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8-26页。
輦輳訛 [美] 桑斯坦： 《极端的人群： 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尹宏毅、 郭彬彬译， 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53页。
輦輴訛 [美] L·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 孙立平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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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危局， 打破和改变国家机关权力单向性、 官官相护等群体性偏见， 有效缓解官民冲突。 同
时， 无实质内容的安抚和拖延举措不会收到长期效果， 采取有实质内容的行政公益诉讼方式将争议
提交地位中立的法院裁决， 可以使群体更加倾向于期待 “公正可能性”。

3. 司法程序天然具有官民矛盾缓冲器作用
社会学中的 “社会安全阀” 理论指出， 敌对情绪的宣泄具有 “安全阀” 的作用， 使人们的不满

从安全阀的通气孔适时排出， 不会因积聚而危害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輦輵訛 表达敌对情绪的样态有
三种， 即直接指向对象， 指向替代目标， 无指向对象。 其中， 引导敌对情绪指向替代目标就是 “社
会安全阀” 系统的作用。輦輶訛 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一般具有 “直接指向对立面”， 也就是政府的作为或不
作为， 这种情形下行政机关面对群体直接处理就易陷入 “塔西佗陷阱” 的信任危机， 容易滑向“一
闹就停” 或 “强力维稳” 两个极端。 司法权天然扮演社会安全阀和矛盾缓冲器的角色， 正如汉密尔
顿在 《联邦党人文集》 第 78 篇中强调的， 法院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制约作用， 还来源于司法机关作
为国家强制权力与个体公民之间缓冲器的地位。輦輷訛 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安全阀， 引导敌对情绪指向替
代目标并非意味着将矛盾从行政机关转嫁到司法机关身上， 而是引导群体将注意力和目标集中到争
诉纠纷和利益衡量中来。 司法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绝对能力并不优于行政机关， 特别是对各种权
力资源的掌控， 司法机关远不如行政机关。 然而， 法院地位相对超脱， 重视证据和科学鉴定结论、
诉辩表达保障、 程序公开等特征， 更能获取公众的信任， 也能通过正当程序引导群体意见表达趋于
缓和与理性。

四、 涉群体性事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对策

（一） 程序性对策

1. 检察机关适时提起涉群体性事件行政公益诉讼
对于行政行为具备成熟性达到可诉条件的行政争议， 检察机关应定位于公共利益代表者， 依职

权调查群体性事件， 在公众与行政机关之间进行斡旋， 及时向公众宣传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将矛盾
引导到法治化轨道上进行解决； 畅通群众意见表达渠道， 充分收集双方证据， 及时将争议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以疏导的方式预防矛盾激化和非理性事件发生。

2. 创新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优化涉群体性事件行政公益诉讼
（1） 扩展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 2014 年修正 《行政诉讼法》， 将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表述都修改为 “行政行为”。 但是在普通的 “民告官” 行政诉讼中， 并未完全放开对 “抽象行政行
为” 的审查， 只是规定了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 原告诉权还要受到利害关系、 实质影响、 行政
行为的成熟性等判断标准的限制。 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后， 如果
再固守 “具体行政行为” 的窠臼， 具备实质争议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将很难由法院受理从而进入司
法程序， 尤其对涉及公共利益且违法行使职权的积极型行政争议更是如此。 根据公法 “法无授权不
可为” 的一般原则， 很有必要专门通过立法解释等明确和拓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将行政立法
行为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 使行政公益诉讼更加名副其实。

（2） 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为原则， 不停止执行为例外。 行政诉讼中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

輦輵訛 吴增基、 吴鹏森、 苏振芳主编： 《现代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45页。
輦輶訛 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94页。
輦輷訛 [美] 波斯纳： 《联邦法院： 挑战与改革》， 邓海平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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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原则， 体现在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輧輮訛 的规定中。 但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由检察机关
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 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稳控风险、 防止官民矛盾激化， 而不是维护行政效率。 因
此， 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 检察机关应一并申请并由法院裁定停止争议行政行为执行。

（3） 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 逐步扩展至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合理性审查。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设计之初采取的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模式。 考虑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问题， 合理性审查的范
围极其狭窄， 仅规定在行政处罚法中， 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失公正的情况下， 法院可以直
接作出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輧輯訛 对群体性事件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 法院的判断很多时候涉
及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 也就无可避免地涉及到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 否则难以从根本上审查和解
决争议。 在涉群体性事件的行政公益诉讼中， 可以考虑通过立法、 司法解释等方式规定法院对行政
行为合理性审查权限和具体审查方式、 强度等。

3. 建立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法律责任和激励制度
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认为， 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 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

题。輧輰訛 建立法律责任制度并辅之以政绩绩效激励制度， 是对抗检察机关趋利避害的 “理性经济人”
角色心理、 破除其对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 “不积极” 困局的一条可行路径， 可以促使检察机关既乐
见 “锦上添花” 的消极型行政公益争议， 又 “身不由己” 地依法处理积极型行政公益争议。 笔者认
为， 在制度设计上， 应当增设检察机关以及办案人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失职的具体法律责任， 可以
以 “知道或应当知道” 行政公益诉讼线索来判断检察机关是否负有法定职责。 具体到检察机关对行
政公益诉讼线索的知晓程度来说，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进行判断： （1） “知道” 基本涵义为 “明知”，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一是举报人已经向检察机关举报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的； 二是属于其他
国家机关部署的工作任务或提供案情信息的； 三是参与、 目睹行政执法或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过程的。
（2） “应当知道” 在实践中不太容易操作， 用 “推定知道” 更为确切，輧輱訛 “推定知道” 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情形： 一是检察机关所辖区域发生可能涉及行政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经机关之
间公文信息流转、 会议传达的； 三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明显违法或抵触上位法的； 四是行政
机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被媒体报道， 在该辖区或更大范围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同时， 建
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制度， 将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检察机关的绩效考评指标， 让检
察机关既不得不尽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又乐见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

（二） 实体判断路径

1. 遵循法理学的价值位阶理论和方法进行公益权衡
（1） 衡量不同价值层面的公共利益， 遵循基本权利法的价值优势原则。 价值利益衡量的一般原

则是： 生命权胜过健康权， 健康权优于财产权， 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受到同等保护， 更加保护人身
安全。 优先选择位阶更高的权益进行保护， 价值衡量中否定的依据必须健全， 应达到经科学证明风
险不可控且足以威胁到基本权利的程度。

輧輮訛 该条规定， 诉讼期间， 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裁定停止执行： （一） 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 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 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
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 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 法
律、 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 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輧輯訛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可以判决变更。
輧輰訛 [美] 波斯纳： 《法理学》，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97页。
輧輱訛 陈兴良： 《“应当知道” 的刑法界说》， 载 《法学》 2005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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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衡量相同价值位阶上的公共利益， 遵循必要限度原则。 合理地确定保护的对象并划定保护
的界限和范围， 权衡公共利益的法律价值是否有必要限缩合法利益， 且不得超过行政目的容忍之必
要限度。

（3） 遵循疑难个案平衡原则。 当同一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应综合考虑主体之间的具体情
况、 需求和利益， 使案件的解决能够恰当地平衡双方的利益。 法院不应简单地将 “公共利益” 视为
高于 “个人利益” 的价值标准， 而应结合具体情况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輧輲訛

2. 运用比例原则衡量行政目标与公私利益间的张力
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 最早由奥托·迈耶教授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 要求行政权侵害

公民权益时必须符合目的性， 并且是以最小侵害取得优于私益的最大公益。輧輳訛 比例原则在许多外国
行政法中都有所体现， 如德国 《联邦行政强制执行法》 第 9 条第 2 项、輧輴訛 《荷兰行政法通则》 第 3 章
第 4 条、輧輵訛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 第 5 条輧輶訛 等。 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后， 在学术上表达的基本含义是
行政机构在制定可能影响对方权利的行为时， 必须在选择方式和预期目的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广
义比例原则包括三个要求： 第一个是适当性， 要求选择的手段可以达到法定目的； 第二个是必要
性， 在实现目的的各种手段中选择对权利影响最小的手段； 第三个是均衡性， 又称合比例原则， 即
学说上的狭义比例原则， 要求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间加以权衡， 只有选择的手段所造成的损害轻
于达成目的所获致的利益时， 行政行为才具有合法性。輧輷訛 比例原则的要义在 《行政处罚法》 第四条
第二款、輨輮訛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第四条輨輯訛 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
中， 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与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中明确 “行政行为既
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 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 尽
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輨輰訛 体现了比例原则 “均衡性” 的要求， 是比例原则在我国司
法适用的第一案。 也就是说， 比例原则无论在理论、 立法， 还是司法实践中， 都已在我国得以不同
程度的体现和确立并日趋成熟。

在涉及公益衡量的群体性事件中， 法院也可以从比例原则的要求出发衡量公益与私益， 衡量行
政机关的目的与采取的方式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从而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具体来说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 审查争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妥当性。 即行政机关采用的方式、 选择的手段是否能
够达到行政行为的合法目的。 比如在废水排海项目行政公益诉讼审查中， 审查废水排海项目达到行
政机关的何种目的、 目的是否合法。 （2） 审查争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必要性。 即在达到行政机关追
求公共利益目的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时， 是否选择了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手段。 比如在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行政公益诉讼审查中， 可以引入比例原则分析现有实际条件下垃圾外运、 垃圾深埋、 生物
降解等各种方式中，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否属于对相对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手段。 （3） 审查争诉行政
行为是否符合均衡性。 众所周知， 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一定都是 “双刃剑”， 关键在于权衡行政

輧輲訛 周旺生： 《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77页。
輧輳訛 刘兆兴： 《德国行政法与中国的比较》，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9页。
輧輴訛 该条规定， 强制手段应与其所欲达成的目的处于合适关系中， 尽可能选择对当事人与公众损害最小之手段。
輧輵訛 该条规定， 某个 （行政） 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 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輧輶訛 该条规定， 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 仅可在对拟达至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

才能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
輧輷訛 姜明安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七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76页。
輨輮訛 该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輨輯訛 该条规定，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 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为原则。
輨輰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1999） 行终字第 20号行政判决书。

43·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3期

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达成目的所获致的利益孰轻孰重。 比如在对二甲苯 （PX） 建设项目行政公益诉
讼审查中， PX 项目的工业价值和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但是不利影响和危险系数也是存在的， 重点
在于引入科学机制、 公开公正进行利益预期和风险之间的利益权衡。 如果利益预期足够大、 风险足
够小， 则应予以肯定， 反之则应予否定。 同时， 法院审查应引入专家评估、 鉴定等公信力较高的第
三方评价程序辅助进行衡量。

结语

“申愿有门、 制权有路、 规矩可循” 的民主法治方式确保了社会持续稳定运行， 是国家长治久
安的秘诀所在。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官告官” 模式的意义重大， 它在立法层面打破了中国长期
的 “公权力———私权利” 单向型运作固有模式， 是开创法治化 “公权力制约公权力” 模式的有益尝
试， 在我国公法发展历程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法治化处理的缺失， 无疑为行
政公益诉讼的完善提供了良好契机， 使司法和法治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 提升司法权威和社会治理
的法治化程度。 另外， 囿于现行权力架构下的博弈劣势， 检察机关如果确实难以对 “行政机关违法
行使职权” 的行为进行非诉检察监督及提起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 可以考虑借鉴英美法系国家 “私
人检察长” 理论和制度， 通过立法途径或者由权力机关授权私权利主体， 借用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人
名义提起积极型行政公益诉讼。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mode� of “ official� suing� official”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is� a� milestone,� but� on� the� contrary,� although� it� is� in� the� name� of�
litigation,�it�actually�has�no�litigation.�With�non-litigation�procuratorial�supervision�as� the�main�
mode,� the� field� of� action� becomes� the� dispute� of� negative�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which� is�
shown�as�the “dislocation�of�the�system” in�legislation�and�the “dislocation�of�actual�effect” in�
practice.�The�functional�orientation�of�the�administrative�public�interest�litigation�system�should�
focus�on�hearing�substantially�disputed�cases�through�court�trial�procedures�so�as�to�regulate�the�
illegal� exercise�of� functions� and�power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its� field� should� focus� on�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disputes.� Und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nvironmental�group�events�can�provide�a�good�opportunity�to�improve�the�system.�Procuratorial�
organs�initiate�administrative�public�interest�litigation�against�disputes�in�group�events�to�promote�
the�rational�expression�of�group�opinions�and�the�scientific�measurement�of�public�welfare.�The�
two�extremes�of “stopping�as�soon�as�you�make�trouble” or “strong�maintenance�of�stability”
can� be� avoided� and� the� irrational� loss� of� public� interest� can� be� prevented.� In� addition,�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be� better� applied� to�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disputes� involving� group� events� by� optimizing� litigation� procedures,� legal� liability� system� and�
interest�measurement�method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on-litigation� Prosecutorial� Supervi-
sion； Action�Field； Group�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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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在纯借贷模式中， 平台仅提供信息服务， 不参与借款交易， 借款人直接在平台上发布借款标， 然后由投资者投标， 到期后
借款人按约定的还款方式还款。

阮林赟 *

内容提要： 在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出台的背景下， P2P 非法网
络借贷涉嫌违规放贷， 产生新的法律风险。 当 P2P 平台不具有经济犯罪规范所指向的特定
的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条文的字面又能够将该种行为包含其中时， 应进行实质解释予以出
罪； 当 P2P 平台在实质上具有 《意见》 所禁止的非法放贷的性质， 但因其形式无法予以包
含应进行实质解释予以入罪； 有些经济犯罪规范在形式上可以描述为应当由其他规范评价
的行为， 此时应从实质上解释规范， 从构成要件入手区分此罪与彼罪。 解释不应该超出语
义的最大射程， 注意法益的考量， 同时受到刑事法治基本要求的制约， 基于构成要件进行
实质解释才不会突破罪刑法定的底线。
关键词： 非法放贷 实质解释 构成要件 P2P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5

P2P非法放贷的实质解释探析

一、 争议提出———P2P网络借贷是否属于 “非法放贷” 行为

经济犯罪对应的是日益扩大的经济领域、 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转型时期大量的失范行
为。 2018 年以来国内 P2P 平台大面积 “爆雷”， 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为各界侧
目。 仅 2019 年 6 月至 7 月中旬的 50 天内， 就有超过 100 家平台 “爆雷”， 无金融牌照网贷 APP 与
非法 P2P 平台等交织在一起， 形成新型涉众型违法犯罪活动。 而网络具有传播率高、 复制性强的特
点， 加剧了危害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 因此， 对非法放贷的打击， 从个别的行政行为、 司法裁判上
升为一般性制度规范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2019 年 10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标志着
“发放高利贷不是犯罪” 的终结。 从规范本身来看， 《意见》 最大的突破在于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非法经营罪中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将非法放贷行为纳入其中， 予以规范。 非法
放贷行为规制对象包括未经批准许可的民间借贷网络平台。 民间借贷网络平台是一种融合互联网和小
额信贷的网络民间借贷形式， 经过多年发展壮大成为民间借贷体系中一股新生力量。 国外是把网络撮
合平台性质称为 P2P， 但是国内 P2P泛指所有网络贷款业务， 目前 P2P网络借贷主要有纯借贷模式、譹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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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在债权转让模式中， 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后， 由放款人在平台上申请债权转让由投资者投标， 债权转让完成后放
款人会代为收取和管理借款人的还款并在收取相关费用后支付给投资人。 这个模式中放款人一般为平台的老总、 高管或者
合作方。

譻訛 在收益权转让模式中， 首先小贷、 融资租赁、 保理等将债权、 收益权批发给平台， 平台将债权、 收益权经过筛选、 打包、
重组、 分割等一系列操作后， 形成资产包的形式， 然后在平台上发售， 由投资者购买。

譼訛 网络小额贷款是小额贷款公司受 “互联网企” 控制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譽訛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监管层的定义是通过平台自身获取借款人， 对用户进行首次风控筛选后， 将较为优质的借款人导流给

银行、 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信托等资金机构。 由资金机构经过终审后， 完成对借款人放款的业务叫做助贷业务， 而提供借
款人的机构叫做助贷机构。

譾訛 [日] 大谷实： 《刑事政策学》， 黎宏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3页。
譿訛 王海梅： 《全国网络小贷发展现状》， 网贷之家网： https://www.wdzj.com/news/yc/5314233.html， 2019年 11月 19日访问。
讀訛 张明楷： 《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 载 《中国法学》 2010年第 5期。
讁訛 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评论》 （第 3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主编絮语第 IV页。

债权转让模式、譺訛 投资权益转让模式譻訛 以及衍生出来的网络小贷公司、譼訛 助贷公司譽訛 等新型模式。 随
着P2P 网贷平台不断发展演变异化出来新模式， 平台呈现信息中介向信用中介演化的趋势。 尤其在
引入担保机制、 发行理财产品后， P2P 平台具备发放贷款的功能， 在 《意见》 出台的背景下， 其一
旦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监管部门批准， 或者超越经营范围， 则产生新的法律风险， 甚至涉嫌违规放贷。

对于 P2P 网络借贷是否属于 《意见》 中的 “非法放贷” 行为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P2P 模式
都符合网络借贷平台的中介性质， 应 “将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传统 ‘信息中介’ 式的 P2P 放贷排
除在犯罪圈之外”。 P2P 放贷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新形式， 在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需求的人
群的流动过程中， 充当桥梁作用， 其产生的债务风险具有封闭性特征， 并且其本身并不对借贷承担
保证责任， 因此 P2P 平台形式不能成为非法放贷主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照古典学派的犯罪论，
行为一旦被认定存在时， 就应依构成要件是否具备该当性、 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次序， 进行入罪和出
罪的判定。譾訛 放贷作为经济领域一项重要活动， 具有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 根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
截止 2019 年 11 月 11 日， 包含已获地方金融办批复未开业全国共批设了 262 家网络小贷公司， 所
有 P2P 网贷平台中仅有 21 家正常运营的 P2P 网贷平台或其关联企业获取了 25 张网络小贷牌照。譿訛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放贷公司未通过验收并完成备案， 即 “未符合国家规定， 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
从这个层面而言 P2P 可以归为 “非法”， 如果符合放贷的罪责要件， 按照 《意见》 可以构成非法经
营罪。 两种观点聚焦于 P2P 能否认为非法放贷的主体， 关键在于非法放贷这一构成要件的解释， 观
点一认为 P2P 不具备非法放贷形式外观， 观点二则认为非法放贷应遵循行为实质。

晚近刑法理论界出现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对峙。 张明楷教授认为 “犯罪论体系的实体是
违法与责任， 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 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对责任构成
要件的解释， 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以在处罚的必要性之外， 满足处罚的
妥当性之要求。”讀訛 陈兴良教授则认为 “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
舍标准的。 而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 因此， 形式理性
是法治社会的公法文化的根本标志。”讁訛 笔者认为如果采用 “形式解释论”， 基于罪刑法定主义机能
而强调对构成要件形式的解释， 但是构成要件本身不可能完全排除规范的要素、 主观的要素。 形式
解释论对刑法条文采取机械的形式的解释立场， 还将导致部分经济犯罪构成要件丧失个别化的机
能。 一味地坚守对于罪刑法定主义传统要求的文义解释， 将会使法律规范流于僵化无法发挥实际效
用。 经济犯罪包含八类犯罪超过 100 个罪名， 经济不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模糊， 不同经济犯
罪之间似有交叉， 形式解释对此凸显功能不足。 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发展到目前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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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发， 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化处理和判断， 已然成为刑法解释论中的
核心范畴。 “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刑法既不可能包罗所有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 亦不能对所有实
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予以出罪。 强调形式侧面或者仅通过强调实质侧面难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冲
突， 实践中只能最大限度侧重强调两者的侧面才能够使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輥輮訛

二、 事实与规范———P2P网络借贷行为与构成要件的法律涵摄

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适用 《意见》 的规定， 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 德沃金在 《法律
帝国》 一书中提到 “所有的法律都需要解释， 法律取之于日常生活， 需要阐释才能抵达原意， 需要
具体化才能变不确定为确定， 需要加以调和， 法律与法律、 条文与条文之间的冲突才能得到解决。”
凡法律均需解释， 法律的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必经之路， 每一次解释和适用， 是刑法被赋予生命力的
过程。 经济犯罪作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数量最多的一类犯罪， 伦理性色彩较传统犯罪要少， 更多的
侧重于法律规范上的评价， 表现出复杂性、 相对性、 变动大等特征。 同时， 经济犯罪规范构成表现
为双重违法结构模式， 必须援引其他部门法规进行判断， 才能实现构成要件上的完整性。 规范的弹
性影响了经济刑法的理解， 刑法解释直接关系到经济刑法规范阐释的科学性和司法实践适用的准确性。

一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 《意见》 中放贷行为指向罪名为非法经营罪， 该罪构成要件的规范
要素是 “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监管部门批准， 或者超越经营范围”。 在中国仅规定某种犯罪行为，
但其具体特征要参照有关法律、 法规或制度的规定来确定即空白罪状。 在我国刑法中， 空白罪状由
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完全空白罪状， 一种是不完全空白罪状。 《意见》 中 “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
监管部门批准， 或者超越经营范围……” 则属于不完全空白罪状， 必须结合具体法律法规明确是否
“违反国家规定” 才能够正确认定该犯罪的特征。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
围” 是非法经营罪的规范要素， 也是非法经营罪的前置性条件。 根据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
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P2P实行备案管理， 并无相关部门对其业务进行批准， 且 P2P营业范围中尚未列
示 “网络借贷” 等相关内容。 既未经批准、 备案， 且超过经营范围， 这意味着 P2P具备随时被认定非
法放贷业务的风险。 换言之包括三种模式在内的绝大部分 P2P均符合 “非法” 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

二是构成要件的行为概括， 即以营利为目的， 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 新型网络
借贷平台， 近年来从超级放贷人到现金贷再到消费金融助贷， 从业务层面来说， P2P 定位为 “信息
中介”， 纯借贷平台仅提供信息服务， 不参与借款交易， 借款人直接在平台上发布借款标， 然后由
投资者投标， 到期后借款人按约定的还款方式还款； 可是在 P2P 业务实践中， 部分 P2P 平台以其从
投资人处归集资金， 自行确定借款利率及相关费用向借款人发放， 并对借款进行贷后管理、 逾期催
收， 并以服务费形式赚取了绝大部分的利差。 如债权转让模式是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后，
由放款人在平台上申请债权转让由投资者投标， 债权转让完成后放款人会代为收取和管理借款人的
还款并在收取相关费用后支付给投资人， 这个模式中放款人一般为平台的老总、 高管或者合作方；
在收益权转让模式中， 小贷、 融资租赁、 保理等将债权、 收益权批发给平台， 平台将债权、 收益权
经过筛选、 打包、 重组、 分割等一系列操作后， 形成资产包的形式， 然后在平台上发售， 由投资者
购买。輥輯訛 债权转让模式、 收益权转让模式等模式在实践中频发超级放贷人行为， 该模式下 “超级放

輥輮訛 刘树德： 《学派如何形成———刑法学论争中的形式与实质》， 载 《刑事法评论》 （第 28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輥輯訛 黄卓： 《P2P 模式在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化》， 网贷之家网： https://www.wdzj.com/news/hydongtai/5027509.html， 2019 年

11月 1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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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人輥輰訛” 系由 P2P 掌控和安排， 穿透看是 “高度混同” 的， 本质上是以撮合之名， 行放贷之实， 那
么如何认定取决于刑法解释的路径。 如果不考虑规范适用的合理性， 一味机械地适用， 并不符合刑
法追求正义的要求。 如果追求法律效果突破规范涵摄的可能性， 也并非正确的路径。 经济刑法的解
释方法， 应当采用实质解释方法， 客观而理性地对待法律规范地适用。

三是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 即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非法放贷犯罪化的实质， 包含
“质” 和 “量” 双层内涵： “质” 指的是非法放贷行为需具备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的实质； “量”
指的是刑法学意义上的 “严重” 程度是高利贷的 “社会危害性” 需要达到的必备条件。輥輱訛 具体体现
在放贷的次数、 对象、 金额、 违法所得以及每次放贷利率。 民法划定的两线三区， 即法律保护区、
自然债务区及法律无效区与刑法接轨， 在 《意见》 中直接将 36%作为是否构成严重情节的判断标
准， 将出借人的民事责任 （利息返还） 上升为判断标准之一。 刑法和邻近部门法的紧密关系， 为行
政权力入侵刑法领域提供了可能。 经济刑法解释的准确使用， 有助于较大弹性规范从而获得相对统
一的结论。

三、 路径选择———P2P非法放贷行为适用实质解释

P2P 非法放贷行为的解释应注重实质解释， 科技和金融不断融合， 手段日益多样化， 规范变动
性较大， 而空白罪状形式的犯罪构成， 在犯罪结构上呈现双重违法的结构模式， 更有利于破除立法
者认识的限制， 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一种价值方面的事实判
断。 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存在根据， 不可能离开违法性的实质而判断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规范的实
质判断在于如该种行为实质上具有法律所禁止的性质， 但刑法用语在形式上对其无法予以包含的，
应当从实质上解释经济犯罪规范； 如果此种行为能够为刑法条文所包含而行为本身却不具备法律规
范所指向法益侵害性， 则需要实质解释予以出罪。輥輲訛

（一） 以实质解释出罪

当某种经济不法行为不具有经济犯罪规范所指向的特定的社会危害性， 而刑法条文的字面理解
又能够将该种行为包含其中时， 规范的实质内容应当优先。 P2P 虽然形式 “不合法” 但仍应有其存
在的价值和合理性。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省份对所有 P2P 平台全部予以取缔的做法是存疑的。 P2P 平
台在科技金融的大背景下， 作为草根平台， 获取资金方便且高效， 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 不仅为中
小企业以及个人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而且吸取社会闲散资金， 提高资金利用率。輥輳訛 包括纯借贷模式
中信息中介类的 P2P 平台， 因其充当借贷行为人的中介机构， 以其不具备放贷行为不符合非法放贷
构成要件。 对于区别于信息中介为核心特点的自我演进衍生出的业务多样的新模式， 包括非法经营
罪中的近年来兴起的助贷模式， 需要审慎观察平台是否具备实质性放贷行为。

案例： A 银行和 B 公司为长期合作关系， 公司通过自有媒介和途径， 找到有资金需求的借款人
C， 对该借款人的征信状况、 资产状况、 收入情况等进行审核， 并推荐其向 A 银行申请信用卡透支
分期付款。 借款人 C 与公司 B 签订 《担保协议书》 一份， 约定其向 A 银行申请汽车消费贷款， 由 B

輥輰訛 超级放贷人模式： 一个专业放贷人， 通常为 P2P 平台的实际控制人、 财务负责人或平台的其他相关人， 以个人名义向诸多
借款人放款， 取得相应债权， 再把债权按金额、 期限打包错配、 分散给投资人购买， 此时投资人不再直接借款给借款人，
而是通过购买债权 （理财产品） 的方式， 获得债权。

輥輱訛 吕垚瑶： 《我国高利贷刑法治理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载 《重庆社会科学》 2019年第 9期。
輥輲訛 肖中华： 《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 载 《法学研究》 2006年第 5期。
輥輳訛 曹雯： 《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及监管问题思考》， 载 《北方金融》 201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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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替其向 A 银行作出担保， B 公司向借款人 C 收取担保费以及保证金、 GPS 费用、 保险费等费
用； 借款人 C 与 A 银行签订 《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 《车辆抵押合同》， 约定借款人 C 以其自
有车辆作为抵押担保； 同时， B 公司向 A 银行出具 《担保承诺函》， 承诺为借款人 C 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C 违约的， A 银行有权扣划 B 公司交存在银行的保证金。 B 公司是否涉嫌非法放贷？輥輴訛

《关于规范整顿 “现金贷” 业务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关于规范在沪银行业金融机构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贷款业务的通知》 先后发布，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无放贷业务
资质的机构提供放贷资金， 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共同出资放贷，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
对借款人的贷后管理， 禁止信贷资金被借款人关联企业挪用于放贷”， 《通知》 将参与放款的无资质
助贷机构一并列入打击范围。 案例中 B 公司作为助贷公司， 应该根据其实际开展的业务性质分析，
如果仅从事导流业务， 由其合作方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向引流过来的客户发放贷款的， 无资金介入的
则不能认定非法放贷； 如果公司不仅向资金方推介借款人， 还进行风控审核、 贷后管理、 资金损失
风险承担， 那么助贷方提供的过桥资金则涉嫌未取得许可违规放贷。 实践中， 一些助贷机构通过各
种名目向借款人收取费用以覆盖其坏账成本、 实现获利， 而且助贷机构对接的资金成本一般也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 助贷机构服务费与资金利率之和极易超过年化 36%。 本案例中 B 公司没有介入贷款
关系， 亦不作为债权人， 不构成 《意见》 项下的违规行为。 不能仅仅因为具有放贷的经营特征或者
与之类似， 就将这种与构成要件行为存在差异的行为等同于构成要件行为， 否则罪刑法定的明确性
会遭遇二次破坏。

（二） 以实质解释入罪

当值得处罚的经济不法行为在实质上具有某个刑法规范所禁止的性质， 但刑法在形式上对其无
法予以包含的， 应当从实质上解释经济犯罪的规范。 传统的债权转让模式、 收益权转让模式 P2P 平
台、 新兴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已呈现出 “信用中介” 的特质， 应该刺破 “中介平台” 的面纱， 从业务
模式和经营范围做实质认定。 监管部门的 “批准” 不仅仅指向 “业务资质” 本身， 而是指向 “业务
形态” 和 “展业区域” 等。 如小额贷款公司虽然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发放贷款， 但在其未拿到网络
小贷牌照的情况下， 向异地客户发放贷款的， 放贷行为虽形式 “合法” 但应进行实质性解释， 异地
客户发放贷款未在准许的 “展业范围” 即超越经营范围， 属于 《意见》 所规制的非法放贷行为。
《意见》 影响的对象并不能笼统地以其是否持牌来作划分， 而更需要去考察某一特定主体实质上所
开展的业务是否会被纳入 “非法放贷” 的范围。 《意见》 主要规制的还是非法放贷行为， 即无资质
的主体从事放贷业务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 如果 P2P 机构实际控制人层面存在有现金贷之类的
业务布局， 现金贷本身就是放贷主体， 因此 P2P 也落入放贷主体的范畴中。 对于合规经营的 P2P 机
构而言， 应该从通过提交相关业务介绍、 协议文本、 资金账户体系等材料， 综合客观表现实质认定
是否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提供借贷撮合业务， 还是直接向借款人 “放贷款” 接触出借人资金， 并
实施向出借人吸收资金后再对外放贷的行为。 对于不合规经营的 P2P 机构如超级放贷人模式， “超
级放贷人” 从事的不是借贷的撮合业务， 而是 “直接向借款人放贷款， 获取利息” 这一法律规定特
定资质主体方可实施行为， 结合超级放贷人和 P2P 平台的高度混同性， P2P 平台的这一行为被刑法
明令包含的， 认定 P2P 平台为 “实质放贷” 有利于对金融秩序法益的保护。 如果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发放贷款达到 “情节严重” 的标准， 应认定非法经营罪。

輥輴訛 车贷管家 GPS： 《汽车金融助贷模式都在这了， 听律师来详细说说》， 网贷天眼网： https://news.p2peye.com/article-527207-1.
html， 2019年 11月 1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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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实质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

哈特在 “空框结构” 理论中认为法律在社会生活广大领域中的成功运作取决于如何确认特定行
为、 物和情况属于法律构建的一般分类场合的能力。 法律明确性和法律适用的不明确之间存在一定
的矛盾互生关系。 有些经济犯罪规范在形式上可以描述为应当由其他行为规范评价的行为， 此时应
从实质上解释规范， 从构成要件入手区分此罪与彼罪。 P2P 借贷与套路贷、 校园贷本质区别在于缺
乏对本金非法占有的目的， 客观上表现在利息透明且不高于年息 36%， 没有手续费、 押金、 提款费
等附加费用。 即使出现违约或者未按时还款， 正规的网贷平台不会高于信用卡未按时还款的罚金，
更不会出现非法催收的情形。 如果 P2P 未经批准许可存在放贷行为， 且次数、 对象以及数额、 获利
符合 《意见》 规定情形， 构成 《意见》 指向的违规行为， 则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非法放贷行为是针对没有批准许可的自然人和单位发放贷款达到一定情节进行规制， 侵犯的法
益是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 刑法对应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套路贷则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
的， 为了实现目的实施虚构合同、 制造虚假流水、 肆意认定违约， 恶意催收， 侵犯的法益是公民个
人财产， 平和手段实施套路贷行为刑法对应罪名为诈骗罪。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两者存在的本质区
别， 按照客观归责理论， 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为欺诈行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处置财
产———行为人取得财物， 根据行为人订立合同、 发放贷款、 履行合同、 催收环节多个环节表现综合
判断。 比如现金贷宣传 “无手续费秒放贷” 诱骗签订合同行为人直到钱到手才知道砍头息利率极其
高， 肆意违约让被害人继续在其他平台借款而平账， 可以认定 “欺诈行为” 结合债权实现过程行为
进而推断 “非法占有” 主观故意。 但是行为人无明显 “诱骗” 行为， 被害人对借贷行为和利率产生
有合理依据怀疑时仍然继续向其借贷， 说明被害人对其借贷后合法财产将面临的风险有相当明知，
其对于最终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 就不应该以诈骗论处。 如果未经批准许可的放
贷行为的次数、 对象以及数额、 获利符合 《意见》 规定情形， 构成 《意见》 指向的违规行为， 则应
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实践中， “套路贷” 只是一个俗称、 统称， 涉及到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诈骗
等诸多侵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 而办理 “套路贷” 案件过程中， 时常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而无法认
定， 事实上造成对实施 “套路贷” 的部分 “黑恶势力” 无法在法律上进行处理的窘境。 出台 《意
见》 对 “非法放贷” 入刑以非法经营罪处理， 是填补打击 “套路贷” 法律漏洞的现实需要。

