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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亭 秦前红 *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理性思考： 突发事
件下设定政府奖励之道

内容提要：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 广大一线医务人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各地先
后出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等鼓励措施。 各地的文件在出台目的、 法律地位上具有
相似性， 但是在发布主体、 具体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属
于设定福利的范畴， 是与突发事件相关的非应急行政活动， 其制度设计并非基于 “急时行
政”。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措施不附着于特定的行政活动， 而是基于医务人员的利他性
道德行为， 是为了奖励医务人员在疫情中对国家、 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 其虽然具有目的
正当性， 但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与缺陷， 如规范性文件涉足公民基本权利， 缺乏公众参与
等， 应从设定主体、 具体内容、 实施程序和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 应急行政行为 政府奖励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1

一、 问题的提出

2019年 12月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首先在我国湖北
武汉出现， 迅速蔓延至全国。 在长达数月的抗疫过程中， 我国的举国体制表现出 “反应迅速、 措施
有力” 的优越性， 但与此同时， 突发事件下暴露出的法治体系漏洞亦不容小觑。 2020 年 2 月 22 日，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
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要求对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给予更多帮助关爱， 对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
为烈士的医务人员的子女， 在入学升学方面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此外， 全国各地均出台有医务人
员子女入学优惠的相关政策， 部分地区采取直接予以中考加分的方式， 加分由 10 至 30 分不等。 一
时之间， 入学优惠政策， 尤其是其中的中考加分优惠方式引起广大网民热议， 评论很快呈现出 “两
边倒” 的趋势。 部分网友认为， 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一线医务人员在前方卖命，
而疫情的肆虐又剥夺了他们陪伴、 教育子女的时间， 理应给予其政策上的扶持及各方面的优先对
待。 另一部分网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该政策缺乏合理性， 可能会造成中考有失公平等不良后果， 应
通过其他措施给予一线医务人员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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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张淑芳： 《规章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对象》， 载 《东方法学》 2009年第 6期。
② 江西省 《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 是由省教育厅、 省卫健委联合印发的。

医务人员负重前行， 理所应当受到相应的奖励。 入学优惠政策能够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
性， 体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目的的正当性不言而喻。 但好的政策始终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
行， 深究此类入学优惠政策的发布主体、 发布形式及其具体内容， 其中仍有一些法律问题有待理性
审思。 例如， 该行为是否属于突发事件下政府的应急行政行为， 是否应该、 该如何 “特事特办”，
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能够涉足公民的基本权利等。

二、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出台现状

截至 2020年 3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全国已有 2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出台了省级层面的医务
人员子女入园入学优惠政策。 这些相关文件在出台目的、 法律地位上具有相似性， 同时， 据统计，
各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在政策制定、 发布主体、 文件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一问题值
得我们关注。 为对比各地优惠政策的区别， 分析其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有必要将各地的优惠
政策予以类型化。

（一） 法律地位

中央出台国发明电 〔2020〕 5 号文件， 即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
施的通知》， 从其制定主体与发布方式来看， 不同于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而 2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相关入学优惠政策同样未通过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予
以规定， 见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名称一般为 “关于 XXX 的通知”。 但同时， 基于制定、 发布主体
的职权性质， 中央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 地位显著高于地
方的其他规范性文件，① 对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同理， 各省、 自治区、 直
辖市的相关文件同样对下级文件具有指导性。

（二） 发布、 制定主体

各地的入学优惠政策发布、 制定主体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由省 （自治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小组制定并发布。 安徽省、 山西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适用此模式； 2. 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 省卫健委、 人社厅、 教育厅、 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 甘肃省、 广东省、 湖北省、
黑龙江省、 天津市五地采取的即是该模式； 3. 由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 湖南省、 江
苏省、 山东省、 云南省、 重庆市五地依上述模式； 4. 由省教育厅颁布。 采取这类方式公布的文件与
前述三种模式有显著不同， 其并非涉及到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全方位措施， 而是仅限于医务人员子
女入园入学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举措。 海南省、 四川省、 江西省 ② 教育厅均出台了相关文件， 相较于
上述其他主体颁布的文件， 此类文件不再进行原则性规定， 而是对一系列入园、 入学的优惠措施作
出了具体安排。 另外， 河南、 贵州、 青海等地入学优惠政策来源于多主体制定的不同文件。 例如，
河南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部门和省新冠肺炎疫
情指挥部先后下发 《关于做好激励引导专家人才在疫情防控一线担当作为有关工作的通知》 （豫组
通 〔2020〕 3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豫疫情防指 〔2020〕
14 号）； 贵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出台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若干措施的通知》，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在此基础上出台 《关于做好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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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基本上直接采用各地相关优惠政策的原表述。
譼訛 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 湖北省、 江苏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未对一线医务人员作出分类；

四川省 《关于切实做好直接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和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人员子女入园入学关心关
爱工作的通知》 规定给予省指挥部公布的定点医院直接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和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人
员子女入园、 入学优惠； 天津市 《关于保障和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 规定予以本市和支援湖北
省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入园、 入学优惠； 云南省 《关于切实保护关心爱护一线医务人员的十二条措施》 规定对省内一线医务
人员和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子女予以入园、 入学优惠； 安徽省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
（卫电 〔2020〕 45 号） 规定对经卫健部门认定的派出支援湖北医疗队人员、 省内定点收治医院一线医务人员予以入园、 入
学优惠。

譽訛 青海省 《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 规定， 对于获得省部级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子女予以入园入学优惠， 将奖励限定于省部级奖励。 青海省教育厅则出台相关入学、 升学优惠政策， 优惠主体为青海省赴
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全体医疗队员。

子女入学入园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

（三） 具体优惠措施

全国 21 个规定了相关政策的省级行政区划在入园、 入学优惠措施的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 笔
者聚焦其中享受优惠政策的人员范围及具体优待方式两个角度进行统计与分析 （见表 1）。

由上表可知， 甘肃、 湖南、 山西以及黑龙江省与中央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
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 保持一致， 将入园、 入学优惠政策限定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
人员子女， 其余人员则辅以另外的关怀、 帮扶措施。 湖北、 江苏等多地则对所有一线医务人员均给
予入学升学方面的特殊待遇。 广东、 贵州、 青海、 海南、 河南五地的规定方式与其余各省迥异， 笔
者将其在表格中单独罗列。 可见， 全国各地在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受众主体上， 仅从省级
层面的文件来看， 就有 7 种划分方式。

在入园、 入学优惠政策的具体安排上，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亦有所不同。 为了更好地聚焦各
地政策的差异， 本文仅选取其中报考普通高中学校的优惠政策这一单一视角进行对比 （见表 2）。 可

表 1：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享受入园入学优惠政策的人员范围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享受入园入学优惠政策的人员范围③

湖北省、 江苏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川省、 天津市、 云南
省、 重庆市、 安徽省④、 江西省、 西藏自治区

一线医务人员

甘肃省、 湖南省、 山西省、 黑龙江省 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广东省 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线医务人员

贵州省 援鄂医疗队医务人员、 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青海省⑤ 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赴湖北疫情防控一
线全体医疗队员

海南省 援鄂医疗队医务人员

河南省
防控一线工作的专家人才特别是医疗卫生工作者、 获得表彰
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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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报考普通高中学校优惠的具体办法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报考普通高中学校优惠的具体办法

广东省、 江苏省、 重庆市、 西藏自治区
仅作原则性规定， 未有具体安排， 授权相关部门出
台相应规定

甘肃省、 贵州省 （仅其中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子
女）、 湖南省、 青海省 （仅其中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
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 山西省、 河南省 （仅其中获得
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 黑龙江省、
江西省 （仅其中被认定为烈士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

对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
在入学升学方面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贵州省 （仅其中援鄂医疗队医务人员子女）、 四川省、
安徽省、 青海省 （仅其中赴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全体医
疗队员子女）

达到当地同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最低控制线后， 予
以一定照顾， 如根据家长和学生意愿， 由相关部门
安排学校录取

宁夏回族自治区、 山东省、 天津市、 海南省
参照现役军人子女、 艰苦地区工作人员子女等相关
优惠政策

湖北省、 云南省 （仅其中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子女）、 江
西省 （除认定为烈士外的其他一线医务人员子女）⑥ 中考录取总分加分后参加中考招生录取

河南省 （仅其中防控一线工作的专家人才特别是医疗
卫生工作者子女）

分数线降 10分参加中考招生录取

譾訛 江西省 《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 规定， 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今年报
考普通高中的， 可在其中考成绩基础上增加 10 分投档； 实行中考成绩等级制的地方， 在普通高中录取时降低一个等级录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牺牲被认定为烈士的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 在入学升学方面参照公安烈士子女优待政策执行。

譿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在本表统计的范围内， 这是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入园、 入学的具体优惠措施， 但未有
涉及到报考普通高中学校优惠的具体办法。

以看到， 除广东、 江苏、 重庆、 西藏四地并未在省级文件中明确入学优惠的具体办法外，⑦ 其余各地
采取的优惠措施主要分为上表所展示的五类， 其中第一类与中央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
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 的规定一致， 第四类直接加分的方式 （不包括参照现役军人子女等的
待遇予以加分或认定为烈士后， 按照烈士子女入学升学相关待遇予以加分的情形） 引起的争议最
大。 笔者留意到， 除上述省级文件外， 广西玉林、 云南红河、 内蒙古包头、 江西抚州、 山西大同等
市级文件亦规定有 10 至 30 分不等的加分。 另外， 河南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青海省在具体优惠安
排上进一步细分， 如河南省区分防控一线工作的专家人才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予以不同优惠措施。

同时， 当转为纵向对比的视角不难发现， 同一行政区划内各级文件对入学优惠政策的安排亦不
尽相同。 以山西省为例， 省疫情防控领导组在 《关于全面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
知》 中， 与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 规定对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子女， 在入学升学
方面享受相关待遇。 然而， 山西大同市经市委、 市政府决定， 给予今年参加中考的全体援鄂医务人
员子女， 中考成绩加 30 分的优惠。 天津市政府的规定则与中央的政策不同， 提出参照现役军人子
女教育优待有关规定， 给予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权利， 天津河西
区教育系统防控指挥部发布的 《河西区教育局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的工作措
施》 坚持了这一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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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陈无风： 《应急行政的合法性难题及其缓解》， 载 《浙江学刊》 2014年第 3期。
讁訛 参见戚建刚： 《应急行政的兴起与行政应急法之建构》， 载 《法学研究》 2012年第 4期。
輥輮訛 参见戚建刚： 《非常规突发事件与我国行政应急管理体制之创新》，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0年第 5期。
輥輯訛 参见彭华： 《我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若干问题探讨》， 载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2期。
輥輰訛 这里指除紧急状态之外其他的突发事件。
輥輱訛 参见王祯军： 《克减条款与我国紧急状态法制之完善》， 载 《当代法学》 （双月刊） 2011年第 1期。
輥輲訛 如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四十九条第十项规定， 人民政府可以采取防止发生次生、 衍生事件的 “必要措施” 等， 拟成为政

府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依据。
輥輳訛 参见史锴： 《应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思考———紧急状态下权力扩张与公众权利的博弈》， 载 《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第 1期。
輥輴訛 参见秦扬、 李俊坪： 《突发事件应急状态紧急处置权法律规制探析》， 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第 4期。

三、 一个特别因素： 行政应急行为的特殊性

传统行政学理论是建立于常态行政活动相关之上的， 立足于权力制衡与司法控制， 其内部逻辑
和结构均服务于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检视， 规定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面面俱到， 涉及主体、
行为内容、 程序等方方面面。⑧ 突发事件发生时， 社会秩序混乱， 公众呼吁快速决策， 但政府缺乏相
应经验和固定的行为模式， 行政应急行为应运而生。 有学者指出， 行政应急行为带有一定的法政策
学导向， 主要是为了保障手段能够达成目标， 而不再是为了告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如何解释和运
用法律， 或建立司法审查的标准， 合法性要素被弱化， 工具性与合目的性被强化。 传统行政法学下
行政行为的授权依据、 构成要件及法律效力等重点问题 “退居二线”， 着重处理哪些行政手段能够
最为有效地实现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目标， 以及该手段适用领域、 功能效用、 适用限制等问题。⑨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定性关系到我们衡量该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时的框架选择， 在评判该
政策前， 我们首先需要回答出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应急行政行为。

应急行政行为的逻辑起点在学界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突发事件是其法定前提，⑩ 另有学者将其
局限于紧急状态或定义为公共危机。輥輯訛 从实定法层面看，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三条规定， 突发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 事
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由此可见， 突发事件发生后， 政府即拥有了法定行政应急
职权。 需要说明的是， 应急行政行为的适用范畴争议可能在于对行政应急职权的理解差异。 根据
《突发事件应对法》 的规定， “紧急状态” 属于突发事件中的特别重大级别， 紧急状态与狭义的突发
事件輥輰訛 下政府均被赋予了实施应急行政行为的权能， 但是由于紧急状态下常态宪治秩序被打破， 这
种权能会得到空前的强化， 有学者将其称为 “国家紧急权”。 从宪法保留等宪治理论以及各国的立
法实践来看， 紧急状态应是公民基本权利克减的唯一合法理由。輥輱訛 然而， 目前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缺
失、 现有立法对不同等级相应的应急状态未作明确区分， 可能导致克减权被滥用。輥輲訛 紧急状态的要件
包括存在大范围危险事态、 威胁公共安全与正常宪法秩序、 经国家有权机关宣布三方面，輥輳訛 而本次新
冠肺炎国家并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应属于狭义的突发事件范围， 政府可以采取诸如行政征用、 行
政强制等行政应急行为， 但不得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輥輴訛

同时， 突发事件下并非仅存在应急行政行为， 在多数情况下， 突发事件出现后， 仅有部分权利
义务关系发生改变， 常规行政行为与应急行政行为是可以并有必要并存的。 例如， 行政机关仍会依
法吊销某企业的营业执照等。 另外， 突发事件涵盖预防与应急准备、 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与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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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参见前引讁訛， 戚建刚文。
輥輶訛 参见代正群： 《法治视野下的应急行政行为》， 载 《岭南学刊》 2008年第 4期。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史锴文。
輦輮訛 参见付子堂： 《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3年第 4期。
輦輯訛 参见胡建淼： 《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38页。

援、 事后恢复与重建各个环节，輥輵訛 但并非所有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措施均属于行政应急行为， 行政应急
行为具有高度紧迫性与必要性， 其与常规行政行为在基本原则、 手段与方式、 行政程序等方面都应
存在明显不同， 会导致一定程度集中权力、 限制权利以及简化程序等， 基于此， 我们应审慎区分与
突发事件相关的常规行政活动与应急行政活动。 两者具有以下三点主要区别： 目的上， 前者是以相
对理性的方式发现行政事务的真相， 后者则是尽快控制危机事件； 时间上， 前者有充分的时间斟酌
与修改， 后者的反应时间极为有限； 信息上， 前者可通过民主协商、 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获取充分材
料， 后者无法在极有限的时间内掌控所有信息， 只能在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存在时， 选择较优方案，
无从鉴别并挑选出最优方案。輥輶訛 总体来说， 行政应急行为与危机控制直接相关， 需要行政主体当即作
出决断， 即该行为与控制突发事件蔓延的联系愈紧密， 则受应急行政原则的影响就愈大， 与其联系
愈疏离， 则受常态行政法理论的影响愈大 （如图 1）。

然而实践中， 突发事件下的应急行政活动与常规行政活动往往具有一定混淆性， 难以严格区
分， 但我们可以通过排除法的方式将应急行政行为的范围做一定限缩。 笔者认为， 设定福利应被绝
对排除于应急行政决策之外。 应急行政决策应围绕控制突发事件蔓延， 促进社会秩序恢复这一中心
主题， 更多地应是一种不得不为的 “权宜之计”，輥輷訛 而设定福利， 规定优惠政策属于一种肯定性的法
律后果， 是对某些行为的激励与奖励， 能够引导行为人去做政府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輦輮訛 其虽与达成
应急行政目标有一定关系， 但不具备应急行政决策所应具有的时间紧迫性， 在作出最终决策前， 制
定者有充分的时间衡量与完善， 最终制定并实施最优方案， 属于与突发事件相关的非应急内容。 因
此， 制定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不属于突发事件下的应急行政行为， 应从常态行政学理论的视
角审慎思考， 找准其在常态行政活动中的法律定位， 从主体、 行为内容、 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考量。

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法律定位

从表面上看，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属于行政赋权行为，輦輯訛 是一种受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图 1： 常态行政活动与应急行政活动的特点

与控制危机蔓延、
恢复社会常态的
相关度

常态行政活动 应急行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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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参见方世荣：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18页。
輦輱訛 参见姬亚平： 《论行政奖励法制的完善》， 载 《科学·经济·社会》 2006年第 3期。
輦輲訛 参见叶必丰： 《行政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85页。
輦輳訛 参见钱宁峰： 《论 〈行政奖励法〉 的立法思路》， 载 《河北法学》 2014年第 8期。
輦輴訛 参见杜一平、 张闯： 《基于行政评价的行政权规范研究》， 载 《河北法学》 2012年第 2期。
輦輵訛 参见陈士林： 《论行政奖励的立法规制》， 载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4期。
輦輶訛 参见王颖： 《政府利益内在性抑制与服务型政府构建》，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09年第 4期。
輦輷訛 参见姬亚平： 《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奖励中的运用》， 载 《求索》 2007年第 3期。
輧輮訛 参见孙守相： 《我国行政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载 《行政与法》 2010年第 6期。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符合行政奖励行为的基本特征。輦輰訛 行政奖励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调动和发扬人们的
积极性与创造性， 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作出突出贡献、 模范遵纪守法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
以物质和精神鼓励的行政行为。輦輱訛 有学者提出， 现有的行政奖励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精神
性奖励。 大多表现为荣誉性奖励， 如表彰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二是物质性奖励。 包括奖品和
奖金， 如国家级科学进步奖即设有奖金。 三是优惠类奖励。 即刨除精神性奖励、 直接的物质奖励
外， 诸如给予升职机会此类奖励。輦輲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属于优惠类奖励。

行政奖励内部又可分为与特定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奖励及与荣誉制度有关的行政奖励 （即政府
奖励）。 前者附着于特定的行政活动之上， 目的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 更好地促进行政活动的
展开，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行政机关给予行政相对人的税收优惠。輦輳訛 有学者认为， 其本质上是一种行
政评价制度， 能够准确、 恰当地衡量行政行为的质量，輦輴訛 应对其给予更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而后者，
奖励侧重于公民对国家、 社会作出的突出贡献， 这种贡献常常是一种利他性的道德行为， 公民不再
由于完成了特定的行政活动而被给予奖励。 此时政府作为国家这一抽象身份的具象代表， 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弱化， 侧重体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医务人员享受子女入学优惠政
策， 是基于利他性的道德行为， 不附着于特定的行政活动， 是为了奖励医务人员在疫情中对国家、
社会做出的贡献， 增强人们对国家、 社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与行政活动的关联性弱， 显然属于后
者政府奖励的范围， 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较与特定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奖励更小。

由于行政奖励受行政管理影响大， 传统法学理论又忽视奖励对社会的调整作用， 错误地认为奖
励手段作为授益行为不会侵犯公民权益和社会公益，輦輵訛 导致行政奖励规范缺失， 制度建设不完善， 权
力色彩浓厚， 各色奖励乱象频现。 相较遍地开花的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 行政处罚研究， 我国行政
法学界对于行政奖励的研究也相对匮乏。 但正如阿克顿所言：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
对的腐败。” 政府执掌公权力， 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社会， 但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 却存在着偏
离公共利益的可能。 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 这一问题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輦輶訛 行政奖励作为一把
“温柔的钢刀”， 同样有可能存在权力滥用、 误用的情形， 不良、 随意的奖励可能损害政府公信力、
破坏社会公平， 产生严重的负效应。輦輷訛