四、 把握边界———罪刑法定原则下实质解释的限度

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滞后的法律本就是一对矛盾体， 实质解释的功能在通过入罪或者出罪解释，
对规定本身不尽合理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 从而实现刑法处罚的合理性。 但是实践中实质解释主要
用于更强有力地保护法益， 惩罚犯罪。 正如邓子滨教授说的 “刑法倾向是纵容权力、 实质是社会危
害性刑法、 弊端是动摇罪刑法定原则”。輥輵訛 如果将实质解释推极致， 则会产生走向法律虚无主义的道
路， 过于强调实质合理性将有突破法律规定用语的形式含义的嫌疑。 因而强调实质解释应基于构成
要件进行， 其所能填补的 “漏洞” 并不意味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

（一） 基于刑事政策影响下的解释不应该超出语义的最大射程

其一， 每个词语都有其解释的特定宽度， 而特定宽度决定词语特定的标准， 从而提供客观上唯
一可以验证的标准。 而从法治国家理念出发， 如果行为超出了词语最宽界限， 无论处罚必要性有多

輥輵訛 邓子滨： 《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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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无法论证其处罚的正当性， 犯罪之说也成为无稽之谈。輥輶訛 “放贷” 一词由来已久， 在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 是信用的基本形式。 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 民间借贷利息较高， “大耳窟放贵利有
九出十三归” 的习惯， 指的是借一万元， 实际得款九千元但还款要支付一万三千元。 悉尼·霍默、
理查德·西勒在 《利率史》 指出， “含息借贷作为人类有周期性的社会生产中的跨期行为， 在以未来
预期满足当下的同时， 赋予时间以可付息计量的价值。”輥輷訛 其二， 词语的特定宽度具有可变性。 如何
认定解释的合理需要考察社会的变迁以及综合性的衡量。 非法放贷行为本身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 从纯借贷到助力借贷， 利率模式从砍头息到各种形式费用， 词意的理解伴随经济活动在不断发
展， 我们需要以进化的眼光把握行为的实质。 其三， 包括金融、 证券等刑事责任规定在内的诸多经
济刑法规范的内容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 即使根据法律用语的意义处罚， 解释结论仍然可能无法
精确及完整描绘出经济刑法相关概念的应有内涵。 相比传统刑法中规范的对象是全体国民， 经济刑
法规范的则是各个经济产业的主导者、 参与者或者联系人， 其对经济刑法规范处理的经济实施大抵
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或者特别认知， 能够对存在争议的规范或概念形成基本的共识和理解， 也能够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刑法规范弹性的现实性， 更有利于适应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輦輮訛

（二） 法益衡量决定实质正义的边界

刑法规范的意义与目的在且仅在于保护法益， 法益是条文背后真实目的之 “缩影”。 非法放贷
行为规制保护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 并且以未经批准、 备案， 且超过经营范围形式要素和提供资
金获取资金的实质要素， 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 犯罪的实体是违法和责任， 对违法构成要件的
解释， 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 必须使行为的有责
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輦輯訛 超级放贷人模式 P2P 平台、 实质高利贷的债权转让模式、 收益权转
让模式的 P2P 平台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时， 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对刑法用语作扩
大解释， 从而实现处罚的妥当性。 对于纯借贷模式 P2P、 纯助贷模式 P2P 虽字面上符合 “放贷” 形
式， 实质上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因而排除于构成要件之外。 交易的自由需要建立在秩序法制化的基
础上， 公平是维护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则， “套路贷” 的实现违反公平的基本原则。 获利绝
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原则， 市场经济主体必须在尊重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获得自己应得的
一份利益， 这恰恰是非法放贷者应承受的普遍社会谴责性。 刑法解释是法律适用层面的核心事务,
它本质上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輦輰訛 对非法放
贷行为的规制体现立法者在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之间的价值考量， 也是在 P2P 大面积爆雷之后可能
进一步影响和诱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国家进行干预。 然而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法律手段进行有效规制
的， 那么刑法的惩罚应保持谨慎态度。

（三） 实质解释论应该重视宪法性的制约

实质解释论的结果如果需要符合合理、 正当、 必要的要求， 必须遵循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 前
置法律作为行为判断的前提， 实质判断的结论必须以之为基础， 妥善地处理好与前置法律间的衔接
关系。 非法放贷行为因其违法性和有责性达到刑罚科处的程度， 那么 P2P 如何合法的放贷有必要系

輥輶訛 张明楷：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0页。
輥輷訛 [美] 悉尼·霍默、 理查德·西勒： 《利率史》， 肖新明、 曹建海译， 中信出版社 2010年版， 引言第 XIII页。
輦輮訛 王海桥： 《经济刑法解释原理的构建及其适用》，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69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刘树德文。
輦輰訛 [德]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 丁小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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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规制和及早地明确， 如此才能实现 “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 罚当其罪、 罪刑相称”。 实质判断
的结论须和其他刑法条文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从与其他条文的下限衔接和上限均衡的角度出发判
断犯罪构成的合理性， 同时， 还可以根据罪刑均衡进行规范性判断行为是否危害性不足从而达到出
罪的目的。

通过梳理实质法治的域外发展脉络， 从贝林纯客观性的、 记叙性的构成要件到新古典学派主观
的违法要素和规范的构成要素， 威尔泽尔目的行为论加剧构成要件的实质化， 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
一个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变迁发展的过程。 在刑事实质法法治观念下的实质解释论， 偏向人权保
障的公正实质观。 不利于被告人的非法放贷仅限于当然解释， 有利于被告人的出罪解释的规范依据
则应该主张法源的多元化。 一方面是合理的罪刑阶梯的构建， 另一方面是追求司法的均衡和重刑主
义的防止。 犯罪的本质是当罚和需罚的行为， 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后果的合理和相当正是实质
解释追求的价值本义。

结语

法律文本诠释着刑法解释， 但是解释不能超越法律文本， 生硬凝固的法条需要解释者借助实质
和正义的目光， 来洞察背后的深邃和美丽。 经济犯罪对应的是日益扩大的经济领域、 复杂多变的经
济活动以及经济转型时期大量失范行为。 以审慎的构成要件去实质解释非法放贷异变过程， 从而激
发刑法应对迅猛变化发展的社会， 让正义的智慧之光照亮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和前行的道路。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In�the�context�of�the�introduction�of “Illegal�Lending�Opinions”,�P2P�illegal�network�
lending�is�suspected�of�illegal�lending,�resulting�in�new�legal�risks.�When��P2P�platform�does�not�
have�the�specific�social�harmfulness�pointed�to�by� the�norms�of�economic�crime�and� the� literal�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can� include� this� kind� of� behavior,� a�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should�be�made� to� convict� it.��When�P2P�platform�essentially�has� the� nature� of� illegal� lending�
prohibited�by�the�Opinions,�but�because�its�form�cannot�be�included,�it�should�be�criminalized�by�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In� form,� some� norms� of� economic� crimes� can� be� described� as�
behaviors�that�should�be�evaluated�by�other�norms�of�conduct.�At�this�time,�we�should�interpret��
the�norms�substantively�and�distinguish�this�crime�from�that�crime�from�the�constitutive�elements.�
Interpretation� should� not� exceed� the� maximum� range� of� semantic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legal� interest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criminal� rule� of� law.� As� a� result,�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constitutive�elements�will�not�break�through�the�bottom�line�of�crime�and�punishment�prescribed�
by�law.

Key Words: Illegal�Lending；Substantive�Interpretation；Constitutive�Elements；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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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 年 7 月， 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第四十七届会议上， 美国政府提议制
定一部公约以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承担此项任务并
花费四年的努力以取得各方共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正式批准了 《联合
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以下简称 《新加坡公约》） 的文本。① 《新加坡公约》 旨在
促进国际商业调解， 并建立在国际间直接执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机制。 《新加坡公约》 是国际商
业调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并被全球法律界盛赞为 “调解的 《纽约公约》”。②

《新加坡公约》 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开放供各国签署。 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 中国对
《新加坡公约》 一直采取积极态度并全程参与其制定。 2019年 8 月 7 日， 《新加坡公约》 的签字仪式
在新加坡举行， 共有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该签字仪式， 中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出席了

*刘晓红，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徐梓文，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譹訛 《〈新加坡公约〉 与中国商事调解———与 〈纽约公约〉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相比较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53/2019/0903/1201244/content_1201244.htm， 2019年 5月 30日访问。
譺訛 孙巍： 《〈新加坡调解公约〉 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 http://www.ccpit.org/Contents/

Channel_3453/2019/0306/1136457/content_1136457.htm， 2019年 5月 13日访问。

刘晓红 徐梓文 *

内容提要：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的出台预示着全球商事纠纷解
决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 《新加坡公约》 《纽约公约》 和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这三部公约
将会建构起调解、 仲裁、 判决的全球执行框架。 我国加入 《新加坡公约》 后将会面对的最
大的软肋便是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缺位。 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 顺利
落实 《新加坡公约》， 我国宜采取两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是最高人民法院需积极出台相关
司法解释， 做好 《新加坡公约》 的适配工作。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做好公约项下的和解协
议的审查、 公约的明示保留和利用 “一带一路” 典型案例制度。 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
释， 达成公约在我国的初步适用。 第二步则是通过加入 《新加坡公约》 倒逼我国商事调解
制度的建设。 依靠第一步所积累下的经验教训， 最终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紧跟世界潮
流的中国的商事调解制度。 虽然 《新加坡公约》 会带来某些挑战， 但是加入公约可以发展
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 最终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增添助力。
关键词： 新加坡公约 商事调解 司法审查 多元化纠纷解决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6

《新加坡公约》 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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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中国签署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
ai/201908/20190802888435.shtml， 2019年 8月 12日访问。

譼訛 温先涛： 《〈新加坡公约〉 与中国商事调解———与 〈纽约公约〉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相比较》，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9 年
第 1期。

譽訛 参见 《新加坡公约 （中文版）》 第 1条。
譾訛 参见 《新加坡公约 （中文版）》 第 2条。

签字仪式并成为 《新加坡公约》 的首批签署国。③ 《新加坡公约》 的首批签署国包括中国在内共有 46
个。 放眼国际， 《新加坡公约》 《纽约公约》 和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这三个公约将会在国际民商事
纠纷的承认与执行方面起到基石性作用。 因为规制的对象均为国际民商事纠纷， 所以这三个公约在
章节结构和规范术语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虽然中国已经是 《纽约公约》 的成员国，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可以无缝接入 《新加坡公约》。 中国签署了该公约之后， 将涉及到一些法律修改以及与
相关司法制度衔接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有效地对接 《新加坡公约》，
确保 《新加坡公约》 在中国的顺利执行。 本文主要探讨在中国实施 《新加坡公约》 的潜在问题， 并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 《新加坡公约》 适用的范围及其特征

（一） 适用范围

《新加坡公约》 的中文标题为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其英文全称是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中文标
题中的 “和解协议” 对应的英文为 “Settlement Agreements”， 虽然有学者提出疑虑， 认为将
“Settlement Agreements” 翻译为 “和解协议” 有不妥之处， 但是经过参与制定人员的阐释， 这样的
翻译方式还是较为贴合我国实际的。④ 对语词翻译的精当与否，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但无论
公约文本采用怎样的语言， 其表述的核心内涵并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所以针对 《新加坡公约》 的
中文文本的翻译问题， 笔者认为不需要对此进行过多的讨论， 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 《新加坡公约》
所要表达的核心内涵上。 摆在学界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新加坡公约》 所适用的范围是什么， 公
约所欲规制的 “和解协议” 又有哪些特征。

从公约的文本来看， 《新加坡公约》 的第 1 条、 第 2 条和第 8 条共同构成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其第 1 条规定如下： “1. 本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 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
协议 （“和解协议”） ……3. 本公约不适用于： (a) 以下和解协议： ㈠ 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
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协议； 和㈡ 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 (b) 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
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⑤ 《新加坡公约》 的第 2 条是对第 1 条的相关概念的解释， 其第 3 款关于
“调解” 做出进一步阐释规定： “3. ‘调解’ 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 指由一名
或者几名第三人 （‘调解员’） 协助， 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当事人设法友
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⑥

《新加坡公约》 第 1 条第 1 款对 “和解协议” 的内涵做了正面解释， 明确规定了公约所调整的
“和解协议” 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口头表示无效。 公约第 1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对 “和解协议” 的
内涵做出排除规定， 即哪些情形下的 “和解协议” 是不受公约调整的。 具体而言， 第 2 款规定， 公
约不管辖为个人、 家庭或者家居目的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而订立的协议和与家庭法、 继承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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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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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 〔2015〕 5号）。
讀訛 参见前引⑤。
讁訛 参见 《新加坡公约 （中文版）》 序言部分。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譾訛。

就业法有关的协议。 笔者将这一条理解为公约对非商事争议的排除。 第 3 款规定， 经由法院批准或
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协议、 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和已记录在案并可
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不受 《新加坡公约》 调整。 笔者将这一条理解为公约对已有强制执行力的
“和解协议” 的排除。 除上述明示排除适用的范围以外， 《新加坡调解公约》 也给予缔约国作出两项
保留的权利。 公约第 8 条保留条款： “1. 公约当事方可声明： (a) 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
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 在声明规定的限
度内， 本公约不适用； (b) 本公约适用， 唯需和解协议当事人已同意适用本公约。” 第 8 条第 1 款第
a 项赋予缔约国排除该公约适用于该国、 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
人的和解协议。 同条第 b 项则赋予缔约国保留适用公约以 “和解协议当事人已同意适用本公约” 为
前提。 如果缔约国依据公约第 8 条进行保留， 那么在该国范围内， 《新加坡公约》 的适用范围也会
受到保留声明的限制。

综上所述， 《新加坡公约》 所适用的 “解决协议” 或 “和解协议” 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 即在
除法官、 仲裁员以外的中立的、 无强制力的调解人协助之下达成的和解协议， 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商
事合同安排。 公约在序言部分称赞了调解制度给世界所带来的便利， 并希望扩大调解的使用范围。
公约的第 1 条和第 2 条充分体现了该立法目标， 尝试赋予和解协议在成员国之间的强制执行力。 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中国的法律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是不赋予强制执行力的。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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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一百四
十八条： “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 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
制作判决书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⑦ 这样的国内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着我国商事调解的
发展， 又妨碍了 《新加坡公约》 目标的实现， 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阐述。

（二） 和解协议的特征

如前所述， 《新加坡公约》 所调整的 “和解协议” 的范围是比较小的， 仅指那些在无强制权的
调解员的帮助下， 当事人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 并且该协议不得是已经转化为判决
书、 裁决书等在一国已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 且当事人之间无需以存在事先的书面调解条款
或调解协议为前提。

根据公约的前半部分， 可以总结出 《新加坡公约》 所适用的 “和解协议” 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
一， 和解协议须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书面协议。 《新加坡公约》 第 1 条 （适用范围） 就明确规定：
“本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 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 （“和解协议”）。”⑧

《新加坡公约》 不认可口头形式的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必须为书面形式， 但是在书面形式的认定方
面紧跟国际技术潮流， 电子数据形式的和解协议也被视为书面形式。 第二， 和解协议须在调解员的
参与下作出。 正如 《新加坡公约》 序言所述： “调解作为一种商事争议解决办法对于国际贸易的价
值， 争议当事人藉此办法请求第三人协助其设法友好解决争议”。⑨ 公约第 2 条第 3 款定义： “‘调解’
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 是指由一位或几位第三人 （‘调解人’） 协助， 在其无
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 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⑩ 争议方在没有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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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前引⑤。
輥輰訛 参见 《纽约公约》 第 1条。
輥輱訛 参见前引⑤。
輥輲訛 《〈新加坡调解公约〉 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53/2019/

0306/1136457/content_1136457.htm， 2019年 5月 13日访问。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温先涛文。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譺訛。
輥輵訛 参见 《新加坡公约 （中文版）》 第 5条。

人主持或参与的情况下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 只是一份纯粹的商事合同， 不是本公约所谓的和解协
议。 所以 “调解人” 又称 “调解员” 的角色存在至关重要。 第三， “和解协议” 必须具有 “国际
性”。 “国际性” 在中国常被称为 “涉外因素”。 该公约第 1 条 （适用范围） 第 1 款精准表述， “本
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 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 （‘和解协议’）， 和解
协议在缔结时具有国际性”， 并对 “具有国际性” 做了进一步解释： 和解协议当事人营业地设在不
同国家， 或者和解协议的主要义务履行地与和解协议当事人营业地属不同国家。輥輯訛 换言之， 和解协议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 就具有国际性， 或者不论当事人营业地是否设立在同一国家， 但和解协
议履行地与当事人营业地不属同一国家， 也具有国际性， 和解协议履行地往往就是当事人寻求救济
的执行地。 公约在适用方面与当事人的国籍无关， 即只着眼于协议的国际性， 而不要求当事人必须
是缔约国国民。 这与 《纽约公约》 对国际性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纽约公约》 第 1 条第 1 款规定：
“仲裁裁决， 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
者， 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輥輰訛 在国际仲裁的实践中， 仲裁裁决的国际性是由仲裁地决定的， 而
非营业地。 第四， 涉及当事人在消费者保护、 雇佣劳务、 抚养、 婚姻、 继承等非商事方面不适用公
约。 《新加坡公约》 第 1 条第 2 款就做出明确规定：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和解协议： (a) 为解决其
中一方当事人 (消费者) 为个人、 家庭或者家居目的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而订立的协议； (b) 与家
庭法、 继承法或者就业法有关的协议。”輥輱訛 第五， “和解协议” 一经申请， 会直接开始执行程序， 并不
存在承认和解协议这一程序。輥輲訛 在 《新加坡公约》 中， 并没有任何一条涉及到和解协议效力的承认问
题， 它只关注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 《新加坡公约》 第 3 条强调简化执行机制， 这和 《纽约公约》
的规定是不一样的。輥輳訛 第六， “和解协议” 需经过执行地国主管机关审查。 《新加坡公约》 在序言中肯
定了调解在解决商事争议领域中的价值和替代诉讼的优越性， 提出以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推动发
展国家经济关系的愿景。 公约正文阐述了和解协议的国际性、 对非商事和解的排除适用， 确立了国
际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的基本原则。 虽然 《新加坡公约》 第 3 条强调 “和解协议” 具有直接执行
力， 但是这并不排除执行地主管机关对其进行审查的权力。輥輴訛 相反， 《新加坡公约》 对于执行地主管
机关的审查权和不予执行的情形是相当重视的。 《新加坡公约》 第 5 条便对执行地的相关机构拒绝
准予救济当事人申请的理由做出了详细规定。輥輵訛

二、 现行国内法对执行 《新加坡公约》 的不足

（一） 表现原因： 审查和执行制度的缺位

可以确定的是， 《新加坡公约》 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但是相关的问
题也会接踵而来， 尤其是公约会给我国尚不成熟的商事调解制度带来很大的冲击。 《新加坡公约》
的创立对于当事人自觉履行国际商事纠纷的和解协议带来一定的震慑作用， 如当事人不自觉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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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 《新加坡公约 （中文版）》 第 4条。

则可能被强制执行。 因为公约赋予了调解与诉讼、 仲裁同等的执行力。 中国已经加入 《新加坡公
约》，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针对 “和解协议” 的申请执行数量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相应的跨
国判决的数量可能会减少。 从国际商事纠纷的绝对数量而讲， 加入 《新加坡公约》 无疑可以减轻司
法资源压力， 将大量的国际商事纠纷分流到调解程序中， 降低司法资源的消耗。 但是公约除了降低
司法资源损耗这一优点之外， 其可能带来的挑战也是不能忽略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涉外 “和解协
议” 的审查制度。

不可否认在国际商事调解的过程中， 调解员或者调解机构已经分担了部分执行地国的审查义
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执行地国的审查是没有必要的。 具体而言， 针对 《新加坡公约》 所调整的
“和解协议” 的审查程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对执行该 “和解协议” 的审查， 二是对当事人申
请拒绝执行该 “和解协议” 的审查。 在 《纽约公约》 中， 也对仲裁裁决的执行和拒绝准予救济的理
由分别做出了规定， 但是 《新加坡公约》 和 《纽约公约》 所规定的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承认与执行
的规定方面， 前文中有提到过， 《纽约公约》 针对国际仲裁裁决存在承认和执行两个程序， 但是
《新加坡公约》 采用简化执行机制的策略， 并不存在承认环节。 根据 《新加坡公约》 第 3 条的规定，
当事人申请后将在执行地国直接开始执行程序， 免去承认程序所带来的成本负累和效力的不确定
性， 执行地国有关机构只对和解协议做公约要求的审查。 具体的审查内容在公约第 4 条的第 1 款和
第 4 款做了如下规定： “当事人根据本公约依赖于和解协议， 应向寻求救济所在公约当事方主管机
关出具： 1. (a) 由各方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 (b) 显示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据， 例如： ㈠ 调
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的签名； ㈡ 调解员签署的表明进行了调解的文件； ㈢ 调解过程管理机构的证明；
或者㈣ 在没有第㈠目、 第㈡目或者第㈢目的情况下， 可为主管机关接受的其他任何证据。 ……4.
主管机关可要求提供任何必要文件， 以核实本公约的要求已得到遵守。”輥輶訛

若当事人有异议， 则在审查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方面， 《纽约公约》 与 《新加坡公约》 之间有
巨大的差异。 《纽约公约》 更加关注程序正当性， 即使是审查， 也仅仅是形式审查， 若该仲裁裁决
形式合法， 则必须执行。 这和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国内仲裁的拒绝执行的实质审
查要求并不一样。 而 《新加坡公约》 则注重调解员的行为正当性及和解协议的确定性， 这是否意味
着我国可以对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进行实质审查？ 公约将对 “和解协议” 的审查权是交由执行地国
主管机关。 针对这样的审查要求， 我国该如何应对， 由哪一个机关作为主管机关进行审查？ 是否仍
采用区分涉外和解协议和本国和解协议的 “双轨制” 体制？ 仲裁司法审核双轨制的本质是根据涉外
因素的有无， 将仲裁裁决分为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 对国内裁决采取实质审查， 而对涉外裁决采取
形式审查。 从中国仲裁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 这种区分考虑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仲裁的不同
特征， 有利于确保中国涉外仲裁的国际地位。 针对 《新加坡公约》 所带来的国际商事调解， 是否也
采纳双轨制？ 除去审查的问题之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如何良好地执行和解协议也是一个较为棘
手的问题。 因为根据公约的规定， 当事人的申请一旦提出便会进入执行程序。 可惜的是， 我国对国
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尚未做到全面规范， 甚至并未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那么在面对国际商事
和解协议的执行时， 就更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上述这些问题， 在将来的立法
进程中都亟待明确。

（二） 深层原因： 现行商业调解制度建设的乏力

中国加入 《新加坡公约》 后面临的最大掣肘既不是审查问题， 也不是保留问题， 而是我国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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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肖建华、 杨兵： 《对抗制与调解制度的冲突与融合———美国调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载 《比较法研究》 2006年第 4期。
輦輮訛 齐树洁、 许林波： 《域外调解制度发展趋势述评》， 载 《人民司法 （应用）》 2018年第 1期。
輦輯訛 邓春梅： 《中国调解的未来： 困境、 机遇与发展方向》，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輦輰訛 黄进：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09页。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黄进书， 第 210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邓春梅文。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齐树洁、 许林波文。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齐树洁、 许林波文。
輦輵訛 侯欣一： 《民国时期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实施状况实证研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輦輶訛 高翔： 《人民调解机制的现状调查与制度改进》，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8年第 1期。
輦輷訛 《审判研究》 编辑委员会： 《审判研究 （2013年第 1辑， 总第 56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15页。

没有一部行之有效的商事调解法 （或者说是一整套规则）。 相比之下， 西方国家对商事调解的重视
和建设程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 “诉讼爆炸” 成为了司法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法院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
诉讼任务， 民众则对法院效率的低下怀有不满， 在 “庞德会议” 召开后， 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ADR） 制度得以迅速发展， 调解程序的独特价值受到了法律界人士的重点关注和推广。輥輷訛 因为法律
界的重视和调解观念的深入人心， 现代调解制度在最近十余年中迎来了飞速发展， 迅速地成文化法
制化。輦輮訛 在这十余年的发展中， 西方各国已经发展出丰富多样、 特色鲜明的多元调解模式。輦輯訛 美国仲
裁协会 （AAA）、 英国争议解决中心 （CEDR） 等机构开展的国际商事调解都极富盛名。 与此相适
应， 各国也开始进行调解的立法活动， 往往是在诉讼和仲裁的立法中规定调解的有关问题。 在美国
ADR 的发展史中， 1990 年的 《民事司法改革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輦輰訛 在后续的发展中， 美国
法律界不断地强调调解的重要性， 1998 年 《争议解决法》 要求每一个联邦法院都应采纳调解程序，
2001 年美国制定 《统一调解法案》。輦輱訛 美国丰富的调解实践也影响着欧洲。 1994年英国新民诉法也加
入推进调解制度发展的潮流之中， 2002 年欧盟制定了规范调解行为的 《绿皮书》， 2004 年出台 《欧
洲调解员行为法》。輦輲訛 2003年， 奥地利率先颁布了欧洲第一部民事案件调解法， 在欧洲范围内获得很
好的声誉； 2008 年 5 月， 欧盟颁布了 《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 2008/52 号指令》。輦輳訛 2010年 12
月， 希腊颁布调解法； 2012 年 7 月， 德国颁布调解法； 2012 年 7 月， 西班牙颁布了调解法； 2013
年 4 月， 葡萄牙颁布了调解法； 2016 年 1 月 1 日， 波兰促进友好型纠纷解决法正式实施。 俄罗斯过
去没有专门的调解立法， 在欧盟各成员国调解立法热潮的影响下， 也于 2011 年 1 月施行了调解法。輦輴訛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调解观念的传播， 如日本、 韩国、 南非等亚非国家也开始重视调解制度，
纷纷出台相应的调解法以跟随世界潮流。 可以说关于调解， 西方发达国家对它的开发和运用已经到
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时候， 这些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所做出的调解文书其质量是相对可靠的。 如果
当事人以这些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申请执行， 那么在执行地国应该会获得较好的成功率。

我国民众向来秉持 “以和为贵” 的理念， 对调解、 和解抱有较大的青睐。 民国时期成立了 “区
乡镇坊调解委员会” 并制定和公布了 《调解规程》。 1949 年 2 月， 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 《关于民间
纠纷调解的决定》。輦輵訛 这样的历史和民众心态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但是我国当前商
事调解的发展进度确实相当缓慢的， 甚至可以说是跟不上国际潮流的。輦輶訛

笔者认为第一个原因是我国对调解的政策引导存在偏颇。 新世纪以来， 我国的司法界也认识到
调解制度的优越性， 司法政策逐步转向 “调解优先”。輦輷訛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首次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完整概念，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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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輧輯訛 刘练军： 《法院调解优先之忧思》， 载 《浙江学刊》 2013年第 1期。
輧輰訛 参见 《人民调解法》 第二条。
輧輱訛 廖永安、 段明： 《我国发展 “一带一路” 商事调解的机遇、 挑战与路径选择》， 载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第 4期。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邓春梅文。
輧輳訛 穆子砺： 《论中国商事调解制度之构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14页。
輧輴訛 数据来源： 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 （2018）》，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年版。

将其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輧輮訛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将 “调解优
先、 调判结合” 确立为司法工作的一项指导性原则，輧輯訛 对2004 年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进行了修正； 200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诉讼和
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首次明确了商事调解的法律地位； 2010 年， 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贯彻 “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 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 2011 年，
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2016 年， 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 2017 年， 联合司法部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
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2018 年， 为配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 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确定首批纳入 “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2018 年， 多部委联合发布 《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工商联印发 《关于发
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从上述的官方文件中可
以得出， 在中央层面我国是重视调解制度的建设的， 但是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建
设上， 对更具专业性的调解机构的商事调解、 仲裁机构的商事调解并没有投入更多的力量。 人民调
解和商事调解所解决争议范围是各有侧重的。 根据 《人民调解法》 第二条的规定： “本法所称人民
调解， 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 疏导等方法， 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 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輧輰訛 人民调解虽有权受理商事争议， 但是依靠人民调解来解决商事争议还
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行政化色彩浓重、 维稳为先、 法学专业水平不高、 调解员未职业化等。 而商事
调解所依仗的调解机构和仲裁机构力量薄弱， 长期得不到政策支持， 最终造成我国虽为调解、 和解
产生之故土， 却远落后于西方这一奇怪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商事调解组织的建设不足。 在近些年， 为了响应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
号召， 在全国范围内新建了不少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为涉外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选择。 虽
然在总体数量上有了飞速的增长， 但是其国际竞争力、 吸引力、 公信力还难以与西方同行相匹配。輧輱訛

我国的一些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刚刚成立不久， 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规则设计不完善、 推广宣传不到位
的问题， 从而导致受案数量少、 国际影响力不强的情形。 相比之下， 国外商事调解组织在受案数量
和国际声誉方面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如新加坡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16 年受理商事争议 499 件，
同比 2015 年增加 72%； 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 (CEDR) 2015 年受理了大约 10000 件民商事争议，
同比 2014 年增长5.2%。輧輲訛 当前我国调解机构的调解， 主要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PIT） 调
解中心及其在各地的分中心进行， 它们受理国际 （涉外） 和国内的商事争议案件。輧輳訛 2017 年， 北京
市仲裁委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北仲） 调解结案案件数量为 398 件， 2016 年为 384 件， 从受案数量
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輧輴訛 所以，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组织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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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廖永安、 刘青： 《论我国调解职业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期。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齐树洁、 许林波文。
輧輷訛 参见廖永安、 王聪： 《现代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 载 《人民调解》 2019年第 1期。
輨輮訛 齐树洁、 李叶丹： 《商事调解的域外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载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11年第 2期。

第三， 除商事调解机构的建设不足之外， 我国缺乏职业化的国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輧輵訛 国际商业
调解所需要调解员素质和国内人民调解员是有天然差别的。 国际商业调解需要职业化的调解人才，
而目前国内的人民调解员大多是兼职的， 主要是从高校教师和律师队伍中选取。 非专职化的国际商
事调解员很难使顾客产生信赖， 也阻碍商事调解组织的进一步推广。 除此之外， 调解对调解员的要
求极高， 调解员自身的知识和人格素养在调解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輧輶訛 但是我国目前并没有对调解
员的专门培育， 也没有对调解员的资格认证。 执业许可和资格认证机制是我国建设职业化国际商事
调解人才队伍的前提。輧輷訛 这样的现状也导致我国即使想建设国际一流的商事调解中心也会面临无人可
用的困境。 最后， 调解员的激励措施不够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我国的调解员基本都是兼职担任， 倘
若纯粹依赖调解作为收入来源， 那么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而在英国， 2005 年， 初级调解员的日收入
为 1300 英镑左右， 到 2010 年， 初级调解员的日收入可达 2200 英镑。輨輮訛 充足的物质激励也是调解人
才队伍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所以若要更好地执行 《新加坡公约》， 提升我国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能力， 大力发展我国的调
解制度建设势在必行。

三、 解决方案

（一） 做好 《新加坡公约》 的短期适配

如前所述， 我国当前的商事调解制度刚起步， 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 切实可行
的制度。 但是暂时的落后不是停止发展的借口。 依靠此次的 《新加坡公约》 的出台， 我国可以集中
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紧跟国际趋势的商事调解制度。 法律的生成有其自身规律， 笔者建议， 针
对加入 《新加坡公约》 后我国的法律制度衔接问题， 可以采取两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是针对 《新加坡公约》 的前期适配。 对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
初为了使 《新加坡公约》 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采取了中间立
场， 特意将 《新加坡公约》 的某些条款制定得相对模糊。 因此， 解释 《新加坡公约》 的重任便交于
缔约国的相关政府机构来解释和实施这些条款。 就中国而言， 最高人民法院需要通过发布相关的司
法解释来承担这一角色。 若要我国当下立刻制定一套完善的 《调解法》 以适应和加入 《新加坡公
约》， 那是不现实的， 快速立法的模式也可能带来较大的副作用。 所以就先期适配任务而言， 最高
人民法院可以先行制定一系列的司法解释， 为 《新加坡公约》 在我国的落地提供一定的缓冲。 这样
的立法实验， 既可以保障 《新加坡公约》 的适用， 又可以为将来制定我国自己的 《调解法》 打下坚
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 上文中所提到的审查程序和审查主体问题， 明示适用的保留问题等都可以由
最高人民法院先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待落实一段时间后， 再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立法草案。

其次， 建议强化 “一带一路” 典型案例制度的使用， 将更多涉及调解解决的案件纳入典型案例
之中。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意见》，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阶段。 2018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
议审议和通过了 《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 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等重要文件。 自 2015 年开
始， 最高人民法院便持续发布 “一带一路” 典型案例， 至今累计已有数十个典型案例。 在多元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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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有关 〈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八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 http://www.chinalaw.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9-04/
09/612_232202.html， 2019年 5月 13日访问。

纷解决机制改革中， 商事调解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很多涉外案件中为当事人所采纳。 中国加入了
《新加坡公约》， 将会有很多的案件最后依赖公约在中国得以执行。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能从这些案例
中抽取出重要案列作为典型案例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公布， 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是极有帮助的。 这样
做， 一方面可以凸显我国对商事调解制度对 《新加坡公约》 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可以形成良好的示
范作用， 昭示我国对 《新加坡公约》 的适用态度与规则， 给全球的当事人一个合理的预期。

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公约执行初期将面临的审查和执行问题， 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意见， 以供
参考。

1. 审查机关
从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四百六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可以得出： 凡当事人要求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有效法律文书， 必须对权利和义务主体以及主张的给付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在中
国法院分离审判和执行的实践中， 法院的执行部门往往只执行有效的、 债权和债务关系明确的法律
文书。 国际商事和解的本质在于纠纷双方互相谅解， 各自做出一定程度的退让， 从而解决该纠纷并
长期维持商业往来， 不至于因为个别纠纷而破坏了彼此的业务往来。 所以， 纠纷双方所达成的和解
协议相较于严谨的法院判决或者仲裁裁决， 会具有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 其内容一方面可能无法满
足我国当前的执行标准 （《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一百四十八条）， 另一方面则可能会违反我国的强行
法。 如果一方依赖 《新加坡公约》 寻求直接执行和解协议， 那么中国目前的强制执行体系将很难应
对这些和解协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务之急是我国需要指定一个专门的机关作为主管机关来审
查和解协议。

参照我国对于涉外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执行的态度，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三和第二
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是一致的， 均要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操作， 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也积累了相当的涉外仲裁执行经验。 所以笔者认
为， 为了维护法律规则的统一性， 由中级人民法院承担起审查与执行和解协议的职责是恰当的。 关
于具体安排， 可以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由人民
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庭 （合议庭） 作为专门业务庭来审查和解协议。

2. 审查模式
决定审查模式的关键就是如何更好地规制商事和解协议， 维护我国的利益。 有学者曾对调解程

序的低门槛表示了担忧， 因为 《新加坡公约》 中并未对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执业资质做出规定， 宽
松的审查要件极有可能成为虚假调解乃至欺诈的温床。輨輯訛 所以笔者建议， 在公约先期的执行过程中，
可以依据公约所规定的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 调解员的水平和能力层次不齐， 很容易造成误判。 在 《新加坡公约》 定稿后， 一些法律
专业人士对在中国执行公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诈调解表示担忧。 产生欺诈调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调解员无法全面掌握争议解决流程。 调解与诉讼和仲裁不一样， 诉讼和仲裁这两种争议解决
方式均含有一定的强制性， 且都具有相对完善的程序制度和质证、 辩论环节。 诉讼是在一国的法院
进行的， 其严肃性最高。 国际商事仲裁大多在久负盛名的国际仲裁中心 （如 ICC、 伦敦国际仲裁
院） 做出， 其仲裁员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充足的经验， 兼有仲裁机构的名誉做背书， 其裁决质量也较
高。 调解作为 ADR 的一种， 近几十年中受到世界的青睐， 联合国也颁布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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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孙巍：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立法背景及条文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7页。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新加坡公约》 所规定的不予执行的条件相比于 《纽约公约》 更为具体， 主管机关所需审查的内容也更多。

《纽约公约》 不要求对调解员的公正性做出审查， 但是 《新加坡公约》 有此要求。
輨輲訛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

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调解制度。 但是调解制度因为调解员自身不带有
强制权力， 对整个纠纷的掌握程度不及法官和仲裁员， 所以最终得出的和解协议可能存在瑕疵。

第二， 《新加坡公约》 赋予了执行地进行严格审查的权力。 根据参与制定 《新加坡公约》 的学
者解读， 公约的第 3条是参照了 《纽约公约》 第 3 条的规定， 确定适用本公约的和解协议采用直接
执行的机制， 但是在当事人提出请求时， 主管机关则有权对请求范围进行审查。輨輰訛 公约的第 4条和第
5 条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内容做了正反两面的规定， 其中如 “㈠根据在第 4 条下寻求救济所在公约当
事方主管机关认为应予适用的法律， 无效、 失效或者无法履行…… (e) 调解员严重违反适用于调解
员或者调解的准则， 若非此种违反， 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 或者 (f) 调解员未向各方当事
人披露可能对调解员公正性或者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 并且此种未予披露对一方当事人有实
质性影响或者不当影响， 若非此种未予披露， 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輨輱訛 若要查清第 5 条所
规定的所有拒绝准予执行的情形， 则主管机关也必须具有严格审查的权力。

除此之外， 笔者将 《新加坡公约》 所规定的拒绝救济的理由与我国 《民事诉讼法》 针对内国仲
裁的实质审查条文进行了一下对比。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
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 裁定不予执行： “（一） 当事人在合
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
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三）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 裁决所根
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 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 仲裁员
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
益的， 裁定不予执行。”輨輲訛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 《新加坡公约》 所罗列的拒绝救济的理由与我国 《民
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和 《仲裁法》 第五十八条有部分相似之处， 虽达不到实质审查的程度，
但是也与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四项程序审查要件是有明显区别的， 所以笔者认为
我国主管机关有权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第三， 进行严格审查更有利于维护我国利益。 加入 《新加坡公约》 可以给我国的企业和司法国
际化进程带来巨大的好处， 但是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因为本公约对保留这一块所做出的
空间较少 （仅政府机关保留和明示适用保留）， 虽然我国加入了 《新加坡公约》， 但是在公约适用的
保留方面并没有做出更多的保护措施的。 针对这一情况， 为了避免我国当事人和公共利益受损， 对
和解协议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 为了避免审查标准内外不一致， 造成反向不公平对待。 我国当前对商事和解协议或调解
协议 （非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法院作出的） 是不允许对其进行司法确认的。 若是我国加入 《新加坡公
约》 后， 对国内的调解不予以司法强制执行力， 却对域外的调解大开方便之门， 那势必会造成相当
程度的不公平， 进而会对我国本土的商事调解机构造成巨大的打击。

此外针对在审查过程中可能发现的欺诈调解的情况， 主管机关首先可以参照 《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一十二条处理， 其次是依照 《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中关于欺诈诉讼的规定处罚有关方面。

首先，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诉讼、 调解等方
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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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輳訛 参见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
輨輴訛 参见 《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廖永安、 段明文。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輨輳訛 当事人申请执行通过欺诈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欺
诈诉讼和欺诈调解的行为性质相同， 因为他们都是假借司法机关执行权， 通过恶意串通， 并损害第
三方的利益。 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 针对进入我国司法程序的和解协议执行案件， 只要双方通过欺
诈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并试图根据 《新加坡调解公约》 在中国寻求执行， 中国法院就有权拒绝该申
请， 并根据当事人行为的严重程度， 做出相应的处罚。

其次，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将欺诈调解定为刑事犯罪。 其中对有关虚假诉讼罪做出以
下规定：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輨輴訛 若有当事人想假借 《新加坡公约》 而达到其不法目的的， 我国的审查机关可以根据其行为
的恶性程度， 做出相应的民事或者刑事处罚。

3. 执行问题
在加入 《新加坡公约》 后， 针对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执行和解、 执行担保、 委托执行、

执行回转等等问题也急需最高院做出澄清和解释， 对是否完全按照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或是做出
变通适用则需依照彼时我国的司法政策。 对此，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在做出解释时能体现我国对调解
制度的支持， 在国际层面树立榜样。

（二） 加快制定商业调解法律

中国的调解可分为与法院有关的调解， 与仲裁机构有关的调解， 以及由商业调解机构管理的调
解。 因为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中对商业调解的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的商业调解机构发展迅
速， 涌现出一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组织， 如内地—香港跨境联合调解
中心 （2015 年）、 厦门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15 年）、 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 （2016 年）、 “一
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16 年）、 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 （2016 年）、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
调解中心 （2017 年）。輨輵訛 这些组织的建立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诚然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刚刚起步， 很多人担心如果贸然加入 《新加坡公约》 会给我国的商事
调解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是笔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落后并不是逃避竞争的理由， 我国完全可以借
助 《新加坡公约》 的出台， 来倒逼国内商事调解制度的成长。 在上文中， 笔者提出要采取两步走的
战略。 首先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 《新加坡公约》 的国内初步适用问题， 在此期间， 我国可以充分发
挥制度优势， 积累相应的经验， 完善顶层设计。 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
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等一系列司法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当我国在建
设商事调解机构和规范专业调解人才方面探索出符合国情又和国际接轨的道路时， 我国就可以制定
出相应的商事调解法， 合理多样的商业调解规范， 引导商业调解职业化发展， 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
决制度的建设增添新的助力， 而这也正是加入 《新加坡公约》 的最终目标。 所以现在正是大有可为
之时， 加入 《新加坡公约》 便是一个难得的良机。

结语

《新加坡公约》 被誉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的出台将对国际争议解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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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arising�from�Mediation�heralds�a�major�innovation�in�the�global�commercial�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The� three� conventions,� namely,�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will� establish� a� global�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judgment.� The� biggest�weakness� that�
China�will� face�after� joining� the�Singapore�Convention� is� the�absence�of�commercial�mediation�
system�in�China.�In�order�to�better�develop�China’s�commercial�mediation�system�and�smoothly�
implement� the�Singapore�Convention,�China� should� adopt� a� two-step� strategy.�The� first� step� is�
tha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uld� actively� issu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the�
adaptation�of�the�Singapore�Convention,�give�full�play�to�the�advantages�of�the�system,�do�a�good�
job�in�the�review�of�the�settlement�agreement�under�the�Convention�and�the�express�reservation�of�
the�Convention�and�make�use�of�the�typical�case�system�of “Belt�and�Road�Initiative”.�Through�
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the�Supreme�Court,�the�preliminary�application�of�the�Convention�in�
China�can�be�reached.�The�second�step�is� to�accelerate� the�construction�of�China’s�commercial�
mediation�system�through�accession�to�the�Singapore�Convention.�Relying�on�the�experiences�and�
lessons�accumulated�in�the�first�step,�China�will�finally�work�out�a�commercial�mediation�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closely� follows� the� world�
trend.� Although�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will� bring� some� challenges,�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can�develop�China’s�commercial�mediation�system�and�ultimately�add�impetus�to�the�
construction�of�a�diversified�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in�China.

Key Words： Singapore� Convention； Commercial� Mediation； Judicial� Review； Diversified�
Dispute�Resolution

（责任编辑： 叶海波）

深远影响。 加入 《新加坡公约》 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 彰显对外开放形象。 虽然中国目前存
在商事调解立法缺失、 商事调解实践不成熟、 与公约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但是可以以加入 《新
加坡公约》 为契机， 不断完善商事调解制度， 为 “一带一路” 背景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提
供更有力保障。 在顶层设计方面， 中央非常重视多元化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
于 2018 年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并公布了首批纳入 “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 这些举措都在彰显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加入 《新加坡公约》 能够
促进我国的商事调解制与国际接轨， 加快我国建成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步伐。 虽然前路存在风
险和挑战， 但也不应因噎废食， 可以确定的是加入 《新加坡公约》 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提升自我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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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司法部 2019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我国人类胚胎基因编
辑立法研究” （项目编号： 19SFB2035）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关于各分编问题的探讨， 如梁慧星： 《关于民法典分则草案的若干问题》， 载 《法治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侵权编相关问题
的探讨， 如王利明： 《侵权获利返还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分编草案二审稿第 959 条》， 载 《广东社会科学》 2019 年
第 4期； 合同编相关问题的探讨， 如周江洪： 《关于 〈民法典合同编〉 （草案） （二次审议稿） 的若干修改建议》， 载 《法治研
究》 2019年第 2期； 物权编相关问题的探讨， 如王轶： 《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的新思考》，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7期。

譺訛 参见前引譹訛， 梁慧星文。
譻訛 周少华： 《法律中的语言游戏与权力分配》，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年第 5期。

庞伟伟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草案）》 的立法语言在准确性、 统一性和简洁性上仍有不足。 首先，
尽管草案使用了更准确的名词、 动词、 连词和短句并增加了更准确的限定， 但部分动词有
待商榷、 部分连词似有错误、 部分副词明显不当、 部分改进有失简洁。 其次， 草案的动
词、 连词、 短语和句式尽管都更符合统一性的要求， 但存在顾内忘外、 忽视例外、 忽视变
种和忽视细节的问题。 再则， 尽管草案删除了一些丧失价值的条款、 避免了一些语义重复
的问题、 省略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成分、 统合了一些过于零碎的表述， 但却存在遗漏之处；
尽管使用了一些更简洁的搭配和句式， 但既未重视特定词语的简化效用也未严守去繁就简
的一般原则。 制定法典词目索引和设立法典审读委员会有助于完善法典的立法语言， 但审
议工作应尽可能精细化。
关键词：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 准确性 统一性 简洁性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7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之多维检视

一、 问题之提出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备受瞩目的我国 《民法典 （草案）》 正式公布并向各界征求意见， 民法典
编纂工作即将完成。 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 立法机关多次公布阶段性草案， 学术界围绕其中的立
法技术问题和规则设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不少学者都发表有真知灼见。① 这些意见涉及范围极
广， 其中的一些甚至直指草案的体例设置问题， 如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坚持认为人格权
法不宜独立成编。② 但草案的立法语言问题却几乎无人关注。

无论其中原因为何， 这一现象都表明了学术界对于民法典的立法语言问题不够重视。 然而， 立
法语言对于民法典而言极为重要。 首先， 由于立法语言是立法者意志的重要载体， 所以其准确与否
直接影响到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权力边界的最终划分。③ 其次， 由于立法语言是民法典权威性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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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所以其统一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法典的权威程度。④ 再则， 由于立法语言是立法者、 司法者和守
法者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其简洁与否直接影响到不同主体间的沟通效率。 最后， 由于立法语
言是民族语言的重要表现， 所以其优美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法典民族性的彰显程度。 故而， 我们必须
认真对待立法语言。

事实上， 在 《民法总则》 颁布前， 就有学者对民法典立法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做了专门研究，⑤

但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民法总则》 颁布后， 有学者指出， 至少在情态动词⑥ 的使用上， 《民法总
则》 存在不少瑕疵。⑦ 尽管这些意见未必完全正确， 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较为可取。 换言之， 忽视立法
语言已给 《民法总则》 的品质带来了负面影响。 为避免历史重演， 本文将在梳理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一审稿 （以下简称各分编草案一审稿）、 各个分编草案的二审稿、 部分分编草案的三审稿 ⑧

以及 《民法典 （草案）》 相关条文的基础上， 分别从准确性、 统一性和简洁性等方面对 《民法典
（草案）》 的立法语言进行检视， 既分析其进步也指出其不足， 以期为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乃至今后其
他立法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二、 准确性之维下的检视

（一） 进步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准确性之维上的进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选用了更准确的名词。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 “居住权人有权

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 使用的权利， ……。” 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土地上已设立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的， ……。” 显然， 这两个 “权利” 都是
指 “用益物权”， 但并未明确。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明确了这点， 可谓进步。 又
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向社会公众供电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不
得拒绝他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 就字面看， 该 “他人” 也可涵盖其他供电主体， 但这显然违背
立法原意。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将 “他人” 改为 “用电人”， 避免了该问题。 再
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八百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
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 ……。” 从立法原
意看， 该 “双方” 是指 “父母双方”； 但从字面看， 其也可指 “亲子双方”， 即子女与其父、 其母或
者其父母。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改用 “父母双方”， 更准确。 此
外，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八百七十条也是一例证。 该条规定： “一方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夫妻
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 就立法原意而言， 该 “债务” 是指 “夫

譼訛 有学者甚至指出， 立法语言不规范会损害制定法的庄严性和权威性， 进而损害民众的法律信仰。 参见董晓波： 《我国立法语
言规范化的法社会学分析》， 载 《甘肃理论学刊》 2013年第 3期。

譽訛 朱涛： 《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语言规范化》，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1期。
譾訛 除了情态动词之外， 有学者还指出 《民法总则》 中 “视为” 一词的使用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参见占善刚、 王译： 《民事法

律规范中 “视为” 的正确表达———兼对 〈民法总则〉 “视为” 表达之初步检讨》， 载 《河北法学》 2018年第 12期。
譿訛 参见申惠文： 《论 〈民法总则〉 文本中的情态动词》， 载 《私法》 2018 年第 2 辑。 值得一提的是， 申惠文副教授对于 《民法

总则 （草案）》 的立法语言问题也有专门研究， 只不过相关成果发表在 《民法总则》 颁布之后。 申惠文： 《论 〈民法总则
（草案）〉 的立法语言》， 载 《河北法学》 2017年第 6期。

讀訛 民法典分编中， 人格权编、 侵权责任编和婚姻家庭编有单独的三审稿， 物权编、 合同编和继承编没有单独的三审稿。 由于
二审稿、 三审稿是分编分别公布的， 故而除与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并列等特殊情况外， 下文直接使用 “某编草案二审稿” 或
者 “某编草案三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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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中该款成了第二款，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的第二款成了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中的第一款。

妻共同债务”； 但从字面看， 也可指其它债务。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
案）》 将其明确为 “夫妻共同债务”， 更准确。

第二， 选用了更准确的动词。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商业广
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 视为要约。”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 “视为” 改为
“构成”。 尽管从实际效果上看， 选用 “构成” 还是 “视为” 似乎影响不大， 因为无论是 “构成要
约” 还是 “视为要约” 都意味着需接受要约相关规则的调整； 但从逻辑上看， 选用 “构成” 无疑更
为准确， 因为此时商业广告的内容已完全符合了要约的要求， 使用 “视为” 弱化了要表达的意思。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八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无劳动能力
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该表述源于 《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 显然， 这里的 “无劳动能力” 既可解释为 “无足够劳动能力”， 也可解释为“无任何劳动能
力”。 尽管从生活经验可知， 前一种解释更合理， 因为立法者不大可能会认为只有在父母无任何劳
动能力时才能要求子女赡养， 但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掩盖 “无” 字的固有不足。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
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将 “无” 改为 “缺乏”， 避免了歧义。

第三， 选用了更准确的连词。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九十三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
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尽管本条是照搬
《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 但却存在问题。 因为至少从字面看， 由于使用了 “及其”， 该表述似乎
创造了 “同时过错原则”。 即， 只有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 才能由医疗机构
承担责任。 这显然有失妥当。 不可否认， 这一用词瑕疵并非无法治愈： 在只有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时， 由于即便按照过错责任原则也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审理法院完全可抛弃 “同时
过错原则” 而选用一般的过错原则让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由于在只有医务人员存在过错
时， 将一切医务人员的过错都视为医疗机构的过错并无理论障碍， 所以所谓的 “同时过错原则” 此
时完全可被虚化。 但该瑕疵的存在仍无法否认。 事实上，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九十九条也存在
同样问题。 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将两个条文中的 “及其” 都改为
“或者”， 成功地消除了该瑕疵。

第四， 选用了更准确的短句。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⑨ 规定： “……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的， 该条款不发生效力。” 就立法原意而言， 强调 “该条款不发生效力” 旨在通过否认其效力
的方式保护接受格式条款一方的利益； 但从字面看， 这一短句并未准确地表达出立法意图， 因为在
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导致有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结果。 尽管借助诚信信用原则也能避免此种偏
差， 但该表述的固有瑕疵并不能为诚实信用原则所完全掩盖。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将该表述改为 “对
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显然更准确地表达了立法原意； 《民法典 （草案）》 进
一步将 “组成部分” 改为 “内容”， 无疑更为科学。

第五， 增加了更准确的限定。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出质人
请求质权人及时行使质权， 因质权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损害的， 由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从立法
原意看， 该 “损害” 特指给出质人造成的损害； 但从字面看， 该 “损害” 也可指给第三人造成的损
害。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在 “造成” 一词前增加了 “给出质人”， 更为准确； 《民法典 （草案）》 进一
步将 “给出质人造成损害” 改为 “造成出质人损害”， 不仅更为准确， 而且简洁优美。 又如， 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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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例如 《刑法》 （2017年修正） 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中的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
輥輯訛 例如 《刑法》 （2017 年修正）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
輥輰訛 例如 《刑法》 （2017 年修正） 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以受贿论处。”
輥輱訛 例如 《刑法》 （2017 年修正）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 收受各种名义的

回扣、 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的， 以受贿论处。”

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在将来订立合同的认购书、 订购书、 预订书、 意
向书等， 构成预约合同。”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在 “将来” 后增加了 “一定期限
内”。 再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二十四条在表述债权人代位权时使用了 “请求以自己的名义
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这一短语。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在 “债务人” 一词前
增加了 “对相对人” 的限定。 此外，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九十七条也是例证。 该条规定： “患
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 从字面看， 似乎只要患者有损害就
可适用该推定， 但这有违立法原意。 侵权责任编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将 “患者有
损害” 改为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表述更准确。 事实上，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九十
九条也存在同样问题， 但后续草案也避免了该问题。

（二） 不足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准确性之维上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部分动词有待商榷。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 “留置财产为可分

物的， 留置财产的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 就立法原意而言， 本条旨在通过限制留置权人有
权留置的财产的价值上限来防止其滥用权利； 但从其字面来看， 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 留置财产为
可分物的， 留置权人只能 （应当） 留置相当于债务金额的财产， 不能过分多也不能过分少。 换言
之， 该表述存在言不尽意的瑕疵。 如严格按照立法原意， 应将 “相当于” 改为 “限于”， 或者将
“应当相当于” 改为 “不得超过”。 遗憾的是，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继续沿用了
该表述。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七十七条规定：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
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尽管 “收受” 也是 “接受” 的意思， 但由于其带贬义色彩， 所以更多的
是与 “贿赂”⑩ 或者虽未明言是贿赂但性质显而易见的 “他人财物”、輥輯訛 “请托人财物”、輥輰訛 “回扣、 手续
费”輥輱訛 搭配， 所以用在此处未必合适， 但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继续使用了 “收
受”。 再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四十二条规定： “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
公开， 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尽管该 “没有” 也能表达出
立法意图， 但改用 “丧失” 或者 “失去” 似更准确。 然而，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却继续使用了 “没有”。

第二， 部分连词似有错误。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四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约
定检验期间的， 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 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本条中的第一个 “或者” 的使用并无
问题， 因为存在交付的标的物质量合格但数量不足或者数量足够但质量有瑕疵的情况； 但第二个
“或者” 就颇值商榷了， 因为就立法原意而言， 本款旨在推定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和数量都无问题，
而 “或者” 并未准确地表达该意思。 显然， 应将第二个 “或者” 改为 “和 （及）”。 事实上， 各分编
草案一审稿第四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八十六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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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两位学者在多个场合反复呼吁人格权编中要引入诉前禁令 （禁令救济） 制度。 参见王利明： 《论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
度》， 载 《财经法学》 2019 年第 4 期； 石佳友： 《守成与创新的务实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 （草案）〉 评析》，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2期。

輥輳訛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 不提供担保的， 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 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 裁定采取保
全措施的， 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人民法院应
当解除保全。”

輥輴訛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七百二十九条规定： “物业服务期届满前， 业主依法共同决定续聘的， ……。” 合同编草案二审
稿和《民法典 （草案）》 并未将该 “依法” 改为 “依照法定程序”。

輥輵訛 2019年 1月 6日， 在怀柔召开的由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 立法研讨会” 上， 有专家指出了
该问题。 笔者当时亦在现场。

定： “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 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 但是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考虑到很多情况下， 保管只有 “保管费”， 该 “以及” 改为 “或者” 似更好。 但合同
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均未进一步处理这些问题。

第三， 部分副词明显不当。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 “……留置权人应
当给债务人两个月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 但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 ……” 本条中的 “不
易” 的意思为 “不容易”。 在保存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 认为 “鲜活易腐” 物品 “不容易” 保存并
无问题； 但在保存技术发达的今天， 保存 “鲜活易腐” 物品已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上是否容易的问
题， 只存在经济上是否适宜的问题。 换言之， 该 “不易” 改为 “不宜” 似更合理。 但物权编草案二
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却沿用了原有表述。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七百八十条规定： “民事
主体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行为， 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本条
是以王利明教授和石佳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 輥輲訛 反复倡议的结果， 有望成为未来民法典的重要创新之
处。 从此项制度的本意看， 其所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如不 “立即” 制止， 但此处却用了 “及时”。
显然， “及时” 一词并未准确地表达出此项制度的设立目的。 事实上， 与本条有类似之处的 《民事
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 輥輳訛 使用的就是 “立即”， 且使用了两次。 但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却继续使用了 “及时”。

第四， 部分改进有失简洁。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七百二十八条规定： “业主依法共同决
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 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
“依法” 改为了 “依照法定程序”， 尽管更为准确但却有失简洁。 并且， 如认可这一改动， 草案中其
他类似条文輥輴訛 中 “依法” 是否应改为 “依照法定程序” 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又如， 各
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七百七十七条中有 “死者没有配偶、 子女和父母的， 其他近亲属可以依法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的表述。 该表述并无语法错误， 但其字面含义却有违常理， 因为没有人是没有
父母的。輥輵訛 为避免该问题， 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将这一表述改为 “死者
没有配偶、 子女并且父母已经死亡的， 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该表述尽
管更为精确但却有失简洁。 如将 “死者没有配偶、 子女并且父母已经死亡的” 改为 “情况特殊的”，
不仅能解释出与现有表述完全相同的意思而且能避免其不足， 因为 “情况特殊的” 还能涵盖死者的
配偶、 父母、 子女虽未死亡但却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

69·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3期

輥輶訛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
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 应当采用特定形式。”

輥輷訛 在 《合同法》 和合同编的两次审议稿中， “合同的订立” 都是专门一章的章名。
輦輮訛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零二条第六项规定： “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 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但是因债权人的原因增加

的履行费用， 由债权人负担。” 这一表述是对 《合同法》 第六十二条第六项的继承和发展。
輦輯訛 具体表述为 “债务人负担提存费用后有权取回提存物”。
輦輰訛 具体表述为 “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存货人承担”。
輦輱訛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四十四条、 第九百四十五条和第九百四十六条。
輦輲訛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九十四条、 第三百九十五条和第三百九十六条。
輦輳訛 《物权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第一百四十二条、 第一百四十三条等条文也是如此。
輦輴訛 《合同法》 第七十九条、 第八十条、 第八十一条等条文也是如此。
輦輵訛 《民法总则》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等条文也是如此。

三、 统一性之维下的检视

（一） 进步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统一性之维上的进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动词更统一。 我国现行立法存在一些搭配惯例。 例如， 尽管从语义上看， 使用 “采用”

或者 “采取” 来搭配 “书面形式” 似乎皆可， 但我国既有立法习惯使用 “采用”。 《民法总则》 第一
百三十五条輥輶訛 也沿袭了该搭配惯例。 就各分编草案一审稿而言， 总体上也是如此。 例如， 其第二百
六十条、 第四百五十八条、 第四百九十八条、 第五百二十八条、 第五百七十二条、 第六百三十六
条、 第六百四十七条、 第七百二十一条、 第七百八十七条和第八百四十一条使用的都是 “采用”。
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款却一反常态， 使用了 “采取”， 这显然有违惯例。 物权
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改用 “采用”， 无疑更合惯例。 又如， 尽管从语义上看， 使用
“订立” 或者 “签订” 来搭配 “合同” 似乎皆可， 但我国既有立法习惯使用 “订立”。 各分编草案一
审稿第七百二十二条使用了 “签订” 与 “（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 搭配。 单从语法上看， 这并无问
题， 但我国 《合同法》 及合同编的两次审议稿都习惯使用 “订立” 来搭配 “合同”， 甚至 《合同法》
和合同编草案的两次审议稿中都有 “合同的订立” 一章。輥輷訛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本条中的 “签订” 改为 “订立”。 再如， 尽管从语义上看， 使用 “承担” 或者 “负担” 去搭配
“费用” 似乎皆可， 但我国既有立法习惯使用 “负担”。 事实上，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零二条 輦輮訛

和第三百六十四条 輦輯訛都使用了 “负担” 来搭配 “费用”， 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八十九条 輦輰訛 却
使用了 “承担” 与 “费用” 搭配。 考虑到既有惯例， 再加上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多数条文中的 “承
担” 都是与 “责任”輦輱訛 或者 “风险”輦輲訛 连用的，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该条中的
“承担” 改为 “负担”， 无疑更合理。

第二， 连词更统一。 “但” 与 “但是” 都是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两者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无
功能上的差异； 在我国既有立法中， 两者也是并行使用的。 例如， 《物权法》 第二十三条、 第四十
八条和第九十七条等条文輦輳訛 及 《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九条和第四十七条等条文 輦輴訛 使用的都
是 “但”， 而 《民法总则》 第十条、 第十六条和第十九条等条文 輦輵訛 使用的却是 “但是”。 在各分编草
案一审稿中， 物权编沿袭了 《物权法》 的表述使用了 “但”， 而合同编却将 《合同法》 中的 “但”
改为了 “但是”， 这就引发了连词不统一的问题。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统一使用
“但是”， 较好地避免了该问题。

第三， 短语更统一。 例如， 统一使用 “参照适用”。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零五条的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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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在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中， 本条移至第四百七十九条后， 作为第四百七十九条之一。
輦輷訛 在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中， 本条被删去。
輧輮訛 值得一提的是，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九百七十一条中 “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表述在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中得以保留。 考

虑到该 “向人民法院起诉” 是与 “向有关部门投诉” 连在一起使用的， 本文认为这一保留也并非毫无理由， 但侵权责任编
草案三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为强调立法语言的统一性， 将其改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輧輯訛 《民法总则》 第二条规定：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参照本章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表述为 “参照本法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表述为
“参照本章规定”， 第二百三十条的表述为 “参照本编第十七章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 第四
百三十六条和第四百三十七条的表述为 “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六百三十六条为 “参照技
术开发合同的规定”； 但同样是各分编草案一审稿， 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表述为 “参照适用本编或者
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表述为 “参照适用本编关于连带债务的有关规
定”， 第四百四十六条的表述为 “参照适用供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四百九十三条 輦輶訛 为 “参照适用
物权编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 第七百三十四条 輦輷訛 的表述为 “参照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八百零三条的表述为 “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在相应分编草案的二审稿和 《民法典（草案）》
中， 前述条文中的 “参照” 都改为了 “参照适用”。 又如， 基本统一使用 “提起诉讼”。 各分编草案
一审稿中， “起诉” 和 “提起诉讼” 的使用非常混乱， 如第八百九十三条和第八百九十四条使用了
“（向人民法院） 起诉”， 而第九百一十一条和第九百五十九条却使用了 “（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基本统一使用 “提起诉讼”，輧輮訛 虽然相对冗长但
却更为正式和庄重， 非常可取。

第四， 句式更统一。 我国有明文规定法律调整范围的惯例，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虽然沿袭了这一
惯例， 但却存在一个明显不足， 那就是各分编中表述调整范围的条文句式并不统一。 对于调整范
围， 物权编的表述为 “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适用本编。” 合同编的表述为“本编调
整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合同关系。” 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该条文的句式与物权编相同， 但侵权责
任编和人格权编中该条文的句式与合同编相同。 尽管两种表述都十分准确且并无语病， 而两者并行
无疑会影响未来民法典的形式统一。 在婚姻家庭编草案、 继承编草案和物权编草案的二审稿、 婚姻
家庭编草案三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中， 表述调整范围的条文都采用了 “本编调整因……产生
的民事关系” 的句式。 这不仅提高了类似表述间的统一性， 而且增强了表述的简洁性及连贯性， 同
时还实现了与 《民法总则》 第二条輧輯訛 的呼应。 此外， 从表达效果上看， 将 “本编” 提前似能增强表
述的权威性 （庄严性）。