行政奖励的实质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公共利益进行再分配的过程， 分配不当即会侵犯公民的合
法权益。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使部分公民受益的同时， 可能折损其他公民平等入学的权益，
如若把本属于其他公民的利益不恰当地分配给受益人， 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我们有必要对其进
行规范。 然而， 实践中政府奖励未有统一立法、 行政程序法亦尚未出台， 政府奖励的有关条款散见
于单行法律、 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十分笼统， 可操作性低， 设定程序、 法律后果、 救
济方式等尚不明了， 其是否应受行政公开、 听证、 事后监督、 回避、 时效等制度的规制也未有明确
答案。輧輮訛 例如，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 第九条只是对参加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相关人员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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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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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版， 第 358页。
輧輰訛 参见戚建刚： 《我国应急行政主体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载 《法商研究》 2007年第 3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戚建刚文。
輧輲訛 参见赵宏： 《疫情防控下个人的权利限缩与边界》，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律激励措施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基于现有理论研究与立法的不足， 对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
分析没有能够套用的现成的政府奖励规制框架， 需要谨慎地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深入探究。

五、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完善路径

医务人员在抗疫全局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伟大的逆行者， 对其给予表彰和奖励具有目的正
当性， 符合政府奖励的目标， 迎合我国人文主义精神的要求。 然而， 各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
策颁布实施的同时， 质疑声源源不断。 “一个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以民众的广泛接受为
基础， 而相当数量的不满和反对现象的存在所标示的则是法律一种病态而非常态。”輧輯訛 医务人员子女
入学优惠政策的目的正当性毋庸置疑， 但其制度设计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一） 起点———设定主体与文件层级

本文讨论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主要聚焦于设定阶段。 如前文统计， 各地各级医务人员
子女入学优惠措施的制定、 发布主体存在差异， 若从主体存在状态上来看， 可分为临时性主体与常
设型主体， 其中， 前者大多体现为临时应急指挥部或疫情防控小组； 从行政区划的层级来看， 省、
市、 县各位阶的行政主体均出台有相关文件。 基于篇幅所限， 本文难以对政府奖励的设定主体提出
完整构想。 仅针对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的设定过程， 笔者提出以下两点。

第一， 应谨慎选择临时性应急主体。 临时性应急主体较为灵活， 较少受制于行政组织法以及编
制政策的刚性约束，輧輰訛 更便于 “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在事件处理后随即解散， 运行的成本较低， 不
必支付日常维持费用， 符合行政经济原则的要求， 但是其弊端在于被撤销后相关人员回到原单位，
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明确， 且实用主义倾向浓厚， 规则意识淡薄。輧輱訛 临时性应急主体为了追求立竿
见影的效果， 会牺牲掉一定的程序正义， 应将其发挥作用的场域严格局限于突发事件下的应急行政
活动中。 诸如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等福利设定有充分的评估、 考虑时间， 应被绝对排除于应
急行政活动之外， 更适合通过常设型主体制定、 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 各地出台的医务人员子女入
学优惠政策大多只涉及相关文件中的部分条文， 其余条文规定有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 安
排医务人员作息时间等内容， 笔者以为， 此类内容与政府奖励的差异较大， 与行政应急行为联系紧
密， 具有出台的紧迫性。 更可取的方式是对两者作出区分， 使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等政府奖
励通过专门性立法进行规范。

第二， 现有政策设定主体多元， 相关文件层级较低， 缺乏系统性， 合法性亦待补强。 各地医务
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见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规定的层级较低， 内容 “五花八门”。 在讨论此问
题之前，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能够涉及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 如前文所述， 设定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不属于行政应急措施， 因此不存在法律保留原则向应急防控公益目的退让的
场景。輧輲訛 而从权力分工的角度看， 设定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措施， 属于设定行政法关系的范畴，
广泛意义上来说， 其带有一定的立法性质。 这种权力与通常意义上行政主体的管理权不同， 属于对
社会秩序的设计， 偏重于表达国家意志而非执行国家意志。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虽然属于多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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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参见林秋萍： 《行政法领域的 “设定权” 与 “规定权”》， 载 《河北法学》 2014年第 11期。
輧輴訛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彭盛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77页。
輧輵訛 参见秦前红、 徐志淼： 《论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法规立项和起草的过程为中心》， 载 《荆楚学刊》

2015年第 3期。
輧輶訛 参见关保英： 《论行政关系的设定权》，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 2期。
輧輷訛 详见 《行政处罚法》 第九条至第十四条。
輨輮訛 参见陈新民： 《行政法学总论》， 台湾三民书局 1995年版， 第 54页。
輨輯訛 法律保留原则涉及法律与行政的关系、 权力分工、 权利保护与实现等， 内涵非常丰富而复杂， 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和表述，

因此笔者从两个视角切入进行分析。 参见乔亚南： 《政府职能转移的合法性与法律保留原则》， 载 《理论探索》 2018年第 1期。
輨輰訛 仇婷婷： 《从单一控制到综合规范———服务政府理念之下法律保留原则的演进》， 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4年第 2期。
輨輱訛 我国 《立法法》 第八条规定了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 但是对于基本权的重要性保留贯彻得不够彻底， 仅限于涉及公民人身

自由、 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其他的基本权利， 尤其是政府转型后的社会权没有规定。 《立法法》 第七十二条、 第七
十三条规定了地方性法规的权限， 设区的市仅能就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作出创制性规
定。 基于此， 笔者认为将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的设定权赋予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较为
合适的， 既能够保证奖励设定的灵活性， 又可以保证奖励设定不过于随意， 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权力，輧輳訛 但正如孟德斯鸠曾说 “当这三种权力即法律制定权、 公共决议执行权、 私人犯罪或纠纷裁判
权为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所掌握和行使时， 那么一切都将走向灭亡”，輧輴訛 权力集中的危险性以及
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应然定位輧輵訛 促使我国在授予行政系统立法权时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例如 《立
法法》 第八十条、 第八十二条严格限定了规章设定行政法关系的范畴；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
法》 等的立法取向均为限制设定权的行使。輧輶訛 其中， 《行政处罚法》 明确了设定行政处罚的各级行政主
体， 规定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是最低层次的设定主体。輧輷訛 当然， 政府奖励不同于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
在当今社会公民所处的环境、 条件各不相同， 需求千差万别的情形下， 恪守负担行政领域严格的法
律创制和法律保留原则輨輮訛 不利于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服务职能， 设定政府奖励应遵从较为宽松的法律
保留原则。 从基本权利的角度看，輨輯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法律保留的
制度内核即是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 防止公民自由、 权利受到减损。 换言之， 某项行政行为倘若不
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权利的损失， 即使未经法律明确授权亦可为之。 因此， 政府为公民提供社会服
务等授益行政行为时， 依法行政的要求理应转变为较为宽松的法律保留原则。 当然， 当被服务对象
的权利享受状态受到影响， 或是突破某个具体被服务对象， 波及其他社会主体时， 该服务行政仍应
依据规范，輨輰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即有可能对其他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构成实质性减损。 基于
上述双重视角，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仍应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限
制， 但此处的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干预行政下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 根据我国 《立法法》 的精神，輨輱訛

在各地教育资源差距较大， 公民需求各不相同的现实背景下， 将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设定
权限交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较为合适的， 其能够保障政府奖励灵
活性的同时， 杜绝奖励设定过于随意。 因此， 笔者认为各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合法性补
强还有待省级地方人大的补充性授权。

另一个问题是现存的规范性文件内部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 应进一步整理与规范。 如上文所
述，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的省级文件与中央文件规定不一致、 市级文件与省级文件规定有出入的
情形屡见不鲜。 我国 《立法法》 对于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效力作出了较为明
确的规定， 但对于各级主体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尚未被明确。 其他规范性文
件作为在法律体系中数量庞大， 对公民权利和义务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类法律文件， 性质和地位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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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輲訛 参见黄金荣： 《“规范性文件” 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 载 《法学》 2014年第 7期。
輨輳訛 参见袁曙宏： 《治理一下 “乱奖励” 如何》， 载袁曙宏： 《社会变革中的行政法制》，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74-277页。
輨輴訛 应松年： 《行政程序立法的几个问题》， 载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 2期。
輨輵訛 参见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41页。
輨輶訛 参见应松年：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 载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2期。
輨輷訛 参见程通、 南丽军：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建设探讨》， 载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9年第 2期。
輩輮訛 参见杨书军：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3年第 2期。
輩輯訛 参见崔浩：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 载 《法学论坛》 2015年第 4期。

不甚明确。輨輲訛 这可能是导致各地、 各级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互不相同、 各行其是的原因之一。
各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会导致优惠政策缺乏体系性， 引发社会矛盾， 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还会对社
会法治产生巨大的危害。 实际上， 基于制定主体的职权性质， 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仍然可能存在一
定的效力优先性， 如制定主体均为政府时，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存在领导关系， 上级政府的文件对
下级政府应具有约束力。 同时， 中央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效力， 省、 市、 县等各级文件在
本级行政区划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各级奖励政策仍应遵守上位文件的规定。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有学者提出， 应对乱奖励要从源头抓起，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哪一级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有权设定何
种奖励。輨輳訛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 应出台统一的 《行政奖励法》 对不同层级的行政主体可以
制定何种行政奖励关系进行明确， 当然， 《行政奖励法》 对各级行政主体的设定权不宜规定过细，
应避免完全式列举， 赋予行政主体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 《立法法》 所体现出来的 “制定主体等
级决定效力等级” 的观念， 各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应遵循上级文件的精神， 在上级文件规
定的范围内 “因地制宜”， 以保证政府奖励内部的逻辑自洽。

（二） 过程———公众参与与专家意见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行政程序的正义、 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行政实体内容能否正确顺利
地实施。”輨輴訛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健全的法律， 用武断、 专横的程序执行， 难成良效； 不良的法律，
用健全的程序去执行， 可以削弱其本身的负效果。輨輵訛 然而， 由于行政程序法的缺位， 我国目前尚未形
成规范地方政府决策程序的统一立法。輨輶訛 同时， 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像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那样具备
全国性的统一程序规范，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亦仅是从内部技术处理层面作出了规定。
某些地方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以弥补这一不足，輨輷訛 但各地在名称到制定程序各
个环节的内容差异很大， 甚至有些凌乱， 会对法制统一造成破坏。 各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均规定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诸如 《关于全面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 此类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有待国家统一立法， 然而， 其中专家意见和公众参与是不容忽视的两个
要素。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应引入适度的公众参与。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众参与应区分两种情
形。 第一种， 规范性文件只是对现有法规定的细化、 解释。 此时， 规范性文件的民主性已经体现在
原有的规定中，輩輮訛 无需再强调公众参与。 第二种， 规范性文件属于创制性的法律文件。 医务人员子女
入学优惠政策即属于第二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仅宽泛地规定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作出贡献的人员， 给予表彰和奖励， 并未说明奖励的种类与方式等。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本质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行政奖励方式。 但是这一制度形成的过程缺乏直接的民主基础， 自然会产生
民主正当性不足的质疑， 且其没有立法程序严格， 行政机关仅仅是通过自身渠道搜集信息， 不可避
免会产生信息不对称和片面性。輩輯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对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 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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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輰訛 参见张欣： 《我国立法电子参与有效性的提升———基于公众参与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2015-2016 年） 的实证研究》， 载 《法
商研究》 2018年第 2期。

輩輱訛 参见管华： 《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宪法规制》， 载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该文虽然讨论的是 “高
考加分”， 但本文探讨的对象同样符合其所述 “平等权的穿透与投射功能”。

輩輲訛 参见莫静： 《考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研究———以我国高校招生录取阶段为例》， 载 《研究生法学》 2013年第 6期。
輩輳訛 参见周永坤： 《教育平等权的宪法学思考》， 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年第 2期。
輩輴訛 参见陈云生、 蒋剑华： 《宪法视野下的教育平等权初探》， 载 《河南社会科学》 2014年第 6期。
輩輵訛 参见杨建顺： 《论科学、 民主的行政立法》， 载 《法学杂志》 2011年第 8期。

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的妥协， 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应当介入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和立法意愿。 与此同
时， 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不容忽视，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众参与方式可与规章、 行政法规不同， 可
引入电子参与法律制度，輩輰訛 利用中介机构、 行业协会等快速收集意见。 仅就中考入学优惠政策而言，
平等入学权带有宪法上平等权的性质，輩輱訛 另有学者认为属于宪法上受教育基本权利的子权利，輩輲訛 其牵
动着亿万考生与家长的心， 决策出台过程中应当听取各方利益群体的意见。 尤其是在当前教育升学
竞争压力巨大， 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境下， 直接的加分必定会影响到其他学生受教育的机会， 破
坏教育公平体制。輩輳訛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应注重专家参与。 一是法学专家的专业知识能够保障该规范性文件
的合法性， 增强可接受性。 该政府奖励与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及平等权存在一定冲突， 政策作出前应
邀请法学专家进行谨慎的价值衡量， 要对政策是否确有必要， 能否达成目的， 与被侵害的价值相比
何者应优先， 是否有更恰当的方式等作出精准判断。輩輴訛 二是教育、 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可提供知识， 增
强该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輩輵訛 三是专家的意见是客观的、 理性的， 能够阻碍部门利益造成的偏差。

（三） 终点———内容优化与有效监督

目前， 就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 “外观” 而言， 各地的文件仍存在着许多空白与缺失。
完整的政府奖励规定应涵盖奖励主体、 奖励条件、 奖励方式、 奖励程序、 经费来源、 监督与救济等
各个环节。 然而， 由于政府奖励不像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各地的文件规范
性程度不够高， 在执行过程中会萌生许多困难。 据前文统计， 以报考普通高中学校优惠的具体办法
为例， 广东、 江苏、 重庆、 西藏等地目前仅作出了原则性安排； 甘肃、 湖南、 山西、 宁夏、 山东等
地则简单地作出了概括性规定； 湖北、 云南、 江西三地的省文件虽均规定有中考加分政策， 但江西
仅规定了加分幅度， 湖北在规定加分幅度的基础上交由具体市、 州进行制度细化， 云南则还规定了
加分的方式与相关责任部门。 江西抚州市教育局的文件则在江西省文件的基础上细化了加分申请的
方式与职责部门。 然而， 各地各级文件虽有繁简差异， 却无一例外地缺乏奖励的实施程序、 监督及
救济等重要内容。 要补足以上缺失， 亟待统一的行政奖励法作出具体规定， 在此之前， 各地的各级
文件应注重衔接， 形成完整的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就其实质内容而言，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面临的主要争议是： 一是受众范围的合理性异
议。 如民警、 清洁工等各行各业的抗疫人员并未享受同等待遇， 而一线医务人员亦并非人人有符合
资格的子女， 是否存在不公平； 二是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异议， 即优惠政策是否侵害了教育公平， 此
种侵害是否确有必要。 据上文统计， 各地政策规定的优惠群体存在差异， 小至其中获得表彰以及被
认定为烈士的医务人员， 广至所有一线医务人员。 另外， 各地的政策中不乏有 “作出突出贡献” 这
样的不确定概念， 需进一步解释。 实际上，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的相关规范凝聚了价值衡量、 治
理理念和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 在我国教育资源稀缺，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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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輶訛 参见彭泽平、 金燕： 《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透视及其治理》， 载 《中国教育学刊》 2015年第 11期。
輩輷訛 参见潘墨涛： 《行政奖励科学化： 原则、 机制和保障》， 载 《理论探索》 2012年第 2期。
輪輮訛 各省市经政府批准， 由政府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也应将其制定主体认定为政府。 目前从 《宪法》 《组织法》 的精神以及现

实的考量来看， 人大常委会不审查政府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 各地教育局制定的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不属于备案
审查的范围。

輪輯訛 参见谢维雁、 段鸿斌：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立法备案审查的几个问题》， 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1期。

輪輰訛 参见温辉： 《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研究》， 载 《法学杂志》 2015年第 1期。

现实背景下， 出台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不仅应经过审慎的衡量与分析， 遵守程序正义， 还应
通过通俗易懂的立法释义加强相关规则的可接受性与透明度。 笔者以为， 对其中获得表彰以及被认
定为烈士的抗疫人员 （不限于医务人员） 子女给予入学优惠措施较为合理。 第一， 加分对象为极少
数群体， 对整体教育公平的影响较小。 第二， 标准具有确定性， 防止了不确定概念造成的权力滥
用。 第三， 对烈士子女等特定对象给予照顾， 弘扬了社会核心价值， 体现了积极的国家意志和道德
价值。輩輶訛

法谚有云：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效的监督是政府奖励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监
督能够有力地防止权力寻租， 亦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构建多元化的监督体制是完善政
府奖励的必备保障。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应引入多主体监督机制， 其中人大监督着重于方案
制定、 程序落实； 监察监督立足于预防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 如行贿受贿、 弄虚作假； 輩輷訛 社会公众
监督及媒体监督则体现为直接参与政策制定、 实施过程。 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手段、 标准、
评审方式、 救济途径等内容都应及时多渠道公开， 明确公众反映意见建议的路径， 及时回应公众的
诉求； 对于违法、 违规行为， 则还应加强曝光与报道。

这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地涉及医务人员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立法
机关备案审查的范围。 单就 《监督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的规定而言， 被审查主体仅限于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 不包括政府部门，輪輮訛 且审查对象仅限于决定和命令。輪輯訛 然而， 实际上我国规范性文件
名称繁多， 有命令、 决定、 公告、 通告、 通知、 通报、 议案、 报告、 请示、 批复、 意见、 函、 会议
纪要等， 我们考察规范性文件应从其实质出发。輪輰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提出：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 只要当规范
性文件影响公民权利义务、 针对不特定多数、 具有普遍约束力且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时， 无
论其名称为何， 都应将其纳入权力机关备案审查的范围内。 因此， 各省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医务人员
子女入学优惠政策虽不以 “决定、 命令” 的形式出台， 同样属于备案审查的范围。 另外， 地方突发
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 此类临时性机构颁布的相应文件也应属
于立法机关备案审查的对象。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路径选择均基于本文判断医务人员子女入
学优惠政策不属于 “急时行政” 这一前提， 应急行政下相关文件的出台则应另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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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COVID-19,� the� vast� number� of� front-line�medical�
staff�have�made�great�contributions�and�various�localities�have�successively�introduced�incentive�
measures,� such�as�providing�preferential�policy� for�medical� staff’s�children� to�enroll� in� school.�
The� issued� documents� in� different� places� are� similar� in� purpose� and� legal� status,� but� there� are�
great�differences�in�the�subject�of�release�and�specific�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The�preferential�
policy� for� the� school� enrollment�of�medical� staff’s� children�belongs� to� the� category�of�welfare�
and�is�a�non-emergency�administrative�act�related�to�emergencies.�Its�system�design�is�not�based�
on “emergency�administration”.�Therefore,� the�preferential�policy� for� the� school�enrollment�of�
medical� staff’s�children� is�not�attached� to� specific�administrative�act,� but� is� based�on� altruistic�
moral�behavior�of�medical�personnel,�which�means�it�is�to�reward�their�outstanding�contributions�
to�the�country�and�society�in�the�epidemic.�Although�its�purpose�is�justified,�it�still�has�some�dis-
putes�and�defects.�For�example,�the�normative�documents�involve�the�basic�rights�of�citizens�and�
lack� public� participation.� Such� preferential� policy�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cerned�subjects,�specific�contents,�implementation�procedures�and�supervision.