（二） 不足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统一性之维上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顾内忘外。 即， 存在只关注某一短语的统一， 而忽视了虽存在于该短语外部但与该短语

关系较为密切且能够外附于该短语的其他表述的统一问题。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 “……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将其后
半句改为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增加 “办理” 显然是为与本条第二款最后一句及物
权编草案二审稿其他条文 （如第一百三十二条、 第一百五十四条） 相似表述相统一。 但在第一百三
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四条中， “依照” 之前都存在 “应当” 二字。 也即，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尽管统
一使用了 “依照……规定办理”， 但却同时使用了 “依照……规定办理” 和 “应当依照……规定办
理”， 可谓顾内忘外。 尽管从解释学上看， 有无 “应当” 似乎无关紧要； 但从形式统一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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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合同法》 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
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 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
乘的无票旅客。”

輧輱訛 该条第一款中有 “按照国家规定” 的表述， 而第二款中有 “依照前款规定” 的表述。
輧輲訛 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第一千条使用的仍是 “按照”。

对于同一草案中的相似短语， 有的前边有 “应当” 有的没有， 似不妥当。 但 《民法典 （草案）》 并
未进一步处理。

第二， 忽视例外。 即， 存在过分追求某一词语的统一， 而忽视了例外情况下应该特殊对待的问
题。 正如上文所言，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同时使用 “但” 和 “但是” 表述但书规定， 后续草案为避免
用词不统一专门做了有针对性的改进。 就整体而言， 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那就是所有情形都使用 “但是” 是否合理的问题。 该问题在原条文是 “但……是
……” 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 《合同法》 第三百零二条 輧輰訛 采用的是 “但……是……” 的
表述， 与之对应的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零八条却使用了 “但是……是……”， 合同编草案二审
稿沿用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的作法。 尽管这一改动有利于提高立法草案中连词的统一性， 但改后的
表述却略显拗口。 《民法典 （草案）》 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 “但是” 之后增加了逗号。 尽管这解决
了既有问题， 但却有失简洁。 在这种情形下， 允许例外地使用 “但” 似乎是一个更值得考虑的思路。

第三， 忽视变种。 即， 后续草案虽对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的一些不统一的表述做了统一化处
理， 但存在没有把与此类表述极为类似的表述纳入统一范围的问题。 我国既有立法存在区分 “依
照” 和 “按照” 的惯例。 通常而言， 在宾语为 “规定” 时使用 “依照”， 而在宾语为 “约定” 时使
用 “按照”。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 有的条文区分了两者， 例如， 第三百八十三条中的 “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但有的条文并未严格区分两者， 例如， 第一百二十七条中的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 尽管这是沿袭 《物权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的结果， 但却不能因此就认可其合理性。 又
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四百四十四条甚至出现了同时使用 “按照” 和“依照” 搭配 “规定” 的情
况。輧輱訛 此外，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零八条中的 “按照规定免票”、 第六百一十三条中的 “按照国
家有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 及第一千条中的 “按照规定” 也有违 “依照” 和 “按照” 的使用惯
例。 在对应分编草案的二审稿中， 第一百二十七条中的 “按照” 改为了 “依照”， 但第四百四十四
条、 第六百零八条、 第六百一十三条和第一千条中的 “按照” 并未改为 “依照”。 考虑到未改用
“依照” 的条文相对较多， 未予改动的原因是起草者没有注意到的可能性并不大； 最为可能的原因
是， 起草者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表述作为应当统一的用语范围。 这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这些表述虽与
已统一的表述存在某些差别， 但终究只是后者的变种。 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 輧輲訛 和 《民
法典 （草案）》 也未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

第四， 忽视细节。 即， 存在只关注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的统一， 而忽视了出现频率较低的词语
的统一的问题。 例如， 在类似的表述中同时使用 “由此” 和 “因此” 的问题。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
六百零五条的 “由此给旅客造成损失的” 与第六百一十三条中的 “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负担”
及第六百一十四条中的 “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在表达上极为相似， 但却同时使用了 “由
此” 和 “因此”。 又如， 在类似的表述中同时使用 “不能归责于” 和 “不可归责于” 的问题。 各分
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二十四条使用了 “不能归责于”， 但第五百二十条、 第五百四十六条、 第六百
零五条、 第七百一十三条、 第七百一十六条、 第七百二十八条和第八百零二条使用的却都是 “不可
归责于”。 对于这几个有违统一性的表述， 合同编草案和物权编草案的二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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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 “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 承担行政责任或者
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 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輧輴訛 与之类似的是，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三十三条中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 （等）”，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其删去。

輧輵訛 《合同法》 第九十八条规定：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五十
七条照搬了该表述。

却完全沿袭之，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四、 简洁性之维下的检视

（一） 进步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简洁性之维上的进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删除了一些失去价值的条款。 典型例证如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十五条。 该条第二款规

定： “侵害物权， 除承担民事责任外， 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 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款源于 《物权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在作为单行法的组成部分时， 该表述
极具价值， 因为其明确了侵犯物权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而且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 但一旦置身于民法典中， 该表述就会丧失价值， 沦为可有可无的条款， 因为将成为未来民法典
总则编的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七条輧輳訛 已蕴含类似意思。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其删去提高了立法语言的简洁性。

第二， 避免了一些语义重复的问题。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 “拾得漂
流物、 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 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 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
照其规定。” 由于 “文物保护法” 也属于 “法律”， 所以在该表述中是可有可无的。輧輴訛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
和 《民法典 （草案）》 删除了 “文物保护法 （等）”， 提高了条文的简洁性。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
稿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 “合同不生效、 无效、 被撤销或者终止的， 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
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 本条中 “不影响” 一词所欲表达的意思正是此
类条款是 “独立存在” 的。 也即， “不影响” 与 “独立存在” 两个词语所表达的含义是重复的。 事
实上， 与本条极为类似、 源于 《合同法》 第九十八条 輧輵訛 的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五十七条就未使
用 “独立存在” 一词。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删除了一审稿第二百九十九条中的
“独立存在 （的）” 一词， 提高了条文的简洁性。 再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 “出卖人应当对出卖的标的物享有处分权。 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的所有权不能转
移的， 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本款第一句和第二句实际上表述了类似
的意思， 并且第二句表述得更清晰。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删去了该款第一句，
提高了条文的简洁性。

第三， 省略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成分。 在汉语表达中， 很多成分都是可有可无的， 将其删除不仅
不会影响表达的准确性而且能提高表述的简洁性。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并未充分注意到这点， 很多条
文中都有可有可无的成分。 例如其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 未经出质人同
意转质， 造成质押财产毁损、 灭失的， 应当向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
典 （草案）》 删去了 “向出质人”。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自当事人均签字、 盖章或者按手印时合同成立。” 同时， 该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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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在签字、 盖章或者按手印之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由于第一款中已有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的表述， 第二款中的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完全可省略。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不仅省略了第二
个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而且将两款合为一款， 明显更简洁。 再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
二百八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当事人最后签字、 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
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条中第二个 “当事人” 也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其删去。

第四， 统合了一些过于零碎的表述。 例如， 对于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六十九条中的第二个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宅基地使用权人”，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用 “用益物权人”
统合两者。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项为 “抵押财产的名称、 数量、 质量、 状
况、 所在地、 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其改为 “抵
押财产的名称、 数量等情况”。輧輶訛 再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零九条规定：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抵押的， 或者以乡镇、 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的， 实现抵押权后， 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用途。”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
和 《民法典 （草案）》 将本条中 “一并抵押的” 及其之前的表述改为 “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依
法抵押的”， 避免了列举过于零碎的问题。 此外，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本编所称的合同是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合同
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改为 “民事主体”。輧輷訛

第五， 选用了一些更为简洁的搭配。 包含 “除……以外” 的条文在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并不鲜
见。 例如， 该稿第三百零五条中的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 第四百九十条
中的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以外”， 第五百九十二条中的 “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 拍卖的
以外”， 第六百四十五条中的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 第六百七十六条中的 “除保管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并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的以外”， 第七百一十六条中的 “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
外”， 第七百四十条中的 “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 在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中， 上述条文中的 “除……以外” 都改为了 “除……外”。

第六， 选用了一些更为简洁的句式。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损害其利益的行为， 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的， 该行为自始没有法律
约束力。”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将该表述改为 “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的， 该
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民法典 （草案）》 进一步将其简化为： “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
行为被撤销的，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四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同条第三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 合同编草案二审
稿和 《民法典 （草案）》 使用了更简洁的句式， 将这两款合并表述为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就债务
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輧輶訛 与之类似的是，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三项为 “质押财产的名称、 数量、 质量、 状况”，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将其改为 “质押财产的名称、 数量等情况”。

輧輷訛 与之类似的是，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中的 “法人、 非法人组织” 在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
案）》 中被改为 “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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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该 “对” 字似可删除。
輨輯訛 此外，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五百九十六条和第五百九十七条还存在表述不统一的问题， 前者 “运输” 之前有 “安全” 二字，

而后者没有。 事实上， 《合同法》 第二百九十条和第二百九十一条中就存在这一问题， 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 合同编草案二
审稿及 《民法典 （草案）》 都未做进一步处理。

……。” 新表述明显更简洁。

（二） 不足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在简洁性之维上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未能避免部分语义重复的问题。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四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

但是对 輨輮訛 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 适用质量保证期， 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由于适用“质量保证
期” 与适用 “该两年的规定” 两者只能居其一， 所以 “适用质量保证期” 与 “不适用该两年的规
定” 事实上已构成语义重复， 但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并未注意到该问题。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零四条规定： “……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
助配合。” 显然， 这里的 “协助” 与 “配合” 的意思完全相同， 有重复嫌疑。 令人费解的是， 合同
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在两者中间增加了一个 “和” 字， 不仅无益于避免重复而且有
悖于简洁性原则。 更遗憾的是，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所增加的第二款使用了
“遇有不能正常运输的特殊情形和重要事由” 这一表述， 而该表述中的 “特殊情形” 和 “重要事由”
也有重复嫌疑。

第二， 未能省略一些可有可无的成分。 例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五百零九条规定： “出租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 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 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显然， 本
条第二个 “出租人” 即便删去也不会影响表达的准确性。 又如，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零二条规
定： “旅客在运输中应当按照约定的限量携带行李。 超过限量携带行李的， 应当办理托运手续。” 本
条中的第二个 “携带行李” 也可删除。 与之同理，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零三条第二款最后一句
中的 “违禁物品” 也可删除。 但遗憾的是，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并未删去上述
可有可无的成分。

第三， 未能整合一些能够合并的表述。 这些能够合并的表述既包括短语也包括条文。 对于短
语，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六百九十二条中的 “储存……” 是典型代表。 该条中的第四项、 第五项和
第六项分别为 “（四） 储存场所” “（五） 储存期间” “（六） 储存费”， 考虑到本条第二项为 “储存物
的品种、 数量、 质量、 包装、 件数和标记”， 第八项为 “（八） 填发人、 填发地和填发日期”， 这三
项完全可合并为一项， 表述为 “储存场所、 储存期间和储存费用” 甚至 “储存场所、 期间和费用”。
对于句子，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五百九十六条和第五百九十七条是典型代表。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第
五百九十六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同稿第五百九十七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 货物运输到约定
地点。” 由于这两个条文极为相似， 完全可合并为一条， 表述为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
期间内， 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輨輯訛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
和 《民法典 （草案）》 并未合并前述短语和句子， 有失简洁。

第四， 未能重视特定词语的简化效用。 在汉语中， 一些词语具有显著的简化表述的功能， 但各
分编草案一审稿对其重视不够， 各个分编草案的二审稿也是如此。 “擅自” 是此类词语中的一个典
型。 由于其在表示 “未经同意 （许可）” 的意思时不仅谴责意味更浓而且更简洁， 故而其在各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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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一审稿中很常见。 例如， 该稿第五百八十三条中的 “发包人擅自使用的”， 第六百零六条中的
“承运人擅自”， 第六百五十六条中的 “违反约定擅自许可” 和第六百七十五条中的 “不得擅自改
变”。 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并未较好地使用 “擅自”。 如使用 “擅自”， 该稿第五百六十八条中的
“未经定作人许可， 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可简化为 “不得擅自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
料”， 但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继续沿用了原表述。 “因此” 是此类词语中的又一
个典型。 “因此” 在表述某原因导致某结果时不仅清楚而且简洁， 故而其在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中也
很常见。 例如， 该稿第六百一十三条中的 “因此产生的费用”、 第六百一十四条中的 “因此受到的
损失” 和第七百一十四条中的 “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 但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并未较好地使用
“因此”。 例如， 该稿第五百八十六条规定： “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发
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 改建。 经过修理或者返工、 改建后， 造成逾
期交付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条中最后一句完全可改为 “因此造成逾期交付的， 施工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但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继续沿用了原表述。

第五， 未能严守去繁就简的一般原则。 必须承认， 简洁并非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固守的原则；
在特殊的情况下， 为实现更重要的目的， 采用更复杂的表述不仅无可厚非甚至非常必要。 各分编草
案一审稿第三百条即为典型例证。 该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合同性
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和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等义务。” 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将
“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 扩展为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当避免损害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
并作为单独一款。 《民法典 （草案）》 基本沿用了这一表述。 尽管这一改动有违简洁性原则， 但却能
凸显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 从而与 《民法总则》 第九条 輨輰訛 实现呼应， 故而非常可取。 但即便存在特
殊情形， 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去繁就简的一般原则； 在多数情况下， 仍需严守之。 但各个分编草案的
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却存在反面例证。 各分编草案一审稿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为“筹集和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物权编草案二审稿和 《民法典 （草案）》 却将其分为两项。
即， 第五项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和第六项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 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有失简洁， 殊不可取。

结语

可见， 尽管 《民法典 （草案）》 的立法语言相对于前期草案、 尤其是各分编草案一审稿在准确
性、 统一性和简洁性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但仍存在完善空间； 在下一阶段的立法工作中， 要更
加重视草案的立法语言问题。 由于目前关于民法典立法语言的专门研究较少， 所以下一步所要进行
的立法语言完善工作缺乏直接相关的研究积淀作为支撑； 但是， 由于立法语言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
性的问题， 并且所要完善的对象的变化并不会对完善建议的可行性产生实质影响， 所以学术界既有
的一些相关研究同样可适用于 《民法典 （草案）》 立法语言的完善工作。 从这些研究来看， 制定法
典词目索引和设立法典审读委员会的建议輨輱訛 最受推崇。 本文原则上赞成这些主张， 但建议在制定法
典词目索引的同时设置标点、 词语、 短语和句式的用法准则及示例， 甚至进一步考虑制定分条、 分
款和分项的准则及示例， 使立法语言的审议工作尽可能的精细化。 因为唯有如此， 方能尽可能避免

輨輰訛 《民法总则》 第九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輨輱訛 魏磊杰： 《民法典编纂的技术问题》，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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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legislative�language�of�the�Civil�Code�(Draft)�has�made�progress�in�accuracy,�unity�
and� simplicity,but� it� is� still� insufficient.� Firstly,� although� the� Draft� uses� more� accurate� nouns,�
verbs,�conjunctions�and�short�sentences�and�adds�more�accurate�determiners,�there�is�still�a�lot�of�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some� modifications� are� not� concise.Secondly,� although� the� verbs,�
conjunctions,�phrases�and�sentence�patterns�in�the�draft�are�more�in�line�with�the�requirements�of�
unity�after�being�modified,�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such�as�amending�one�thing�and�losing�
another� and� ignoring� exceptions,� variations� and� details.�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Draft� has�
deleted� some� worthless� clauses� and� dispensable� elements,� partia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semantic�duplication�and�integrated�some�extremely�fragmentary�expressions,�there�is�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its� wording.� The� Draft� uses� some� more� concise� collocation� and� sentence�
patterns,�but�it�does�not�pay�attention�to� the�simplification�effect�of�specific�phrases�and�strictly�
abide�by�the�general�principle�of�simplification.The�establishment�of�a�codex�lexicon�index�and�a�
codex�review�committee�is�helpful�to�improve�the�legislative�language�of�the�Code,�but�the�review�
should�be�as�detailed�as�possible.

KeyWords： Civil�Code�(Draft)；Legislative�Language；Accuracy；Unity；Simplicity

（责任编辑： 刘长兴）

力有不及、 顾此失彼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 孔子在谈论心中的君子形象时指出：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

后君子。”輨輲訛 但在同一时期， 卫国大夫棘子成却对 “文” 的重要性提出了严重质疑， 他认为： “君子质
而已矣， 何以文为？”輨輳訛 子贡听后说： “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 驷不及舌。 文犹质也， 质犹文也。 虎
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輨輴訛 事实上， “文质彬彬” 这一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何尝不是理想的民法
典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呢？ 而 “文犹质也” “质犹文也” 这一子贡关于 “文” 与“质” 之间关系的论断
又何尝不能适用于民法典的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相信， 只要有关部门更加认真地对待草
案的立法语言问题， 就必然能够编纂出一部体系合理、 内容科学、 语言规范且能够体现我们民族特
质的 “文质彬彬” 的伟大法典！

輨輲訛 《论语·雍也篇第六》。 陈晓芬、 徐儒宗译注： 《论语·大学·中庸》， 中华书局 2015年版， 第 68页。
輨輳訛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陈晓芬、 徐儒宗译注： 《论语·大学·中庸》， 中华书局 2015年版， 第 142页。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輨輳訛， 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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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譹訛 王振民：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2年第 2期。

姚 琪 *

内容提要： 党政联合发文是我国独有的政治实践， 是党政机关之间因特定需要而共同发文
的一种行文现象， 已从纯粹的政策载体演变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常态化工具。 党政联合发文
具备很强的溢出效应， 内容以国家社会事务为主， 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公权力主体
之间关系， 并且承担法律供给的作用。 在我国党政体制下， 党政联合发文成为一种可被研
究和规范的对象。 党政联合发文可区分为中央党政联合发文和地方党政联合发文。 根据中
央党政联合发文调整对象不同， 将其区分为法源性发文和非法源性发文。 就法源性发文而
言， 最重要的是做好源头治理， 促进部分法源性发文尽快入规入法； 适当引入联席会议制
度进入党内备案审查制度。 针对地方党政联合发文， 引入 “权利义务” 要素， 尽快将其纳
入人大备案审查和司法审查范围。
关键词： 党政联合发文 溢出效应 法源性发文 备案审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8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治理机制

党政联合发文是党委及其工作机关与其同级国家机关之间因特定需要而共同发布文件的一种行
文现象。 它承载着两方或者多方制定主体的意志和主张， 是公权力主体为解决社会分工产生的部门
协作需要， 将相似或相近的事项和内容制定在同一文件内， 使之运用在多个系统或领域， 是节约办
公资源而常采用的一种公共管理方式。 从公文秘书学来看， 党政联合发文实质是一种文件载体， 是
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公文种类体现联合发文主体意志的载体。 然而， 党政联合发文在长年实践中
已经超越了公文秘书学范畴， 从临时性、 过渡性的政策载体演变为一种常态化的治理工具。

党政联合发文的标题、 发文机关署名中既包括党组织也包括政权机关， 视需要采用不同的公文
种类来发布， 包括 “通知” “意见” “纲要”； 这些公文起告知性、 通知性作用， 并要求下级机关贯
彻落实。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中规定 “同级党政机关、 党政机关与其他同级机关必要时
可以联合行文。 属于党委、 政府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不得联合行文。” 实际工作中哪些情形满
足 “必要时” 则由党政机关自行裁量。 “一旦一个文件加上党委大印， 同时以党的名义发布， 文件
的性质就变了， 就从行政文件变成了党的文件设置党内法规。”① 然而， “加上党委大印” 的后果是
这部分联合发文只能按照党内备案审查程序来处理， 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 部分市县乡镇机关对发
文 “必要性” 要求把握不准， 造成联合发文数量有泛滥之势， 甚至 “连安全生产、 种子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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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陈文锋： 《基层联合行文 “四多” 现象及对策》， 载 《办公室业务》 2001年第 5期。
譻訛 参见章志远： 《挑战与回应： 党政联合发文的法治化路径初探》， 载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2019年第 1期。
譼訛 本文中关于党政联合发文数量的数据都是从北大法宝收集的从 1979 年到 2019 年中央党组织和中央工作部门发布的相关文

件中筛选出来。 至于地方党政联合发文， 一般各地政务网在 “政府信息公开” 一栏只设置政府文件和政府办公厅文件， 而
没有收录党委政府联合发文。 但是据新闻报道和一些实务工作者对此现象的描述， 可以合理推测地方党政联合发文广泛存
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

譽訛 1953年 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草案）》， 中央人民政府凡是要作出重大决定， 都要及时向党中央提出报告， 在中央作出明确批示后方可执行。

也要党委或党委部门一起参与行文。”② 若党政机关以规避国法规范适用为目的， 滥用党政联合发文
形式， 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法治规范的认同危机以及对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造成冲击。③

在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要求下， 应当从公法角度理解党政联合发文现象中固有的要素
和特征， 对其进行定位， 分类治理， 以期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一、 党政联合发文的演变

联合发文主体之间的行政层级一般是对等关系， 根据主体可分为中央党政联合发文、 中央部门
党政联合发文、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 中央党政联合发文的主体是党中央和国务院； 中央部门联合发
文主体为党中央各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 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以下简称 “两办”）
等中央部门、 党中央各部门办公厅和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厅等；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主体包括地方党委
和同级地方政府、 街道党工委与街道办等。

从 1979 年到 2019 年， 中央党政联合发文一共有 822 件。 2014 年以前， 每年发文量保持在 10-
20 件左右。 自 2013 年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以来， 党政联合发文的数量极速上升； 仅 2017 年到
2019 年三年间发文数量达到了 300 件以上， 相当于过去 30 多年的发文总量。④ 因受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对党政关系、 国家社会事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 党政联合发文的形态和作用亦有所分殊。 党政联
合发文从一种临时性、 过渡性的政策主张的载体正演变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常态化工具。

（一） 政策载体

党和政权机关联合创制并发布文件的做法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党在苏维埃时期的执政实践。
1935 年 “八一宣言” 即 《中华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是党中央与
政权机关第一次共同对外发文。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与苏维埃中央
政府共同发文， 主要内容不涉及具体施政方针而是以政治宣传为主。 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 受战争影响， 尚不存在成熟的政权组织形式， 所以并不具备考察联合发文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
以后， 党一直警惕以党的名义直接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倾向， 尤其反对直接取代政权机关的做法。
然而， 受重大事项汇报批示制度的影响， 涉及更多的国家社会事务活动。⑤ 1956年，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首次与国
务院共同发文， 意在解决当时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党政联合发文既能避免党直
接面对公众发号施令， 又能将自己意志贯彻于大政方针。

改革开放以后，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推行以 “党政分开” 为目标的改革， 党政联合发文的数量逐
步上升， 党政联合发文的规则也得到统一。 199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
法》，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应贯彻 ‘党政分开’ 的原则，” 如确有必要， “政府及其部门
与同级党委、 军队机关及其部门可以联合行文。” “确有必要” 语焉不详， 但是经过实践发展， 党一

论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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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涉及到党外组织和党外人员一般不以自己名义直接发文， 尤其在党务和国家事务交叉时多采取
联合发文的做法。 由于多数党政联合发文是政策性文件， 其过渡性和临时性的特征比较明显。 这些
文件渐渐被更为正式、 稳定的规范性文件所替代、 吸收。

（二） 治国理政的工具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以后， 党政联合发文在运行中呈现出一种初步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特征，
并且体现现代化治国理念。

第一， 内容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求。 过去党政联合发文的内
容多数以人才建设和干部管理为主要内容， 而现阶段发文内容则围绕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和国家文明
的塑造， 关注权利保障、 权力规制和法律制度供给。 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党政体制归口管理的
“口”， 如政法 “口”、 宣传 “口” 等朴素主观认识， 而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属性， 结合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来判断。 比如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对应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规定》 对接生态文明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对接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第二， 党的主张的具体化。 党政联合发文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共中央全会报告和决定
之间形成一定的先后逻辑关系。 党政联合发文对以上党的主张类文件具体化， 使大政方针进入中观
甚至微观层面。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要求。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先后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两办” 对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发文又进行了具体化。 先后有 《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 《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的出台。

如果仅仅对党政联合发文采用的公文种类进行类型学研究， 或者仅将视角局限于现代政府组织
分化而带来的碎片化和官僚主义对行政资源集中的需求以及节省开支的现实效果， 则无法反映新时
代党政联合发文的本质。 在新实践面前， 党政联合发文曾经呈现的临时性、 过渡性等特征已经无法
被证立， 它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治国理政工具， 具有强烈的溢出效应， 必须符合我国宪法促进社会发
展的国家积极义务的功能主义需求、 保障人权的规范要求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

二、 党政联合发文的正当性和现实必需性

党政联合发布文件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现象， 这些 “管到党外” 的文件发挥着事实上的约束力，
它们数量惊人， 却因为既无法律规定又缺乏党规作具体规定而受到一定的批评。 秦前红教授的观点
比较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党政联合发布文件是一种重效率轻法治的做法， 偏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譾訛

实际上， 之所以产生党政联合发文的现象， 部分是因为 “无心插柳柳成荫”， 更大部分原因是 “制
定者的巧妙安排或者执行者用力而为使然”。⑦ 因此， 理解党政联合发文必须将其放在我国党政体制

譾訛 秦前红、 苏绍龙：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载 《法律科学》 2016 年
第 5期。

譿訛 参见宋功德： 《党规之治》，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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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翟志勇： 《监察委员会与 “八二宪法” 体制的重塑》，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7年第 2期。
讁訛 参见陈云良、 蒋清华： 《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5 年第 3 期； 蒋清华： 《党的领导权与

执政权之辨———“执政权” 之歧义和误用》，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 年第 8 期。 这两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进行了法学
理论阐释， 从党是主权之政治代表、 人大是主权之法律代表的 “人民主权双重代表制” 思想中可以阐释出党的领导权。 党
的领导权是一种国家权力， 包括修宪建议权、 立法与国策建议权、 宪法解释与审查建议权、 政要提名权、 执政监督权。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譿訛， 宋功德书， 第 141页。
輥輯訛 参见翟国强： 《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 3期。

下理解， 否则就无法成为一种可被讨论和研究的规范对象。

（一） 党政联合发文的正当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核心关切是党的领导法
权结构化。⑧ 对此有理论贡献的如陈端洪教授提出的二元代表制、 高全喜教授提出的政治宪法学论说、
强世功教授提出的不成文宪法和党章宪法论等， 虽然他们的理论阐发并未提出具体的和成熟的法权
结构安排， 但是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公权力能够得到一定的理论支撑。⑨ 第一，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被
写入宪法第一条， 是党不同于普通政党的根本所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多部法律规
定了党的领导权责。 第二， 党的领导所具有的实际控制力和支配力是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工作绩效的认可。 第三， 党的领导权包括哪些内容应以 “实质宪法” 党章中规定的内
容为基准。 由此，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的论断也与党的领导权有一定的契合度。
“党政军学民， 东南西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领导地位是具体的， 不是空洞的、 抽象的，
“必须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体现到国家政权的机构、 体制和制度等的设计、 安排、 运行之
中， 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 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党政联合发文的正当性来源于党的全面领导。 第一， 在党的全面领导论断下， 党的活动可被分
为党的领导、 执政活动； 党的自身建设活动； 党的机关运行保障活动。⑩ 党领导、 执政活动指的是党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经济组织、 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的核心作用，
党的领导、 执政活动的主体是党组织和党员， 但是对象却包括党外组织和个人。 第二， 与多数党内
规范性文件不同， 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很强的 “溢出效应”， 它所调整的范围不是纯粹党内事务， 而
是党务和国家社会事务的交叉之处或者纯粹国家社会事务。 面对纯粹党内事务， 党政机关没有必要
也不会采用联合发文的形式发布文件。 第三， 党政联合发文带有公权力属性。 联合发文不仅体现党
的意志， 还有其他负有国家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主体意志参与其中。 党透过它能够发挥领导各方面
工作、 协调各方的作用。 党政联合发文一般不调整私法领域， 也不能超越宪法法律规定， 超越上位
法规定。 它能够创设规则， 影响着公民权利义务的分配、 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关系， 改变权力设定和
行使方面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定，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为选择提出限制或禁止性规定。 它能
够提出立法建议， 提供法律制度供给服务。

（二） 党政联合发文的现实必需性

除提高效率、 节省成本的需要以外， 我国 “双轨制” 的权力体系衍生了对党政联合发文的需
求； 而新时代的党政机构统筹改革和小组政治运行规范化进一步催生了需求。

第一， “双轨制” 权力体系衍生了需求。 “双轨制” 是对我国实际政治运行中存在两套并行的权
力体系即 “宪法的权力体系” 和 “政党权力体系” 的描述。輥輯訛 并存的国家宪制和政党体制两套权力结
构演绎出具有双轨特性的制度， 由此形成了组织上和人员身份的竞合关系。 从组织形式来看， 党实
行对政府部门的 “归口管理”， 政府具体职能被切割为若干对应的 “口”， 针对同一事务或相似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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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刘旭： 《宪法组织机构视角下的新时代小组政治》， 载 《第十届海峡两岸公法学论坛 （学生论坛） 论文集》， 第 82-94页。
輥輱訛 周旺生： 《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年第 4期。

设置不同管理机构使得党组织和同级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 不仅横向上具有同构性， 纵向组
织上也存在着同构性， 党组织通过自身渠道来管理和控制下级党组织，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职
责、 机构也具有高度同构性。 党政 “两条线” 上的同构性必然导致机构职能交叉和重合居多。 从人
员身份来看， 中共党员和国家公务员、 党员干部和国家领导身份多半存在重叠现象。 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属于依法履行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在党管干部
原则之下， 中共党员和国家公务员、 党员干部和国家领导干部大范围存在竞合和重叠关系。 因此，
党的活动对兼具双重身份的党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然产生事实上的影响。

第二， 党政机构统筹改革和小组政治运行规范化催生了需求。 首先， “根据工作需要， 党的工
作机关可以与职责相近的国家机关等合并或合署办公。” 机构改革目标是整合原先职能相近或相似
机构， 形成执行合力， 党政联合发文将内容合并在一个文件内。 较典型的是 2019 年中共中央纪委国
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 《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 该工作规定是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发布
的党内法规。 其次， 小组政治决策模式的整合和强化影响着党政联合发文的运行。 当下， 小组政治
运行机制逐步固定化， 稳定使用标准化工作流程； 小组作为决策起点， 衔接各国家机关的职能， 形
成一定的秩序。 輥輰訛 在这种决策机制下， 各领导小组作为政治领导机构牵头各国家机关发文具有必然
性。 如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关于学习推广浙江 “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 经验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

三、 中央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和治理

分类是源头治理和事后监督的前提条件， 能起到甄别、 规范、 审查、 清理等作用。 根据中央党
政联合发文调整的事项， 可区分为法源性发文与非法源性发文。 若党政联合发文调整的对象是党执
政、 领导活动， 则属于法源性发文； 若调整的是党的自身建设活动和机关运行保障活动， 则属于非
法源性发文。

（一） 中央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

1. 调整对象为党领导、 执政活动： 法源性发文
法律渊源就是法的来源， “表明法可以或应该由哪些原料构成， 出自何种途径， 基于何种动

因。”輥輱訛 在区分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的前提下， 党政联合发文不一定满足党内法规或者行政法规、 规
章的名称、 体例和表述规范等要求。 之所以认为调整党执政、 领导活动的党政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可被称为法源性发文，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 个人和组织实施活动和行为的依据。 《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印发以后， 财政部印发了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 财政部、 外
交部印发了 《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 等配套法规制定， 形成了以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 为基础的 “1+20” 制度框架。 从实施过程中看， 政权机关重点发挥保证执行作用。 部分印
发此类 “通知” 时， 会采用 “已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等表述。

第二， 法律渊源可区分为进路性、 动因性和资源性要素。 以 “河长制” 为例， “两办” 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2018 年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增加了一条建立 “河长制” 的规定， 却并未对河长制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组织形式、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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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作具体规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认为 《意见》 已经规定明
确， 《水污染防治法》 作衔接性规定即可。輥輲訛 《意见》 阐明因何提出河长制政策主张， 并为正式法律制
度填充资料。

第三， 调整对象为党的领导、 执政活动意味着主要涉及国家社会事务或者党务与国家社会事务
交叉之处。 此类文件涉及政府职责， 对公民权利义务调整性更强。 比如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
定》 虽是中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印发的， 体例形式上符合党内法规， 但是由于其制定依据是 《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 并非党章或其他党内法规， 且以国监委的文号发布， 可被归为国家监察委员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輥輳訛 此类规范性文件直接影响公职人员权利义务。

在法源性发文内部， 根据是否 “党规化”， 还可进一步区分为 “党规类” 的法源性发文 輥輴訛 和
“党的主张类” 的法源性发文。 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等规定， 有权制定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是依据规定或授权享有
党内立改废审议批准权的党组织， 包括党的中央组织、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各部门和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党委等。 而党的主张类文件与党内法规在文本的逻辑结构、 主体和名称等外观上有明
显不同之处， 党政主张类文件不具有严格的规范形式和外观， 但是内容以全局性、 动员性、 指导性
和纲领性为主， 一般由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或者由 “两办” 发布。 党规类文件重在创设职权职责、
设定权利义务、 明确处分方式、 规定处分程序等。 党主张类文件是未 “党规化” 的文件， 包括党中
央、 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决议、 方案、 纲要， 以及 “两办” 发布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意见。 党的主张类
文件具备独特价值， 不应被矮化为党内法规， 也并非所有的党的主张都要转化为提炼为党内法规，
党的主张也必须在党内得到落实。輥輵訛

这种具备所谓 “治理化渊源属性” 的联合发文并不与法律形式等同，輥輶訛 但是这并不妨碍法源性发
文成为个人、 组织实施相关活动的直接依据。 这些具有普遍约束力、 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 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调整党自身建设活动和机关运行保障活动： 自治规范
调整自身运行行为的党政联合发文主要涉及执政党内部自身运行的各种问题， 这类文件虽然也

是服务于执政目标的实现， 但是并不直接产生溢出效应， 不能将其定位为法源性发文， 而是属于社
会组织的自治规范。輥輷訛 它并不直接调整党的领导、 执政行为， 适用的对象一般不包括党外组织和党外
人士， 因此交由党内法规备案审查体系即可。 但值得探讨的是， 当党在调整自身建设活动和机关运
行保障活动时， 是否还需要政权机关参与制发文件。 党在调整纯粹党内事务之时， 应当不需要采取
联合发文形式， 以免滥用联合发文。

（二） 治理机制

輥輲訛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的报告中有明确说明， 北大法宝网：
http： //www. pkulaw. cn/， 2020年 1月 3日访问。

輥輳訛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 出台之时， 监察委尚无权力制定监察法规。
輥輴訛 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发布党内法规， 也被称为 “混合性党规”。 参见欧爱民、 赵筱芳： 《论党内法规的识别标准》， 载 《湖

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輥輵訛 参见王伟国： 《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2期。
輥輶訛 参见王家伟： 《党政 “联合发文” 宪法定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輥輷訛 参见谢宇： 《宪法惯例与自治规范的二元界分： 论党内法规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定位》， 载 《学习与探索》 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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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胡肖华、 聂辛东： 《论党内法规二元双维备案审查机制的建构》， 载 《湘潭大学学报》 2017年第 1期。
輦輯訛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与欧玉龙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 来源： 中国裁判文书网。

第一， 加强源头治理。 首先， 做好 “党规类” 的党政联合发文与国家法律体系的衔接和协调。
如果国家法律没有对某项事务作出规定， 此时不存在和国法协调的问题； 但如果国法和法源性联合
发文都对某项事务作出规定， 则需要尽快推动法源性发文入规、 入法。 针对同一事项， 应尽量避免
在党内法规中规定， 又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规定。 党内法规既可以转化为国家法律， 又可以提高党内
法规的普适性和执行力。 党政联合发文与国家法之间重合的部分， 应当在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 才能进行衔接和协调； 党政联合发文不合法的内容则不得衔接协调。 其次， 就纯粹党内事务和
纯粹国家社会事务而言， 尽量不使用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 党政联合发文今后应当在调整党的领
导、 执政活动中党务和国家社会事务交叉重合之处发挥作用。 最后， 借助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
定条例》 即改的机会， 明确认可中央党政联合发文制发的 “党规类” 文件的效力， 明确党内事务的
范围。 增加文件的发布程序， 主要是主办主体的发布方式， 协办主体的协助义务等。 比如 《国务院
工作规则》 规定了起草和审批程序， “拟提请中央有关会议审议或提请以党中央、 国务院名义联合
发文的文件稿， 内容主要涉及政府职责且牵头起草部门为国务院部门的， 应依照中央有关规定， 先
按程序报国务院履行相关审议或审批程序。”

第二， 完善党内备案审查机制。 首先， 引入人大备案审查存在理论和实践困境。 一方面， 在当前
党内法规审查归党管、 国家法规审查归国家管的二元审查模式下， 党的主张类文件只有党中央才有权
解释和作出决议，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党外国家机关均无权作出解释和决定。 另一方面，
党内法规和党的主张类文件实际上具有某种先导性， 人大审查难以超越中央意图。 其次， 在党内备案
审查机制可适当引入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构根据党内法
规涉及的国家法律制定机关提出的意见， 依具体情况会同国家法律的制定和解释部门， 并吸收党
务、 法律及其他综合部门的代表， 就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与国家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是否协
调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从而吸纳相关意见作出决定的制度。輦輮訛 引入联席会议制度的党内备案审查机
制仍然是以党的机关为主导， 可适当增加互动层次， 联合发文主体亦可以参与互动， 减少协商成本。

四、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和治理

（一）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的分类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党政联合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一定时期内可反复
适用的文件。 另一类则是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中认可的一般公文， 包括但不限于人事调
整、 内部机构设置、 表彰决定方面的文件、 请示、 报告、 会议活动通知、 会议纪要、 领导讲话、 情
况通报、 工作要点、 机关内部工作方案。 比如上海市普陀区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的 《关于命名苏州
河工业文明展示馆等 2个普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决定》。

相较于中央党政联合发文， 地方党政联合发文的内容更加具体， 对一定区域内公民权利义务的
影响更加直接。 在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与欧玉龙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輦輯訛 中， 上诉人狮山
镇人民政府主张依据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员会发布的文件， 非婚生子女不应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 二审法院认为政府所依据的党委 “红头文件” 对被上诉人权益的限制超出了 《广东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规定， 与上位法相冲突， 所以不应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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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袁西北、 袁龙云与于都县人民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 来源： 中国裁判文书网。
輦輱訛 “柳毓艳与慈溪市人民政府白沙路街道办事处一审行政判决书”， 来源： 中国裁判文书网。

以发文文号来判断联合发文性质是最常见的一种标准， 《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文
号体现主体之间的主次关系， 联合行文一般采用主办机关的发文文号。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 以
发文主体或发文文号的形式标准排除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是法院常见的做法， 如果以党的文件文号
发布联合发文则属于党的文件或党务信息， 不在政务信息范围之内， 因而不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中政府信息范围。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支持了这种做法。 在 “郭小兵与江苏省
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纠纷再审案” 中， 因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以中共江苏省委为制定
主体并以党委文号制发的党政联合文件， 并非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定或者获取的信息， 所
以不属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调整范围。

由于地方党委和同级政府之间的政治地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多数党政联合发文采用党委的
文号， 执行主体主要以政府和政府部门为主； 从规制对象上来看， 被规制的对象仍然是行政相对
人。 以文号为识别标准的弊端在于地方党委和党组织不属于 《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 “法律法规授权
主体”， 所以其制定的文件不属于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范围。
这部分党政联合发文只能依据党内工作机制来处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郭小兵案” 判决之前， 有些法院还运用实质判断标准来认定党政联
合发文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是否具有可诉性。 党政联合发文如果涉及公共管理职责内容， 也可被认
定为政府信息。 在 “袁西北、 袁龙云与于都县人民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輦輰訛 中， 申请人请
求公开的文件是一份党委文号的党政联合发文。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法院认为 “党委履行其职责过程
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 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但党委制作的信息涉及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
责内容的， 应纳入政府信息范畴。”

（二） 治理机制

第一， 引入功能识别机制。 单纯以发文文号为识别标准， 事实上使得大部分党政联合发文成为
“法外之地”。 在文号和主体识别标准之上， 还需要考虑文件的审议、 批准和发布的过程。 同时， 引
入实质识别标准。 综合考虑该文件是否借助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产生了影响党外组织和个人权利义务
的结果， 该文件内容是否具体对下级机关或有关个人组织执行而言毫无裁量之余地。 《白沙路街道
北二环路东延综合改造工程三期拆迁所涉房地产权属人口综合认定表》 虽是以党委文号发布的党政
联合发文， 但是对被拆迁人房屋土地权属、 可安置人口、 可安置面积等进行了认定。 “且该认定表将
第三人胡冕列为安置对象， 并依此增加两个虚拟人口， 可能影响原告可得的安置补偿权利。” 輦輱訛 拆迁
办公室和被拆迁人都对该认定表予以遵从， 该认定表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

第二， 增强地方人大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 人大有权对规
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制定主体之一的政府或政府部门应该报送人大进行备案审查。 一是主动审查。
引入 “权利义务” 要素， 凡是可能出现超越法定权限， 限制或者剥夺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利， 或者增加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 同法律、 法规规定相抵触情形的， 应当纳入主动
备案审查的范围。 这种设置也与中央 “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的原则和精神相符合。
二是被动审查。 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审查建议权， 被动审查强调对文件的实质审查， 具有当事
人主义的对抗特质， 可以有效激发提请人的积极性， 形成倒逼机制， 推动备案审查高效进行， 更好
地检验和提升被审文件的制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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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joint�publication�of�documents�issued�by�the�party�and�the�government�is�a�unique�
political� practice� in�China� and� it� is� a� writing� phenomenon� jointly� issu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rgans� because� of� specific� needs.� It� has� evolved� from� a� pure� policy� carrier� to� a�
normalized�tool�for�governing�the�country.�The�joint�publication�of�the�documents�issued�by�the�
party�and�the�government�has�a�strong�spillover�effect,�which�mainly� focuses�on�national�social�
affairs,�affects�the�distribution�of�citizens’ rights�and�obligation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subjects�of�public�power�and�undertakes�the�role�of�legal�supply.�Under�the�system�of�party�and�
government�in�China,�the�joint�publication�of�documents�issued�by�the�party�and�the�government,�
which�can�be�divided�into�the�joint�issuance�of�the�central�party�and�the�government�and�the�joint�
issuance�of�the�local�party�and�government,�has�become�a�kind�of�object�that�can�be�studied�and�
regulated.�As� far�as� legal� source�documents�are�concerned,� the�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do� a�
good�job�in�source�control,�to�promote�part�of�legal�source�documents�into�the�regulation�law�as�
soon�as�possible,�and�to�properly�introduce�the�joint�meeting�system�into�the�inner-party�filing�and�
review� system.� In�view�of� the� joint� publication�of�documents� issued�by� the� local�party� and� the�
government,�we�should�introduce�the�elements�of “rights�and�obligations” and�bring�them�into�
the�scope�of�filing�and�judicial�review�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as�soon�as�possible.

Key Words: Joint�Publication�of�Documents�Issued�by�the�Party�and�the�Government； Spillover�
Effect；Legal�Source�Documents；Filing�and�Review

（责任编辑： 卢护锋）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党政联合发文不仅具有法理正当性还具有一定现实急需性。
党务、 政务和党务政务交叉事务的区分是一个非一蹴而就、 不断发展的过程， 社会复杂性决定了公
共事务本身的复杂性。 在党的全面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 相对于传统上党的领导以思想、 组
织和政治领导的做法为主，輦輲訛 党务和和国家社会事务的交叉之处日益增多， 党政联合发文作为常态化
的治理工具也将日益增多。

规范的路径绝不是断然摒弃和否定当前的政治实践， 理解党政联合发文的功能和目的不是迁就
政治， 而是规范政治， 将政治权力纳入到轨道之上。 长期以来， 学界一直存在着党内法规不是
“法”， 不是依法执政的 “法”， 不是治国理政的规范性依据等观点， 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党政联合发
文、 党政合署办公、 党规的溢出效应等中国法治实践持否定态度。 因此， 有必要跳出传统党建理论
的话语惯性和 “国家法中心主义”， 理解党政联合发文的公法要素， 使其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輦輲訛 王若磊：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载 《法学研究》 2016年第 6期。

86· ·



* 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为 2020 年湖北警官学院一般项目 “人格权保护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20YB20） 的研究成果。

譹訛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皖 01民终 7694号民事判决书。

高荣林 *

内容提要： 我国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故法院判决公民享有生
育权是有法律依据的。 通过案例分析， 发现我国的法院一般认为下列情形侵犯生育权： 因
为事故造成孕妇被迫妊娠终止的； 或造成生育器官损伤， 导致其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的；
或医疗事故导致错误出生的； 或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的； 或未婚怀孕后因男方过错被迫终
止妊娠的； 或通过协议限制他人生育的等等。 法院一般认为， 下列情形不侵犯生育权： 孕
妇 （不管婚否） 擅自生育或终止妊娠的。 上述法院的判决意见体现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
基本原则， 也与我国的计划生育之基本国策相契合。 当然， 上述判例在主要保护妇女生育权
的同时， 也兼顾男性的生育权， 比如， 妻子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的， 侵犯丈夫的生育权。
关键词： 生育权 事故 终止妊娠 配偶权 精神损害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09

侵犯生育权类型化实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虽然没有规定生育权， 但是， 学界和司法界已经将生育权作为公
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加以论述和保护。 本文收集相关案例几十个， 通过分类整理， 试图探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侵犯生育权的具体类型有哪些。

一、 事故与生育权

（一） 侵害孕妇身体被迫终止妊娠侵犯生育权

在事故中， 过错方的行为造成 “已婚” 孕妇受伤， 不得已终止妊娠的， 侵犯准母亲的生育权。
在一则交通事故中， 李某因交通事故受伤， 医生诊断， 终止妊娠在所难免。 法院判决认为， 李某被
迫终止妊娠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终止妊娠使其作为准母亲所享有的胎儿正常发育和
出生的权利 （生育权） 受到侵害， 致其精神受到严重损害， 其心灵的创伤长久且难以愈合， 故其精
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 1 万元。① 在 “刘某与范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中， 刘某因交通
事故受伤， 被迫终止妊娠。 法院判决认为， 生育权乃是人的自然属性， 基于自然事实， 与自然人之
人格不可分割， 宜肯定为人格权。 因为交通事故， 被迫终止妊娠使刘某丧失了继续妊娠的机会，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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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 （2013） 坛民初字第 2352号民事判决书。
譻訛 马忆南： 《夫妻生育权冲突解决模式》， 载 《法学》 2010年第 12期。
譼訛 樊丽君： 《生育权性质的法理分析及夫妻生育权冲突解决原则》， 载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5年第 4期。
譽訛 不过， 现在社会能够生育而选择不生育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故人们对待选择不生育的家庭的态度也比较宽容， 不再认为此

种现象属于传统社会之不孝行为。
譾訛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徐民终字第 03371号民事判决书。
譿訛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鲁 02民终 2269号民事判决书。
讀訛 王世贤： 《生育权之检讨》， 载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3期。
讁訛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洛民终字第 357号民事判决书。

然导致其精神上的痛苦， 故判决赔偿精神抚慰金 4 千元。② 此案中， 法院将生育权看作是人格权的
一种， 值得赞赏。 有学者主张生育权属于人格权： “首先， 生育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权利。 其次，
作为生育权客体的生育利益是人格利益而非身份利益。 再次， 生育权是维护主体独立人格所必备的
权利。”③ 也有学者认为： “生育权所体现的生育意志自由是主体精神存在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间
接地对主体物质存在形式的维护与延续起着重要作用。”④ 其实， 对于一个 “社会人” 来说， 生育后
代， 是其人格延续和完满的主要表现之一。 故剥夺其生育的权利， 必然损及其人格。 在我国传统社
会有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的习俗， 不能生育， 无法延续祖先以及自己的人格， 其人格 （名誉）
也会受到所在社区的公众的贬损。⑤

如果事故造成 “未婚” 妇女身体伤害， 导致受害人被迫终止妊娠时， 法院也会判处该行为侵犯
其生育权。 在 “刘某与苏宁云商侵害身体权纠纷” 一案中， 苏宁云商的空调安装不当， 脱落后砸伤
刘某头部， 后医生建议， 刘某被迫终止妊娠。 苏宁云商认为， 刘某在没有领取结婚证、 未办理准生
证的情况下怀孕， 违反了国家计生管理的相关法律， 对于违法行为， 法院不应当以公权力确认其合
法性。 因此， 刘某不应得到精神损失抚慰金。 法院判决认为， 刘某因该事故受伤后治疗， 并导致妊
娠终止， 使其作为准母亲所享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和出生的权利 （此权利应该是生育权） 受到侵
害， 对其精神造成损害， 苏宁云商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⑥ 在另一则案例中， 法院判决认
为， 生育权是妇女的基本权利， 妇女未婚先孕并不违法。 该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 被上诉人已经
怀孕， 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其受伤， 不得已做了终止妊娠手术， 此势必造成其身心巨大痛苦。 故酌情
判决上诉人承担 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⑦ 上述两案中， 法院确认未婚之怀孕妇女的生育权也受法律保
护， 不容侵犯， 值得点赞。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法院承认生育权是妇女的一项基本人权。 此点也得
到相关学者的认同： “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 因为根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国际人口
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 等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 即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
育间隔的基本权利， 故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⑧ 我们以为， 如果从生育权的普遍性和天赋性的角度
考量， 认为其是一项基本人权， 也符合法理。 不过， 抽象的人权毕竟也得具体化为相关民事法或其
他部门法上的权利， 如此， 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当然， 如果已婚妇女怀孕受到事故伤害， 被迫终止妊娠时， 其丈夫诉请法院保护其生育权时，
法院判决意见有两种： 否认和支持。 在一则案例中， 姬某驾车与骑电动车的贾某发生交通事故， 造
成坐在电动车上的贾某妻子受伤。 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 姬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贾某诉称， 因本
次交通事故导致其妻子被迫终止妊娠， 损害了其作为父亲的生育权。 法院判决认为， 本案事故的发
生， 贾某作为丈夫， 精神上同样受到伤害， 但其基于生育权受到伤害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缺乏
法律依据。⑨ 当然， 也有法院支持上述丈夫的生育权的诉求。 在一则案例中， 法院判决认为， “作为丈
夫虽然不直接孕育胎儿， 但其与妻子的怀孕、 生育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夫妻在婚姻关系中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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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转引自朱晓结、 徐刚： 《民法上生育权的表象与本质》， 载 《法学研究》 2010 年第 5 期。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 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868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马慧娟： 《生育， 夫妻共同享有的权利》， 载 《中国律师》 1998年第 7期。
輥輰訛 潘皞宇： 《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 载 《法学评论》 2012年第 1期。
輥輱訛 参见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2016） 川 1325民初 2613号民事判决书。
輥輲訛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7民终 2946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 （2016） 吉 0183民初 2479号民事判决书。
輥輴訛 参见马强： 《论生育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3年第 6期。

生育权， 丈夫的身体虽没有受到伤害， 但婚姻中的生育权并非在己方身体无恙的情况下就能予以保
证， 还需配偶的健康才能保证其生育权的实现。 如无此次事故的发生， 杨某就能够行使自己的生育
权， 但现因其妻子终止妊娠导致其生育权遭到侵害， 因此， 此次事故给杨某造成精神损害。” 故其
诉求得到法院的支持。⑩ 上述两案例中， 法院都承认， 妻子受伤被迫终止妊娠， 都会造成丈夫精神损
害。 但是， 法院的判决相左。 我们以为， 生育权的实现一般需要男女双方的协同。 故一旦女方怀
孕， 则双方都现实地享有生育权， 该权利属于双方共享。 一旦第三人的行为 （比如事故造成妊娠终
止） 致使该权利无法实现时， 则该行为就会侵犯双方 （胎儿的父母） 的生育权。 正如有学者认为： “生
育权是夫妇双方共同享有的权利， 其基本论据是生育行为是夫妇的共同行为， 夫妻生育权利平等，
生育是婚姻家庭的一项重要职能，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等等。”輥輯訛 也有学者认为： “夫妻
之间共同共有一个完整的生育权”，輥輰訛 既然生育权夫妻双方共有， 故第三人的行为导致妻子被迫终止妊
娠的， 丈夫诉请保护生育权的， 法院应该支持。

（二） 事故导致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侵犯生育权

因为医疗事故或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生殖器官受到伤害， 导致其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时， 法院
一般会以生育权或健康权受到侵犯为由， 支持原告的诉求。

在 “陈某与某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 陈某曾在某县人民医院做过双侧腹股沟
疝气手术， 致其双侧输精管被切断， 后被成都某医院确诊为梗阻性无精子症。 法院判决认为， 该损
害后果侵犯原告的生育权。 不过， 该权利较为特殊， 原告在成年结婚之前， 客观上无法发现并行使
赔偿请求权。 原告婚后多年， 其妻未孕， 后来原告才知晓其不育系某县人民医院切断其双侧输精管
导致。 故法院酌情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 5 千元。輥輱訛 在 “江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中， 江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盆骨骨折， 司法鉴定结果： 骨盆畸形愈合， 影响自然分娩， 鉴定为八
级伤残。 法院判决认为， 由于江某为育龄妇女， 骨盆畸形愈合将直接影响到其怀孕生产时不能自然
分娩， 构成对其生育权的损害。 故对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万 5 千元， 依法予以支持。輥輲訛 在 “赵某
与德惠仁爱妇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 原告怀孕， 到生育期在被告处入院待产。 后被告
对原告进行剖宫产术， 术后原告突然出现寒战、 呼吸急促等症状， 后被送入中日联谊医院， 该医院
对原告子宫进行了全切除术。 经鉴定： 被告德惠仁爱妇产医院在为原告医疗行为中， 不遵守医疗规
范， 对原告实施了错误的剖宫产术， 造成原告术后感染， 导致其子宫全切除的严重损害后果。 据
此，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剥夺了原告的生育权， 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 故判决赔偿原告精
神抚慰金 10 万元。輥輳訛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 受害人提起的都是侵犯 “生育权” 之诉， 法院也支持其相
关诉求， 符合侵犯生育权的相关法理。 不过， 有学者认为， 此类事故的共性是， 侵权行为既侵害了
受害人的生理健康， 也侵害了其生育利益。 一个侵权行为同时侵害了两个人格权的客体———健康权
和生育权的客体。 在实践中， 法院的判决意见有二： 侵犯健康权或侵犯生育权。 对损害生殖器官导
致不孕不育的侵权行为， 按生育权受有损害处理更为妥适， 对受害人精神慰藉更周全。輥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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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大民一终字第 1358号民事判决书。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朱晓结、 徐刚文。
輥輷訛 杨立新、 王丽莎： 《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及适当限制》， 载 《北方法学》 2011年第 2期。
輦輮訛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民终 10663号民事判决书。

在 “高某与某门诊部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 一案中， 原告 （高某） 与芦某系夫妻。 芦某曾到被
告处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后因芦某认为被告的治疗行为致其治疗部位受细菌感染， 以被告侵犯了其
性权利和生育权为由， 诉至法院。 经过司法鉴定： 芦某目前因附睾炎、 慢性前列腺炎致血清睾酮低
于正常水平，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属三级乙等， 未达严重障碍； 自然情况下芦某丧失部分生育能力。
法院判决认为， 原告作为已婚妇女， 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行为进而享有生育权， 是其应有的权利，
该权利属于生命健康权范畴。 原告的丈夫因被告的治疗行为导致性功能及生育能力受损， 这势必会
损害原告的性利益和生育权利益。 故法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4 万元。輥輵訛 本案中， 法院
判决认为， 在丈夫的生育器官受损时， 妻子的生育权也受到损害， 这也再次证明生育权是夫妻双方
的权利。 另外， 法院认为， 生育权属于生命健康权的范畴， 故生育器官受损， 属于侵犯健康权的行
为。 我们以为， 健康权与生育权比较， 健康权属于更普通的权利， 因为损害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能
侵犯健康权。 而生育权相对于健康权来说， 属于特殊的权利， 只有损害身体的生育器官， 从而导致
生育功能丧失或降低时， 才会侵犯生育权。 故在出现两者竞合时， 根据 “特别” 优先的法律原则，
法院应该以侵犯生育权为由进行判决。

不过， 也有学者认为， “侵害生育器官只是侵害健康权的后果。 因此， 在身体健康权受侵害时，
如其生育能力或生育利益受到减损， 可以作为给予精损害赔偿的认定依据。 而以生育权受侵害为由
赔偿精神损害， 显属画蛇添足。”輥輶訛 为了论证其观点， 其还举反例： 损害视力健康， 侵犯 “观看权”。
我们以为， 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法律没有规定所谓的 “观看权”。 故损害视力健康， 不会侵犯 “观
看权”。 而生育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侵害生育器官， 导致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的， 应该认定侵
犯生育权。 比如， 强奸一般会造成受害人身体健康的损害， 但是， 法律规定了 “性自主权”， 故强
奸行为侵犯的不是健康权， 而是 “性自主权”。 另外， 按照该学者的观点， 丈夫的生育器官因侵权
受损， 丈夫可以诉求健康权侵权。 但是， 妻子呢， 她的生育权如何保护呢？ 或反过来， 妻子的生育
器官被摘除， 妻子可以主张健康权侵权。 但是， 丈夫呢， 其生育权如何保护？ 故侵害生育器官， 导
致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的， 侵犯的是生育权而不是健康权。

（三） 医疗事故导致错误出生侵犯生育权

错误出生的概念源于美国的审判实践， “是指由于医生的过失， 未能发现胎儿存在严重畸形或
其他严重残疾， 因而未能给予孕妇合理的医学建议， 最终导致先天残疾儿童出生， 由此产生的诉
讼。”輥輷訛 在错误出生的医疗事故中， 一旦我国的法院认定构成侵权行为， 原告可以获得相应的精神损
害赔偿。

在 “温某与某医院医疗纠纷” 一案中， 法院判决认为， 生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
一， 即公民均享有生育自主的利益， 该利益是一种无法用金钱价值尺度衡量的精神利益， 其权利内
容包括生育决定权、 生育选择权等。 本案中温某因怀孕在某医院进行产前检查， 双方之间形成医疗
服务合同关系。 某医院对温某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 致使温某丧失了对胎儿健康状况的知情权
和生育选择权， 从而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生， 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已侵犯温某的民
事权益。 给温某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故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元。輦輮訛 在 “周某、 殷某与南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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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2016） 鄂 0624民初 1045号民事判决书。
輦輰訛 张红： 《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载 《法学家》 2011年第 6期。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马强文。
輦輲訛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青民五终字第 1962号民事判决书。
輦輳訛 参见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院 （2017） 湘 0524民初 2158号民事判决书。

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 原告周某怀孕后在被告医院多次孕检， 没有发现其和胎儿存在异
常情况。 但周某产子后， 新生儿即被诊断为早产儿、 心脏肿瘤、 先天性心脏病。 法院判决认为， 由
于出具 B 超诊断报告的医生不具有执业医师资格， 故认定被告对周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的行为。 据此， 被告侵害了周某、 殷某的生育选择权， 给其精神和经济造成了一定损害。 酌定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輦輯訛 上述案例中， 法院认为， 错误出生侵犯了原告的生育权。 此点值得
肯定。 正如有学者所言： “在错误出生案件中， 被告行为侵害的是原告选择是否产下残障婴儿的优
生优育权， 包括财产与精神双重利益。”輦輰訛 也有学者认为， 生育权包括： “生育请求权， 即权利主体请
求对方帮助自己生育的权利； 生育决定权， 即权利主体有权决定是否生育； 生育选择权， 包括生育
数量、 生育质量和生育方式的选择权； 生育保障权， 即男女在生育过程中获得国家提供的生育保障
的权利。”輦輱訛 错误出生侵犯了生育权之生育选择权。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 夫妻有计划生育的法定义
务， 因此， 生育一个健康宝宝， 就成了一个家庭最低的标准。 如果在孕检过程中， 发现胎儿畸形或
可能患有严重疾病时， 胎儿的父母一般会选择听从医生的建议终止妊娠。 这也是行使生育权的一种
体现， 即不生育的自由。 相反， 如果孕检医院因为过错没有发现胎儿畸形或可能患有重大疾病， 导
致胎儿出生时， 该 “错误出生” 与胎儿父母生育意念相悖， 故可以认定 “错误出生” 侵犯胎儿父母
的生育权选择权。

二、 合法婚姻与生育权

在合法的婚姻存续期间， 妻子或丈夫出轨， 并与他人生育， 不仅违反配偶之间相互忠实的法定
义务， 也侵犯未出轨方的生育权。

（一） 妻子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侵犯丈夫的生育权

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 妻子与他人同居并生育子女的， 丈夫诉请法院要求保护其生育权的， 法
院一般会支持其诉求。 在 “赵某与张某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被告在与原告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
居， 并生育一子， 造成原告误认为该子是其亲生子长达 33 年之久。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的行为违
反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 侵犯了原告人格尊严、 生育权等人格权利， 故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輦輲訛 在 “田某与彭某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法院判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
一十二条规定： “自然人因婚姻、 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 通说认为， 自然人的身
份权包括了配偶权等。 本案田某与肖某登记结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被告肖某与被告彭某 （第
三者） 同居， 并生育小孩。 因为被告隐瞒上述事实， 致使原告误认为该小孩是其亲生， 并予以抚
养， 被告恶意妨碍了原告以配偶权为核心的身份利益的实现。 故本院酌情确定精神抚慰金 8 千元。輦輳訛

上述两个案例中， 法院认为 “配偶权” 包含 “生育权”， 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生育子女的， 侵犯另
一方的 “配偶权”， 故也侵犯其 “生育权”。

在 “赵某与曹某离婚纠纷” 一案中， 法院判决认为， 在婚姻存续期间， 被告生育与原告不具有
亲子关系的孩子， 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权、 名誉权及生育权， 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因

91·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3期

輦輴訛 参见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湘 02民终 760号民事判决书。
輦輵訛 参见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鲁 15民终 309号民事判决书。
輦輶訛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3） 佛顺法勒民初字第 703号民事判决书。
輦輷訛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粤 01民终 16895号民事判决书。

此， 对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主张， 酌情确定为 4 万元。輦輴訛 在 “吴某与刘某因人格权纠纷” 一案
中，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刘某婚内与他人生育吴某某， 其行为违反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 有
违公序良俗， 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人格创伤和精神痛苦。 被告隐瞒吴某某非原告亲生子女的事实长
达 9 年， 其行为具有重大过错， 严重侵害了原告的人格权、 生育权以及知情权， 故酌情认定精神损
害抚慰金为 8万元。輦輵訛 上述案例中， 法院将 “生育权” 与 “人格权” 并列， 认为婚内与他人同居， 生
育子女， 不仅侵犯另一方的人格权， 也侵犯其生育权。

总之， 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子女， 不仅侵犯配偶权， 也侵犯了生育权， 同时也侵犯人格权。 侵
犯配偶权， 是因为夫妻有相互忠实的义务。 侵犯生育权， 是因为夫或妻只能求助对方实现其或双方
的生育权， 与第三人生育， 违反上述生育权实现方式。 侵犯人格权， 是因为夫或妻出轨与他人生
育， 都会损害未出轨方的名誉权。 当然， 如果 “第三者” 明知他人已婚， 仍然与其生育， 也同样构
成侵权。

（二） 已婚男性欺骗未婚女性致其生育侵犯其生育权

已婚男性欺骗未婚女性， 与其同居， 致使其怀孕， 并生育子女， 未婚女方诉请法院保护其生育
权的， 法院一般也会支持其诉求。 在 “廖冠玲与廖皓炜一般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法院判决认为，
原告结识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婚姻组成家庭， 可被告却恶意隐瞒已婚已育的事实， 伪造假身份
证， 利用假名字与原告交往， 并办理了假结婚证欺骗原告， 致使原告误以为已经与被告结婚， 并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居住， 还生育儿子廖某某。 法院认为， 原告对其性权利、 婚姻自主权及生育权所
作的选择， 是因被告有意蒙蔽和恶意欺骗所致， 且由此造成原告身心的严重伤害。 故被告的行为已
经侵害了原告的人格独立、 自由、 尊严及安全， 本院酌情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 15 万元。輦輶訛

本案中， 未婚受害人被已婚方恶意欺骗， 违背自己生育之自由意志生育子女， 故按照民法欺诈之基
本原理， 已婚方侵犯了未婚受害人的生育权。 其实， 如上所述， 本案被告 （廖皓炜） 的妻子也可以
主张其丈夫侵害其生育权。 但是， 被告妻子诉本案原告 （廖冠玲） 侵害其生育权则无法律依据。 因
为原告也是受害人， 被被告欺诈， 其并不知晓被告已婚。