Key Words: Preferential� Policy� for� the� School� Enrollment� of� Medical� Staff’s� Children；
Emergency�Administrative�Act； Government�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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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最高人民法院研修学者， 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
创新与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研究” （项目编号： 18CFX083）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沈国兵：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纾解举措》，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第 3期。

张 建 *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下的贸易调整援助问题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背景下， 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冲击， 各国的市场活力受
到疫情干扰， 资源配置呈现出失序状态， 消费水平与就业率也遭遇挑战， 国内经济秩序亟
待修复。 贸易调整援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顺利实施、 提高国内
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由政府对因进口增加或产业转移等原因而遭
受利益损失的企业和工人实施相关援助措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工具。 其基本理念是通过对因
市场开放而遭受利益损失的产业、 企业和工人提供资金、 技术和政策援助， 发挥政府在贸
易利益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国内产业和企业的结构调整， 帮助受损产业和企业的工
人重新就业。 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缓和的背景下， 我国应着重研究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在世
界范围内的发展新动向， 在不违背 WTO 规则的前提下， 对国内产业进行援助的具体措施，
使贸易调整援助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价值。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援助 贸易调整援助 产业调整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2

引言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呈现出全球蔓延的态势，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封锁、 隔离、
防控举措。 其中， 贸易限制和航运禁令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效应， 造成全球货物
贸易、 服务贸易需求大幅萎缩， 放大了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 同时， 外贸限制措施
的非理性运用也给全球贸易造成了断崖式冲击， 部分国家公开截留国际贸易往来中的防疫物资， 德
国出台了紧缺防疫物资出口禁令， 法国出台了征用所有口罩的行政命令， 意大利宣布禁止防疫物资
出口， 这些做法使国际贸易秩序陷入衰退局面。譹訛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背景下， 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冲击， 各国的市场活力受到疫情干扰，
资源配置呈现出失序状态， 消费水平与就业率也遭遇挑战， 国内经济秩序亟待修复。 为此， 各国在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与促进贸易自由化之间徘徊踟蹰， 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经济救助计划
与疫情应对方案。 以美国为例，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连续降息， 并宣布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
政府和国会在出台 2.2 万亿美元救助方案后， 特朗普总统又宣布推行 2 万亿美元基建方案， 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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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李光满： 《疫情肆虐、 经济衰退、 油价暴跌、 粮食短缺四重危机来袭， 全球局势将向何处去？》， https://mp.weixin.qq.com/s/
U7IZBjtPa8vxsxS2OhCjuw， 2020年 4月 4日访问。

譻訛 《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在总体上接纳自由贸易的同时， 有选择地降低关税， 从而避免伤害国内利益。 具言之， 该法案设置了
例外条款， 也称逃避条款， 以便在不可预见的事态发展导致某一国内产业受到损害时暂时提高关税， 这一条款后发展为保
障措施条款。 相比之下， 《贸易扩展法案》 放弃了选择性减税， 明确承认在部分国内利益因削减关税而受损时， 补救措施不
应是限制进口， 而应是对受损者提供政府援助。

譼訛 [美] 道格拉斯·欧文： 《贸易的冲突： 美国贸易政策 200年》， 余江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版， 第 549页。

度甚至超过了 1929 年大萧条时期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 遗憾的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
高强度的经济救助政策并未有效扭转经济失调的局面， 也没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美国已然出现
大规模的失业潮，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一度达到 328 万人。譺訛 欧洲各国为了缓解疫情给经济带来
的巨大压力， 也都纷纷 “开闸放水”， 德国、 法国、 英国都释放出巨量资金。

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做到物尽其用， 保障 “好钢用在刀刃上”， 使有限的资金通过合理的制度
安排和程序设计配置给最具需求的主体， 从而妥当地达到纾解经济衰退、 促进产业调整、 激发市场
活力、 重焕企业生机的效果， 成为疫情中后期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对此， 滥觞于美国的贸易调整
援助机制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以下简称 TAA） 为决策者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对这一机制
的内在机理、 受助对象、 援助措施、 监督审查等进行研究， 有助于从专业视角探索符合我国市场规
律与企业需求的解决对策。

二、 贸易调整援助的内在机理

1960 年， 为了保护受到进口冲击困扰的美国产业， 同时也为了应对欧共体的挑战、 扭转国际收
支失衡的境况， 肯尼迪总统强调， 自由市场理念与贸易自由化原则是两党在维护国外基本安全与促
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共性所在， 对此国会应当给予两党一致的支持， 应提供制度保障。 为此， 美国于
1962 年通过了 《贸易扩展法案》， 该法案对传统的 《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的例外条款进行改革， 引
入了贸易调整援助机制， 据此对受到进口负面影响的产业、 企业、 工人、 社区提供资金援助、 收入
补贴、 再就业培训及失业补偿， 从而争取各个行业对自由贸易的全力支持。譻訛 不过， 事实表明， 在
1962 年至 1974 年期间， 美国政府的产业支持从例外条款向贸易调整援助的转变并未获得成功， 相
关产业既难以获得例外条款的保护， 也难以获得贸易调整援助。 鉴此， 《1974 年贸易法案》 没有试
图以其中一项取代另一项， 而是同时放宽了例外条款保护与调整援助的准入 “门槛”， 并将调整援
助的权限从关税委员会转移至劳工部。譼訛

就其内在机理而言，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生成具有浓厚的福利经济学色彩， 并且在自由贸易与
公平贸易的博弈间寻求平衡点。 具言之， 针对某一国家而言， 贸易自由化如同一把 “双刃剑”： 一
方面， 贸易自由化为国内经济中的出口产业提供了新的海外市场， 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加； 另一方
面， 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 某些国内产业将无法避免日益增加的进口竞争所带来的产业损害， 这种
经济损害或产业损害主要是指企业减产或倒闭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人失业。 换言之， 贸易自由化过程
中的竞争同时制造了 “胜利者” 与 “失败者”： 高效的企业在海外市场扩张的同时， 效益可以获得
增长， 成为贸易自由化竞争中的 “胜利者”； 低效的企业在面临国外竞争时， 可能会被兼并或者倒
闭， 成为贸易自由化竞争中的 “失败者”。 虽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 这种现象是符合自由贸易理
论的， 但这一 “优胜劣汰” 的过程对于企业和工人以及农产品生产者而言却是个艰难的过渡， 而且
对于一国经济结构的安全性也会造成损害。 因此， 针对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受损企业、 工人和农民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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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吕晓杰：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法律问题初探》， 国际经济法网： http://ielaw.uibe.edu.cn/fxlw/gjjjf1/gjjjfxll/11542.htm， 2020 年
4月 5日访问。

譾訛 以陈利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概括了美国贸易法上采取的自由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两分法、 进口救济与调整援助的双轨制， 有
效回应了贸易自由化引致的产业损害和结构调整问题。 参见季烨：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 2010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载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0年第 4期。

以援助和扶持， 助其实现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 经济调整的 TAA 机制应运而生。
福利经济学学者还提出帕雷托理论和补偿理论， 指出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

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 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 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
损者得到补偿。 贸易自由化所涉及的个体经济和精神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而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消费者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与贸易保护受益之间的差距 （差距的判断不以收入
为基础）。 如果国家能够使每个因贸易自由化而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从赢家 （因贸易自由化而得利
的人） 那里得到补偿， 那么该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就可以满足帕雷托最优， 从而被更多的权利主体
所接受。 因此， 从理论上看来，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是一套满足帕雷托最优理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中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譽訛

三、 我国贸易调整援助的立法实践

作为贸易救济措施中的一环， TAA 相较于传统的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更具针对性， 且具
有更为独特的补偿与恢复效果。 具言之， “两反一保” 等贸易救济措施能够在一定期间内起到限制
进口的作用， 但这些措施仅仅提供了更多的国内市场机会， 并没有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国内产业给予
补偿和扶助。 相比之下， TAA 则仅对国内受损主体予以援助， 能够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更具针对性
地促进受损者进行自我恢复和生产调整， 为具备援助资格的相关市场主体制定有序的经营计划。

为了做到未雨绸缪， 我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在 2008 年即委托清华大学法学院与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开展 《国外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的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的内容涵盖
了： TAA 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美国 TAA 立法、 发展、 实践及效果， 欧盟的 “欧洲全球化调整基金”
的主要内容和运作情况， 韩国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和日本的有关产业调整政策
等， 并分析了 TAA 与 WTO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的关系， 通过案例实证讨论建立我国 TAA 制度的
必要性， 提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建议。 2009 年， 前述课题通过专家评审并顺利结项， 作为课题的研究
成果， 课题组起草了 《贸易调整援助暂行办法 （草案）》， 该草案引发了我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界对贸
易调整援助的广泛探讨。譾訛

2010 年 9 月，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会同条约法律司赴上海市、 浙江省进行 TAA 规章立法调
研。 调研组向与会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及企业介绍了 《贸易调整援助暂行办法 （草案）》
的背景情况、 主要内容和立法进展， 并实地考察了上海市及浙江省部分代表性企业的生产经营状
况， 听取了有关企业对 TAA 草案中的申请资格及程序、 援助范围及额度等内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 2014年 4月， 商务部原公平贸易局与原产业损害调查局合并， 新组建成立了贸易救济调查
局， 统合了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等工作职责， 贸易调整援助的有关工作亦由贸易救济调查局承担。

2015 年，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第十
九条明文规定： “在减少政策扭曲、 规范产业支持政策的基础上， 借鉴有关国家实践经验， 研究建
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国情的贸易调整援助机制， 对因关税减让而受到冲击的产业、 企业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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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援助， 提升其竞争力， 促进产业调整。”譿訛 本条系中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出研究构建贸
易调整援助制度。 尽管该条款没有明确限定援助对象， 但通过措辞可以解读出其旨在对关税减让后
大量进口产品涌入而给受到损失的国内企业提供救济。 在该 《意见》 的基础上， 我国的贸易调整援
助立法工作再次步入 “快车道” 阶段， 有关规则的起草与试点工作呼之欲出。 作为探索法治创新经
验、 制度 “先行先试” 的试验田，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引入了贸易调整援助试点。 2017 年 7 月
15 日，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联合发布的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调整
援助试点办法》 （以下简称 《试点办法》） 正式施行， 有效期为 2 年。 后经评估， 该 《试点办法》 的
有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讀訛 作为亮点， 该 《试点办法》 确立的援助对象不仅适用于受到进
口冲击的企业， 还适用于出口受到阻碍的企业， 涵盖范围更为完整。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 再次使国际贸易秩序受到挑战， 全球经济形势陷入不利困局， 各国
的产业、 企业、 工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贸易调整援助机制的价值再次凸显， 其实践运用比
以往更甚。 2020 年 2 月， 为应对国际贸易形势的严峻挑战、 降低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对企业经营产生
的不利影响，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发布了 《关于申报 2020 年度第一批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调整援
助项目的通知》， 围绕着 “经贸法律援助服务” “市场信息咨询服务” “贸易结构优化服务” 征集有
关 TAA 公共服务项目， 使贸易调整援助成为备受企业界关注的议题。讁訛 当然， 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
是普遍的、 全面的， 而贸易调整援助针对的是进口冲击及出口受阻所引发的贸易损害， 不能指望
TAA 能够为所有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援助。 但是， 对于与进口商品或服务存在同类竞争关系的国内企
业， 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国内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而言， 贸易调整援助确属重要的制度工具。

四、 各国为应对疫情冲击释放的资金为 TAA提供了基础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 各国为应对疫情的冲击， 先后采取了各类经济援助计划和
应对措施， 释放了大量资金。 以美国为例，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行动来稳定和刺激经济。輥輮訛 其他国家亦纷纷效仿， 投入大量资金希望实现救市
目标， 而这些资金为贸易调整援助的有效落实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通过收集相关报道， 笔者总
结了各国采取的主要举措及公开的援助金额情况， 特整理成表 1。

如前文所言， 贸易调整援助可以使有实力的企业通过援助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来调整自己的发展
方向， 恢复竞争力， 重新进入市场。 而企业重新恢复生机， 既有利于国内贸易也有利于对外贸易。
在疫情逐渐缓解形势下， 各国政府纷纷释放出巨额财政资金， 这些资金如果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
领域、 达到刺激经济效果， 那么无疑是资源的浪费。 在面对停工停产、 失业潮加剧、 产业链断裂等
失常经济现象时， 贸易调整援助机制若能被妥善利用， 无疑将起到极为重要的经济纾困效应。 那
么， 贸易调整援助究竟应当如何进行？ 哪些主体可获得援助资格？ 经营调整计划又应当如何拟定？
陷入困局的企业与工人如何能够借助于 TAA 援助而重获市场竞争力并摆脱不利影响？ 这些问题无
疑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譿訛 张维： 《我国将研究建立贸易调整援助机制》， 载 《法制日报》 2015年 12月 18日第 2版。
讀訛 胡语宸： 《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实施路径探析———兼评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办法》， 载 《海关与经贸研究》 2019年第 2期。
讁訛 《关于申报 2020 年度第一批上海自贸试验区贸易调整援助项目的通知》， 上海公平贸易服务网： http://fairtrade.sww.sh.gov.cn/

pi/action/piHome/news_page News?levelCode=publicService&newsId=3043， 2020年 4月 7日访问。
輥輮訛 韩巍： “《新冠病毒援助、 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 2.3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 https://mp.weixin.qq.

com/s/_Mz6DbfERs_w1gItzTselA， 2020年 4月 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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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https://www.majorityleader.gov/sites/democraticwhip.house.gov/files/Senate%20
Amendment%20to%20H.R.%20748_0.pdf, 2020年 4月 3日访问。

主要国家 主要举措及援助金额

美国

2020 年 3 月 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防备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补充拨款法》， 向美国
联邦机构拨款约 80亿美元， 用于包括开发疫苗、 疾病监测和提供灾难贷款等目的； 同年 3
月 27 日， 特朗普总统签署 《新冠肺炎疫情援助、 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 通过贷款、 担保
等方式为美国商业经济提供了 5000 亿美元的经济稳定基金， 其中 460 亿美元用于支持航
空公司、 货运公司和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司企业， 其余款项用于向美联储现有信用计划
或工具提供贷款、 担保以及其他投资， 并为符合条件的美国企业、 各州和当地政府提供财
政援助， 具体措施涵盖针对小型企业的薪酬保护计划、 针对个人的临时大流行病失业援助
计划、 针对医疗行业的资金援助和暂停学生偿付贷款。輥輯訛

加拿大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总额为 1070 亿加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 该数额比特鲁多政府
之前宣布的 820亿加元的救助计划多出来 250 亿加元， 该计划已经获得总督帕耶特的签署
批准。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会紧急通过 840 亿澳元的振兴经济法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澳大利亚总理莫
里斯宣布， 联邦政府推出 176 亿澳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 以保持就业、 支持家庭、 帮
助中小型企业维持运营； 为避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 澳大利亚为
商业投资提供支持， 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援助， 对受影响地区提供就业支持， 措施包括扩大
资产即时抵扣范围、 提供短期投资激励、 为纳税人提供行政救济等。

新西兰

新西兰联储在将基准利率紧急从 1%下调到 0.25%之后， 又宣布推出量化宽松 （QE） 计划，
将在二级市场最高购入 300 亿新西兰元的新西兰国债， 涉及不同期限的债券。 该计划旨在
为经济提供进一步支撑与信心， 保持国债利率位于低水平；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 将在 48
小时内将警戒等级提高至 4级， 有切断传播链的机会窗口， 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我隔离。

德国

德国财政部长舒尔茨推出 500 亿欧元经济纾困计划， 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
策； 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一系列大中企业危机应对措施， 包括短期工补贴、 延期纳税、 短缺
担保等； 默克尔总理计划推行 7500 亿欧元的一揽子纾困方案， 涵盖两部分， 1560 亿欧元
为增加社会支出， 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 500 亿欧元支出囊括在内； 另有 6000 亿欧
元的救助资金用于为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贷款。

法国

法国数字事务部长塞德里科为初创企业推出 40 亿欧元的流动性支持计划， 包括短期再融
资计划 （1.6 亿欧元）、 提前支付部分税收抵免 （15 亿欧元）、 加速支付计划中的创业投资
（2.5 亿欧元） 和现金流成本担保 （20 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法国支持经济发展的国
家援助计划； 马克龙总统称， 法国将向企业提供高达 3000 亿欧元的银行贷款， 以支持受
到冠状病毒爆发影响的企业。

荷兰

荷兰财政部长称政府将在危机经济援助上投入 100 至 200 亿欧元支持一个季度的一揽子计
划， 具体援助措施包括企业可延期纳税、 对遭受打击的企业支付 4000 欧元紧急补助、 针
对失业自由职业者及个体户发放为期三个月的生活补助、 针对工时缩短的员工设立薪酬补
贴计划、 为企业银行贷款提供 15亿欧元担保等。

意大利

意大利总理府通过 250 亿欧元的 《意大利援助法案》， 对意大利的家庭、 企业、 个人实施
精准援助， 包括为所有人提供 9 个星期的工资保障金、 暂停税收及房屋贷款、 给看孩子的
家长进行补贴等； 政府拿出 50 亿欧元资金作为全民保障金， 支付给因停工而暂时没有收
入的人群 9 个星期 80%薪资， 即使雇员少于 5 人的小微企业也适用。 旅游业、 季节性工人
等在获得 9 个星期收入的情况下还可再拿到 600欧元津贴。

表 1： 各国为应对新冠疫情纷纷推出经济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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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构建贸易调整援助机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 立法体例的选择及其考量

基于援助对象及制度定位的侧重点不同， 国际上关于 TAA 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五类模
式： 其一， “两条路线三类项目” 的美国模式， 美国的 TAA 立法不仅包括依附于保障措施条款的间
接路线 （亦称 “201 路线”）， 还包括独立于保障措施条款的直接路线 （亦称 “TAA 路线”）， 前者针
对不同形式的贸易行为提供对应的进口救济 （如关税、 配额） 与贸易援助， 后者则由相关申请者直
接向美国关税委员会提出资格审查申请， 待通过资格审查后再向劳工部或商务部请求援助利益；輥輰訛

其二， 专为受到全球化负面影响或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失业的工人而实施一次性援助的欧盟模式，
此类模式仅限定于劳工市场， 而不及于企业或农民；輥輱訛 其三， 从正面鼓励和促进优质产业发掘出口

西班牙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 2000 亿欧元 （占西班牙 GDP 的 20%） 援助计划缓解疫情影响； 该
计划中一半资金将用于企业信用担保， 其余将用于援助弱势群体， 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
金， 并允许受疫情影响群体暂停偿还抵押贷款。

阿联酋

阿联酋内阁会议批准 1260 亿迪拉姆的经济刺激计划， 还批准了包括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小微企业运营成本等多项新的措施， 为阿联酋经济发展予以更多的支持； 阿联酋中央
银行宣布推出 1000 亿迪拉姆经济刺激计划， 向阿联酋所有商业银行划拨 500 亿迪拉姆抵
押贷款以及从银行缓冲资本中释放 500 亿迪拉姆资金， 允许所有银行使用不超过 60%的留
存资本缓冲， 并向受疫情影响的私营企业以及零售商户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便利， 暂时免除
支付未偿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政府宣布 1200 亿里亚尔的刺激措施， 支持受到新冠肺炎和石油危机的双重打
击而大幅降低的油价。 该笔款项包括利雅得此前宣布的 500 亿里亚尔一揽子计划， 以支持
中小企业。 另有 700 亿里亚尔援助计划， 包括推迟缴税和免除各种政府税费、 免征出口关
税， 推迟向政府支付一些私营部门的费用以及推迟征收进口关税， 允许雇主将免费延三个
月的出入境签证， 并使企业可以在未来三个月内推迟支付增值税、 所得税和其他税款。

韩国

韩国政府分阶段为中小企业提供 150 万亿韩元的支援对策， 并推出其他刺激措施， 以支持
该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 包括维持小工商户、 大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 为失业者
提供支援； 助力公共部门和民间创造就业； 为劳动者和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等。 韩国政府
采取了降息、 追加 11.7 万亿韩元预算和增加美元供应等措施， 并公布了多轮特别对策， 包
括约 16 万亿韩元 （1 元人民币约合 180.7 韩元） 财政拨款、 提高刷卡消费个税抵扣比率、
向小微企业提供增值税优惠等。 为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 韩国还启动了 24 小时监
控系统， 加强对外汇流动性的监督管理。

柬埔寨

柬埔寨政府决定建立临时联合融资机制， 协助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低息贷款， 并成立
“中小型企业政策委员会”， 研究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策略。 政府还计划向柬埔寨农村
发展银行提供 5000 万美元资金， 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并将给一些国内企业为期 6
个月至 1 年的 “免税假期”。

泰国 泰国议会批准 4000 亿泰铢的经济刺激计划， 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优
惠贷款及税务减免， 该计划预计可在国内新增 1400 万个工作岗位。

（接上页表）

輥輰訛 Steven D. Schwinn,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at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Year in Review”, ( 2009) 41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7, p.160.

輥輱訛 Stephen Kim Park, “Bridg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Gap: Reforming the Law of Trade Adjustment”, (2012) 43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97, p.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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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潜力的加拿大模式， 从立法着重点的侧重方向来看， 这种立法定位的重心不在于为受损产业提
供扶持和援助， 而在于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提供助推作用；輥輲訛 其四， 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融
合、 援助衰退产业转型换代的日本模式， 尤其以特定产业的机构改善和临时整顿为特色；輥輳訛 其五，
以国际上的 FTA 促进和带动国内法改革的韩国模式， 韩国之所以制定专门的 TAA 立法， 是为了与
其签署的大量 FTA 形成有效的呼应和衔接， 特别是其国内的农业渔业 TAA 措施， 直接源自于实施
FTA 的现实需要。輥輴訛

就 TAA 制度在中国的立法体例而言， 存在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由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等几种主要的路径。 在这些不同的立法体例和制定模式中， 究竟何者更
为适宜， 不仅需要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以下简称 《立法法》） 的基础， 还需要与国内相
关联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比照和衔接。 首先， TAA 立法属于广义上的对外贸易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 而对外贸易并不属于 《立法法》 第八条所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制定法律
并不是 TAA 立法的唯一选项。 其次， 如前文所述， TAA 作为一种贸易立法的工具， 主要是配合反
倾销、 反补贴、 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的， TAA 从性质上分析应属于公平贸易理念
下的贸易救济补偿机制。 我国现有的反倾销、 反补贴、 保障措施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 如
果 TAA 立法也能采取此种模式， 能够更好地弥合 TAA 与贸易救济之间的制度关系。

（二） 援助对象的界定

通过立法明确有权申请贸易调整援助的主体 （即受助对象）， 可以清晰地界定何者可申请援助，
何者不可申请援助， 从而使援助利益的授予更具针对性。 如前文所言， 在美国的 TAA 立法中， 广
泛涵盖了因贸易自由化而导致利益受损的企业、 工人、 农民、 社区， 这与其国内的工农业发展模式
是紧密相关的。 而上海自贸区的 《试点办法》 则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内企业， 而未提及农民或工人等
主体的援助问题， 其中包括国内销售企业， 也包括出口导向型的国内企业， 如果这些企业因进口激
增、 外企低价倾销、 在出口国遭受严重壁垒或贸易摩擦而受到不利影响， 即可寻求援助。輥輵訛 与此同
时， 《试点办法》 排除了非因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而是单纯因企业的经营不善所提起的援助申请，
这一限制性要件， 可避免国内企业滥用 TAA 制度耗费公共资源。 可见， 上海自贸区的 TAA 立法仅
限于企业 TAA 项目， 而没有专门的农民 TAA、 工人 TAA、 社区 TAA 等项目， 这实际上与我国相关
产业的发展模式是紧密相关的。 以农业 TAA 为例， 美国的农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 市场化、
现代化、 技术化经营， 农场系以商业企业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的， 其直接参与进出口国际贸易竞
争， 而相比之下， 中国的农民主要是以个体的方式参与小农经济， 不仅市场化、 企业化程度远远不
及美国农民， 而且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运用能力也有显著差异。輥輶訛 有鉴于此， 在中国的 TAA 立法中，
应当将援助主体限定于因国际进出口贸易变化 （尤其是进口增加） 而遭受不利影响和经济损失的国
内企业。 此外， 为了避免审查标准的主观化， 《试点办法》 第三条细化了申请援助的主体条件， 主

輥輲訛 Lysenko Dmitry, Mills Lisa and Schwartz Saul, “Does Canada Need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2017) 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91, p.110.

輥輳訛 J. Mark Ramseyer, “Letting Obsolete Firms Die: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81) 22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95, p.620.

輥輴訛 蓝天： 《FTA战略下韩国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及启示》， 载 《国际经贸探索》 2012年第 1期。
輥輵訛 吴卫群： 《主动对标国际贸易投资最高标准又一制度探索创新： 上海自贸区将试点贸易调整援助》， 载 《解放日报》 2017 年

7月 8日第 2版。
輥輶訛 李瑞峰、 肖海峰： 《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农民直接补贴政策比较研究》， 载 《世界经济研究》 2006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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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是否满足援助要
素： 1. 竞争产品相似性
评估； 2. 销售区域销售
金额、 数量、 关税税率
变化情况评估； 3. 企业
损害程度评估； 4. 竞争
与损害因果性认定。

企业发起
援助申请

审核是否符合援助范
围： 1. 员工离职率；
2. 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或销售下降率。

企业符合
援助范围

企业提交计划书
并审核通过

审核是否优先援助： 1.
所在产业有提出援助申
请并立案的案例； 2. 所
在产业安全预警体系连
续发布两次预警。

企业符合
援助要素

向企业提供下列形式援
助： 市场推广、 检测认
证、 国际市场营销、 产
品设计研发、 信息化水
平提升、 风险管理咨询
及培训、 出口信用保
险、 供应链管理及融
资、 人员培训等。

企业经历 2
年援助期

对企业援助效果进
行评估： 1. 自贸试
验区委员会对企业
竞争力恢复情况进
行跟踪报告； 2. 市
商务委、 自贸试验
区委员会沟通协调
援助试点工作， 每
年进行效果评估。

表 2： 中国贸易调整援助的整体程序设计

要从员工离职的比例及产销量下降的幅度方面做出判断。 可以说， 《试点办法》 的限制条件基本能
够满足 TAA 立法的宗旨， 即受助企业需要承担其损失系由国际贸易导致的证明责任， 损失与原因
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企业的销量下降及员工的离职情况加以具体判断。

（三） 援助申请与认定程序

在确定援助主体后， 贸易调整援助的贯彻实施还需要一整套完整的程序规则， 由此将申请者、
审批者、 实施者、 监督者联结起来， 并贯通各项制度内核以实现整个援助机制的有序展开。 为了避
免因申请步骤或审批程序过于繁冗复杂而导致有切实需求的企业望而退步， 整个程序的设计需要尽
可能清晰且连贯。 基于此， 笔者设计了援助步骤如表 2。

为了保证上述援助程序的高效运行， 需要针对每个阶段设置时限要求， 通过限制各项工作的时
间节点， 使整个流程在紧密且妥当的秩序下合理展开。 此外， 为了避免不合格的企业重复提交无效
的援助申请而带来的工作负担， 应限制相同申请的提出间隔。 具言之， 当商务部决定某申请企业不
具备援助资格的， 则其在一年内不得再提出相同申请。 与此同时， 由于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宗旨在
于协助企业进行生产调整和产业升级， 因此在援助程序的各个阶段， 均应强调政府部门与申请企业
的通力配合。 具言之， 在援助程序进行中， 须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激发企业的自主性， 避免对
政府形成过多的依赖， 这着重体现在调整方案制定、 专家顾问选聘、 援助费用分摊三方面。

结语

从宏观经济视角审视，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对我国各行各业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 其中
消费、 投资、 出口 “三驾马车”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首先， 为防控疫情， 各地均展开了严格的
隔离措施， 以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 但同时也大幅降低了消费需求， 第三产业所受冲击尤其
强烈。 其次， 由于工人返城、 工厂复工的延迟， 部分生产活动难于按期进行， 制造业、 房地产、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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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trade�has�been�impacted,�the�market�vitality�of�various�countries�has�been�disturbe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has� shown� a� state� of� disorder,�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rate�have�also�been�challenged�and�the�domestic�economic�order�needs�to�be�repaired�
urgent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of�domestic� resources� and�promote� the� stable�development�of� the� national�
economy�in�the�context�of�economic�globalization,�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TAA)�serves�as�a�
public� policy�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relevant� assistance�measures� to�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who� have� suffered� loss� of� interests�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imports� or� industrial�
transfer.� Its� basic� idea�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redistribution� of� trade� benefits� by� providing� financial,� technical� and� policy� assistance� to�
industries,� enterprises� and�workers� who� have� suffered� losses� as� a� result� of�market� opening,� to�
promote� the�structural�adjustment�of�domestic� industries�and�enterprises�and� to�help�workers� in�
damaged�industries�and�enterprises�get�back�to�work.�In�the�context�of� the�gradual�relaxation�of�
the�pandemic�situation�of�COVID-19,�China�should�focus�on�the�new�trend�of�the�development�of�
TAA� system� in� the�world� and� adopt� concrete�measures� to� assist� the� industry� in�China�without�
violating�WTO�rules�so�as�to�make�TAA�give�full�play�to�its�due�institutional�value.

Key Words: COVID-19�Pandemic�Situation； Economic�Assistance； TAA； Industrial�Adjustment

輥輷訛 《24 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货物贸易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网： http://www.ccpitzj.gov.cn/
article/13318.html， 2020年 4月 2日访问。

輦輮訛 唐建伟、 刘学智： 《疫情对出口的冲击大于进口， 导致近八年来首次出现累计贸易逆差》， 天津新闻网： http://www.tjxwx.com/
cjmy/40347.html， 2020年 4月 7日访问。

建投资等领域在短期内陷入停滞状态。 再次， 由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扩散， 国际进出口贸易
无疑将受到影响。 对我国而言，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已有 120 多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入境
管制措施， 24 个国家或地区对华实施贸易限制， 提高我国商品的准入门槛或直接禁止进口。輥輷訛 据海
关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 1 月至 2月， 外国因疫情所采取的贸易管制措施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大于进
口， 我国近八年来首次出现累计贸易逆差。輦輮訛 鉴于这种情况， 借助于贸易调整援助机制对我国因疫
情原因而遭遇出口受阻或外贸损害的企业予以支持， 有助于帮助企业克服当下面临的生存危机， 应
对资金链断裂风险， 更有效地推进企业疫后复工复产， 实现转型升级， 提振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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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朱虎： 《规制法与侵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4页。
譺訛 吕忠梅、 刘超： 《拓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环保功能》， 载 《检察日报》 2018年 7月 30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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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环境侵权法与环境规制法具有类似的成本配置功能， 但环境规制法在成本配置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 制度上主要依据环境规制法来保护环境。 当然， 我们也应重视
环境侵权法的环境规制功能， 环境侵权法不仅具有客观法意义上的环境规制功能， 而且对
环境规制法具有补充性和促进性功能。 在 《民法典》 出台背景下， 需要通过解释完善环境
侵权的原因行为、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责任体系规则， 重视侵权法在环境成本配
置上作用， 以有效发挥环境侵权法的环境规制功能。
关键词： 环境侵权 环境规制 成本配置 功能互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3

民法典视角下侵权法的环境规制功能研究

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产生原因非常复杂， 需要依赖不同法律部门、 借助不同规制工具
加以解决。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现代法律出现了生态化的趋势。 《民法总则》 第九条对
“绿色原则” 的规定， 就是法律生态化在民法中的体现。 确定 “绿色原则”、 实现民法的生态化， 使
民法具有更加明确的环境保护功能， 是我国民法的巨大转变。 在 《民法典》 中体现环境保护功能，
也是民法生态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法律中侵权法与规制法的交叉与融合，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
题， “侵权法所规定的赔偿权利被认为是实现公共规制政策目标的审慎工具”。① 当前， 学术界以
《民法典》 的制定为契机， 不断探索民法与环境法对话。② 基于此， 本文主要研究环境侵权法的环境规
制功能， 并对其适用条件进行分析。

一、 规制法与侵权法的环境成本配置功能

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法主要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环境侵权法。 在大陆法系， 主要借助于不可量物
侵权来追究污染者责任； 在英美法系， 主要借助于妨害侵权来追究污染者责任。 这些侵权救济方式
在保护污染受害人权利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但在预防环境问题、 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存在较大局限。
这是由于传统的环境侵权法主要是个案救济、 事后救济， 在因果关系、 举证责任等方面都对污染受
害人极不公平。 可见， 传统环境侵权法存在先天不足。 为了改进传统环境侵权法的功能， 现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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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可以称为 “环境规制法”） 应运而生。 从成本配置的角度看， 现代环境法可以优化环境保护中
的成本配置、 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推动实现环境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配置的
公平化、 预防成本与治理成本配置的合理化。

（一） 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经济学理论认为， 环境污染是因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存在负外部性而导致的。 通过开发利用环境
资源或环境容量， 企业获得了利润， 但并不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成本， 这就是环境开发利用
行为的负外部性。 环境开发利用行为的负外部性引发了社会不公平， 需要通过设置庇古税等方式要
求企业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成本。

环境规制就是利用一定的机制来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例如采取环境税收和污染收费等方
式， 由企业而不是由社会来承担环境成本。 为了减少环境税收或污染费负担， 企业就必须提高环境
保护投入， 采用先进技术或先进管理经验， 减少污染排放或生态破坏。 外部成本内部化， 体现了污
染者负担 （或付费） 的原则， 实现环境开发利用的公平性。

环境侵权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从环境侵权法
原理上说， 企业对受害人的赔偿， 就有一部分是环境开发利用的成本， 然而这需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 即企业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有明确的受害人。 如果只是一般的环境损害， 没有明确
的受害人， 那么就很难要求企业承担环境损害责任， 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我国目前实行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就是在没有明确受害人的情况下， 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内部化。 即使如
此， 也需要解决污染者是谁、 不同污染者承担责任的比例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 通过环境侵权责任
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只针对被追究责任的企业， 是一种个案式的处理方式， 无法实现未被追究责
任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从法律效果上看， 这种责任追究方式容易使企业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同
时， 环境侵权责任是一种事后的责任， 不能直接要求企业事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现代环境侵权法
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也会对违法企业和其他企业起到威慑作用， 有效遏
制恶意损害环境的行为。 然而，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有限， 很难得到普遍的适用， 其环境成本内
部化的功能是有限的。

总之， 与环境侵权法相比， 在环境开发利用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方面， 环境规制具有较大的优
势。 环境规制通过许可、 监督、 处罚等命令—控制方式， 从源头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整， 可
以有效地提高环境保护绩效。

（二） 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配置的公平化

在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设计上， 环境规制主要体现为环境税收、 环境收费、 环境处罚等制
度。 通过统一执法， 可以平等地对企业适用法律， 将环境成本均衡地纳入企业运营成本之中， 避免
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这样的逆向淘汰。 特别是对违法企业的高额处罚， 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违
法成本。 我国目前实行的 “按日处罚” 制度， 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解决守法成本与违法
成本失衡的问题。

环境侵权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 企业增加
环境投入有利于降低违法可能， 即当企业守法意识强、 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力度大时， 造成污染的
可能性就低， 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也会低。 另外， 当有多个企业导致污染时， 守法企业比违
法企业承担的责任更低，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中， 在环境侵权责任的配置上就有这方面的规定。 这些规定有减免合法合规企业责任的目
的， 体现了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的配置功能。 但这种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是不全面的， 因为环境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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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徐祥民、 辛帅： 《民事救济的环保功能有限性———再论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的关系》， 载 《法律科学》 2016年第 4期。
譼訛 王福华： 《变迁社会中的群体诉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9页。

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大量的环境损害并不会达到环境侵权的程度，③ 而且环境侵权还必须依据环境侵
权诉讼才能实现成本的内部化。 如果没有被追究环境侵权责任， 企业的违法成本就可能低于守法成
本， 导致对企业的逆向淘汰。

正义可以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 环境规制法是事先对权利义务的安排， 是一种分配正义，
在成本配置上具有根本性； 而环境侵权法更多的是一种矫正正义， 在成本配置上具有一定的从属
性。 为了实现更高的正义， 需要从根本上来配置权利义务。 从理想状态来说， 分配正义应由立法机
关来配置。 但在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 行政机关也在不断发挥分配正义的职能， 主要体现为行政机
关通过法律解释、 行政指导这些刚性或柔性方式， 来对全社会权利义务的配置产生潜在而又实质的
影响， 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现代法院也具有分配正义的功能， 在司法能动主义影响下， 法院实际上
可以通过制定或解释规则的方式来实现分配正义。 当然， 法院的分配正义功能是不全面的： 一方
面， 法院的能动性存在较大的争议， 即使在法院内部对司法的分配正义功能也存在强烈质疑； 另一
方面， 行政机关分配正义的功能具有常态化、 全局性的特征， 而法院的分配正义功能是非常态的、
局部的。

环境侵权责任只是侵权企业承担的责任， 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环境成本的转化方面具有个别
性， 无法避免违法成本高守法成本低的现象。 通过环境规制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是一种分
配正义， 有利于纠正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的现象。 与矫正正义相比， 分配正义更加具有基础性，
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实现正义。 因此， 环境规制法能更加公平地配置企业成本， 更符合正义原则。

（三） 预防成本与治理成本配置的合理化

预防为主原则是现代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环境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体现了在预防成本与治
理成本方面的不同分配功能。 环境规制法非常重视预防， 希望通过事先预防来减少环境损害。 预防
可以分为一般预防和风险预防。 一般预防针对的是具有较大可能性的危险， 是通过预防性措施， 最
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提高环境保护的绩效， 主要由行政机关要求企业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承担更
多的预防责任， 减少可能的环境损害。 风险预防针对的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 如果说在一般预防
中主要是行政机关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预防性义务， 那么在风险预防之中， 行政机关则要承担更多
的义务， 例如许多国际条约和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 当面对一定的风险时， 即使没有明确的科学依
据， 行政机关仍然必须采取一定的符合效益原则的预防性措施。 这些规定， 极大地提高了环境法的
风险预防功能， 在环境法的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

环境侵权责任更多是一种补偿性责任， 即企业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或补救， 其预防性功能
相对薄弱。 当然， 环境侵权责任也有一定的预防性功能， 即原告对被告的实质性请求内容， 不仅仅
是损害赔偿， 还包括预防性停止。④例如， 当原告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时， 如果法院作出了禁止令裁决， 就
是一种预防性责任。 然而， 在对禁止令进行审查时， 法院需要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 对原告的申请
会进行严格的审查。

从成本的角度看， 预防成本会显著地低于治理成本， 一些环境损害甚至具有不可逆性， 必须进
行事先预防。 而行政机关采取预防性措施， 更加主动和全面、 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要求， 是一种分配
正义的体现。

综上所述， 环境侵权法也具备环境规制的主要功能， 但这些功能具有内在的缺陷。 整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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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刘水林： 《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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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法的功能更加全面， 其方式更加符合环境保护的规律。 环境保护需要运用不同法律部门的
手段与方法， 例如刑法、 民法、 行政法的手段与方法， 形成了环境刑法、 环境民法与环境行政法，
这些法律共同组成了现代环境法。 现代环境法主要借助事前的环境规制， 而不是事后的环境侵权救
济， 因为环境规制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正如学者所言： 风险规制法是以事前规制规则为主、 以事
后责任为补充的防止风险致害的法， 是以事前规制为中心的法。⑤ 环境规制法具备风险规制的全部特
征， 是一种以事前规制为主体、 事后责任为补充的法律制度。

二、 环境侵权法规制功能的再发现

虽然环境规制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但环境侵权法的环境规制功能也不可忽视。
随着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出现， 环境治理向多元化方向演进， 环境侵权法的规制功能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