（三） 妻子擅自终止妊娠不侵犯丈夫生育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妻子未经丈夫同意擅自终止妊娠， 丈夫诉请法院保护其生育权的， 法院
一般不会支持丈夫的诉求。 在 “杨某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 杨某与彭某登记结婚后彭某怀
孕， 后双方离婚。 于是， 彭某在其母亲的陪同下， 到某医院终止妊娠。 后杨某向法院起诉其生育权
受到侵犯。 法院判决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 “妇女有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的规定， 彭某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 医院为其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既是对其意愿的尊重， 更是保障女性公民不生育自由而
必须履行的义务， 故上述行为并没有侵犯杨某的生育权。輦輷訛 法院的判决依据是： 怀孕妇女有生育或
不生育的自由。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九条规定： “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学
者认为， 法律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是因为： “生育权应该包括妇女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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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樊丽君文。
輧輯訛 刘引玲： 《论生育权的法律限制》，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5年第 5期。
輧輰訛 朱振： 《妊娠女性的生育权及其行使的限度》， 载 《法商研究》 2016年第 5期。
輧輱訛 周永坤： 《丈夫生育权的法理问题研究》， 载 《法学》 2014年第 12期。
輧輲訛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4） 朝民初字第 07701号民事判决书。

女性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 不能拥有拒绝生育的权利， 就必然成为生育的工具， 就必然没有尊严和
人权可言。”輧輮訛 也有学者认为， “丈夫的性权利和生育意愿要通过妻子才能实现， 因此， 必须尊重妻子
意愿， 在妻子认同下达到目标。 任何违背妻子意志的强迫都是侵犯妇女人权的违法行为。 例如， 在
丈夫坚持要孩子而妻子不愿生育时， 由丈夫享有决定权就可能发生丈夫对妻子身体和意志的强制，
不仅剥夺了妻子 ‘不生育的自由’， 而且丈夫拘禁妻子不让她去堕胎或者违背妻子意志强行过性生
活也将合法化， 这将以妻子人身自由的丧失和身心被摧残为代价。 而将生育决定权赋予妻子， 在某
种程度上可能委屈了丈夫， 但是最坏的结果是双方离婚， 男子可以再婚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輧輯訛

我们以为， 正如前所述， 生育权属于人格权， 属于支配权， 故人格权主体有生育或不生育的自
由支配权。 但是， 值得商榷的是任何权利都应该受到限制， 不能滥用。 怀孕的妻子未经丈夫许可，
擅自终止妊娠也应该受到适当的限制。 应该像美国最高法院 “堕胎案” 的相关判例那样， 规定胚胎
在不同的阶段， 给予不同的保护， 同时也赋予怀孕妻子为了自己生命安全享有有限制的终止妊娠
权。 这样既能够保护胎儿， 也能够照顾到丈夫和妻子的生育权。 正如有学者所言： “妊娠女性的生
育决定权效力的优先性要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 同时基于法律所要维护的婚姻价值， 对妊娠女性生
育权行使的行为进行道德与法律上的评价也是可行的， 在特定的情形下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
此， 丈夫以及家庭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妻子行使权利应当善意， 履行基本的诚信、 告知和
协商的义务。”輧輰訛 比如在一则案例中， “妻子刘某未与丈夫赵某商量便终止妊娠。 赵某向法院诉请离
婚， 并请求法院认定刘某侵害其生育权。 法院判决认为， 生育权是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权利
由夫妻双方共有而非女方独有， 双方应共同行使这一权利， 对该权利的处分应共同协商。 法院判决
准许离婚， 刘某因侵害赵某生育权， 赔偿赵某精神抚慰金 1.5 万元。”輧輱訛

另外， 如果怀孕妇女在终止妊娠时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未经其丈夫同意， 帮助其终止妊娠
者， 侵犯其丈夫的生育权。 在 “殷某、 石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中， 原告是夫妻， 石
某怀孕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石某被其父母诱骗到某医院， 由他们签字并做了终止妊娠手术。 丈夫
殷某认为， 被告未经其许可为石某做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侵犯其生育权。 法院判决认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选择是否生育子女， 是妇女的法定权利， 患有精神病妇女的生育权也应得到
合理的保障。 另外， 我国法律虽未明确将男性生育权列为权利种类之一， 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
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故应认定男性亦依法享有生育权利， 并当然包括选择生育或选
择不生育的权利。 故若因侵权行为导致其丧失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机会， 应当成为被侵权主
体， 故殷某应为本案适格原告。 某医院违反说明告知义务， 在未合法获得石某的监护人同意的情形
下， 为其实施了终止妊娠及节育手术， 石某的配偶殷某也因该行为丧失该次生育子女的机会， 故应
认定某医院的行为侵害了殷某的生育权， 殷某就此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院予以支持。輧輲訛 此案值得
赞赏的是， 法院承认妻子被非法终止妊娠时， 丈夫的生育权受到侵犯， 这也与我们上述的观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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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 沪 01民终 11060号民事判决书。
輧輴訛 参见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信中法民终字第 1832号民事判决书。
輧輵訛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2015） 温江民初字第 3455号民事判决书。

三、 未婚生育或终止妊娠与生育权

（一） 未婚生育不侵犯生育权

未婚同居， 女方怀孕并生育的， 不侵犯男方的生育权。 在 “侯某与桑某同居关系纠纷” 一案
中， 诉讼双方通过某网站相识， 后同居， 桑某怀孕。 由于没有办理婚姻登记， 侯某不同意桑某生
育。 桑某认为， 如果终止妊娠， 今后生育可能有溶血症， 于是桑某未经侯某同意而自己决定生下孩
子。 侯某随后拒付生育费用， 并诉称桑某侵犯其生育权。 法院判决认为， 生育决定权系女性独有的
权利， 男性的生育决定权与女性的人身自由权、 生命健康权相比， 处于下位阶， 如果两者发生冲
突， 男性的生育权应当让步。輧輳訛 本案的判决意见将女性的生育权凌驾于男方的生育权之上， 因为女方
生育还涉及其健康权， 甚至是生命权， 所以从该角度分析，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其判决意见也进
一步地体现了女性的生育自由不受侵犯的法律原则。

（二） 未婚怀孕后擅自终止妊娠不侵犯生育权

女方未婚怀孕后， 擅自终止妊娠， 也不侵犯男方的生育权。 在一则案例中， 李某与陈某经人介
绍相识。 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开始同居生活， 后陈某怀孕， 但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后陈某单
方决定终止妊娠。 李某诉称陈某怀孕后， 未与家人商量私自终止妊娠， 侵犯其生育权。 法院判决认
为， 陈某依法独立享有生育权， 是否生育， 他人无权干涉， 故李某诉讼理由不成立。輧輴訛 在 “宋某与李某
一般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诉讼双方恋爱期间同居， 被告怀孕。 后被告在某医院进行了终止妊娠手
术， 原、 被告双方因此分手。 原告以被告私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
赔偿其失子之痛精神损失 9999 元。 法院判决认为， 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是与生俱来
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九条规定：
“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法的夫妻之间尚
且如此， 更何况原、 被告并无合法的婚姻关系为前提， 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輧輵訛

在本案中， 法院认为夫妻之间虽有法定义务， 但是， 丈夫也不得干涉妻子的生育自由， 更不要说未
婚男方干涉女方的生育自由。 这种论证是否符合法理值得商榷。 婚恋双方和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
对等， 这是法律明定的。 但是， 从胎儿的角度分析， 他们都是父母。 故胎儿出生与否， 都关涉父母
双方的生育权选择权， 该权利不应婚否而有差异。

（三） 未婚怀孕后因男方过错被迫终止妊娠侵犯女方生育权

未婚女方怀孕后， 因为男方过错， 被迫终止妊娠的， 男方侵犯女方的生育权。 在 “邢某与鲁某
一般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诉讼双方按照当地婚俗举行婚礼， 但是， 没有登记结婚。 后双方发生纠
纷， 邢某在鲁某举证其已怀孕的情况下， 谎称自己未与鲁某发生性关系， 导致鲁某为证明自己清
白， 申请对胎儿进行亲子鉴定。 法医明确告知双方如果做鉴定， 胎儿不保， 可生育后再做鉴定。 鲁
某想生育， 可邢某对此不闻不问。 鲁某万般无奈， 在极度失望之余只好终止妊娠。 事后亲子鉴定结
论证明了邢某与胎儿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法院判决认为， 在诉讼过程中邢某隐瞒事实真相、 推
卸责任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鲁某的身心健康， 也损害了鲁某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 生育权。 邢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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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过错、 客观侵害行为与鲁某的人格利益损失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故酌定邢某赔偿鲁某精神抚慰
金 7 千元。輧輶訛 在 “韦某与苏某健康权纠纷” 一案中， 诉讼双方在自由恋爱期间同居， 并致原告婚前
受孕。 被告在明知原告怀孕的情况下， 拒绝缔结婚姻。 法院判决认为， 被告之种种作为与不作为，
对原告最终选择终止妊娠，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健康的伤害， 具有过错及相当因果关系， 被告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不过， 原告在婚前自愿与被告同居并怀孕， 虽然从社会发展与观念进步的角
度观察， 原告对自身性权利的自我处分不宜受有过多负面之评判， 但在作出行为选择前， 也应考量
公序良俗和女性的自我保护。 原告作为享有生育权的一方主体， 既享有决定生育的权利， 亦享有决
定不生育的权利。 虽然原告基于被告不同意缔结婚姻关系的决定而作出不生育的选择， 符合一般社
会民众在此情况下的基本观念， 但对于终止妊娠， 毕竟亦是原告的决定和自我选择。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之规定， 并结合原、 被告的过错程度， 本院酌情支持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2 万元。輧輷訛

上述两例都是因为男方的过错导致女方被迫终止妊娠的情形， 法院都判决男方侵犯女方生育
权， 此判决是否得当， 值得探讨。 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未婚男女同居， 女方怀孕时， 男方必须与
其登记结婚。 也即未婚时， 男方对女方只存在道义上的义务。 如果女方怀孕时以结婚为由， 要求与
男方登记结婚， 而男方又不愿意时， 女方的行为就可能涉嫌侵犯男方的婚姻自主权。 故在男方不同
意结婚时， 女方被迫终止妊娠的， 从法律角度分析， 其损害应由自己负担。 但是， 从保护妇女合法
权益， 以及维护公序良俗的角度分析， 上述损害应该由男女双方分担， 正如上述 “判例二” 中法院
的判决意见那样。

四、 生育协议与生育权

通过协议限制对方的生育权， 因违反公序良俗， 或侵犯对方的生育自由， 一般会被法院判决无
效。 当然， 在此种情形下， 被限制方的生育权也会受到侵犯。

在一则案例中， 双方登记结婚后， 女方怀孕， 后双方感情破裂。 双方签订一份 《终止妊娠协
议》， 内容为： 由于感情破裂， 被告要求原告终止妊娠， 被告支付 8 万元作为身体及精神方面的赔
偿。 如果被告支付了 8 万元后， 原告在一周内没有终止妊娠， 原告除应归还被告 8 万元补偿金外，
还需赔付 2 万元的违约金。 签订协议后， 被告向原告支付了 8 万元。 后原告没有遵守约定， 生育了
小孩。 现被告主张原告违约。 法院判决认为， 在该协议中被告强迫原告终止妊娠， 限制了原告的生
育权， 违反了公序良俗， 应属无效。輨輮訛 在另一则案例中， 双方登记结婚后， 被告怀孕， 双方协商终
止妊娠： 夫同意终止妊娠， 妻愿此后两年内怀胎生子。 但此后被告一直坚持不愿怀孕生育， 后原告
诉请法院， 要求被告怀胎生子， 并主张生育权受到侵犯。 法院判决认为， 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故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輨輯訛 在 “戚某与徐某离婚财产纠纷” 一案中， 诉讼双方登
记结婚后， 没有生育子女。 后双方协议离婚， 并签订 《离婚协议书》 和 《补充协议》 各一份。 《补
充协议》 第一条： 鉴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 夫妻共同债权债务均由男方享有与承担， 男方将在离
婚后五年内支付女方 200 万元补偿费。 第二条： 在男方支付女方上述补偿费期间， 女方承诺不得与

輧輶訛 参见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芜中民一终字第 01242号民事判决书。
輧輷訛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2016） 桂 0105民初 2386号民事判决书。
輨輮訛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深中法民终字第 1546号民事判决书。
輨輯訛 参见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 （2003） 方城民初字第 1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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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再婚或生育子女， 如女方违反， 男方将有权不再支付上述补偿费。 法院判决认为， 《补充协议》
第二条限制了徐某的结婚自由及生育权利， 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应属无效条款。輨輰訛

上述三例中， 法院认为， 男方都试图通过协议的方式限制女方生育或不生育自由， 这显然违背
了女方的生育意志自由， 故属于侵犯生育选择权的行为。 另外， 法院也认为上述限制生育协议违反
公序良俗无效。 不过， 有学者认为： “无名生育协议 （没有法律依据的协议） 不能产生法律之债的
效力。 其不能像无名合同一样产生法律之债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身份法与财产法、 身份行为与财产
行为的性质不同。”輨輱訛 也即夫妻间的无名生育协议因为无法强制执行 （涉及人身）， 因而无法得到法律
的保护。 但是， 该学者又认为： “忠诚协议、 禁止家庭暴力协议、 生育协议等无名身份协议， 可以
产生自然之债的效力。 既然法无规定亦无禁止， 可任由当事人签署和自愿履行， 已经自愿履行又诉
之法院请求返还的， 不予支持。”輨輲訛 据此， 如果双方都自愿履行生育协议后反悔的， 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生育协议纠纷往往是一方履行， 另一方未履行 （违约）， 此时履约方能否诉
请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呢？ 我们以为， 法院此时应该保护履行生育协议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能仅仅以生育协议违反公序良俗为由， 判决直接驳回或判决无效， 而应该根据公平原则要求违约
方给予守约方适当的补偿。 比如上述第一个案例中， 男方根据生育协议支付女方 8万元补偿费， 后女
方违约。 法院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判决违约方适当返还已经支付的费用， 以保护男方的合法权益。

五、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生育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进行医疗生殖。 如果双方离婚， 此时男方或女方诉请移植受精卵于
女方体内， 如果任何一方反对， 则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此种诉求。

在 “陈某与徐某一般人格权纠纷” 一案中， 原、 被告登记结婚后， 未能生育子女。 后双方到某
医院分别进行了取卵、 取精， 医院将原告的卵子和被告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 并将胚胎进行冷冻保
存。 在双方调解离婚之后， 被告与案外人周某登记结婚。 因被告拒绝签字同意， 原告无法通过医院
将胚胎移植入体内孕育， 故提起本案诉讼。 法院判决认为， 生育权是指生育主体享有生育或不生育
的权利， 其作为一种带有自然属性的权利， 属于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根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而 《宪法》 也规定了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故男性
也当然享有生育权， 且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 不可能只靠单方便能实现。 因此， 一方不能强
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 本案中， 原告虽享有生育权， 但其生育权的实现， 不得侵害被告不生育的
人身自由。 况且， 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 其与被告之间已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 故在被告不同
意将胚胎植入原告体内孕育的情况下， 原告无权将该胚胎植入其体内孕育。輨輳訛

但是， 如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同意采取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生育子女， 已经同医疗机
构签署相关协议， 并已经进行胚胎冷冻的， 此时， 如果丈夫一方亡故， 妻子有权要求医疗机构继续
履行相关协议， 以实现其生育权。 在一则案例中， 原告和其丈夫在某医院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
疗。 不幸的是， 原告的丈夫因突发疾病去世。 为了延续血脉， 原告要求医院解冻胚胎并继续进行胚
胎移植术， 但遭到了医院拒绝。 医院认为， 进行胚胎移植术必须符合 “知情同意原则” 与 “社会公

輨輰訛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浙 01民终 1031号民事判决书。
輨輱訛 陈信勇： 《自然债与无名身份协议视角下的生育纠纷》，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3年第 6期。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陈信勇文。
輨輳訛 参见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2015） 湛霞法民一初字第 33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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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原则”。 法院判决认为， 丈夫亡故不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 原告的婆婆已经去世， 作为原告丈夫
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 原告的公公希望家里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 孩子出生后也愿意抚养。 原告
与丈夫已经与医院签署了一份 “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术同意书”， 医院已经为其实施了体外受精术，
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并且已经进入履行阶段。 虽然原告的丈夫在此期间亡故， 但不影响
后续合同的继续履行。 胚胎移植是实现合同目的必然步骤， 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一部分， 并没有违
反知情同意原则。 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风险告知， 是医院应履行的义务， 而原告这方已经予以认
可， 不构成后续医疗服务合同的履行障碍。 另外， 法院认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
理原则》 规定的社会公益原则指向单身妇女， 而原告与丈夫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已经签署了
“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 并已经实施了体外受精术， 原告属于丧偶单身妇女， 继续进
行胚胎移植术并没有违反社会公益原则。 法院在判决书中特别强调， 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针对
不孕不育夫妻， 能够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符合伦理道德、 法律规则的情形下的生育后代， 是一
种生命延续的期盼。 在本案中， 双方在已经同意治疗的情况下， 丈夫不幸亡故， 妻子愿意接受胚胎
植入术生育后代， 并已征得其丈夫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同意， 故其生育权应予以尊重和保障。輨輴訛

结论

虽然我国 《民法总则》 没有将生育权规定为一项民事权利， 但是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规定了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故法院判决公民享有生育权是有法律依据的。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类整理， 我
们发现， 法院一般认为下列情形侵犯生育权： 因为事故 （交通或医疗） 造成孕妇 （不管婚否） 妊娠
终止的； 或造成生育器官 （不论男女） 损伤， 导致其生育能力丧失或降低的； 或医疗事故导致错误
出生的； 或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的； 或未婚怀孕后因男方过错被迫终止妊娠的； 或通过协议限制他
人生育的； 或未经许可移植受精卵于女性体内的等等。 法院一般认为下列情形不侵犯生育权： 孕妇
（不管婚否） 擅自生育或终止妊娠的。 上述法院的判决意见体现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
比如， 孕妇 （不管婚否） 无需他人同意， 即可做出生育或不生育的决定； 又如， 事故导致孕妇（不
管婚否） 妊娠终止， 或生育器官损害时， 侵犯夫妻双方的生育权； 再如， 已婚男性欺骗未婚女性生
育的， 侵犯其生育权等等。 上述法院的这些判决意见也与我国的计划生育之基本国策相契合。 当
然， 不可否认， 男性也有生育权， 故上述判例在主要保护妇女生育权的同时， 也兼顾男性的生育
权， 比如， 妻子婚内出轨与他人生育的， 侵犯丈夫的生育权。

另外， 在所有的判例中， 一旦认定侵犯生育权成立， 法院都会判处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此点值得赞赏。 确实如此， 侵犯生育权都会造成被侵权人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当然， 法院判决意见
中， 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法院太过强调女性的生育自由， 没有考虑到丈夫和胎儿的利益保护
问题。 根据生命伦理或相关法理， 胎儿也是潜在的生命体， 其生命也应该得到尊重。 过分地强调女
性的生育自由， 虽然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但是， 其代价是胎儿利益和男性生育权保护的缺失。
我们不能在第三人侵犯孕妇身体时， 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 制裁侵权人； 而在孕妇擅自终止妊娠
时， 特别是该妊娠对孕妇的生命健康没有任何危险时， 却对胎儿的利益保护置若罔闻。

輨輴訛 《“试管婴儿” 做到一半丈夫就去世了， 怎么办？》， 搜狐网： http： //www.sohu.com/a/320329670_120025315， 2018 年 9 月 3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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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Population�and�Family�Planning�Law�stipulates�that�citizens�have�the�right�to�
have�children,�so�there�is�a�legal�basis�for�the�court�to�rule�that�citizens�enjoy�reproductive�right.
Through�the�analysis�of� the�c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courts� in�China�generally�believe� that� the�
following�circumstances�infringe�upon�reproductive�rights:�forced�termination�of�pregnancy�due�to�
an�accident;�damage�to�reproductive�organs,�resulting�in�loss�or�decrease�of�fertility;��wrong�birth�
caused�by�medical�accident;� having� an� affair�with� another�person� in�marriage� and�giving�birth;�
terminating�pregnancy�after�unmarried�pregnancy�due�to�the�fault�of�the�male�part;�restricting�the�
fertility�of�others� through�agreement.�The�above-mentioned�judgment�of� the�court�embodies� the�
basic�principle�of�protecting�the� legitimate� rights�and� interests�of�women,�and� is�also�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above� precedents�
mainly� protec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of� women,�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of�men,� for�example,� if� the�wife�has�an�affair�with� another�person� in�marriage� and�gives�
birth,�the�reproductive�rights�of�the�husband�are�infringed.

Key Words: Reproductive�Right； Accident； Termination�of�Pregnancy； Spouse�Right； Mental�
Damage

（责任编辑： 叶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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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法律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劳动关系认定实
证研究” (项目编号： 14AFX021) 的研究成果。

譹訛 参见谢增毅： 《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转变》，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 2期。
譺訛 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导论部分第Ⅶ-Ⅷ页。

邵珠同 *

内容提要： 基于现行规范检视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 既是修订劳动法的基础性工
作， 也是破解裁判困境的重要出路。 首先， 由概念到类型， 对高级管理人员作类型化分
析， 明确身份认定所依据的要素及其重要性次序。 其次， 由身份到行为， 从微观层面分析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 回归行为的过错要素、 诚信要素和合意要素， 以矫正利益关系。 最
后， 由单一到多元， 关注裁判结果的合理性、 事物的客观本质以及法秩序的统一性。 法教
义学在劳动法领域的运用， 必将助益于劳动法解释论的实践， 进而推动劳动法立法论的发
展， 最终增强劳动法的体系性和融贯性。
关键词： 高级管理人员 劳动法 法教义学 解释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10

法教义学视角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分析

高级管理人员因其特殊的地位和职责， 在权利享有、 薪酬给付、 职务任免等方面与一般劳动者
差异显著， 劳动法应当对劳动者实行分层保护成为学界基本共识。 因我国劳动法对所有劳动者不区
分类型， 实行 “一体适用、 同等对待” 的单一调整模式，① 对劳动法规范体系进行重构重建抑或小修
小补， 均面临着巨大的制度成本。 研习法律要以法条分析为根据， 也应关注法律的实效问题， 即进
行活动的、 功能的研究。② 是否修法、 如何修法， 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法规范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之上。
为了加强理论成果与现行制度的衔接， 本文透过法教义学视角来整合现有材料和成果， 力图在现行
法律体系之下 “发现”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特殊规则； 并梳理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可
行路径， 以期为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提供指导建议， 提升劳动法律体系的融通性。

一、 由概念到类型： 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

界定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是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无法回避的问题。 理想
状态下， 立法者制定精准的概念定义， 裁判者寻求简单、 明了、 准确的概念标准。 但现实中， 立法
者越是努力靠近这种目标， 裁判者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越容易僵化。 概念规定偏离一般形象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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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182页。
譼訛 数据来源为无讼案例网络数据库， 检索关键词为 “高级管理人员”， 检索范围为 “法院观点”， 检索限制项为 “案由： 劳动

争议” “文书性质： 判决” “裁判年份： 2015” “裁判年份： 2016” “裁判年份： 2017” “裁判年份： 2018”， 检索日期为 2018年
9月 11日， 检索结果为 1529份文书。 去掉其中包含 “高级管理人员” 语词但与劳动者身份无关的文书， 并且将同一案件的
一审文书归纳入二审文书中， 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文书共 463 份。 其中， 一审样本文书 242 份， 二审样本文书 221 份。 本
文严格使用 “高级管理人员” 这一法律规范用语， 而没有选取 “高管” “高级雇员” 等。 限于文书公开的不完全、 数据统计
的疏漏等因素， 上述 463份文书仅是本文分析的样本文书。

譽訛 参见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16） 闽 0902民初 1865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苏 08 民
终 989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浙 03民终 1434号民事判决书。

譾訛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经理、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
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譿訛 参见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皖 17民终 302号民事判决书、 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皖 17民终 304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连民终字第 00169号民事判决书。

讀訛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粤 06 民终 4139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苏 01 民终
5126号民事判决书。

讁訛 参见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人民法院 （2016） 皖 1721 民初 35 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0483 民初
9945号民事判决书、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闽 08民终 1262号民事判决书等。

輥輮訛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6） 粤 0304 民初 23209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苏 01
民终 1936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常民终字第 390号民事判决书等。

輥輯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法发 〔2018〕 10号）。

形， 必须返回到类型化思考。③

（一） 认定高级管理人员的司法现状

在法律条款和司法实践中，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 本文分析样本文书
463 份， 涉及 28 个省级区域， 裁判年份横跨 2015-2018 年度，④ 其中的裁判观点有一定代表性。

1. 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规范依据不明确
统计显示， 样本文书中共有 22 份裁判文书在说理部分对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规范依据予

以明确。 其中， 3份文书笼统指出认定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⑤ 3
份文书仅指明依据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⑥ 而不涉及具体内容；⑦ 2份文书直接引用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内容， 而不指明该法律条款；⑧ 仅有 14 份文书指明依据 《公
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并引用该项内容。⑨ 未明确规范依据的裁判文书共 441 份， 占比
达 95.2%。 由此可见， 裁判者对认定的规范依据保持沉默的态度。

极为吊诡的是， 在明确不将劳动者认定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裁判文书中， 说理部分大多指明规范
依据为 《公司法》 或者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 同时明确引用该项内容。⑩ 《公司
法》 成为裁判者不予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直接规范依据， 与予以认定文书的沉默形成鲜明的对
照。 原因之一是裁判说理的内在规律， 要求裁判者必须说明不予认定的规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
指导意见中提出， 裁判文书重点针对裁判认定的事实或者事实争点进行释法说理。輥輯訛 只有一方当事人
提出 “劳动者属于高级管理人员” 的意见， 才会导致裁判者不予认定的结果。 在样本文书中， 法院
径直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比例 （如下页表 1 所示） 远低于未明确表明规范依据的裁判文书比例
（95.2%）。 所以， 裁判说理的内在规律只是导致鲜明对照的部分原因。 原因之二是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具有实用性的工具价值， 尤其体现为裁判说理对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的暧昧
态度。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 法官对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的定义持谨慎态度， 并将 《公司法》 第二
百一十六条第（一） 项作为否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工具性法律规范。 换言之， 司法裁判者利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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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来限制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的外延， 通过沉默的方式来扩张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的外延。 可见，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认定过程， 无不伴随着法官的价值判断
和利益衡量。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认定标准模糊， 实则蕴含着司法裁判者在价值导向方面存在的分
歧及困惑。

2. 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考量要素不一
在 463 份样本文书中， 未说明具体考量要素的文书有 209 份， 占比达 45.1%； 只考量一项要素

的文书有 197 份； 考量两项以上要素的文书有 57 份。 从具体要素所占比例及交叉分布情况来看
（如表 2 所示）， 职位要素占比明显高于其他要素， 与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规定相
契合。 薪资要素、 公司结构要素、 其他要素与职权要素同时予以考量的情况较多， 足以显示职权要
素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 职位、 职权、 薪资要素居多， 公司结构、 聘用文件和双方认可要素次之，
其他要素还包括考勤制度、 公司章程、 公司规章制度、 劳动者名片等。 一方面， 认定所需考量的要
素尚未有统一的标准与要求； 另一方面， 裁判者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呈现出职位要素为主、 职
权、 薪酬等要素为辅的状况。

具体情况 一审数量 占比 （N=242） 二审数量 占比 （N=221）

劳动者主张并认定 16 6.6% 5 2.3%

单位主张并认定 55 22.7% 67 30.3%

双方主张并认定 6 2.5% 7 3.2%

法院径直认定 165 68.2% 130 58.8%

未涉及 0 0% 10 4.5%

表 1：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主张与认定情况

表 2： 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认定要素交叉分布情况

职位 职权 薪资 双方认可 聘用文件 公司结构 其他

职位 202 42 26 1 4 2 7

职权 60.9% 69 17 1 2 10 9

薪资 83.9% 54.8% 31 1 1 2 1

双方认可 8.3% 8.3% 8.3% 12 1 1 0

聘用文件 28.6% 14.3% 7.1% 7.1% 14 0 0

公司结构 16.7% 83.3% 16.7% 8.3% 0% 12 0

其他 58.3% 75.0% 8.3% 0% 0% 0% 12

注： 1. 右上部分为交叉频次 （案件数量）， 左下部分为交叉几率 （比值）。
2. 本表数据总计一审和二审的数据。

3.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 薪资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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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的职位非常多样。 统计显示， 样本文书所涉职位除了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
六条第 （一） 项列明的职位， 还包括部门总管、 部门总监、 部门经理、 厂长等其他未列明的职位。
总体而言， 两种职位所占比例大致相等 （如表 3 所示）。 这与表 2 所呈现的状况及其相关分析具有
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其一，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并非司法裁判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
份的唯一规范依据。 其二， 职位因素并非司法裁判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唯一考量要素。

职 位 一审数量 （份） 二审数量 （份） 总计 （份）

未涉及 7 10 17

《公司法》
规定职位

总经理 49 55

235副经理 44 58

财务负责人 15 14

《公司法》
未规定职位

部门总管或总监 47 22

211
部门经理 35 20

厂长 5 13

其他 40 29

表 3： 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职位的情况

从样本文书有效薪资来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差别较大。 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平均数为6.00395 万元， 该平均数的三倍约为
18.0万元。輥輰訛 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以下简称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经济补偿的标准不高于 “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三倍”， 所以将 18.0 万元作为考量标准。 数据分析可见， 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资处于 30.0
万元左右。 而且只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享有较高的薪资， 还有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不到
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 总体上，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参差不齐。

（二） “高级管理人员” 的类型化思考
与其执拗于 “高级管理人员” 概念， 不如转向 “高级管理人员” 类型分析。 智利在行政和司法

中确立起确定劳动关系的九项要素， 包括持续性或者阶段性的提供劳动服务、 满足时间标准、 直接
或者间接的监管等。輥輱訛 美国国税局 （IRS） 于 1987 年确定包含 20 项要素 （不要求全部同时具备） 的
雇员认定列表， 又于 1997 年明确为三项一般范畴， 即行为控制、 财务控制和当事人关系。輥輲訛 比较法
研究根据决定 “法律样式” 的因素， 即样式构成因素， 将不同法律秩序的特质汇总摘要放在一个整

輥輰訛 2017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和 2017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17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45761 元”，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5/t20180515_
1599 417.html， 2018 年 11 月 3 日访问； “2017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74318 元”， 国家统计局网： http://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5/t20180515_1599424.html， 2018年 11月 3日访问。

輥輱訛 Emilio Morgado-Valenzuela, Labour Law in Chile (2th Edition), Wolters Kluwer, 2015, pp.79-80.
輥輲訛 C. Kerry Fields, Henry R. Cheeseman, Contemporary Employment Law (3th Edition),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2017, pp.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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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参见 [德] K·茨威格特、 H·克茨： 《比较法总论》， 潘汉典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30-131页。
輥輴訛 参见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第二条、 《证券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第二条、 《保险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第四条、 《保险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管理办法》
第三条、 《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三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暂行办法》 （已废止） 第二条。

輥輵訛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2016） 辽 0211民初 12256号民事判决书。
輥輶訛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2016） 川 0112民初 2537、 2623号民事判决书。

体里面或者同其他整体区分开来， 以达到法系分类的目的。輥輳訛 参照这一分类思维， 界定高级管理人员
的关键在于明确决定性的构成要素。

1. 依据多种要素来认定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考察规定高级管理人员范围的法律及部门规章， 可以发现职位 （也称为职务） 和职权的重

要性。 在法律层面上， 仅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对高级管理人员含义有所界定。 在
地方层面上，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
导意见 （二）》 （2011 年制定， 以下简称 “江苏意见”） 和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惠州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试行）》 （2012 年制定， 以下简称 “惠
州意见”） 明确指出， 依据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 但是，
《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 （一） 项规定采用单一的认定标准来界定高级管理人员， 涵盖的范围
极其狭窄， 缺乏足够的合理性。 该条款列举了经理、 副经理等具体职位， 并将兜底性内容指向公司
章程。 从劳动者保护的角度来看， 该规定赋予单位界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 实则否定了法院进行
综合审查、 实质认定的权力。

与之不同， 多部规章輥輴訛 采取不同的兜底性内容， 即实际履行职务的人员、 具有相同职权的人
员、 对经营管理活动和风险控制具有决策权或者重大影响的人员为高级管理人员。 换言之， 高级管
理人员范围不再局限于担任列举职务的人员， 而着重于具有实质性职权的人员。 由此可见， 上述部
门规章的界定已经突破 《公司法》 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 “有名无权” 或者 “有权无名” 现象极为
普遍。 劳动法关注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目的是实质公平， 矫正劳动法一般规制导致的权义失衡。 因
此， 法院认定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穿透力， 即坚持职权为主的实质认定标准。

2. 根据生活经验、 社会现实， 关注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的经验性要素
经验性要素指当前社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一般认知， 比如职位高、 职权重、 薪资高， 工作时间