如果说环境规制法主要是一种行政实施模式， 那么环境侵权法则主要是一种司法实施模式。 即
“过失侵权责任可以理解为事后版的命令—控制工具； 严格责任可以理解为事后版的庇古税制， 只
是它们需要由法院来实施”。⑥ 也就是说， 从规制的角度看， 环境侵权法是由受害者提起、 由法院加
以实施的一种规制。 这种规制模式是对行政规制模式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 具有其内在的价值与功
能。 申言之， 环境侵权制度的规制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客观法意义上的环境规制功能

传统侵权法解决的是私人权益保障问题， 是一种私益诉讼， 属于主观诉讼， 目的是维护原告自身
的权益。 但侵权法本身也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 “追求公共利益是侵权法的固有目的之一”。⑦

特别是现代侵权法， 实现公共利益的功能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所言， 环境权及消费者保护这类诉讼
经常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出现， 不仅具有获得救济的目的， 还具有通过诉讼实现公共政策变动的目
的。⑧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 这种诉讼不仅具有个案救济功能， 还具有普遍的规制功能， 是一种客观
法意义上的环境规制。

首先， 环境侵权诉讼具有社会效果。 现代法律具有公共性， 与私法相比， 民事诉讼制度的公共
性更加明显， 民事诉讼可被理解为保护私益的公共秩序， 也就是诉讼公共秩序。⑨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
诉讼主体的主观目的是救济其人身与财产损害， 但客观上也保障了一定的生态价值， 而生态价值无
疑具有强烈的公共性。 例如， 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客体的耕地遭受损毁， 原告提出侵权诉讼， 就不
仅保护了原告的私人权益， 而且也可以避免生态环境损害、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这就体现出侵权法
的预防性功能———而预防性功能是环境法律制度中非常有价值的功能。⑩

环境侵权诉讼解决的是侵权人对受害者的损害赔偿问题， 避免了由社会来承担企业产生的环境
成本， 实现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提高了环境违法的成本， 也体现了社会公平， 具有矫正正义价
值。 更重要的是，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具有较强的预防功能， 可以避免可能的环境损害。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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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前引譿訛， [英] 马克·韦尔德书， 第 199页。
輥輰訛 谭启平： 《符合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责任承担的关系》，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4期。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譿訛， [英] 马克·韦尔德书， 第 260页。
輥輲訛 Peter Canc, Using Tort Law to Enfor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41 Washburn Law Journal. 427 （2002）.
輥輳訛 宋华琳： 《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 载 《比较法研究》 2008年第 3期。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譿訛， [英] 马克·韦尔德书， 第 7页。

外， 法院可以将公共利益融入环境诉讼之中， 增加环境标准强制执行的参与者数量， 并减少对执法
机关采取主动措施的依赖性。輥輯訛 这也是十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其次， 环境侵权诉讼通过标准适用的方式， 实现公法与私法的联结。 环境标准是一种典型的行
政规制方式，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存在大量环境标准的适用问题。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 需要依靠环境
标准来判断企业行为的过错， 这样会促进企业严格执行环境标准， 促进企业环境合规， 进而提高环
境保护绩效。 也就是说， 作为公法的标准规范逐渐被作为私法的环境侵权法所认可， 并以强制性标
准为联结点获得了进入其规范体系的管道， 成为侵权责任承担的重要影响因素。輥輰訛 例如， 在德国民法
上， 如果工业排放符合法定限值， 就不应被视为显著的， 因而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輥輱訛 根据是否遵
守环境标准来决定企业是否承担责任以及不同企业之间承担责任的份额， 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遵守
环境标准。

再次， 较高的赔偿责任可以对企业违法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促进环境规制目标的实现。 现代环
境侵权责任， 已经不再满足于侵权责任的填补功能， 还具备一定的威慑功能， 主要表现就是现代侵
权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通过惩罚性赔偿， 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对侵权企业和其他企
业都具有较大的威慑功能， 可以增强企业守法意识， 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进而更好地促进企业行
为合法合规。 集体诉讼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集体诉讼集合了众多的受害者， 便于受害者起诉， 也增
加了企业的赔偿责任， 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侵权诉讼的风险， 特别是群体性诉讼的高成本， 会
极大地影响公司的行为。輥輲訛

（二） 对环境规制的补充功能

如前所述， 现代环境治理主要依赖环境规制， 但环境侵权法的功能也不可忽视。 环境侵权法可
以弥补环境规制法的不足， 与环境规制法共同成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 环境侵权法可以弥补环境标准设定的不足。 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设定环境标准、 监督环
境标准的实施、 制裁违反环境标准的行为等方式来实现规制目标。 但环境标准应具有可行性， 否则
不利于社会发展， 因为环境标准的制定不仅要面对大量的企业， 还要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目
前在制定环境标准时， 主要遵循最佳可得技术原则。 这意味着企业行为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即剩
余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即使遵守环境标准， 也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损害。 如果以符合环境标
准为由， 拒绝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 这是环境标准的公法性与环境侵权的私法
性之间的区别。 因为环境侵权法对行为人提出了比环境规制所设定条件更高的行为标准， 也就是
说， 侵权法的优势在于可以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 对个案进行个别化的斟酌考虑。輥輳訛 从侵权责任的承
担来看， 环境侵权责任实际上也是一种成本的内部化过程， 也符合获利者承担责任的正义理念。

其次， 环境侵权法可以有效应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 在现代社会中， 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
的必然现象， 我们随时会面对风险。 无论环境标准多么严格， 企业多么切实遵守环境标准， 企业的
生产经营行为都可能会产生环境损害， 即 “无论多么先进和完善的环境控制， 意外终将发生”。輥輴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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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Kenneth S. Abraham, The Relation between Civil 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 Analytical Overview, 41 Washburn
Law Journal. 379 （2002）.

輥輶訛 刘超： 《环境污名损害的侵权法证成与类型构造———以域外经验为借鉴》，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11期。
輥輷訛 魏汉涛： 《环境污染： 制度根源与对策》，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1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魏汉涛书， 第 21页。

与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无关， 而与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关。 在风险社会中， 不同的人类行为都具
有潜在的风险， 环境开发利用行为的潜在风险更加明显。 由于环境开发利用行为往往是对自然的一
种破坏， 特别是在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中，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 随之而来的风险也不断
增加。 在一定的条件下， 环境风险就可能转化为实际的损害。

在环境损害发生时， 通过环境侵权法来解决责任分配问题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面对大规模
环境损害时， 环境侵权法可以更加便捷地对众多受害者进行救济。 通过对私人利益救济， 实现矫正
正义和社会公平。 而环境规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风险， 对环境风险引起的侵权责任也无能为力。

再次， 环境侵权法可以弥补环境规制法的遗漏。 环境规制法主要规制具有普遍性的环境问题，
对特殊问题的规制存在不足， 容易导致立法遗漏与缺陷。 根据职权法定原则， 如果存在法律遗漏与
缺陷， 行政机关对企业的规制就会缺乏法律依据。 而环境侵权法具有非常高的弹性， 可以根据侵权
法原理来应对各类侵权行为。 这些方面的例子非常多， 例如在解决有害废物问题上， 美国早期没有
法律加以规制， 是通过环境侵权法来加以处理的， 即以 《超级基金法》 确定的民事责任作为处置有
害废物的方式。輥輵訛 与此类似， 环境污名损害就是现行的环境规制中没有规制的内容， 也可以通过侵权
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例如， 有学者就建议， 我国现行法上的环境损害范围需要拓展到环境污名损
害， 以实现对逃逸环境污染的捕获。輥輶訛 可见， 在环境规制法没有涉及到的领域， 可以利用侵权法的原
理来对受害者进行救济， 以保障其权益、 实现矫正正义。

总之， 侵权责任法是对环境规制法的补充。 这不仅体现在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 公平分
配企业的环境成本； 也体现在弥补环境立法的不足， 实现不同责任间的衔接与分工， 全面保护公共
环境。

（三） 对环境规制的促进功能： 对环境规制失灵的纠正

采取环境规制法还是环境侵权法进行环境治理， 不仅是一种规制方法问题， 也是一种规制模式
问题。 环境规制是行政机关依法在职权范围内对企业的环境利用行为加以控制与调整的制度。 环境
规制可以解决侵权救济模式的一些弊端， 例如事后性、 个案性、 补救性等， 在环境保护进程中发挥
有益的作用。 但环境规制本身也存在弊端， 主要是规制失灵问题， 包括规制俘获和规制怠惰等。 无
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失灵的现象。 如何确保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提高
环境治理绩效， 就成为各国所面临的急迫问题。

环境规制主要是一种单一化模式， 即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实施模式。輥輷訛 在单一化模式下， 行政机关
态度与能力、 行政规制权的结构， 都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巨大影响。 通过其他主体的参与与合作，
改进环境法实施模式， 提高环境治理绩效， 就成为各国环境治理的不二选择。 为改革环境规制的单
一化模式， 有的学者提出应建立双重治理模式， 甚至有学者提出建立三重治理模式。 所谓双重治理
模式， 指的是通过公众参与， 特别是公益诉讼制度来促进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 从而发挥公众
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与功能。輦輮訛 可见， 双重治理模式强调发挥公众的作用， 通过公众的诉讼参与来实
现对行政规制的监督与补充。 而三重治理模式包括行政模式、 司法模式和新型模式。 行政模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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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宋亚辉： 《论公共规制中的路径选择》， 载 《法商研究》 2012年第 3期。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宋亚辉文。
輦輱訛 Adam D.K. Abelkop, Tort Law as 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 92Oregon Law Review.2 （2014）.

依赖行政机关的实施， 司法模式主要由原告启动诉讼程序， 然后由法院运用司法权来确定当事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 而新型模式则是一种在依据、 主体、 方式等方面都引起了巨大变革的治理模式。輦輯訛

在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中， 新型模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观点都是强调其他主体在环境法实施方面的优势， 弥补行政机关实施的不足， 从而实现环

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 实现多元共治。 同时都重视司法规制所具有的意义， 因为 “政府执
法人员缺乏激励去考量法律实施中的社会成本和收益， 因而公共政策的实施是没有效率的”，輦輰訛 而司
法实施可以对行政实施进行有效的制约。

目前， 我国也在对传统的单一模式进行改革， 例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无论是由检察机关提起
还是由环保组织提起， 都体现了环境治理的多主体参与， 有利于实现环境多元共治， 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

就环境侵权法而言， 环境侵权诉讼实质上是一种司法模式。 司法具有中立性、 消极性、 被动
性， 需要原告起诉来启动司法程序。 在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 或者行政机关因没有法律规定而无
法履行职权时， 侵权诉讼也可以起到直接的规制功能。 在美国， 将环境规制分为公共实施与私人实
施， 公共实施是指公共权力 （行政机关） 的实施， 而私人实施主要是指由私人向法院起诉、 通过法
院审理来进行的实施。 因此， 司法模式是环境规制公共实施途经的转换， 发挥了私人的参与性和司
法的裁判权功能， 可避免规制能力不足并预防规制俘获。

环境侵权诉讼包括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两种。 在主观诉讼中，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合
法利益； 在客观诉讼中，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 这些诉讼都是要求企业赔偿造
成的环境损害或停止侵害， 起到了将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及预防新的环境损害的功能。

环境侵权诉讼不仅体现了对受害人的权利保护， 也体现了权利与权力的交叉融合。 环境侵权诉
讼改变了环境治理权力结构， 激发了司法权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 形成了司法裁判模式， 避免了行
政规制的僵化、 懈怠与被俘获， 优化了环境治理权力结构、 实现了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可见，
“矫正正义、 民主合法性、 效率和有效性， 促进了对侵权法与公共监管之间更加透彻的制度分析”。輦輱訛

因此， 环境侵权法避免了对行政规制的过度依赖， 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与公正性。

三、 环境侵权法发挥环境规制功能的条件

（一） 环境侵权法与环境规制法的衔接

环境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代表了不同的环境治理模式， 它们之间并不是取代的关系， 而是相互
补充、 相互协调的关系。 妥善处理两者之间关系， 可以实现更高的环境绩效。 从部门法的角度看，
两者属不同的法律部门， 具有很大的区别， 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 实现风险规制工具的融合已是
法律发展的趋势。

环境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的选择存在不同理论基础。 有从法律的不完备理论出发进行讨论， 例
如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认为： “当存在大量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时， 监管是国家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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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美] 卡塔琳娜·皮斯托、 许成钢： 《不完备法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 （上）， 汪辉敏
译， 载吴敬琏主编： 《比较》 第 3辑， 中信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33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美] 卡塔琳娜·皮斯托、 许成钢文。
輦輴訛 [美] 吉多·卡拉布雷西、 [美] A.道格拉斯·梅拉米德： 《财产规则、 责任规则与不可让与性》， 载徐爱国组织编译： 《哈佛法律

评论： 侵权法学精粹》，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75页。
輦輵訛 凌斌：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 财产规则、 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载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6期。
輦輶訛 秦鹏、 郭楠： 《油污损害防治的法经济学解释———基于财产规则、 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三个维度的分析》， 载 《重庆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6期。
輦輷訛 王明远： 《论环境权诉讼———通过私人诉讼维护环境公益》， 载 《比较法研究》 2008年第 3期。
輧輮訛 Kenneth S. Abraham, The Relation between Civil 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 Analytical Overview, 41 Washburn

Law Journal. 379 （2002）.

市场失灵所进行的干预。”輦輲訛 也就是说， 由于法律存在不完备性， 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被动性执
法存在着执法不足， 需要通过监管机关的主动执法来加强执法的效果。輦輳訛 而吉多·卡拉布雷西和道格拉
斯·梅拉米德则从责任配置规则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环境治理之中， 存在财产规则、 责任规则、 不
可让与规则。輦輴訛 其中， 不可让与规则承认一个私人主体拥有特定法益， 但国家禁止或限制拥有者行使
权利； 责任规则主要通过司法机关的介入对权利进行救济； 财产规则允许权利主体双方自愿对法益的
让渡进行议价。輦輵訛 也就是说， 在这些规则中， 不可让与规则中行政权的干预程度最强： 一则表现为禁
止污染者与受害者私自确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即对污染损害实行国家定价）， 二则对污染防治和
权利保障的具体方式作出事先规定。輦輶訛 也有的学者从权利的性质来确定环境权利保护的模式选择， 认
为环境权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格。 有的权利 “私权性” 最强， 可以同时受公法 （如建筑法、 城
市规划法等） 和私法的保护； 有的权利 “公权性” 最强， 例如清洁空气权， 仅受环境法等公法的保
护； 有的权利， 则介于公权与私权之间， 如清洁水权等， 兼有公权和私权的性质。輦輷訛 从权利的角度来
进行划分， 并据此确定采取环境规制模式还是环境侵权模式， 可以合理配置公法与私法的功能，
促进不同法律之间的互动， 提高法律之间的融通性。

可见， 应根据环境规制和环境侵权的功能与价值来选择不同的模式。 从选择的角度看， 在环境
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的关系上， 主要存在如下的类型：

一是单一型。 即只能选择环境规制或者是环境侵权模式， 并且环境规制具有优先地位， 例如规
制先占制度， 即当存在环境规制时， 就应该排除侵权模式的适用。 在美国的一些案件中， 原告认为
被告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构成了侵权， 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但法院认为， 法律已经对二氧化碳
的排放进行了规制， 是一种规制先占行为， 这已经排除了侵权法的适用， 因此原告没有相应的起诉
资格。

二是并存型。 由于环境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都具有自身的价值， 两种模式可以同时存在。 环境
规制法在进行事先预防、 系统预防、 防止可能的环境风险方面具有优势， 是现代环境治理的主要形
式； 而环境侵权法可以进行事后责任追究， 特别是在有明确受害人时， 具有较大的优势。 这样的职
能分工， 符合环境治理的规律， 也是当前的主要规制模式。 当然， 也可以利用侵权模式来弥补规制
模式的不足， 当环境规制法无法有效运行时， 经侵权模式来启动司法权， 以监督行政权、 弥补行政
规制的不足。 这样， 环境规制法与环境侵权法在两个维度上产生了互动。 民事责任在规制中发挥作
用， 规制也在民事责任中发挥作用。輧輮訛

三是补充型。 当一种模式没有规定时， 由另外一种模式来加以补充。 主要体现为当环境规制没
有规定的， 由侵权法来加以规范， 例如环境污名侵权责任问题。 环境规制难免存在一定的遗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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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害时， 可以经由侵权法明确责任边界和责任承担的方式。 另外， 当环境利用行为没有造成他
人人身与财产的损害时， 环境侵权法不适用， 但行政规制可以加以规范， 以实现环境保护的周延性。

（二） 侵权模式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环境侵权法具有相当大的适用空间， 可以与环境规制法一起， 共同应对
环境问题。 环境侵权法通过事前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配置， 并以私人诉讼作为法律的实施工具， 构
成了公共规制的司法控制路径， 可以实现有效规制公共风险的目标。輧輯訛 而侵权模式要能有效发挥作用，
必须具备以下的要素：

第一， 扩展环境侵权诉讼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是启动诉讼的基本前提， 决定了谁有权向法院提
起诉讼， 进而启动司法程序。 原告资格的扩展体现积极环境保护政策， 是提高司法实施的有效方
式。 根据传统民事诉讼原理， 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 但这往往无法适应涉及当
事人的扩散利益、 集团利益的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等 “现代型诉讼” 的需要。 环境侵权等现代型民事
诉讼的原告资格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更加接近甚至已成为客观诉讼。 輧輰訛 现代环境侵权诉讼， 扩展了
原告的范围， 不仅有利于降低诉讼门槛、 启动诉讼程序， 也可以促进相对人维权， 提高侵权企业的
成本， 实现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在环境诉讼中， 主观诉讼和客观
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都可以基于环境保护的政策需要而扩展， 以提高司法实施的可能性， 改进环境
侵权诉讼的规制功能。

第二， 扩展环境侵权诉讼范围。 环境侵权诉讼的范围也决定了侵权人应承担责任和环境成本的
大小。 环境侵权法通过对环境侵权范围的界定， 科学认定环境侵权的类型， 可以弥补环境规制的遗
漏之处和怠惰之处， 有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 也有助于预防成本与治理成本配置的合理化。 例如
2227 户梨农诉某市交通委员会等七被告生态侵权案， 原告以被告种植的桧柏树引起了梨锈病为由，
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輧輱訛 而在余义志等 12 人诉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 原告认为上游泄洪导致江水气体过饱和， 导致鱼类死于 “气泡病”， 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輧輲訛 这
些案件中被告的行为都没有受到法律的规制。 但从侵权法的角度看， 如果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
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则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来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 从而实现矫正正义。 另外，
大规模侵权、 生态损害侵权、 转基因侵权等， 都可以成为新型环境侵权案件。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裁
判， 也可以对行为人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规制， 从而实现环境侵权法的预防与威慑功能。

第三， 重视预防性诉讼的适用。 预防性诉讼具有强烈的规制功能， 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危险。
《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责任方式， 确定了
预防性侵权责任。輧輳訛 在环境法中， 预防功能远胜于救济功能， 预防性诉讼具有特别的价值。 预防性诉
讼主要针对可能的环境侵权或风险， 当然， 对两者的处理也是不同的： 相对而言， 原告对可能损害
的证明标准较低， 而对可能风险的证明标准较高。 因为预防性责任要求被告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
消除危险， 特别是可能要求被告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对于被告的影响较大。輧輴訛 侵权法上的预防责任不
以损害和过错为要件， 对传统侵权责任带来重大冲击乃至于根本性的颠覆， 因此传统侵权责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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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体系己无法容纳之， 有必要重建侵权责任体系。輧輵訛 在环境侵权方面， 需要对预防性责任的归责原
则、 构成要件等要素进行分析， 以更好地适用预防性责任来提高环境侵权法的规制功能。