灵活、 经常性外出等。 但是， 职务、 职责、 薪资等经验性要素具有不确定性。 高薪资具有相对性，
高低与否取决于行业薪资水平、 单位整体待遇、 所在地区平均工资等。 比如， 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
标准明显超出同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輥輵訛 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工资。輥輶訛 《广东省
中山市中级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参考意见》 （2011 年制定， 以下简称 “中山意
见”）、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
题的座谈会纪要》 （2014 年制定， 以下简称 “江门意见”）、 “惠州意见” 指出， 已与用人单位约定较
高年薪制的高级管理人员请求加班工资， 一般不予支持。 但只有 “惠州意见” 明确了 “较高年薪
制” 的标准， 即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五倍。 当然，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
差异较大， 并且与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关联性较弱， 比如有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领取一元年
薪。 此外， 用人单位组织架构和职位体系也存在较大差异， 无法进行整齐划一的规定。 因此， 认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经验性要素更多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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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0483民初 9915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16） 苏 0505 民初
776号民事判决书。

輦輮訛 参见邵珠同：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裁判考量———基于 193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载 《时代法学》 2018年第 6期。
輦輯訛 参见 [英] 梅因： 《古代法》， 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第 112页。
輦輰訛 参见穆随心： 《劳动法 “倾斜保护原则” 新解： 基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91-192页。
輦輱訛 参见田雷： 《契约抑或身份———劳动法在 20世纪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载 《开放时代》 2017年第 6期。
輦輲訛 参见前引①， 谢增毅文。
輦輳訛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

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輦輴訛 参见沈建峰： 《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民法典〉 制定背景下的劳动法定位》， 载 《中外法学》 2017年第 6期。
輦輵訛 参见刘绍宇： 《劳动合同法与民法适用关系的法教义学分析———以 〈劳动合同法〉 修改和民法典编纂为背景》， 载 《法学》

2018年第 3期。

除了存在与否的状态以外， 高级管理人员的构成要素还以不同强度的状态出现。 多地判决文书认
为， 应结合工作岗位、 职责、 收入状况等因素并根据法律规定综合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 不能仅限
于其具体职务名称。輥輷訛 综合考量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一定次序性和强弱性， 并非 “全有或者全无” 的
状态。 对于不予支持高级管理人员的加班工资请求， “中山意见” “江门意见” “惠州意见” 仅仅依据
“较高年薪制”， 而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15 年制
定） 规定的依据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且与单位约定年薪制。 这种差异体现出年薪要素的不同强度状
态。 除了特定要素的强弱之外， 不同要素之间也存在强弱关系， 也可以称之为次序性。 如前所述， 职
权是高级管理人员最为核心的要素， 职务、 薪酬、 考勤情况等是较为次要的要素。

二、 由身份到行为： 劳动法规制的核心要素

（一） 关注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必要性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劳动者毋庸置疑。輦輮訛 高级管理人员依据劳动者身份， 享有
一系列劳动法上的权利， 权利义务并不失衡。 在 《古代法》 中， 梅因将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总结为
“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輦輯訛 然而， 契约造成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实质不自由、 不平等， 这便要求赋
予劳动者 “新的身份”， 即对弱势主体和强势主体之确认并对之进行实质性保护的 “新的身份”。輦輰訛

但在二十世纪， 美国劳动法经历了从契约到身份， 然后再重返契约的折返过程。輦輱訛 调整劳资关系， 纯
粹由身份关系作为架构设置权利义务， 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 我国通过综合性地覆盖所有劳动者的
立法模式调整劳动关系，輦輲訛 实质是将劳动者身份作为唯一连接点， 决定是否享有劳动权利。 在该调整
模式下， 身份由连接点异化成标签， 阻碍司法裁判深入具体的权义关系。 换言之， 身份作为调整劳
动关系的标准， 使劳动规则变得简略、 易于司法适用， 但也导致特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义失
衡。 为了更好地调整高级管理人员这类特殊主体的劳动关系， 应当转向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 从微
观层面分析并矫正利益关系。

（二） 具体阐释： 以 “二倍工资条款” 为例

由身份到行为是解决高级管理人员适用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 （以下简称 “二倍工
资条款”）輦輳訛 问题的重要分析路径。 职权是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静态体现， 管理行为是高级管理人员
身份的动态体现， 二者形成 “一体两面” 的关系。 从法教义学角度来看， 我国现行劳动法存在明显
的体系和规则残缺， 必须依赖于民法规则。輦輴訛 虽然通说阙如， 但是从我国实践和域外制度来看， 劳动
合同在一定限度内可以适用民法。輦輵訛 所以， 分析 “二倍工资条款” 必须结合民法规则和民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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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陈金钊、 孙光宁： 《司法方法论》， 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01页。
輦輷訛 《侵权责任法》 第七条规定：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依照其规定。”
輧輮訛 参见朱岩： 《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386-390页。
輧輯訛 参见程啸： 《侵权责任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76-79页。
輧輰訛 参见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7页。
輧輱訛 《合同法》 第六条规定： “当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1. 重述行为中的过错要素
文义解释优先几乎是法律解释方法位阶问题中唯一的共识， 但正因为通过文义解释得出比较荒

谬、 难以接受或者严重违背正义的结论时， 其他解释方法才得以运用。輦輶訛 依据体系解释方法和比较法
解释方法， 可将 “二倍工资条款” 置于侵权责任法和民法的一般规则和基本理论中进行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 《侵权责任法》） 第七条輦輷訛 规定， 《劳动合同法》 规定 “二
倍工资条款” 适用无过错责任属于特别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不符合无过错责任的一般法理。 《侵权
责任法》 第七条只是笼统地规定， 并没有指出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基础。 为了应对社会风险、 组织分
工带来的问题， 无过错责任发展出危险责任、 替代责任及组织责任等归责基础。輧輮訛 无过错责任的理论
基础在于危险开启理论、 报偿理论和控制理论， 其功能在于协调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的关系， 有效
地预防损害的发生。輧輯訛 “二倍工资条款” 的立法目的在于利用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 无法
归入危险责任、 替代责任及组织责任的范畴。 所以， “二倍工资条款” 适用无过错责任缺乏法理
基础。

依据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过错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用
人单位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一条也规定， 受害人的过错可以减轻侵害
人的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
讨会会议纪要 （二）》 （2014 年制定）、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15 年制定）、 《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2015 年制定）、 “中山意见” 都明确了不
支持高级管理人员 “二倍工资” 诉请的条件： 一是其职责范围包括管理订立劳动合同内容， 二是不
存在其向单位申请签订劳动合同而被拒绝的情况。 显然， 该规定坚持 “过失相抵原则”。 原则上，
负有签订管理职责的高级管理人员自身存在过错， 便抵消了单位的 “二倍工资” 责任。

2. 强调行为的诚信要素
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忠实勤勉义务， 尤其是负有签订管理劳动合同的职责时。 根据当然解释方

法， 法院不应当支持其 “二倍工资” 诉请。 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 诚实信用原则是根本性的、 最上
层的法理依据， 具体化的规则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勤勉义务， 中间层的规范包括劳动关系的人身
性和劳动合同的继续性， 以及公司法上的委托关系。 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 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勤
勉义务既为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所明确规定， 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要求。 然而， 《劳
动合同法》 第三条规定， “合法、 公平、 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 诚实信用的原则” 适用于劳动合同
订立之时。 根据文义解释， 该条款尚不足以成为劳动争议裁判适用公平、 诚实信用等原则的直接法
律依据。 劳动法与民法之间存在互补与结合关系， 劳动法律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私法性质， 民法中
的公序良俗、 诚信原则等不因劳动法或民法而有所不同。輧輰訛 所以，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 其最直接的法律规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六条，輧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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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民法总则》 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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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輳訛 参见史尚宽： 《债法各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99页。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輧輰訛， 黄越钦书， 第 175页。
輧輵訛 参见郑尚元： 《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48页。
輧輶訛 《合同法》 第十一条规定：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 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 电传、 传真、 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輧輷訛 参见沈建峰： 《论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地位》， 载 《法学》 2016年第 9期。
輨輮訛 参见钱叶芳： 《〈劳动合同法〉 修改之争及修法建议》， 载 《法学》 2016年第 5期。
輨輯訛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苏 05民终 8144、 8145号民事判决书。
輨輰訛 参见许可： 《论劳动法与公司法的扞格与调和》， 载 《中国应用法学》 2018年第 3期。

其次是 《民法总则》 第七条。輧輲訛 即使没有特别约定，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交易习惯， 雇员在必要范
围负有附随义务 （概称为忠实义务）， 如为雇方之业务诚实地注意其促进之义务。輧輳訛 劳动关系不仅仅
为财产价值之交换， 其间人格信用关系也极为重要， 劳动者负担作为和不作为的忠诚义务。輧輴訛 勤勉
义务是考量劳动者是否忠诚的首要指标， 该义务常常与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相联系。輧輵訛 综上所述，
与普通劳动者相比， 高级管理人员所负的忠诚勤勉义务具有双重性、 交叉性， 同时为公司法和劳动
法所规制。 如此看来， 应当一律不支持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倍工资” 诉请。 但是考虑到高级管理人
员层级、 薪资、 职权不一， 采取折中原则更为可取， 即下列高级管理人员依据 “二倍工资条款” 提
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负有签订管理劳动合同职责的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从事该项职权的高级管
理人员或者管理上述两类人员的高级管理人员。

3. 回归行为的合意要素
应对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 “书面劳动合同” 进行扩张解释和目的解释。 “书面

劳动合同” 包含两个方面， 在形式上强调书面， 在内容上规定劳动权利义务内容。 各个地区发布的
“劳动合同范本” 是典型的书面劳动合同。 根据扩张解释方法， 虽然没有冠以 “劳动合同书” 的名号，
但是规定了劳动权利义务内容， 即使是采取电子邮件等 《合同法》 第十一条輧輶訛 指明的以有形地表现
所载内容的形式， 或者是分散于多份文件之中， 也属于 “书面劳动合同” 文义的射程之内。 比如
“中山意见” 认为， 签订如 《入职须知》 《入厂职工协议书》 等内容的文件， 并且已经具备劳动合同
的基本事项或者可以确定双方之间基本权利义务关系， 即可视为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根据目的
解释方法， 设置 “二倍工资条款” 是为了倒逼用人单位主动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保护劳动
者的权益。 毕竟， 劳动合同的本质是合意而非书面形式， 无书面形式的合意依然是劳动合同。輧輷訛 因此，
应当明确立法本意， 提高法定书面证据的立法层次， 认可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替代性形式。輨輮訛 “江苏
意见” 第六条指出， 用人单位提供聘任决定或聘任书， 并且证明双方存在劳动权利义务且已实际履
行的， 不予支持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倍工资” 诉请。 该条规定正是通过上述扩张解释和目的解释，
矫正高级管理人员适用 “二倍工资条款” 所导致的利益失衡。 此外， 有法院认为， 单位并未实际侵
害高级管理人员的实体权利， 故不支持 “二倍工资” 诉请。輨輯訛 该裁判观点依据侵权责任法一般原理 “无
损害则无救济”， 属于超过一般文义的目的性扩张。 采取 “无损害则无救济” 填补 “二倍工资条款”
的漏洞， 尚欠缺充分的合理性。 因此， 笔者倾向于支持 “江苏意见”。

回归民法意思自治原则， 尊重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的合意。 当前， 劳动合同法和公司法都规制
公司聘任、 解聘高级管理人员行为， 但二者赋予的法律效果不同。 劳动关系和委托关系交错， 本质
则是偏向劳方的劳动法与偏向资方的公司法之扞格。輨輰訛 针对规范竞合问题， 上述观点明确 《公司法》
优先适用， 具有合法性、 合理性。 其一， 《公司法》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九条、 第六十八条、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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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参见 “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436号民事判决书。 该理由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锡民终字第 0835号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引用。

百一十三条规定， 董事会享有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 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原则上由公司
自治机制调整， 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介入公司内部事务。輨輱訛 其二，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法
律素养， 应当熟悉相关劳动法、 公司法规范， 并在与公司的协商中有更多的优势。 高级管理人员和
单位处于平等地位， 不应受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调整。 其三， 劳动者被单位聘任为高
级管理人员的核心在于双方之间的信任。 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间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劳动关系主体
间的信任程度， 实为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职责之基础。 其四， 根据 “公司法—劳动法” 的竞合规范并
区分 “聘任—建立 （劳动关系）” “解聘—解除 （劳动关系）” 的规制方法， 执拗于法律概念和部门
法界限， 属于削足适履的做法， 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但是， 根据高级管理人员本质
特性来排除 “二倍工资条款” 的适用， 缺乏明确的高位阶规则。

综上所述， 应当更多关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聘任、 解聘等具体行为， 基于法教义学方法进行
解释、 类推和填补。 司法裁判应当掀开劳动者这一身份的面纱， 进而深入分析具体的权利义务， 并
与一般民法理论相契合。

三、 由单一到多元： 司法裁判的路径选择

在解决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时， 除了 “由概念到类型” “由身份到行为” 以外， 仍应
关注 “由单一到多元” 的分散式思考路径。 单一路径指司法裁判纯粹运用三段论推理， 拒绝考量价
值判断、 结果主义等。 多元路径指重视结果主义裁判、 承认法感觉在裁判中的作用、 重申裁判适用
法价值的意义、 关注事物客观本质等。 必须强调的是， 多元路径是对单一路径的补充和矫正， 而非
全盘否定和替代。

（一） 关注裁判结果的合理性

必须关注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司法现状， 才能从法教义学视角更准确地分析高级管理人
员问题， 并使方法论成果通过法官裁判发挥预期效果。 “江苏意见” 指出， 即使未办理不定时工作
制审批手续， 但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 工作岗位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特点， 依据标准工时制计算
加班工资明显不合理， 或者工作时间无法根据标准工时制进行计算的， 可以认定高级管理人员实行
的是不定时工作制， 对其请求支付加班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 首先， 高年薪是认定高级管理人员身
份的重要要素， 但高级管理人员未必享有高年薪。 “高级管理人员—高年薪—加班合理” 论证逻辑
的合理性， 需要在具体个案中加以判断。 其次， “高级管理人员—高年薪—不定时工作制” 论证成
立的前提是， 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没有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制。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办法的通知》 （2003 年制定） 第十六条、 安徽
省劳动厅 《安徽省企业工作时间管理暂行办法》 （1995 年制定） 第九条明确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适
用不定时工作制无需审批。 基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优势地位和工作特点， 司法不干预当事人约定不定
时工作制。 同时， 法官不得依据高年薪否定当事人对标准工时制的约定。 最后， 高级管理人员与高
薪资或者工作灵活之间存在因果循环论证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 （法释 〔2019〕 7号） 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董事职务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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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纠纷的裁判思路。輨輲訛 该规定采取结果合理性的观点， 要求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所以， 结果主义的裁
判思维依赖于对具体个案的考量。

（二） 关注事物的客观本质

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之间的信任是其间关系的核心要素。 我国尚未明确规定求职者必须主动向
应聘单位告知的内容范围， 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推出以下告知内容： 健康状况； 人权情况； 竞
业情况； 回避情况； 对于特殊行业和岗位的特殊要求。輨輳訛 高级管理人员基于信任关系负有更高的告知
义务， 应当如实告知与履职相关的情况。 即使劳动合同到期之后， 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高级管
理人员也负有后合同义务， 应当进行工作交接。輨輴訛 当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发生争议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时， 不应当支持劳动者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除非用人单位同
意。 在日本， 当解雇争议导致劳资信赖关系丧失时， 即使被认定解雇无效以后， 劳动者通过复职实
现救济的时效性有时不能保证， 而主张把经济补助作为损害赔偿的诉讼也不断出现。輨輵訛 英国衡平法更
为强调损害赔偿而非实际履行， 德国法也经历了 “继续履行优先” 向 “损害赔偿优先” 的转变。 损
害赔偿成为优先于实际履行的救济方式， 符合实际可行性和效率原则。輨輶訛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
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研讨会纪要 （一）》 （2010 年制定） 指出， 被董事会解聘的应由董
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的人员， 以劳动合同期限未届满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要求继续履行的， 不予支
持。 虽然 《劳动合同法》 赋予劳动者选择的主动性， 但是法院应当审查双方信任的可能性、 继续履
行的实际可行性。 只有充分考量高级管理人员与单位之间的信任程度， 才能解决好继续履行等问题。

（三） 关注法秩序的统一性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 是展现劳动法与民法互动关系的范例。 法律教义学是案件裁判所运
用的实践智慧的渊源， 具备两项功能： 一是建立关于文本、 概念和分类的共同框架， 二是增强法律
的融贯性和清晰度。輨輷訛 法教义学要求规整涉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 地方性规定等， 消弭规则之间
的矛盾冲突， 明确最优规则。 因此， 调和劳动法与民法的适用， 推动整体法秩序的统一， 是劳动法
视域下法教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法秩序整个臣属于正义的理念， 有义务从其所提要求， 而且法秩
序 （规范意义上的） 效力要求之最后根据也在此。輩輮訛 适用劳动法规则的结果明显与一般法理念相矛盾
时， 应当拒绝适用劳动法。 经济补偿金具有多重性质， 需要分情况对待： 一般情形下具有补贴性
质， 特殊情形下也有惩戒性质。輩輯訛 高级管理人员明知未购买社会保险的法律后果， 且已领取了未购买
社保的补偿费用， 再以未为其购买社保为由要求经济补偿金有违诚实信用的民事基本原则。輩輰訛 所以， 在

輨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 （法释 〔2019〕 7号） 第三条规定： “董事任期届
满前被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 其主张解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董事职务被解除后，
因补偿与公司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综合考虑解除
的原因、 剩余任期、 董事薪酬等因素， 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合理数额。”

輨輳訛 参见杜宁宁： 《劳动缔约 “明示” 义务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89-90页。
輨輴訛 参见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 皖 0291民初 4652号民事判决书。
輨輵訛 参见田思路、 贾秀芬： 《日本劳动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223页。
輨輶訛 参见太月： 《劳动违约责任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9-120页。
輨輷訛 参见 [荷] 扬·斯密茨： 《法学的观念与方法》， 魏磊杰、 吴雅婷译，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04-109页。
輩輮訛 参见前引③， 卡尔·拉伦茨书， 第 223页。
輩輯訛 参见刘焱白： 《劳动关系稳定分层法律调控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16页。
輩輰訛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5） 佛顺法龙民初字第 44、 4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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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义学视角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分析

规则层面上， 应当遵循 “劳动法规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规则—民法总则规则” 的次序； 在原则层
面上， 应当遵循 “劳动法原则—特别民法原则—一般民法原则—一般法原则” 的次序。 透过法教义
学的视角研究高级管理人员不应拘泥于法条主义和形式逻辑， 必须保持开放性， 关注不同层级体系
中的法价值， 最终统一于法伦理。

结论

采取法教义学视角研究高级管理人员问题， 应当遵循现行法秩序的基本原则， 不仅关注法的安
定性， 还致力于在具体的细节上， 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 “更多的正义”。輩輱訛 比如， 把握综合性身份
认定标准， 即职权为主、 薪酬、 职务、 考勤等为辅； 负有签订管理劳动合同职责的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从事该项职权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管理上述两类人员的高级管理人员依据 “二倍工资条款” 提
出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被董事会解聘的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的人员， 以劳动合同期限未届满
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要求继续履行的， 不予支持。

当然， 法教义学视角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解释论研究， 对劳动者分层保护等立法论研
究也有所裨益。 实现劳动法学科的全面发展、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需要解释论研究和立法论研究携
手共进。

輩輱訛 参见前引③， 卡尔·拉伦茨书， 第 77页。

Abstract: Examining�the�application�of�labor�law�to�senior�managers�based�on�current�norms�is�
not�only�the�basic�work�of�revising�labor�law,�but�also�an�important�way�to�solve�the�predicament�
of� judgment.�First,� from�the�concept� to� the� type,� type�and�analyze� the�senior�managers� to�make�
clear� the� elements� and�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on� which� the�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is� based.�
Second,�from�identity�to�behavior,�analyze�the�behavior�of�senior�managers�from�the�micro�level�
and�return�to�the�fault�elements,�integrity�elements�and�consensual�elements�of�behavior�in�order�
to� correct�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Finally,� from� singleness� to� pluralism,�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ity�of�the�result�of�judgment,�the�objective�essence�of�things�and�the�unity�of�legal�order.�
The�application�of�legal�dogmatics�in�the�field�of�labor�law�will�be�beneficial�to�the�practice�of�the�
theory�of�interpretation�of�labor�law,�then�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of�legislation�of�
labor�law,�and�finally�enhance�the�systematicity�and�consistency�of�labor�law.

Key Words: Senior�Managers；Labor�Law；Legal�Dogmatics； Interpretative�Theory

（责任编辑： 刘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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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护锋，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张绮婧， 广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譹訛 1984年 《专利法》 第六十条规定： “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

管理机关进行处理，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专利管理机关处理的时候， 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损失； 当事
人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 专利管理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譺訛 2000年 《专利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实施其专利， 即侵犯其专利权， 引起纠纷的， 由当事人协
商解决； 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 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 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当事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处理
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 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 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
数额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 当事人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卢护锋 张绮婧 *

内容提要： 专利权的行政执法保护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 在实践中对专利权保
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制度建设的原因， 专利权行政执法制度存在执法权限和界限不
清、 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衔接不畅以及行政责任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对此， 应当将专利纠
纷行政调解排除在行政执法范围外、 确立行政执法机关对专利权效力的判定权、 规范专利
侵权行政责任设置作为未来制度修正的重要内容； 将案件的移送标准、 侵权物品案值的确
定作为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衔接的实体内容， 同时完善证据收集与转化的程序。
关键词： 专利行政执法 司法保护 权限范围 制度衔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11

专利 “双轨制” 保护模式下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进路

我国 《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 已于 2018 年 12 月 23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 这是专利法自 1984 年审议通过， 1992 年、 2000 年和 2008 年三次修正后启动的第四次修正。
在该修正案草案中， 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置权， 即专利行政
部门可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专利侵权纠纷作出处理。 这一规定的立法意图在于赋予
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权纠纷的权力， 并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层级管辖作了细化。

在部分国家的理念中， 作为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属于私权范畴， 公权力原则上不予干涉。 而我国
对专利权的保护， 在舶来专利权这一概念时， 就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 “双轨制” 保护模式。 所谓专
利权 “双轨制” 保护模式， 是指专利权受到侵害时， 专利权人既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 也可
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最早在 1984年 《专利法》 第六十条中确立。① 2000年第二次修正的 《专利法》 在
保留了 “双轨制” 的同时， 将专利行政管理部门 “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损失” 的
规定， 修改为专利行政部门既可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又可以依相关当事人的请求， 就侵
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② 2008年对 《专利法》 进行第三次修正， 回应了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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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国发 〔2008〕 18号）。
譼訛 王仰文： 《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7页。
譽訛 李玉香： 《完善专利行政执法之再思考》， 载 《知识产权》 2013年第 4期。
譾訛 蒋春华： 《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理论的适用条件及其当代价值》， 载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第 4期。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的 “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
导作用， 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③ 的要求， 承继了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与司法保护并存的双
轨机制。 尽管如此， 对于 《专利法》 及其修正案草案的这一立场和做法仍存较大争议， 那么如何正
确理解我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专利权 “双轨制” 保护模式， 有效回应理论与实务界的质疑， 是需要继
续思考的问题。

一、 “双轨制” 的理论诘难及其辩驳

在对 “双轨制” 保护模式的批判中， 有以下三个维度的质疑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此种保护是否
“涉嫌” 公权私用， 二是此种保护是否属于浪费资源且效率低下， 三是此种保护是否有违政府职能
转变。 下文分而述之。

（一） “双轨制” 保护模式是否 “涉嫌” 公权私用

公权私用的批判是以私权神圣为前提预设的。 “法律确认私有财产权私法意义上的价值在于防
范来自其他私法主体对权利人权利的侵犯； 而在公法上确认私有财产权的意义则重在给政府行为划
定界限， 即私有财产是私人自治的领域， 政府不得恣意侵入。”④ 基于此， 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 限
制政府权力是一种共识。 对专利行政执法持反对意见者认为， 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性质上属
于私权利， 而行政权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不能轻易介入私权领域。 利用行政权对专利权人进行保
护， 相当于用公共资源保护私人权利， 将纳税人的贡献服务于私人， 是一种 “公权私用” 的表现。⑤

在我们看来， 这种观点有以下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 专利权并非纯粹意义的私权利。 一方面， 相对于物权、 债权等纯粹的私权利， 专利权的

获得需要行政机关的审查、 批准； 其存在和消灭也会对公共利益产生直接影响， 是否及如何行使专
利权甚至能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专利权是一种因创新产生的权
利， 对专利权进行的侵害本质上是对权利人创新积极性的打击， 长远看来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
力。 综合以上两方面， 不难看出专利权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 并非纯粹的私权。

第二， 公法与私法并非泾渭分明。 对于中国而言， 公私法的二元划分是一个舶来品。 “公私法
在立法上的分立始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其标志是欧洲大陆各国刑法典、 民法典的分别制定”。⑥ 随
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 呈现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渗透的趋势， 越来越
多的传统私人领域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身影， 公与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交融， 表现在法律领域便是
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 社会的变迁和法律的变化动摇了公私法二元划分的基础， 这也就意
味着公权力不能影响私权利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 私权利并非绝对排斥公权力的保护。 私权利排斥公权力保护的依据在于私主体之间属于
平等主体关系， 依赖意思自治和行为自主足以对抗其他私主体， 是故私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诸如
《民法总则》 《物权法》 以及 《侵权责任法》 之中。 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 公法对私权保护的必要
和意义， 特别是在现代国家中私权对公权的依赖和依存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 私权的实现及其保障

专利 “双轨制” 保护模式下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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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2015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 第 27页。 http：//www.
sipo.gov.cn/docs/pub/old/tjxx/yjcg/201607/P020160701584633098492.pdf， 2020年 3月 1日访问。

讀訛 李永明、 郑淑云、 洪俊杰：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13年第 5期。

离不开公权力的介入， 有时甚至就是公权力直接作用的结果。 以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为例， 根据物权
的存在公示可以推定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是不动产的合法享有人； 根据物权的变动公示， 不动
产以登记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 这其中的登记行为无疑只能是公权力机关的行为。

（二） “双轨制” 保护模式是否浪费公共资源、 效率低下

在反对者的认知里， 由于 “双轨制” 保护机制的存在， 会出现两种情形： 一是专利权人既向行
政机关请求专利权保护， 同时也向法院寻求司法保护， 从而导致行政资源与司法资源同时运转， 造
成浪费； 二是由于行政执法对专利权纠纷的处理并非终局性的， 若专利权人在行政机关所做决定无
法满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选择向法院起诉， 则对专利权纠纷将进行两次处理， 浪费了公共资源， 产
生诉讼周期延宕的现象。

这种理由也缺乏有力支撑。 以行政复议前置规定为例， 我国 《行政复议法》 规定了行政相对人
因其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时， 必须先经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若以上述观点评价， 这同样是一种公共资源浪费。 实际上， 复议前
置确有必要， 复议机关具有管理该项事务的专业性， 做出复议决定的效率与正确性很可能高于法
院， 从而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效率； 除了复议前置的情况外， 若干行政法规范中规定行政相对人可
以先复议后起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本质上与 “双轨制” 是同一种保护模式， 不能因专利权的特殊
属性就否认该保护模式的合理性。

除了以上理论论证， 专利权保护倾向于 “双轨制” 也符合专利权人的心理预期。 2016 年 6 月国
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5 年中国专利调
查数据报告》 显示： 总体上 45.7%的主体希望采取的维权方式为向专利管理机关举报， 如拨打
12330 电话， 60.4%的主体希望专利管理机关主动执法查处侵权行为， 只有 24.3%的主体选择直接向
法院起诉； 该报告的另一组数据显示， 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和个人对于司法审理期限与判赔额度
只有 45.5%表示满意， 而不满意的占 54.5%。⑦ 可见， 在专利权纠纷中， 过半数人不能通过司法保护
渠道获得满意的赔偿数额， 并且对司法审理期限有所不满， 故而更倾向于向政府部门寻求保护。 我
国的专利权由行政机关审批， 因此对于专利权的效力以及是否侵权的判定， 专利行政部门更具有专
业优势。 与此同时， 司法救济存在维权周期长、 程序复杂等问题， 时间成本比较高， 前期材料准备
十分复杂， 整个流程一般需要三个月以上； 而由于专利权的智力成果特性， 如果救济时间过长， 极
可能给专利权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可见， 行政权对专利的保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保护的
局限。

（三） “双轨制” 保护模式是否有违政府职能转变

有学者指出： 服务型政府应当是一种简政放权与合理分权相结合的政府， 但凡属于市场和社会
可以自行调整的事项， 均应当排除在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外； 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公众提供更多的
公共服务， 而非利用行政执法手段去干预民事主体间纠纷的解决， 否则， 将背离我国正在进行的机
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整体趋势。 由此， 政府不应在知识产权领域通过行政执法来扩张和强化行政
权。⑧ 但在我们看来，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来否定专利权的行政保护是没有道理的。 政府职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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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双轨制” 保护模式下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进路

讁訛 《专利法行政执法办法》 第二条规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开展专利行政执法， 即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调解专利纠纷以及
查处假冒专利行为， 适用本办法。” 从这一规定来看， 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范围包括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专利纠纷的调解和
假冒专利行为的查处三个方面。

輥輮訛 李雷、 梁平： 《偏离与回位：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重构》， 载 《知识产权》 2014年第 8期。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暗含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厘定， 虽然从整体上说， 政府职能是逐渐限
缩的， 但客观上行政职权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具体而言是某些领域的撤退与调整和某些
领域的强化。 申言之， 我们不能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职权的精简化约为职能的消除。 在专利权保护
领域， 我国起步相对比较晚， 经验不是很丰富， 在早期更多地依赖于行政手段， 虽然现在随着知识
产权专门法院的建立， 司法机关处理专利案件的能力越来越强， 但仍允许行政介入解决其中的若干
技术问题， 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二、 “双轨制” 保护模式中行政执法制度的主要缺陷

以上论证表明， 专利权保护的 “双轨制” 模式在整体上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它基本上能够满足
为专利权人的权利提供全面有效保障的要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双轨制” 保护模式已经足够完善，
也不意味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某些质疑毫无合理之处， 为了进一步改进该制度模式， 我们先对其存
在的问题作出梳理和剖析。

（一） 专利行政执法权的内容和界限不清

对专利行政执法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0 年制定的 《专利法行政执法办
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其中对适用范围的界定是该办法的第二条。⑨ 可以看出， 《办法》 对行政执
法采用了一种宽泛的立场， 既包含了司法性行政执法权如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 又包含了典型意义
的行政执法权如假冒专利行为的查处， 通常对于后者并无异议， 但问题在于对专利纠纷的调解则有
不同看法。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现行制度安排的角度， 将行政调解作为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范畴
并不恰当。 理由有二： 从属性来说， 行政调解行为属于事实行为。⑩ 行政部门主持行政调解， 调解的
结果由双方达成合意产生， 行政机关主持行为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的影响， 而行政执
法行为则是行政主体依法实施的、 能够影响行政相对人具体权利义务的行为， 其结果不以行政相对
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作用机制上来说， 行政调解的作出与行政机关的专业技术之间没有太多关联，
在行政调解过程中， 行政机关仅仅是一个居中主持人， 与普通的私主体无异。 而一如前文所言， 行
政权介入专利权领域的正当性基础正是在于利用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 如果与专业知识无关， 最好
还是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二）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与司法审理不能有效衔接

“双轨制” 体系下， 对于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同时发挥着作用， 都致力于保护
专利权人权益、 制止专利侵权、 解决专利侵权纠纷。 但二者在属性上存在本质的差异， 因此在制度
定位上二者应在各自的运行轨道内独立发挥作用， 避免干涉和混同。 同时， 在专利权保护中， 司法
主导成为趋势，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然而， 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与相关司法审查不能有效衔接， 二者并未
像 “双轨制” 设计之初所期待的那样形成相互协调、 相互尊重的局面。 在围绕专利侵权纠纷发生的
民事赔偿诉讼中， 即使专利行政机关已经做出处理决定， 但并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 这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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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该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已经过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做出侵权或者不侵权认定的， 人民法院仍应
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全面审查。”

輥輰訛 参见前引讀訛， 李永明等文。
輥輱訛 唐广良： 《知识产权： 反观、 妄议与臆测》，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0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 （法释 〔2015〕 4 号） 第二十五条中。輥輯訛

可见， 专利行政执法在案件中可能出现做无用功的情况， 不仅如此， 还会导致因为针对专利侵权纠
纷的行政处理引发行政诉讼， 专利侵权纠纷在经历了行政裁决、 行政诉讼这一漫长过程后， 当事人
的期待和立法机关的预期无疑会同时落空。輥輰訛 不难看出，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和司法审判在实践中
逐渐背离了二者在 “双轨制” 模式下各司其职、 相互协调、 相互尊重的制度设计初衷， 专利侵权纠
纷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没能进行有效衔接。

（三） 专利权行政责任设置不够严谨和规范

基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 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具有 “准民事保护” 的特点， 行政机关在处理
专利权纠纷时， 有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在专利权保护司法主导的趋势下， 应当使此类行政
保护回归到仅能依据专利权人请求而进行的局面， 保持行政权在侵权纠纷处理中的克制， 将专利侵
权中的民事纠纷交由法院处理。 此外， 专利权行政保护还有 “准刑事保护” 的特点。 以财产权为
例， 在侵犯财产权的责任体系中， 逻辑顺序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可见行政责任就具
有 “准刑事责任” 的特性。 以行政权保护专利权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对具有社
会危害性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课以行政责任。 但在我国的实践中， 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权限
不明确， 行政机关在进行管理活动时可能将权力扩张， 从而扩大了行政执法权的范畴， 使得行政责
任与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模糊，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又没有形成应有的对应和关照， 造成 “本
来应当公平考虑各方利益的行政机关会变成单纯的 ‘知识产权保护机关’， 只强调保护权利人的利
益， 甚至希望代替权利人行使权利， 违背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輥輱訛

三、 完善 “双轨制” 中行政执法制度的进路

对 “双轨制” 保护模式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为其完善进路提供了方向。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实需要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来看， 专利权的行政保护在未来制度设计中仍会占据一个非常
重要的位置， 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既不能因 “双轨制” 目前存在着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将
其直接否定， 也不能否认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而单独强调行政保护的意义。 在具
体完善建议中， 我们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专利行政保护中行政执法权的界限， 二是行政执法保
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

（一） 专利行政保护中行政执法权的内容

首先， 将专利纠纷行政调解排除在行政执法范围外。 关于将行政调解排除在专利权的行政执法
保护之外的理由前文已做过阐释， 还需要讨论的是关于专利纠纷调解权限的配置。 具体来说， 就是
将专利纠纷调解的权限以法律形式赋予法院， 禁止行政部门对专利纠纷进行行政调解， 这样一来，
专利行政保护的行政执法权就被细化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和假冒专利行为行政查处， 避免在制
度设计时出现逻辑混乱的地方。 同时为司法保护提供资源倾斜， 在专利权纠纷经常发生的地区增设
知识产权法院， 当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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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假冒专利的， 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 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
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輥輳訛 乔永忠、 杨雨蒙： 《我国专利侵权纠纷执法结案方式实证分析》， 载 《科技管理研究》 2014年第 11期。
輥輴訛 《物权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 “物权受到侵害的， 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 调解、 仲裁、 诉讼等途径解决。” 此处的调解应当包

括行政调解在内。
輥輵訛 《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规定： “因物权的归属、 内容发生争议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輥輶訛 《物权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在实践中， 土地使

用权人或房屋所有人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许可中保障其享有的相邻权。
輥輷訛 何炼红： 《深化体制改革， 促进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 载 《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4年 11月 26日第 3版。

下放至基层法院。
其次， 确立行政执法机关对专利权效力的判定权。 我国 《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輥輲訛 的规定暗含着

这样一个前提， 即在假冒专利的侵权行为中， 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执法行为时已对涉
案专利的效力作出了判定。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执法管理处公布的执法统计数据， 由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对假冒专利的效力进行判定没有引起过多争议。 但当 《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 在原来的基
础上新增了 “对涉嫌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 这一内容之后， 若不将行政执法
机关对专利权效力的判定权予以明确， 那么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将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在专利实
施中， “数据显示， 已经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中， 最终被无效宣告的有 30%左右， 对于未经实质审
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率达一半以上”。輥輳訛 可见专利权的效力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将判
断权单独赋予法院， 一方面司法资源紧缺， 法院无法及时、 高效、 准确地对专利权效力进行判断，
另一方面由于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在授予专利权时对涉案专利已经进行过审查， 对该专利更加熟悉，
并且专业性较法院更高， 能更及时地作出判断， 及时解决专利纠纷。

最后， 规范专利侵权行政责任的设置。 以 《物权法》 为例， 行政机关在解决侵权纠纷中承担范
围十分有限的职能， 具体包括行政调解、輥輴訛 行政确认輥輵訛 以及应当事人请求排除对物的妨害。輥輶訛 可见， 在
物权保护领域， 更多地还是遵循私人意思自治原则， 物权人可自主选择是否向法院起诉， 行政机关
对侵权行为的介入有限， 规定较为笼统， 不能单独适用。 但在专利权的保护中， 行政机关介入则非
常普遍。 虽然行政权力在介入民事纠纷时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民事权利提供救济， 但在行政权主动介
入时， 侵权人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后还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虽然行政处罚相较于刑罚严厉程度
较低， 但仍有限制公民自由和剥夺财产的内容， 因此与单纯的民事责任存在重大区别。 所以在设置专
利侵权行为的行政责任时， 必须严谨而规范， 否则私人生活会因公权力的介入受到严重影响。

（二） 促进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大背景下， 在我国专利行政执法领域， 进一步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 促进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輥輷訛 如上文所述， 专利违法行为具
有 “准刑事责任” 的特性， 因此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的难点是涉及刑事犯罪的专利侵权行
为， 体现在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

实体性衔接主要涉及到案件的移送标准、 侵权物品的案值确定两个方面。 《刑法》 第二百一十
六条虽规定了假冒专利罪， 但没有明确假冒他人专利罪的入罪标准， 行政执法部门难以把握， 一些
疑难案件难以判断是否移送刑事司法部门， 进而造成案件移送的拖延。 现行的假冒他人专利罪的入
罪标准为违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并存。 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
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04〕 19 号） （以下简称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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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叶家平：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若干问题研究》， 载 《科教文汇》 2007年第 4期。
輦輯訛 冯俊伟： 《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类型分析———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载 《比较法研究》 2014年第 2期。
輦輰訛 2008年 《专利法》 第六十四条规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 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 可以询

问有关当事人， 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查阅、 复制与涉嫌违法行
为有关的合同、 发票、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 可以
查封或者扣押。”

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假冒他人专利， 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 属于 《刑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 “情节严重”， 应当以假冒专利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但由于采用了两个入罪标准， 对于 “违法所得” 超过十万的， 专利
行政部门依然可以不移送。 而现行 《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对于案件移送采用的是 “违法所得” 标
准， 与 《解释》 的非法经营数额规定不一致， 为移送增添了很多障碍。 因此， 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是
专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体性衔接的重要内容， 需要对刑法与相关行政规定进行统一。

侵权物品案值问题决定了案件的性质与是否移送司法机关。 《解释》 第十二条对确定侵权物品
案值规定了三种计算方法： 一是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 按照实际销售价格来计算； 二是制造、
储存、 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 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来
计算； 三是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 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
算。 需要注意的是， 三种计算方式在实践中不是平行适用的， 存在着一定的先后顺序， 采用不同的
计算标准会得出相差悬殊的结果。 专利行政部门在执法时， 无法准确判断侵权物品的标价与销售价
格， 往往只能使用被侵权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对案值进行计算， 即 “以真论假”。 而公安机关为了
保证刑事诉讼的成功， 则会以侵权产品的实际价值进行计算， 即 “以假论假”。 “这缘于公安机关在
实践中遇到的几种尴尬情况， 有的是在移送公安机关之后才查清了侵权物品的平均价格， 有的是在
法庭审理阶段才证实侵权物品的实际价格。 如果公安机关 ‘以真论假’ 的话， 就极有可能造成案件
被退回， 甚至撤销案件”。輦輮訛 对于这种情形， 也应当从统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侵权物品案值的计算
标准入手， 从立法上加以衔接。 侵犯专利权商品的销售价格实践中难以确定， 故可规定以与侵权产
品同质量商品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或直接采用同类产品中间市场价格。

从程序衔接的角度来说， 专利行政执法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之间主要涉及证据的收集与转化。
“行政执法部门对违法证据材料的法定要求通常低于刑事证据的法定要求”，輦輯訛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而在 《专利法》 第六十四条中，輦輰訛 专利管理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就可对涉案专利权和案件事实进行
调查取证， 具有选择的便利性。 如果可以借 《专利法》 第四次修订的机会， 将专利管理行政机关执
法时取得的专利侵权纠纷和假冒专利查处证据标准与涉及专利权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进行统一， 可
以更好地发挥专利行政执法人员调取证据便利性的优势， 而且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涉嫌侵权、 违法
产品的同时对可能灭失或今后难以调取的证据进行固定， 可以有效缓解法院依职权取证的压力， 减
少调取证据的时间， 从而提高司法审判的效力， 节约司法资源。

在证据转化方面， 《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
集的物证、 书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等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是专利行政执
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证据转化的直接依据。 因此， 在专利行政部门执法过
程中， 只要收集证据的执法主体、 方式、 程序符合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 就应当允许行政执法证
据直接向刑事证据转化。 为此， 可在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基础上， “以司法解释或者行政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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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周舟：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载 《宁夏党校学报》 2011年第 1期。

形式， 对知识产权案件在行政阶段收集的证据材料转化为刑事阶段的证据材料的规则予以细化， 并
确定统一的标准”。輦輱訛

结语

毋庸置疑， 已在我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专利行政执法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虽然还存有一些争议， 但专利行政执法制度的某些优势自是不能否认， 而且通过制度本身的完
善， 其中的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避免。 本文虽然就制度完善作了一些建议， 但诸多方面探讨还
很粗浅， 期待学界同仁进一步展开。

Abstract: The�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protection�system�for�patent�rights�is�a�system�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has�played�an�active�role�in�protecting�patent�rights�in�practice.�Due�to�
the�system�construction,�the�administrative�enforcement�system�of�the�patent�right�has�problems�
such�as�unclear�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boundaries,� poor� connection�between�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and�judicial�processing�and�irrational�setting�of�administrative�responsibilities.�In�this�
regard,� the� administrative�mediation� of� patent� disputes�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establish�the�power�of�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agencies�
to�determine�the�effectiveness�of�patent�rights,�and�standardize�the�establishment�of�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s� important� elements� of� future� system� amendments.� The�
establishment�of� the�case�value�of�an�article� serves�as� the� substance�of� the�connection�between�
administrative�and�judicial�processing,�and�at�the�same�time�improves�the�procedures�for�evidence�
collection�and�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Patent�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Judicial� Protection； Scope� of� Authority；
Institutional�Convergence

（责任编辑： 刘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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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法律硕士。
譹訛 李祖军：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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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张卫平： 《民事证据法》，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5页。
譼訛 参见前引譻訛， 张卫平文， 第 212页。
譽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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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六条： “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曹成旭 *

民商事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
———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研究视角

内容提要： 在民间借贷纠纷领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 因此从
民间借贷纠纷的视角来管窥民商事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是可行的。 通过民间
借贷纠纷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认定标准不具体、 可操作性差以
及诉讼的程序适用价值不凸显等问题。 为此， 在功能上应当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
保障价值， 在结构上需要明确 《民诉法解释》 中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概念性范围， 在具体
操作上应当构建非法证据庭前排除程序、 庭中适用程序以及排除后的救济程序。
关键词：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程序价值 不确定性概念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3.012

司法实践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不仅关系到司法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还关系到
各方权益保护与法律秩序维护， 因此颇受人们的关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结构上包含着 “非
法证据” 和 “排除规则” 两个命题， 即 “非法证据” 的认定和 “排除规则” 的确定， 这两个命题之
间相互制约、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整内涵。① 在笔者看来， 在探讨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之前， 应先对其法律概念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 因为法律概念是用来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
识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② “非法证据” 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 两
者均是从证据概念中延伸出来的。 按照学界比较通常的理解：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能够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资料， 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根基。③ 而合法证据实际上是有特定
指向的， 即指某特定证据资料运用的合法性， 并非指该作为证据信息载体的证据资料的合法性。④ 因
此， 我们需要注意， 非法证据并不完全是证据合法的否命题， 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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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 明确了非法
证据的判断标准， 即获取证据的方法违法或证据形成本身违法均系非法证据， 应予排除。⑤ 非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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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本数据样本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2020年 2月 16日访问。

排除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们为达到证明的目的而实施违法行为。 然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所确立的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禁止不具有证据资格的各种资料进入诉讼程序， 避免对其他证
据造成污染， 影响法官公正审理案件。 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规定实际上相
当原则， 从而导致该规则在实践适用时理解不一， 法官难于把握， 产生同案不同判而影响实质正义
的实现。

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民间借贷纠纷是虚假诉讼的重灾区， 故而有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
用的现实基础和需求。 因此， 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作为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切入
点， 通过案例样本分析， 归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该规则的完善提出
建议， 对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的实践源起

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一直受到关注， 但 《民诉法解释》 首次对其予以了
明确的规范定性， 因此本文的讨论是以 《民诉法解释》 的施行为时间节点的， 其案例的选择也是这
个时间点以后的。 根据笔者从 “中国裁判文书网” 的检索情形， 按照表 1 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
及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例进行了检索、 数据统计分析工作， 共计获得有效案例 250 件， 具体审级分布
情况如表 2 所示。⑥

通过对上述案例进行归纳、 分析， 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视角主要总结出以下三方面问题。
1. 证据取得方法不合法。 当事人庭审中提出相关证据取得方法不合法， 如视听资料中的视频、

通话记录、 谈话录音系偷拍偷录、 书证中的借款凭证来源不明亦不能进行合理解释、 法院依职权调
查收集的证据未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等等。

2. 证据形成本身不合法。 当事人对证据形成本身涉嫌违法提出异议， 如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借
条、 收款凭条、 还款承诺书、 和解协议等书证上的签章系伪造或受胁迫、 欺诈、 利诱而签订等。
另， 书证中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形成过程中涉嫌刑讯逼供或询问程序不规范等， 民事诉讼阶段能否

来源 类型 案由 检索 裁判时间 审级

中国裁判
文书网

民事
案件

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 非
法证据； 排除

2015.2.4至
2020.2.3

一审； 二审；
再审

表 1： 案例检索层级表

表 2： 案例审级分布图

级别 基层法院 中级法院 高级法院 最高法院

件数 98 134 16 2

合计 250 件

民商事审判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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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鲁 08民终 3683号民事判决书。
讀訛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川民终字第 236号民事判决书。
讁訛 参见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 （2018） 粤 5222民初 412号民事判决书。

适用排除规则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未予以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 同时， 部分案例
中也存在当事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 通过签订看似真实的借条， 变相转移财产， 如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买大件商品的钱款由赠与转为借贷、 公司为股东出具证明由投资款转为借贷等等。

3. 证据程序不合法。 结合案例分析， 证据程序不合法主要分两个层次： 一是依照 《民诉法解
释》 第九十九条、 第一百零一条、 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逾期举证未说明理由的， 应作为非法证据予
以排除； 二是涉案证据未经质证程序， 涉嫌程序违法， 不应认定为合法证据用于案件审理、 认定。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典型性案例分析

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层面未予规定， 且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也较为原则， 对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的概念性范围未予定性， 且无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及适用程序、 救济途径等， 法官在司法办案
中对非法证据的考量不仅要运用法律知识、 逻辑推理， 还要依赖办案经验， 综合考虑， 费时费力。
即使最终对相关证据作出合法与否的认定， 但往往因法官在证据认定过程中考量因素多、 自由裁量
权大， 导致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适用尺度不统一的现象， 且因无统一标准导致大多裁判文书
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论理也不充分。

（一） 典型性案例
1. 视听资料偷录型案例
案例一： 徐某诉罗某、 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⑦ 徐某向一审法院诉称： 2014年 12月 25 日， 徐某

与罗某签订 《还款协议》， 协议载明罗某已还款 80 万元， 剩余款分两次付清， 2015 年 2 月 19 日前
付 20 万元， 2015 年 3 月 30 日前付 20 万元。 之后， 罗某仅偿还 5 万元， 剩余借款未偿还。 张某、
罗某辩称， 2010 年 1 月 24 日已付清 35 万元欠款， 有录音谈话为证。 一审法院先认定录音谈话系偷
录， 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再结合 2014 年的还款协议， 对张某、 罗某的答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
不予采信， 判决罗某、 张某向徐某返还借款及利息。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中录音谈
话因未经对方许可， 私自录制， 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案例二： 许某诉巫某民间借贷纠纷案。⑧ 许某诉称巫某曾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向其借款
3270485 元， 至今未偿还， 故要求巫某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巫某辩称双方约定以借款方式由巫某
管理夫妻共同财产， 所借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 并用于家庭生活开支， 不应认定为个人借款， 且许
某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 就时效问题， 许某提交 2014 年录音一份， 证明其向巫某主张欠款， 巫某
亦承诺还款， 未过时效。 巫某认为录音系许某私自录制， 属于非法证据， 应予以排除。 二审法院认
为涉案的录音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 不应排除， 故认定诉讼时效未过。 本案中录音谈话虽未经对方
许可， 私自录制， 但未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2. 书证形成过程存在非法性案例
案例三： 吕某诉罗某民间借贷纠纷案。⑨ 吕某诉称， 2017年 10月 18日罗某向其借款 23万元， 当

场写下借据， 后未依约定还款。 庭审中， 吕某称涉案债权是自案外人许某处转来。 罗某辩称， 因案
外人李某与许某就股权转让事宜在 2017 年 8 月 17 日签订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且已履行完毕。 而
吕某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8 日止， 多次到该公司骚扰， 用胁迫手段逼迫罗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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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粤 06民终 4135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参见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云 03民终 1012号民事判决书。
輥輰訛 参见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赣 04民再 13号再审判决书。

具了借款凭据。 罗某提供微信聊天记录、 证人证言以及报警记录予以佐证。 法院认为庭审中双方自
认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 借款凭据仅是依法成立但未生效， 故判决驳回吕某的诉求。 本案中是借款
凭证的形成原因已经涉嫌非法， 但裁判法院对借款凭证的效力认定为合法有效， 从实体权利上认为
债权债务关系未实际发生， 予以驳回诉求， 保护对方合法权益。

案例四： 上诉人钟某与被上诉人张某、 原审被告林某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⑩ 钟某与林某于 2006
年登记结婚， 张某系林某之母。 张某于 2010 年、 2014 年为钟某、 张某买房购车出资。 2015 年12 月
30 日， 林某向张某出具借条两张， 一张为购房出资的借条， 一张为购车出资借条。 2016 年5 月 6
日， 林某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予以驳回。 后张某诉钟某、 林某返还购房购车款。 一审法院认定借
贷关系， 判决钟某、 林某返还借款。 二审法院认为， 张某、 林某、 钟某之间是家庭内部关系， 涉案
款项交付时未约定款项性质。 张某的涉案借条， 是由林某单方补写形成， 且林某与钟某亦有离婚诉
求。 另， 林某系张某之女， 林某的利益与张某的利益存在一致性， 而与钟某的利益存在对立， 故对
涉案借条予以排除， 二审撤销原判， 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 林某与张某系母女关系， 在钟
某与林某婚姻关系破裂之际， 母女之间补签借款凭证的行为， 损害他人利益， 故对其提交的证据不
予认可。

3. 举证期限及程序问题型案例
案例五： 上诉人张某与被上诉人孙某及原审被告胡某、 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輥輯訛 上诉人张某

认为被上诉人孙某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其在本案庭审结束后才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违反法律规定， 属于非法证据， 应予排除。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
基本事实， 准许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对上诉人主
张该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诉求， 不予支持。

案例六： 王某与刘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輥輰訛 刘某诉王某向其借款 111500元， 到期后未返还， 故
要求其返还本金并支付逾期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 因刘某除了借条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曾向王某
交付过 111500 元， 亦不能证明自己是借款出借方， 故判决驳回刘某的诉求。 二审期间， 刘某提交
两份书面声明作为新证据， 二审法院对声明未质证， 予以采信， 判决王某承担还款责任。 再审审查
认为， 刘某提供的两份书面声明佐证其借款主体身份， 但该声明未经庭审质证， 予以采信违反证据
采纳规则， 予以排除。 本案的关键点是书面声明未经质证， 程序违法， 证据材料失去证据能力， 予
以排除。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之述评

通过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间借贷纠纷中的适用标准是不统一的。 实
践中， 案件承办法官在证据的合法性、 客观性和关联性问题的认定上， 更倾向于或者侧重于客观性
和关联性， 而对合法性进行的正面认定并不常见。 故而， 在非法证据排除与合法证据采信之间， 并
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 具体而言，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方面， 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具体， 可操作性差。 《民诉法解释》 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过
于笼统， 如对 “严重” 的程度及 “他人合法权益” “法律禁止性规定” 等概念性范围未予明确。 实
践中， 承办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 因对上述不具体的概念性范围把握不准确， 势必造成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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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非法证据的是否采纳问题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
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即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 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未经
过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 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续取得的录音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輥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八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
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輥輳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八十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
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 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据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
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
人对于欺诈、 胁迫、 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 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 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
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第八十八条规定：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 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
的关联程度、 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的裁判结果， 如上述典型案例中案例一、 案例二均是视听资料偷录的情形， 但因认定标准的不统一
对非法证据认定的结果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程序适用价值不凸显。 案件审理中， 承办法官习惯于弱化
证据的证据能力， 主要依据全案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大小， 对所有证据综合评判， 未在诉讼之前将非
法证据排除于程序之外。 退一步讲， 如果涉嫌非法的证据系关键性证据， 如在无转账记录下的大额
度借款凭证等， 且为孤证， 是否应先从诉讼程序上对证据予以定性， 值得商榷。 上述典型案例中，
案例三、 四、 五、 六则与非法证据的程序性价值相关， 如案例三中罗某已提交微信聊天记录、 证人
证言及报警记录等证明其为吕某出具的借款凭证系在威逼之下形成， 证据形成过程非法， 法院在事
实认定中却认定借款凭证合法有效， 但以债权债务关系未实际发生为由从实体上予以驳回吕某诉
求， 对罗某提交预证明借款凭证形成过程非法的证明目的未正面处理。 案例四中张某、 林某母女在
林某与钟某离婚之际， 林某单方向张某出具借款凭证是否系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方法获取的证
据， 应从证据合法性角度审查判断， 但实践中选择了从利益衡量的视角予以评判， 避开了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适用。 案例五、 案例六是举证期限及举证质证程序问题， 举证期限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了
较为宽松的标准， 导致了证据提交及举证质证过程延长， 降低了司法效率。

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恐怕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
构建不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始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我国是在 1995 年的 《批复》 （现已废止）輥輱訛

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予以表述。 2001 年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八条、輥輲訛 2015年公布的 《民诉法解释》 第一百零六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
确认且提出了排除的标准。 2019 年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
称 《证据规定》） 删除了先前证据规定中的六十八条，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予明确， 但其在第八
十五条、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 第八十八条輥輳訛 中规定了证据认定的标准及认定欺诈、 胁迫、 恶意串通
等证明事实问题。 然而， 从 《证据规定》 的整体规定来看， 其所遵循的还是我国司法传统中注重客
观事实的思路， 实际上并未对 《民诉法解释》 中的非法证据认定标准予以细化， 甚至连法律适用规
范程序也没得到统一， 对证据的认定仍需借助于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 最终作出采信或不采信的
法律认定。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民诉法程序中缺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法律适
用设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很难作为一项程序性规则制度单独适用， “审判实务中较为普
遍的做法是， 根据规则所确立的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和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这两条非法证据
认定标准， 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结合案件中收集证据的具体情形来作出排除与否的决定。 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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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李浩： 《民事判决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 《现代法学》 2012年第 2期。
輥輵訛 张文显：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51页。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譹訛， 李祖军文。
輥輷訛 郑智航：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司法审查》，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5期。

适用该规则时， 尽管对部分取证方法为非法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但对另一部分取证方法合法与
否， 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輥輴訛 实质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系诉讼程序性规则制度， 其程序性价值不
应在实体公正中被囊括和包裹。 因此， 非法证据在案件审理的何种阶段应被排除、 证据的排除是否
需要承办法官的自由裁量， 是依职权排除还是依当事人申请排除、 证据排除后有无司法救济途径
等， 均需要诉讼程序的规范。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完善

笔者根据上文的分析， 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措施。

（一） 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人权保障价值

我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意味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一切重
要法律的制定基础。 在诉讼法中， 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实体性规定， 又包括程序性规定， 其中程序上
的保护体现在司法机关对人权案件的审判的原则、 程序、 方式、 方法， 为人权的确定的享有、 实
现、 保护和救济提供了有效的措施和可行的方式。輥輵訛 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人权保障的内涵， 即是
说应当承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具有的程序价值。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的实体性诉讼权利无
疑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实体性诉讼权利决定着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法律风险后果的承担， 但程序性
权利同样重要， 如果公正裁判结果离开了正当程序的保障是难以获得的。 即是说， 没有恰当的程序
保障机制，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得不到有效落实的， 而诉讼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人权之一，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人权保障之间产生了直接勾连。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对非
法证据的排除实质上是 “抛弃了个案思维的局限性, 恰恰是从保障公民人权和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
高瞻远瞩地考虑了民事诉讼程序的宏观问题。”輥輶訛 赋予非法证据排除以人权意义， 意味着在制度构建
上非法证据排除不仅仅或者主要不是司法解释层面的问题， 而应当是立法层面的问题， 即民诉法应
当直接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地位， 司法解释则可以确定其具体的认定标准、 范围及运行程序。

（二） 明确 《民诉法解释》 中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概念性范围

在笔者看来， 《民诉法解释》 采用过多的不确定性概念对非法证据排除标准进行了规范， 是导
致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充分发挥其诉讼程序价值的重要原因。 自德国法学家赫克
(Heck) 提出了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二元结构学说以来， 人们更多地从 “概念核心” 和 “概念外围”
两重结构的意义使用相应的不确定法律术语， 其中 “概念核心” 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客观确定或通过
一般社会观念或经验加以确定， “概念外围” 则属于规范性概念， 个人的主观价值在确定具体内涵
的辐射范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輥輷訛 在 《民诉法解释》 中， 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主要采用了 “严重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 “法律禁止性规定”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 等表述， 当裁判人员依据这一系列不确定
性概念来确定排除标准时， 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必须对其予以明确细化。

其一， 关于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范围认定问题。 笔者认为应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 对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范围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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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侵权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的应予以严格的法定排除， 只构成民事侵权的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侵权行为采取的方式方法、 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当事人的取证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判断是否应
予排除。

其二， 关于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中的 “法律” 和 “禁止性规定” 的范围问题。 笔者认为
“法律禁止性规定” 应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范畴， 此处的 “法律” 应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不应是广义的法律即不是各种法的统称， 应当限制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范围之内， 如
宪法、 基本法律、 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 此处的 “禁止性规定” 应是上述法律中明文禁止的规定，
不能是不确定性概念， 应采用列举明确。

其三， 关于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 中 “公共秩序” 和 “善良风俗” 的界定问题。 笔者认为 “公
序良俗” 系民法的基本原则， 违背公序良俗即违背的是一般道德观念和国家社会的一般利益， 然而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等在司法实践中界定不清晰， 司
法适用较为混乱。 公序良俗虽是概括性条款， 但为便于司法实践还应对其细化和分类， 如采用穷尽
列举式的方法列明一般的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的总范畴， 减少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其四， 例外情形的特殊约定。 笔者认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结合司法实践须对例外情形
进行列明， 如当事人自认的例外， 自认免除了当事人 “谁主张， 谁举证” 的证明责任， 降低了诉讼
成本， 提升了诉讼效率； 紧急情况的例外， 即决定案件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有灭失的风险； 重大公
共利益的例外， 即一旦排除将危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等。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现路径设计

因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未予程序性设计， 实践中亦是重实体轻程
序， 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程序价值不凸显， 阻碍了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
效适用应配备相应的司法适用程序， 不能局限于原则性规定， 且排除程序的启动一般应在正式庭审
程序之前， 避免非法证据进入庭审程序， 防止给承办法官造成 “先入为主” 的错觉， 同时有排除程
序的设计就应有权利救济程序的对应。

1. 基于 《民诉法解释》 第二百二十五条的庭前会议制度， 建立非法证据庭前排除程序。
《民诉法解释》 第二百二十五条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环， 其制度功能在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情况在正式开庭之前召开庭前会议， 用于明确原告诉求、 被告答辩意见， 审查各方诉求、 归纳争
议焦点及进行证据交换、 收集、 保全等。 通常， 该制度在疑难复杂案件中使用率高， 但对其他简易
或事实较为明确的普通程序案件用之较少。 笔者认为， 近年来司法机关依然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
为节约司法资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庭前排除程序可以建立在庭前会议制度之中， 两者既有融合
的时间节点， 又有融合的制度基础。 具体应从程序的启动主体、 时间节点、 审查主体等方面予以
规制。

第一， 对于启动主体。 因民商事诉讼解纷调整对象的私法属性以及 “谁主张， 谁举证” 的证明
责任分配方式， 笔者认为就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而言， 因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
侵害具有最清晰的认知， 同时其还有权处分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的诉讼主体
应是案件中的利害关系人即案件当事人。 故， 上述条件下形成或获得的证据， 案件当事人应被认定
为程序的启动主体。 另， 对于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而形成或获取得证据， 因违反现行法律规定
损害法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司法机关责无旁贷， 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主体。 关于 “严重
违背公序良俗”， 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故当事人、 司法机关
均可作为启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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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对于时间节点。 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设计初衷就是排除非法证据， 就是让不
具有证据资格的材料不能进入庭审程序， 故非法证据的排除工作一般应在庭审之前完成， 避免非法
证据进入庭审， 否则正如 “毒树之果” 理论所述， 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势必对其他证据造成污染， 干
扰承办法官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故，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时间的一般节点应保障在庭审之前， 既
是排除程序适用的程序正义价值要求， 也是保证案件客观真实的事实需求。

第三， 对于审查主体。 依照证据规定以及庭前会议制度的设计， 均是由具体案件承办法官负责
组织、 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 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衷是避免非法证据进入庭审程序， 导致承
办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出现偏差， 故笔者认为原则上庭前非法证据的审查主体应与具体案件的承
办主体相互分离， 但基于我国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 各地区间案件数量与人员配置的比例也不尽相
同， 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先试， 采取专人专办模式， 如按照案件的繁易程度召开庭前会议； 不具备
条件的地区， 可以由具体案件的承办法官负责， 在非法证据排除标准、 概念确定性的基础上， 统一
司法适用。

2. 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性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一般性时间节点应建在庭审开始之前， 但因逾期举证问题导致排除程序的

时间节点也存在另外情形， 如案件较为繁杂或当事人基于诉讼策略， 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 甚至于
庭审之时临时提交证据， 且能说明合理理由的， 依照 《民诉法解释》 第一百零一条、 第一百零二条
等规定， 还需要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 在此阶段， 当事人任一方都存在提交非法证据的可能
性， 故当事人任一方在此阶段都应有对涉嫌非法的证据提出排除的权利。 笔者认为， 案件的承办法
官接触到涉嫌非法的证据后， 应先从证据的形成方式或获取方式上予以区分， 若承办法官基于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确认其是否系非法证据， 则证据相对方的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涉嫌非法证据
材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另外， 笔者认为在举证过程中， 因异议方处于劣
势地位， 不应对其举证的证明标准要求过高， 只要证明非法的可能性大于合法的可能性即可。

3. 证据材料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后的救济程序
无救济无权利， 笔者认为对诉讼中已被确认为非法证据的材料， 对提出该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

人应赋予其事后救济的权利。 救济的程序可以参照类似于当事人对保全或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复
议程序进行， 同时复议期间不停止诉讼程序。 当然， 我国的非法证据的救济并不是意味对提交非法
证据材料一方的纵容， 而是使各有关方面利益最大化， 既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也符合我国人民根
本利益的要求。

结语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为使合法的证据材料不受污染、 保障程
序正义的一项程序性设计。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虚假诉讼、 伪造证据等问题尤为突出， 本文基
于此， 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程序。 回顾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历程， 从 《批复》
到 《证据规定》， 对排除规则不断进行着立法尝试， 虽仍有不完善之处， 但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下
一步还需要立足基本国情，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审判经验、 司法传统， 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 对非法证据的法理基础、 概念性范围、 实现路径进行规制梳理， 以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起到应有的程序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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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private� lending� dispu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evidence�has�a�strong�practical�demand,�so�it�is�feasible�to�explore�the�application�of�the�
exclusionary�rule�of�illegal�evidence�in�civil�and�commercial�trials�from�the�perspective�of�civil�
lending�disputes.�Through� the� analysis�of� typical� cases�of�private� lending�disputes,�we� can� see�
that�there�are�some�problems�in�the�exclusionary�rule�of�illegal�evidence,�such�as�the�non-specific�
identification�standard,� the�poor�maneuverability�and� the�non-prominent�procedural�application�
value�of�litigation.�Therefore,�the�human�rights�protection�value�of�the�exclusionary�rule�of�illegal�
evidence�should�be�affirmed�functionally,� the�conceptual� scope�of� the�exclusionary� standard�of�
illegal� evid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in�
structure,�and�the�pre-court�exclusion�procedure�of�illegal�evidence,�the�applicable�procedure�and�
the�relief�procedure�after�exclusion�should�be�constructed�in�concrete�operation.�

Key Words: Illegal�Evidence；Exclusionary�Rule；Procedural�Value；Concept�of�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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