第四，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也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方向， 其目的是惩罚恶意的违
法者， 使其承担更高的违法成本， 避免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的现象， 有利于遏制违法行为。 如
果说损害赔偿起到了补救作用， 那么惩罚性赔偿则起到了一般预防作用。 环境侵权的基础行为， 即
环境开发利用行为是一种具有社会正当性的行为。 基于这一点， 对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 应采取
谨慎态度， 从主观恶意和客观后果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采取兼顾标准更加适当。 即企业的行为既具
有主观恶意性， 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才适用惩罚性赔偿。 主观恶意性的判断， 应考虑行政规制的
状态， 如果是行政规制长期默许企业的违法而造成损害， 就不太适宜对侵权行为施以惩罚性赔偿；
当然， 如果企业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 还长期严重违法， 甚至与规制者进行合谋， 导致严重的环境
侵权， 则应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第五， 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是受害人遭受严重人身或者财产损害而产生精神
损害时， 由侵权者所承担的一种赔偿责任。 虽然环境开发利用行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但如果给受
害人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与财产损害， 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这不仅是一种矫正正义， 也具有提
高违法成本、 增强规制威慑的作用。

第六， 完善侵权责任体系。 侵权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一个环节， 本身也形成了一个体系。 既
要重视侵权责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也要重视侵权责任自身体系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 需要
将一般威慑、 威慑补充和行政管制这三个位级的风险控制工具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风险控制工具体
系， 使它们相互之间呈现一定的关联性、 层次性和结构性。輧輶訛 而在侵权责任体系中， 又有两大类三种
不同的侵权责任： 第一大类为回顾性的损害赔偿责任， 包括补偿性损害赔偿责任和惩罚性损害赔偿
责任； 第二大类为展望性的侵权预防责任， 又分为针对不当行为的和针对损害危险的侵权预防责
任。輧輷訛 另外， 在诉讼类型上， 存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区别， 其责任体系也有差异。 环境私益诉讼
强调的是对一定主体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损害； 而环境侵权公益诉讼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违法行
为。 对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诉讼事由和责任的类型化， 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形， 形成有效的责任体
系， 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环境保护。

第七， 重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顺位。 环境侵权诉讼经常会发生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交
叉， 正确处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问题， 关系到环境侵权诉讼规制功能的实现。 目前， 我国
司法实践在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关系的处理上， 存在以下方式： 有的是以公益诉讼的方式
解决， 私益的保护是由公共部门先予补救， 然后再向被告请求费用赔偿； 有的仅以私益诉讼的方式
出现， 比如原告为多人的诉讼， 但其实己经涉及到了环境公益； 另外， 也有私益权利人代表与公益
组织一起参与诉讼的情况。輨輮訛 通过公益与私益主体的参与， 既可以提高被告的违法成本， 也可以实现
对企业的全面规制， 实现了私人救济与公共规制的互动， 可以更好地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

四、 利用 《民法典》 中的侵权法规范实现环境规制功能

我国 《民法典》 的环境保护功能受到了较多的重视，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 “绿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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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的输入， 促进民法典体系的环境保护功能， 实现向 “绿色民法典” 的转化； 二是在具体的制度
中， 贯彻环境保护原则和精神。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非常重视环境侵权责任的环境规制功能， 注
重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一） 原因行为的类型化

我国 《环境保护法》 规定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侵权， 依照 《侵权责任法》 来承担责
任。 但 《侵权责任法》 只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 而没有规定生态破坏侵权， 这给全面落实环境侵权
责任带来了障碍。 现在是通过司法解释等， 将生态破坏纳入到环境污染之中，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发布了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均明确将生态破坏作为环境侵权。輨輯訛 这虽然可以初步解决
生态破坏缺乏法律依据问题， 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构成要件方面存在较大区别， 强行将这两种
行为合并在一起， 将导致环境侵权体系的混乱。 因此，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和 《环境保护法》 都
将环境侵权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种类型。 环境污染又可以分为物质型污染和能量型污染 （对
应的是实质型侵权和拟制型侵权）；輨輰訛 生态破坏是向环境过度索取物质和能量， 不合理地使用自然环
境， 使环境要素的数量减少、 质量降低， 以致生态失衡、 资源枯竭而危及人类和其它生物生存与发
展。輨輱訛 生态破坏包括一般性地过度使用自然资源或改变原有的自然结构， 也包括对原有物种和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破坏， 例如不合理地引入新物种、 毁灭物种、 过度放牧、 毁林垦荒造田等， 是对整个生
态产生影响的破坏行为。 如果仅仅是对零星自然资源的损害， 没有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则可
以根据物权法的原理来追究责任， 不将之作为环境侵权来处理。

通过这样的划分， 可以对环境侵权进行类型化， 明确环境侵权的类型和要素， 有利于环境侵权
案件的妥当处理。

（二） 归责原则的类型化

在环境侵权中， 一般认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 但如前所述， 由于侵权类型的多样性， 侵权责任
的归责原则也应多样化， 以与侵权责任的类型相适应， 从而公平合理地解决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问
题。 由于实质型侵权具有累积性、 持久性、 原告举证困难等特征， 在归责原则上应采用无过错责
任， 只有侵权人能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才能免除侵权责任。 拟制型侵权具
有局部性、 短暂性和可恢复性的特征， 应采取过错推定原则， 推定被告存在过错， 被告必须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 例如证明自己排放行为符合国家标准， 只要排放行为符合国家标准， 就可以免除相应
的责任。 生态破坏侵权也应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 由被告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
否则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因为相较于环境污染行为， 生态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时空尺度更大、 不
确定程度更高、 对象更为不特定，輨輲訛 所以采取无过错责任更加公平。 对于一些破坏资源的行为， 可以
采取过错责任， 即根据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来确定其是否具有过错， 以及是否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三） 重视侵权责任与企业行为的匹配性

责任的分配不仅是一种成本的分配， 也具有调整人们行为的指示性功能。 科学设置环境侵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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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责任， 不仅可以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 也可以引导企业更好地遵守环境规制要求。
第一， 合理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主要体现对侵权者恶意违法行为的惩罚

与威慑， 从而实现法律责任的一般预防功能。 目前，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
认，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了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虽然惩罚性赔
偿对侵权人具有一定的威慑功能， 但由于环境开发利用基础性行为的正当性， 应对惩罚性赔偿加以
限定。 美国有学者认为， 国家可以通过施加惩罚性赔偿来对核设施来加以规制。 即使核设施企业完
全遵守联邦安全标准， 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輨輳訛 这一观点没有区分企业遵守法律的状况， 容易加
大企业责任。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应针对恶意违法者。 所以， 应限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适用条件， 主要对具有较大恶意性与较严重后果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并规定豁免制度， 避
免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过度适用。 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 可以加重对恶意违法者的制裁， 提高对他们
的威慑， 促进其他主体更好地遵守环境法律。

第二， 建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为保证受害人得到充足的救济， 也增加企业的成本，
体现侵权赔偿制度的威慑性， 应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与惩罚性赔偿相似， 也应对其适
用条件与豁免事项加以规范。

第三， 对侵权行为加以区分， 形成对合法行为的激励。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一千二百三十
一条规定： 两个以上侵权人损害生态环境， 承担责任的大小，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 排放量，
破坏生态的方式、 范围、 程度， 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这与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相关规定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该解释第
四条规定 “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 对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
排放量、 危害性以及有无排污许可证、 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等因素确定”。 这些规定将是否违法、 违法的程度作为赔偿的因素， 从而实现公法与私法的
衔接， 加重了违法者的责任， 也强化了对合法行为的激励。

（四） 环境侵权责任的体系化

目前， 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侵权责任体系， 包括赔偿责任和预防责任， 而赔偿责任又包括补偿
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从环境治理的角度看， 应重视侵权责任体系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 重视其体
系性与协调性， 包括预防性责任、 补救性责任与恢复性责任。 首先是预防性责任。 环境法是非常重
视预防的法律， 预防重于补救。 在环境侵权法视域下， 则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禁令制度， 通过
禁令来体现预防性功能。 通过司法判决建立禁令体系， 可以实现立法与司法的互动。 当然， 这对法
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此时的法院实际上在进行公共决策， 需要法院具有较强的公共政策制定
能力。 其次是补救性责任。 补救责任主要解决权利人权利受损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定的威慑功能，
例如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再次是恢复性责任。 环境损害后需要进行修复， 而如何修复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 包括修复的资金、 修复的主体、 修复的监督、 修复的完成、 代履行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环境侵权责任的内部， 存在这些责任的衔接问题； 而在环境侵权责任的外部， 还存在侵权责
任与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相衔接的问题。 总之， 环境侵权责任的体系化，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需要在环境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推动环境责任的科学化与体系化。

（五） 环境私益责任与环境公益责任的明确化

輨輳訛 Peter Huber, Electri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earch of Regulatory Authority, 100 Harvard Law Review. 1002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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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tort�law�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law�have�similar�functions�of�cost�
allocation,� b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aw�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ost� allocation.�
Therefore,�modern�policies�mainly� rely�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aw� to�protect� the�environ-
ment.�It’s�certain�that�China�should�also�pay�attention�to�the�environmental�regulation�function�of�
environmental�tort�law.�Environmental�tort�law�not�only�has�the�function�of�environmental�regula-
tion�in�the�sense�of�objective�law,�but�also�has�complementary�and�promotive�function�to�environ-
mental�regulation�law.�Under�the�background�of�the�formulation�of�the�Civil�Code,�China�needs�to�
improve�the�causal�behavior�of�environmental�tort,�the�imputation�principle�of�environmental�tort�
and�the�liability�system�of�environmental�tort,�and�attach�importance�to�the�role�of�tort�law�in�the�
allocation�of�environmental�cost�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environmental�regulation�function�
of�environmental�tort�law.

Key Words: Environmental�Tort； Environmental�Regulation； Cost�Allocation；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许多环境侵权行为既侵犯公共利益， 又侵犯私人利益。 此时， 应当同时考虑个人利益以及环境
公共利益的保护， 在损害事实的确定、 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做双重考量。輨輴訛 目前，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
讼与私益诉讼采取了分立模式， 但这种分立模式具有较多弊端， 例如环境纠纷整体性肢解、 裁判歧
异、 诉讼效率低下等等。輨輵訛 所以， 需要对环境私益侵权与公益侵权加以衔接与协调。 《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 已明确环境侵权包括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
间关系的法律， 环境公益的代表主体是国家， 此时国家与侵权者之间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而不是
一种管理关系， 适用民法典是没有障碍的。 进而， 要充分发挥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是客观诉讼， 根据一般法理， 客观诉讼必须依赖于国家法律的特别规定， 而不能仅仅
根据一般性规定来加以起诉， 公益诉讼法律依据必须明确。 虽然环保组织并不是环境公益的权利主
体， 但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定其主体地位。 目前， 我国 《环境保护法》 《民事诉讼法》 已经规
定了环保组织的原告资格， 而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中原告资格的规范， 是对原有立法的确认，
体现了环境侵权责任体系的周延性。 目前，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责任形式与一般民事责任
形式相同。 但一些责任形式具有一定的公法性， 例如公益诉讼中的赔礼道歉制度、 生态恢复制度，
这些责任形式与私益诉讼中的责任形式不同，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规定了公益诉讼的责任形式，
实现了公益诉讼法律责任的法定化。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窦海阳文。
輨輵訛 张旭东：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并行审理的困境与出路》，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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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萃 *

内容提要： 1979 年 《刑法》 并无刑事责任的专门规定， 1997 年 《刑法》 作出了开创性的
立法， 刑法修正案的修补性立法、 附属刑法的填充性立法、 刑事诉讼法的辐射性立法相继
跟进。 刑法典颁行四十年来， 刑事责任的立法取得了立法体例奠定核心地位、 总则规定彰
显基本功能、 分则规定供给司法价值、 与理论体系的有效呼应等显著成绩。 但也存在立法
地位的不均衡、 立法内容的显著差距、 立法质量的不对等性等问题， 使刑法学基本范畴的
贯彻不足； 还存在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 由立法到司法的功能枢纽梗阻等问题， 导致对刑
事责任的司法属性的体认乏力。 展望新时代背景下的刑事责任立法， 应通过理论学说的科
学反映、 刑事责任本体要素的法定化、 刑事司法的有益引导， 充分达致理论体系引领专属
立法发展的新气象； 以总则专章规定的立法体例， 全面拓宽与落实前瞻性的立法建言。
关键词： 刑事责任 立法历程 反思 展望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4

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刑事责任是我国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基本范畴之一， 与犯罪、 刑罚是并列的平等关系，
三者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共同主导我国罪责刑关系之刑法学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①

基于立法与理论之间的 “反映” 与 “反哺” 关系， 以及立法与司法之间的指导与实现关系， 通过立
法明确规定刑事责任范畴， 应当是刑法典的基本使命之一， 有利于伸张刑事责任的功能与价值， 使
理论、 立法与司法处于和谐的共进状态。 1979 年 《刑法》 在制定时， 受限于当时的理论研究、 历史
环境等主客观因素 ②， 并未直接对刑事责任范畴作出规定， 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相比之下， 1997 年
《刑法》 在总则与分则， 明确、 显性且直接地， 在不同的程度与范围， 对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 填
补了重大的立法空白。 尽管 1997 年 《刑法》 在刑事立法的问题上， 奠定了开创性的立法格局， 但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始终存在不少问题，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以至于在实体与程序、 思辨与
实践、 静态与动态、 理论与立法及司法等多重维度， 削弱了刑事责任的刑法学地位、 核心功能与司
法化效果。 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应以刑事责任的四十年之立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为新的逻辑起
点， 尽快推动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工作，③ 进一步优化刑事责任的理论、 立法及司法之间的互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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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与实践路径。

一、 刑事责任立法的基本回顾

1979 年 《刑法》 是我国首部刑法典， 但并未明确规定 “刑事责任”。 1997 年 《刑法》 开创性地
对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改写了刑事责任未入 “法典” 的历史空白。 历经四十年来的多维度
拓展， 我国刑事责任的立法取得了喜人成绩。

（一） 立法进程的宏观梳理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而也为刑法修正案等方式的持续
“增量” 奠定了基础， 共同推动丰富刑事责任立法的进程。

1． 1997 年 《刑法》 的开创性立法
1997 年 《刑法》 在总则第二章 “犯罪” 中，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以开宗明义的方式， 规

定了 “刑事责任” 概念。 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立法， 奠定了刑事责任在总则中的地位。 在该节中
及刑法典中， “应当负刑事责任” 是最为常见的规范表述方式。④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作为高频次的立
法用语， “应当” 传递内在的强制性、 法定性之特征， 而 “负” 显示其负载的 “动态” 之意蕴。

在分则中， 对 “刑事责任” 的立法表述非常有限， 如第二百零一条逃税罪规定的 “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规定的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等。 这说
明了分则对刑事责任的总则立法， 予以了一定的具化。 尽管在数量上非常有限的， 但也不能做简单
的 “数字算法”。 毕竟总则规定对分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 也无需在分则
中进行重复规定。

在此前提下， 1997 年 《刑法》 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 其特点可以概括为： （1） 立法地位明显不
及犯罪、 刑罚。 从立法体例看， 第二章、 第三章分别是 “犯罪” 与 “刑罚”， 凸显了犯罪与刑罚在
总则中的基本且重大地位， 而 “刑事责任” 委身于第二章 “犯罪” 之下的第一节。 这种差距是非常
直观的。 无论当时的立法情况与背景为何， 显然是立法 “矮化” 的体现。 立法对刑事责任范畴的
“确认不足”， 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刑事责任地位的非独立性、 内容不充实性等。⑤ （2） 精细
化的刑事责任立法明显逊色。 从条文数量这一最直观的立法体量看， 相比于犯罪与刑罚， 刑事责任
的精细化立法， 显然远远滞后于前二者。 犯罪、 刑事责任与刑罚三者之间的立法体量存在如此的悬
殊差异， 不仅导致立法地位的失衡， 也影响了由立法到司法的实践效果。 （3） 总则与分则的立法深
度衔接不紧密。 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 总则主要分布于第二章第一节。 在分则中， 相比于几百个罪
刑规定， 刑事责任的立法化微乎其微， 几乎可以在立法层面 “忽略不计”。 这意味着总则与分则的
立法， 存在一定的衔接不足问题。 尽管从立法的科学性看， 并不必然要求分则 “无一例外” 地规定
刑事责任问题， 以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等技术陷阱。 但刑法分则如何进行科学的立法衔接， 仍然是
一个未竟的话题。

2． 刑法修正案的修补性立法
1997 年 《刑法》 颁行至今， 历经十次修正， 对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调整幅度已经累积到一定的

“当量”， 也实质地改观了刑法典的内部布局。 但对刑事责任的调试， 始终游离于修正案的 “中心地

譼訛 系对 1997年 《刑法》 颁行以来与修改中所涉及条文的粗略统计。
譽訛 参见肖世杰： 《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的结构性缺陷与改造思路》，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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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参见田宏杰： 《知识转型与教义坚守： 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载 《政法论坛》 2018年第 6期。
譿訛 参见高铭暄、 孙道萃： 《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1期。

带”， 更遑论刑事责任的专属立法问题。
这种修补性立法的主要特点在于： （1） 立法的体量 “原地踏步”。 据不完全统计， 经过十次修

正后的 1997 年 《刑法》， 在刑事责任的立法上未能取得 “体量” 上的实质进展， 甚至可以说进展微
乎其微。 如此直观的量化问题， 深刻地揭示了刑事责任的立法， 在过往的几十年中， 大体上处于原
地踏步的状态。 立法的深化非常有限， 立法者主动完善的意识滞后。 （2） 立法的专属性 “黯然无
光”。 在十个刑法修正案中， 可以初步认为， 并无专门针对刑事责任的特别立法。 这与犯罪、 刑罚
的专门立法之 “特殊” 待遇相比， 无疑相形见绌。 反过来说， 1997 年 《刑法》 颁行以来， 刑事责任
的立法基本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 侧重于犯罪与刑罚的立法修正是基本格局。 从十次刑法
修正案的内容看， 主要是调整犯罪与刑罚部分， 前者表现为修改犯罪构成、 增加新罪名等， 后者主
要表现为增加刑罚处罚方式、 加重刑罚处罚、 调整刑罚结构等。 但是，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却迟滞
不前。

3． 附属刑法的填充性立法
晚近以来，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深度演变， 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保障社会安

定有序， 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扩张， 行政立法不断加速推进， 行政立法在数量、 范围、 广度以及深
度上， 都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期。 行政立法的扩容与行政法规的增量， 直接导致行政违法
行为的扩大。 这不仅客观上推动附属刑法的立法进入活跃期， 也使当代行政犯罪圈总体上呈现为一
种扩张的态势。⑥ 与此同时， 风险社会已开始加速浸润刑法领域， 风险刑法问题日益凸显， 迫使立法
者在不同层面启动预防性的风险刑法立法， 以提高刑法的早期介入、 积极预防功能。⑦ 而这种预防性
刑法立法， 也很大部分都源自于附属刑法的倒逼效应。 例如， 比较突出的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
安全立法。 《网络安全法》 （2016 年） 是我国首部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基本法。 同时，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持续发布大量的网络安全规范性文件。 在此背景下， 《刑法修正案 （九）》 正式确立了我国
网络犯罪的立法格局， 增设三个新的纯正网络犯罪罪名。 这是传统刑法所不能包含的立法内容， 网
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形态具有一定的新型性、 专属性。

风险社会、 预防性理念以及行政犯罪 （法定犯罪） 等预防性刑法立法的出现， 不仅改变了犯罪
与刑罚的基本观念及其立法格局， 也无形中对传统刑事责任理念及其司法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包
括预防性刑事责任观念等新议题由此形成。 对于刑事责任的立法全局而言， 行政刑法的快速与膨
胀， 属于填充性的立法， 覆盖了罪责刑三大范畴， 但主要还是以罪刑规范的调试为主， 刑事责任的
专门立法偏弱。 尽管当前针对刑事责任的新问题所作出的立法， 具有一定碎片性等问题， 也与传统
观念的衔接不畅， 但总体上毕竟拓宽了刑事责任的存在场域与内涵。

4． 刑事诉讼法的辐射性立法
1996 年通过的 《刑事诉讼法》， 在过往的四十年中， 经历过两次重大修改， 分别是 2012 年与

2018 年的修正。 2012 年对 《刑事诉讼法》 的修改涉及面很广， 主要的焦点问题包括相关证据制度
的完善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违法没收程序的增设等。 2018 年对 《刑
事诉讼法》 的修改， 主要集中为 《监察法》 的衔接及检察权的调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值班律师
制度的确立、 速裁程序的增设、 缺席审判程序的增设等。 这两次重大幅度的修改， 在不同程度上对
刑事诉讼构造、 诉讼制度、 诉讼程序以及诉讼后果产生深刻作用； 也无形中对 《刑法》 及其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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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樊崇义： 《2018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重点与展望》，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年第 1期。

任的规定，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现为前置的延伸影响或事后的辐射影响。 例如， 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 意味着定罪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或无争议， 核心
问题转而是量刑从宽协商。⑧ 这直接冲击传统报应性司法模式及其定罪、 归责认识。 定罪与责任是最
基础的内容， 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定罪与责任问题则已经不再重要。

刑事责任的立法既首先反映在实体法中， 也必然依托程序法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 及其修
正， 客观上充实了刑事责任的立法内容， 但实体层面的 “跟进” 不到位。 这种立法 “撕裂” 的状
态， 是刑事责任司法化不足的先兆与反映。

（二） 基本成绩

通过 1997 年 《刑法》 的开创性立法， 以及持续性的修补与添加， 进一步丰富刑事责任的立法
内容， 也反映刑事责任立法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1． 立法体例奠定核心地位
在刑法总则中， 虽然刑事责任委身于第二章 “犯罪” 之名下， 也未完全独立为一节或一章， 但

超越了 1979 年 《刑法》， 对其作出开创性的立法化， 奠定了刑事责任在刑法典与刑法总则中的重要
地位， 亦与其刑法理论地位相互映衬。 具体而言： （1） 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 1997 年 《刑法》 总则
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 这一法定的犯罪概念， 不仅决定犯罪的三大特征与犯罪圈的法定边
界， 也宣示犯罪构成的法定化。 尽管从文字表述上看， 并无 “刑事责任” 的用语， 但在语义上，
“是犯罪”、 “不认为是犯罪” 等表述， 实质上隐含了刑事责任的内容。 当然， “隐性” 的立法表述，
在认识论以及司法化层面， 也可能存在致命的隐患， 削弱刑事责任的独立性。 （2） 在犯罪构成中的
地位。 在 《刑法》 第二章第一节中， 除了第十三条属于 “犯罪概念” 的规定， 从第十四条至第十八
条， 主要涉及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主体方面、 客观方面等内容。 第十九条至第二十条规定了正当
防卫与紧急避险， 这两个条文虽不是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容， 但也直接涉及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程度
问题。 总体看， 诚如该节名为 “犯罪与刑事责任”， 以开宗明义的方式， 显示了刑事责任与犯罪构
成的关系非常密切。 刑事责任之于犯罪构成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 但并非法定、 必备的
构成要件要素。 此外， 在总则的单位犯罪规定中， 《刑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也涉及单位主体
下的犯罪构成问题， 同样规定了刑事责任的问题。 （3） 在刑罚中的地位。 《刑法》 第六十一条规定，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这是量刑的一般原则之规定。 对该规定进行当然解释， 要求在量刑时，
应当考虑刑事责任及其程度。 但如同 《刑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并未 “直接” 明示一样，
《刑法》 第六十一条对刑事责任作为量刑根据的 “暗示” 做法， 也成为各方诟病责刑关系在刑事司
法中存在 “名不副实” 现象的根源所在。

2． 总则规定彰显基本功能
在刑法总则中， 明确规定 “刑事责任”， 释放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 既涉及理论层面， 也涉

及司法层面。 也即如下几个方面： （1） 呼应刑法学的三大基本范畴。 刑法总则明确规定 “刑事责
任”， 从立法逻辑与立法效应上， 直接使刑事责任的刑法学地位予以 “法定化”。 也即， 刑事责任是
总则的基本问题， 并贯穿于分则的规定。 这从立法上固化了刑事责任的基本范畴之定位， 与犯罪、
刑罚两大范畴之间保持了 “地位平等” 的立法逻辑关系。 尽管在这方面仍有进步的空间。 （2） 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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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参见马克昌： 《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载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 5期。
輥輮訛 参见陈兴良、 邱兴隆： 《罪刑关系论》，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87年第 4期。
輥輯訛 参见高铭暄： 《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实践与完善》，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年第 5期。
輥輰訛 参见孙道萃： 《罪责刑关系堪当刑法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载 《检察日报》 2016年 5月 11日第 3版。

罪的承接功能。 在总则第二章 “犯罪” 中， 第一节系 “犯罪与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 刑事责任与
犯罪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 该节的条文表述方式， 尤其是 “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规范表述， 充
分印证了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存在静态层面的承接关系。 行为成立犯罪的， 也一般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 继而， 可以认为， 在静态的认识论上， 犯罪或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 而刑事责任是
犯罪的法律后果。⑨ （3） 对刑罚的指导功能。 犯罪与刑罚的关系， 是刑法学最重要的关系之一。⑩ 通
常认为， 犯罪是刑罚的前提与基础，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与主要实现方式。 1997 年 《刑法》 第二
章、 第三章的规定， 对罪刑关系予以明确化。 在此前提下， 由于刑事责任与犯罪的特殊关系与功
能， 也使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密不可分。 同时， 《刑法》 总则第五条、 第六十一条， 从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 量刑的一般原则两个方面， 也明确刑事责任对刑罚裁量的具体指导功能。

3． 分则规定供给司法价值
刑法分则对刑事责任的显性或隐性的规定， 虽然数量有限， 仍起着非常重要的司法宣示价值，

也对刑事司法具有前提性意义， 主要包括： （1） 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的意义。 刑法总则具有指导
刑法分则的价值， 既反映了在解释学层面， 也反映了理论学说的实践层面。 无论如何， 总则的规定
具有全局性、 统领性、 基本性， 对分则的规定具有指导意义。 总则对刑事责任作出规定， 也使分则
的理解与适用， 都必须回应并解决刑事责任问题。 尽管刑事责任的司法化仍有不少问题， 但并不妨
碍刑事责任的总则规定， 对分则规定在实践中如何贯彻与落实刑事责任问题， 提供了基本索引并起
着指导意义。 （2）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是刑法适用的两大基本支柱。 在
理解与适用刑法规定时， 必须依赖和借助刑事诉讼法规定， 否则， 寸步难行。 刑法分则的规定， 尤
其需要借助刑事诉讼法予以贯彻实施。 刑事责任的内容， 正是在此过程中被体认， 也是刑事责任司
法化的主要通道。 （3） 供给刑事责任的司法化之 “规范前提”。 刑法总则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总体
上偏于宏观、 抽象， 缺乏必要的具体性、 明确性与操作性。 同时， 刑法分则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偏
于” 隐性而非显性。 这些立法规定， 始终是刑事责任司法化的逻辑前提与规范依据， 并主要通过定
罪量刑予以体现。

4． 与理论体系的有效呼应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延伸效应。 不仅将我国刑事责任的

理论研究与主要学说予以一定程度的 “立法化”， 也反哺刑法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还在实践层
面为验证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场域， 营造了刑事责任的立法与理论之间良性互动的格局： （1） 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的呼应。 1997 年 《刑法》 第五条规定， 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
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具有全局性、 贯穿性以及普遍
性， 对立法与司法均具有指导意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其核心要旨便是犯罪、 刑事责任与刑罚之
间， 在刑罚裁量上的一致性、 均衡性以及协调性， 是事实、 规范与价值在三维层面的相适应。輥輯訛 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不仅彰显刑事责任的应然地位， 也传达刑事责任与刑罚之间的特定关系与功能安排。
（2） 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体认。 罪责刑关系是我国刑法学体系的核心知识标志。 罪责刑关系
的刑法学体系， 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最重大、 最基础的知识内容。 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 是指
由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三大基本范畴组成的刑法学体系， 三者各有分工、 相互制约、 相互配合。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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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参见高永明、 万国海： 《刑事责任概念的清理与厘清》，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年第 3期。
輥輲訛 参见陈兴良： 《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载 《清华法学》 2009年第 2期。
輥輳訛 参见邓崇专： 《刑事责任论的地位守护与实践解危———以维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载 《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 1期。

在刑法典中， 对犯罪、 刑事责任与刑罚的规定， 是 1997 年 《刑法》 的最基本使命， 也是检验立法
科学化的最基本标准。

二、 刑事责任立法的反思

刑事责任的立法， 在 1997 年 《刑法》 中， 才得以正式 “登堂入室”。 但是， 刑事责任的立法，
并非 1997年 《刑法》 中的 “显学”， 反而遗留了不少问题。

（一） 刑法学基本范畴的贯彻不足

1997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是在刑事责任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立法确认。 尽
管是开创性的立法， 但对刑事责任的基本范畴之地位确认不够， 立法内容与立法质量稍显不足， 从
立法上造就了罪责刑内部的不均衡关系。

1． 立法地位的不均衡
总体看，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 与犯罪、 刑罚的立法相比， 明显处于 “下风”，

三者之间的立法地位不均衡。 这种立法地位的不均衡， 主要表现为： （1） 碎片性立法。 对刑事责任
的规定， 虽然集中在第一节 “犯罪与刑事责任” 中， 但对刑事责任的 “描述”， 却分布在该节的相
关条文中， 以及分则的若干条文。 这使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总体上呈现为碎片化状态。 既不利于集
中规定刑事责任的内容， 也不利于系统地阐明刑事责任的本体内容。 （2） 间接性立法。 对刑事责任
的规定， 1997年 《刑法》 总体上采取间接性或隐性的方式。 但是， 对犯罪、 刑罚的规定， 主要以直
接、 显性的方式， 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两大范畴的具体内容。 这既可能使刑事责任的立法趋于“隐
身”， 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予以援引。 （3） 宣示性立法。 从刑事责任规定的规范表述看， 主要为
“应负刑事责任” 及 “不负刑事责任” 等。 这种典型的 “表态性” 或 “象征性” 立法， 具有鲜明的
宣示性作用， 是立法者设定立法功能的体现。 虽然显示了立法者的立场与倾向， 但并未充分植入具
体的内容、 要素以及功能配置， 无疑约束刑事责任的实践。

2． 立法内容的显著差距
相比于犯罪、 刑罚的立法内容之全面、 系统与精细， 刑事责任的立法相形见绌。 主要表现为：

（1） 刑事责任的概念未明确。 理论上对刑事责任的概念已有基本共识， 虽也有争议， 但总体上是明
确的。 尽管刑事责任概念并不必然需要被法定化， 但是， 刑法总则并未对刑事责任的概念作出规
定。 此举的不利后果在于： 一是立法层面对刑事责任概念不作出明确规定， 容易引发刑事责任不应
作为独立范畴的认识误区。輥輱訛 二是对犯罪与刑罚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 进一步挤压罪责刑关系的内
在均衡性， 触发刑事责任依附于犯罪、 刑事责任与刑罚在实践中基本无差异等认识误区。輥輲訛 这充分揭
示了对刑事责任概念予以法定化的深远意义。 （2） 刑事责任的基本要素未明确。 刑事责任概念未被
法定化， 而其必然 “衍生” 的结果是， 刑法典总则并未对刑事责任的基本要素作出规定， 进而导致
刑事责任的立法内容偏于抽象、 甚至空洞。 相比于犯罪概念及其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定化、 刑罚要素
的法定化， 完全处于不同的立法 “待遇”。 刑事责任概念未被法定化， 与刑事责任的基本要素未被
法定化， 共同导致刑事责任的本体内容呈现为 “虚置化”，輥輳訛 甚至可能弱化刑事责任的理论地位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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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高铭暄、 孙道萃： 《我国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 载 《河北法学》
2019年第 5期。

輥輵訛 参见高铭暄： 《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 载 《中国法学》 2009年第 2期。

义。 但是， 如何对刑事责任的基本要素作出规定， 理论储备仍不充分， 一些理论争议还在延续。
（3） 刑事责任的功能尚未明确。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从规范表述看， “应当负刑事
责任” 等， 都是宣示性规定。 对于刑事责任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 缺乏有效的规定。 无论在一般还
是具体层面， 都无法与 1997 年 《刑法》 对犯罪、 刑罚的规定相媲美。 而且， 功能层面的刑事责任
立法， 仍取决于概念、 要素的立法情况。

3． 立法质量的不对等性
与犯罪、 刑罚的刑事责任之立法相比， 立法质量存在不对等的问题。 展开地讲： （1） 精细化。

立法的精细化， 反映了立法水平， 也左右立法质量。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 难言达到
精细化的基本要求。 纵观整部法典， 出现 “刑事责任” 的核心表述的条文， 数量不及二十个， 与有
关犯罪、 刑罚的条文相比， 在数量以及精细化上都存在天壤之别。 这折射出理论准备不足、 立法研
究不到位等问题。 （2） 操作性。 立法成果的好坏， 最终是由司法实践来检验。 其中， 刑法规范是否
具备操作性， 是非常直观的实践标准。 纵观刑事责任的规定， 直接相关的条文， 主要集中在 “犯罪
与刑事责任” 一节。 这些条文在内容上总体偏于抽象， 未能将概念、 要素等基本内容予以立法化，
使操作性明显不足。 相比于分则大量的罪刑规定及其操作性程度， 刑事责任规定的司法操作性明显
堪忧。 现实的情况是， 司法操作性不足的立法隐忧， 蔓延至刑事责任的司法化困局之中。 （3） 前瞻
性。 立法的科学性， 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 也表现为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
握。 因此， 立法的前瞻性， 是立法科学性的重要标尺。輥輴訛 1997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不仅缺
乏精细化、 操作性， 也缺乏必要的理论前瞻性与制度包容性， 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司法需求。 导致
刑事责任规定， 无法提供以下服务功能： 一是充分供给解释学层面的立法原意或依据， 使对刑事责
任的理论争论、 实践做法， 缺乏可以凭借的规范索引或制度平台， 也难以充分指导刑事司法。 二是
对新出现的刑事责任现象与问题， 缺乏充足的理论张力， 包括风险社会时代的预防性刑事责任理
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协商性刑事责任理念等。

（二） 刑事责任司法属性的体认乏力

对刑事责任的理论研究存在 “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 的问题。輥輵訛 而这也在立法层面有所反映。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动态归责及其司法功能等问题， 缺乏足够与有效的规定， 使刑事责任的司
法体认与实践程度等有所受阻。

1. “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 的立法缺憾
从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可以看出， 对静态层面的内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规定，

但几乎没有直接或明确涉及刑事责任动态层面的内容。
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 （1） 重逻辑思辨的学理确认、 轻动态实践的司法诉求。 对刑事责任的规

定， 1997 《刑法》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这一核心内容。 而且， 在立法体
例、 规范表述等方面， 也分别予以了必要或不同程度的确认。 这种确认是刑法理论体系的立法化产
物， 是立法正面推动理论学说发展的有益举措。 尽管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之运作逻辑与机理，
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实践性以及发展性等， 难以稳定化、 规律化、 模块化， 立法确认面临存在认
识、 技术等困难。 但是，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动态实践缺乏直接、 刚性的规定， 现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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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张旭： 《关于刑事责任的若干追问》， 载 《法学研究》 2005年第 1期。

勉强可以认为是 “浅尝辄止”。 这导致刑事责任范畴的司法实践过程处于理论 “预设” 的理想状态，
难以高效发挥沟通犯罪与刑罚的桥梁作用。 （2） 规定静态的结果而不规定动态的过程。 对刑事责任
的规定， 在有限的条文中， 主要对 “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结果形态予以了确认。 但对如何达致的动
态过程是待定的。 只规定立法结果， 而不规定司法过程， 是立法的 “懒惰” 现象。 对刑事责任的实
现过程缺乏足够的规定， 无形中导致刑事责任的动态归责不仅无法以法定的方式呈现， 也无法以动
态的立体方式予以展示。 同时， 对刑事责任的结果层面予以立法确认， 虽然描绘了 “制度性的大
饼”， 却无从供给说理及其过程， 无疑是对刑事责任的理论价值与司法意义的 “挫伤”， 不可避免地
消解刑事责任的实体意义与程序功能。 （3） 相对偏重立场宣示而非功能落地的粗放型立法。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 尽管基本理论体系已经成熟， 但理论研究的精
细化、 深度以及广度仍有所欠缺。 因此，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无法与对犯罪、 刑罚的精细化及其操
作性相比， 在效果上更多的是立场宣示， 更暗示是 “立法将就” 的权宜之举。 对于刑事责任的刑法
学意义及其功能等， 未能作出 “落地性” 的具化规定或程序性规定， 与对犯罪构成、 刑罚体系等的
详尽规定相比差距甚远， 导致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存在一定的 “粗放型” 问题。

2． 由立法到司法的功能枢纽梗阻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主要体现在对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进行 “必要” 的反映，

对刑事责任的司法化却反应不够。 这在立法层面制造了梗阻司法实践的无形障碍， 使刑事责任的司
法化之 “隐身” 状态日益严峻。 它进一步表现为： （1） 刑事责任的本体不足且适用性匮乏。 承前所
述， 有关刑事责任之本体方面的规定并不完整， 1997 年 《刑法》 并未充分规定刑事责任的本体内
容， 以至于无法对刑事责任的刑法学意义， 作出充分且系统的认知与判断。 由于在本体内容方面的
规定出现 “错位”， 直接导致司法层面的适用性下降， 甚至可以说几乎处于匮乏状态。 这从源头上
遏制了刑事责任的司法化通道， 也压制了刑事责任的司法化意识与能力的培育。 （2） 刑法分则的具
化规定偏于疲软。 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 在走向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刑法典提供充足的规
范内容。 然而， 刑法分则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缺乏足够的 “具化”。 不仅体现在数量层面， 也反映
在内容层面。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 刑事责任的司法化缺乏 “弹药” 的支援。 （3） 与 《刑事诉讼
法》 的衔接不到位。 在 《刑事诉讼法》 中， “刑事责任” 的使用存在语义含混、 内容混乱的现象。輥輶訛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颁行在前， 理应对 1997 年 《刑法》 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 形成一定的
“影响”。 但纵观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程序性的内容， 缺乏有效回应。 相应地，
《刑事诉讼法》 对刑事责任的实体性内容尚且规定不到位， 也是 “情有可原” 的化学反应。 1997 年
《刑法》 经历了十次修正， 而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也经历了两次重大修改。 在此期间， 刑事责任
一直不是刑法修正的重点所在， 对 《刑事诉讼法》 的呼应也不够， 导致刑事责任的程序规定左右
“不逢源”， 也倒逼立法的完善。

三、 刑事责任立法的展望

历经四十年的刑事责任之立法， 在取得成绩之际， 也要正视问题与不足。 在任何情况下， 通过
立法规定刑事责任， 是反映、 检验、 修正与完善理论学说体系的重要举措， 亦是科学指导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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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孙道萃： 《罪责刑关系论》，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30页。
輦輮訛 参见孙道萃： 《罪责关系的当代命运》， 载 《云南社会科学》 2016年第 2期。

的根本前提。 鉴于此， 刑法典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应在现有基础上， 围绕核心命题与需求， 加快做
好深度完善的迫切任务。

（一） 理论体系引领专属立法

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必须以社会发展形势为基本关照， 并首先以刑法理论学说体系为核心索
引， 通过立法与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 推动专属立法的完善。

1． 理论学说的科学反映
刑事责任的立法， 应当对刑法理论体系与理论学说进行客观的反映。 而且， 这种反映必须保持

足够的前瞻性、 包容性。 既为刑法理论体系的发展预留足够的衔接空间， 也为立法保持 “反哺” 与
“验证” 理论体系提供充分的规范张力。

专属性的立法是以理论学说体系为先导， 遵循理论与立法的相互 “反哺” 逻辑， 通过立法体认
理论学说的方式， 构建具有专属性的刑事责任规范体系， 从而使其在立法场域内的容量、 地位以及
功能得以夯实。 展开而论： （1） 刑事责任的基本范畴地位。 刑事责任是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其地位
与犯罪、 刑罚是平等， 只是分工与功能不同。 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之根基。 在刑事责任的
立法上， 应当遵循基本的理论学说， 要充分反映与体现刑事责任在罪责刑关系中的基本范畴地位。
相应地， 为了从立法上确证并实现刑事责任作为基本范畴所需的理论地位， 立法的内容、 表述、 容
量以及体例布局、 条文编排、 规范的体系性等， 应当与之相匹配， 特别是要与犯罪、 刑罚的立法保
持适度的均衡性， 不能厚此薄彼。 （2） 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是逻辑本位。 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
体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根本的知识形态标志、 最重大的知识研究成果与最基础的刑事司法纲领。輥輷訛

刑法典作为立法者根据理论学说与司法需求而制定的规范本体， 应当发挥巩固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
体系之意义， 确保理论与立法在同一轨道上发力。 对刑事责任作出必要、 适当的规定， 正是其一表
现形式。 通过立法对理论学说体系予以反映， 也可以进一步验证、 修正理论学说体系， 达到立法
“反哺” 理论的综合效果。 （3） 刑事责任的静态与动态。 刑事责任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体， 是理论
学说与实践理性的共同体。 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要兼顾静态与动态的内容。 从立法需求看， 就是不
仅要规定原则性、 抽象性、 宣示性的内容， 使其明确 “活在” 刑法典中， 避免 “名不副实” 的尴
尬； 也要规定实践性与具体性的内容， 使其 “活于” 实践层面， 具体条文的内容具有可操作性， 能
够与程序法规定相互衔接。

2． 刑事责任本体要素的法定化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的本体内容缺乏直接、 明确、 充足的规定。 为此， 在遵照刑法理论

学说体系的前提下， 应尽快解决本体要素的法定化问题， 也即： （1） 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 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构成是犯罪论的 “王
冠”， 也是第二章 “犯罪” 的核心内容。 尽管从静态看， 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与基础， 但刑事责
任不能简单被认为是犯罪的法律后果， 刑事责任也不依附于犯罪。輦輮訛 在立法上， 必须明确刑事责任与
犯罪构成的关系。 这要求刑法典既要规定犯罪构成这一犯罪的本体内容， 也要规定刑事责任的本体
内容。 借此， 使刑事责任与犯罪在立法上存在明确的 “本体内容” 之差异， 不至于出现关系紊乱、
功能交错等问题。 （2） 刑事责任与刑罚处罚的关系。 刑事责任与刑罚处罚的关系， 也即责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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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刘源、 赵宁： 《刑事责任论的危局与解困》，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年第 11期。
輦輰訛 参见孙道萃： 《从刑事责任根据到刑事归责体系的知识迁移》， 载 《时代法学》 2016年第 6期。

是当前刑法典规定的空白地带。 尽管从立法原意， 仍可以透视责刑关系之间的 “指导与实现” 之基
本逻辑， 但缺乏 “显性” 的立法规定作为支撑。 刑事责任对刑罚的指导意义， 当前存在被刑罚处罚
作为常态实现方式所 “取代” 的认识误区与运行风险。輦輯訛 而且， 与第三章 “刑罚” 的本体内容相比，
刑事责任的规定相形见绌， “指导” 的立法地位难以展现， 更难以在责刑关系的动态运行中得以实
现。 因此， 对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应予以明确规定， 划清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共性与差异。 （3） 刑
事责任的动态归责之本体规定。 1997 年 《刑法》 对刑事责任动态性内容， 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而只有 “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宣示性规定。 刑事责任的实体性规定， 其使命就是走向司法， 实现刑
事责任范畴的多重价值与意义。 从立法角度看， 为了激活刑事责任的动态实践， 首要任务是规定动
态性的归责内容， 建立完整的刑事责任之动态归责体系。輦輰訛 就如犯罪基本范畴主要通过犯罪构成体系
及其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要素予以实现， 而刑罚范畴则通过刑罚种类、 刑罚裁量等予以实现。 对刑
事责任的动态归责而言， 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归责基础、 归责要素等。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扭转刑事
责任的地位受到质疑以及司法化不足等问题。

3． 刑事司法的有益引导
刑事责任立法不仅是为了搭建起完整且系统的实体法之规范体系， 也旨在进一步指导与衔接刑

事司法的需要与进程， 显示与实现刑事责任的价值与意义。
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刑事责任的司法功能。 在刑法典中规定刑事责任， 其归宿都是走向司

法， 指导司法， 通过刑事司法实践立法者的原意， 发挥刑法规范的引导、 惩戒、 预防等功能。 在刑
事责任的立法观念中， 也应当秉持的司法功能导向的立法观， 充分考虑立法规定的司法化问题， 使
刑事责任的刑法学意义、 立法价值以及原意等， 可以更顺畅地通过刑事司法予以实现。 这要求必须
结合 《刑事诉讼法》 中的相关规定， 确保刑事责任的实体性立法衔接无阻。 如立案条件、 起诉条
件、 有罪的法定条件等， 都涉及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程度等问题。 （2） 刑事责任的实践性规定。 从
刑法典对犯罪、 刑罚的规定看， 总则纷纷规定了具体性、 可操作性的实施条文， 分则的罪名都包括
罪名、 罪状、 法定刑等基本内容。 这确保了犯罪与刑罚作为基本范畴， 可以有效并充分付诸于实
践， 通过司法实现立法者的意图。 对于刑事责任的司法意义与功能， 也应通过刑法典予以明确规
定， 才能付诸于实践。 这不仅要求总则规定刑事责任归责、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等内容， 也需要分
则作出具体的细化规定。 （3） 与 《刑事诉讼法》 的联动。 强化刑事责任规定的司法化效果， 首先应
由 《刑法》 挑起大梁， 但 《刑事诉讼法的》 也应联动支持。 回顾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颁行至今
及其两次重大修正， 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之立法问题， 几乎被诉讼程序的传统问题所遮蔽。 然
而， 此举却隐藏重大的制度性风险， 既无法对刑事实体法中的刑事责任观念之当代演变作出有效的
回应， 也无法为日益复杂的刑事司法中的刑事责任及其实践提供充足的规范引导与合法依据。 修改
《刑事诉讼法》 时， 应当考虑刑事责任的立法衔接问题。

（二） 总则专章体例与立法建言

在坚持刑法典的 “章节制” 前提下， 应当考虑刑事责任的专章立法问题， 提升刑事责任的立法
空间与容量。 并从立法条文的设计上进行精细化考虑， 搭建起融合实体与程序、 静态与动态、 本体
与要素、 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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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章规定的立法体例
当前刑法典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显然不是充足的， 因而需要对其进行 “增量”。 与第二章 “犯

罪”、 第三章 “刑罚” 的立法体量相比， 对刑事责任的立法， 基于其地位与功能， 应配置单独的一
章， 系统规定刑事责任问题， 在立法体例上与犯罪、 刑罚保持一致。 更重要的是， 总则对刑事责任
予以 “单章” 规定， 其立法意义是显著的： （1） 可以撇清刑事责任与犯罪的关系， 消除刑事责任依
附于犯罪的认识误区， 凸显罪责关系的独立性。 （2） 可以通过直接、 显性的立法方式， 明确刑事责
任与刑罚之间的关系。 防止 “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 之认识， 在实践中演化为刑罚可以
替代刑事责任之认识误区。 （3） 可以搭建起犯罪与刑罚之间的 “真实” 桥梁关系， 通过立法进一步
固化罪责刑关系的刑法学体系。

同时， 分则也要与总则的 “单章” 之立法体例相适应。 这种总则与分则的立法协调， 可以侧重
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遵循 “罪责刑” 作为分则规范的本体逻辑， 重新构造刑法规范的要素， 增加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
的大小 （程度）” “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可以排除刑事责任）” 等不同的规范表述， 强化分则个罪
规定 “确证” 与 “贯彻” 刑事责任范畴的立法效果。 （2） 在分则中， 应根据刑事责任的归责要素等
内容， 根据实际需要， 对个罪设置一些具体的内容， 如 “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 “人身危险性大的”
“人身危险性小的” “有防卫过当的” “属于特殊防卫的” “属于紧急避险的” “有减轻、 免除刑事责
任的情形” 等， 通过这些规范表述， 使刑事责任规定更具有操作性， 更能符合刑事司法与诉讼阶段
的需要。 而分则的立法衔接工作， 应当根据实践情况具体分析与处理。

2． 立法建言
在立法建议上， 承前所述， 既要调整总则的规定， 也要注重分则的衔接。 但是， 总则规定的完

善更迫切和重要， 在此前提下， 逐步推进分则规定的立法改进。
具体而言： （1） 增设第三章 “刑事责任”， 原第三章 “刑罚” 依次后移。 “刑事责任” 一章可以

分为三节， 分别从静态与动态等多维层面， 明确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形成过程、 归责要素、 归责逻辑
以及司法化、 实现方式等内容。 其中， 第一节是 “刑事责任的概念”， 主要用于充实刑事责任的实
体性内容， 使其不再是空洞的规范概念或理论学说。 第二节是 “刑事责任的追究”， 主要规定刑事
责任的动态追究过程， 通过消除刑事责任在静态与动态之间的相互脱节问题， 增加刑事责任的实践
能力， 也消解罪责关系的一些争论。 第三节是 “刑事责任的实现”， 主要规定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与途径， 以此澄清责刑关系的一些认识误区。 （2） 在第一节 “刑事责任的概念” 中， 可以依次规定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目的”、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性质”、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概
念”、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量”、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发展过程”、 第 XXX 条暨 “其他法
律中的刑事责任规定”。 这些条文分别将罪责关系、 责刑关系、 罪刑关系、 刑事责任的发展过程、
其他法律中的刑事责任等基本问题， 予以立法化、 规范化， 夯实刑事责任作为基本范畴的立法基
础。 而且， 也着重规定刑事责任的定量问题， 使其更具操作性、 量化性。 （3） 在第二节 “刑事责任
的追究” 中， 可以依次规定第 XXX 条暨 “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第 XXX 条暨 “追究刑事责
任的犯罪前提”、 第 XXX 条暨 “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要素”、 第 XXX 条暨 “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
任”、 第 XXX 条暨 “正当行为与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加重 （从重）”、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减轻”、 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免除”。 这些条文明确规定刑事责任的归
责基础与归责要素等内容， 通过立法真正建构独立的刑事归责动态体系， 优化罪责刑关系的理论格
局与实践态势， 促进刑事责任的司法化程度， 打通实体法与程序法中的刑事责任范畴。 （4） 在第三
节 “刑事责任的实现” 中， 可以依次规定第 XXX 条暨 “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方式”、 第 XXX 条暨

46· ·



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刑事责任的其他实现方式”、 第 XXX 条暨 “认罪认罚案件的刑事责任实现”、 第 XXX 条暨 “网络
犯罪的刑事责任实现”、 第 XXX 条暨 “人工智能犯罪的刑事责任实现”、 第 XXX 条暨 “其他规定”。
这些条文为刑事责任指导刑罚处罚提供规范依据， 澄清刑事责任与刑罚之间的 “实现与被实现” 之
应然与实然关系， 优化责刑关系的运行效果， 消除刑事责任被刑罚 “替代” 的司法认识误区。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re�was�no�special�provision�for�criminal�liability�in�Criminal�Law�1979.�Criminal�
Law�1997�has�made�groundbreaking�legislation,�and�the�remedial�legislation�of�the�criminal�law�
amendment,� the� supplementary� legislation� of� the� subsidiary� criminal� law� and� the� radiant�
legislation�of�the�criminal�procedure�law�have�been�followed�up�one�after�another.�Over�the�past�
40� years�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Criminal� Code,� the�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legislative� style,�
highlighting�the�basic�functions�of�the�general�provisions,�providing�judicial�value�of�the�specific�
provisions,� and� effectively� echoing� wit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such�as�the�imbalance�of�legislative�status,�the�significant�gap�in�legislative�content,�the�
unequal�quality�of�legislation�and�so�on,�which�make�the�implementation�of�the�basic�category�of�
criminal� law� inadequate.� And� there� are� still� major�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static�and�dynamic,�the�lack�of�operation�approach�from�legislation�to�justice,�which�has�led�to�the�
problems� such� as� functional� hub� obstruction� and� weak� understanding� of� the� criminal� liability�
judicial� property.� As� for� the�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refle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octrin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criminal�
liability�ontology�elements,�and�the�beneficial�guidance�of�criminal�justice�so�as�to�achieve�a�new�
atmosphere� in� wh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leads� the� exclusive� legislation,� and� the� legislation�
stipulated� in� the� general� rules� is� vital� to� expand� and� implement� forward-look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Key Words: Criminal�Liability； Legislation�Process； Reflec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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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月 9日公安部发布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依法严厉打击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通告》，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境外赌场、 赌博网站加大对我国公民招赌力度， 并且和
电信网络诈骗组织、 人员相互勾结， 危害更加突出， 必须坚决 “依法严惩”。 长期以来， 赌博网络
平台通过发展数量众多的 “代理人” 招赌， “代理人” 广泛使用微信群 “拉人下水” 参赌， 而且利
用微信红包的便捷性、 私密性和娱乐性， 也在微信群聊中大肆开展赌博活动。 对于微信群聊赌博活
动， 当然必须坚持 “严惩” 的刑事政策导向， 但是如何恪守 “依法” 的界限， 则必须重视对争议问
题的法理分析。

一、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重罪化倾向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通常涉嫌聚众型赌博罪或开设赌场罪。 开设赌场罪是法定刑最高为十年
有期徒刑的重罪， 赌博罪则是法定刑最高为三年有期徒刑的轻罪。 无论是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裁
判文书的大数据， 还是典型案例的判决均表明， 刑事司法机关已经长期贯彻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博
犯罪的刑事政策， 裁判规则呈现将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认定为重罪即开设赌场罪的倾向。

(一)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定罪倾向

鉴于微信红包功能自 2014 年上线， 因此以 2020 年 4 月 1 日作为基准日， 在聚法案例网站以
“微信群” “赌博” 为关键字， 限定检索 2015 至 2020 年期间刑事案件， 经数据清洗后得到一审刑事

*叶小琴，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网络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法学博士； 张博雅， 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
为 2018 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基于动态可识别性的公民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范围研究” （项目编号：
18SFB201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叶小琴 张博雅 *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法理解析

内容提要： 大数据显示，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通常被认定为重罪即开设赌场罪而非轻罪
即赌博罪， 这种以重罪化震慑潜在犯罪人的裁判倾向是受预防性刑法观影响的结果。 预防
刑法对激活刑事立法的犯罪治理功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但在刑事司法中却不可恣意扩
张。 有关开设赌场罪的最高人民法院第 105 号和第 106号指导性案例指示了控制性和持续
性要素， 但并未明确阐释具体认定规则。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 应符
合类型化的标准， 即行为人建立微信群的营利性、 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支配性和微信群的开
放性。
关键词： 网络赌博 开设赌场罪 赌博罪 指导性案例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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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黔 27刑终 137号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 5524 份。 分析判决书的数量和案由， 可以发现利用微信群赌博刑事案件呈现数量迅猛上升
与开设赌场罪适用率高的特点。 如图 1 所示， 利用微信群赌博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呈现迅猛上升趋
势。 2019 年相关刑事案件达到近期的犯罪高峰， 预计未来很可能继续攀升。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
的居家隔离生活方式导致公民各类网络活动时长猛增， 微信群聊赌博犯罪预计会大幅度上升。

判决书案由的分析表明，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的刑事裁判存在明显的罪名差异， 开设赌场罪
适用比例显著高于聚众型赌博罪。 5524份判决书中， 4697 份判决认定开设赌场罪， 827 份认定为赌
博罪， 开设赌场罪判决占全部判决数量的 85%。 实际上，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在法律事实上
的区分度并不清晰， 开设赌场罪和聚众型赌博罪的法律界限也不明确。 定罪结果的比例分布表明，
裁判者更倾向于将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类型性的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中， 定罪争议比较大的是网络赌博平台发展的 “代理人” 利用微信群聊
“拉人下水” 参赌的情形。 此时， 认定被告人构成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 控辩双方各执一词。 例
如吴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2017 年 12 月中旬被告人吴某和薛某建立微信群， 随后组织群内成
员加入 “趣玩互娱” 游戏软件参赌， 二人共同负责群内的记账、 收账等事务， 2018 年 3 月下旬二被
告人解散该群， 并平均分配累计的抽头渔利共计十二万余元。① 本案中检察院起诉被告人构成开设
赌场罪， 辩护人主张被告人构成赌博罪， 法院则认为吴某、 薛某建立微信群， 组织群内成员进入
“趣玩互娱” 游戏软件参与赌博， 提供赌博场所并从中抽头渔利， 行为符合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
不采纳辩护意见。

前述吴某等人开设赌场案的判决书是法院通常采取的模式， 暨记载法律事实后简单认定 “行为
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 但并不给出具体的裁判理由。 判决书定罪理由的模糊性， 不仅是对
个案被告人来说不具有说服力， 而且由于案件具有法律事实的差异， 裁判理由法理分析的缺乏也容
易造成类案不同判。

根据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图 1： 2015-2020 年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数量 （单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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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勇： 《定罪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63-264页。
譻訛 何荣功： 《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4期。
譼訛 孙道萃： 《网络刑事制裁范畴的理论视域与制度具象之前瞻》，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4期。

的解释》 （以下简称 《赌博罪司法解释》） 和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
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网络赌博意见》）， 微信群聊赌博
案件涉及的是聚众型赌博罪， 这是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三人以上赌博， 抽头渔利数额、 赌资数额或参
赌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行为； 开设赌场罪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的行为。 两个
罪名的行为外观都涉及组织人员进行赌博活动、 获取利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
法》） 第三百零三条有关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立法语言具有模糊性， 没有为两个行为样态极为相
似的罪名划定明确边界， 给司法机关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判空间。 刑事裁判当然能够体现从严的刑
事政策导向， 但问题在于， 判决书呈现了显著的开设赌场罪定罪倾向， 但并没有给出行为符合该罪
构成要件的理由。

总之， 开设赌场罪中的关键即在于对 “赌场” 和 “开设” 的解释。 对赌场的解释， 应否因为赌
场了突破传统空间、 时间的限制， 由现实变为虚拟而有所变化？ 对开设行为的界定， 又会否因为赌
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司法实践中对此并无明确标准， 但是存在着一种倾向： 只要
行为人是建立微信群， 并且是管理者， 在微信群内有赌博行为的， 则认为行为人构成开设赌场罪。
实际上， 这种机械的定罪方式正是刑法目的解释不当扩大的体现。 不能为了入罪， 而试图脱离一般
的文义理解， 做出超法规的目的性解释。

（二）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重罪倾向的反思

1. “量刑反制定罪”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超越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重罪倾向体现了 “量刑反制定罪” 的裁判思路。 “量刑反制定罪” 是

指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定罪时， 先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案件特点预设量刑的结果， 再 “挑选”
与量刑相适应的罪名， 并以具有模糊性的刑法条文作为定罪量刑的正当性依据。② 但是， 罪刑法定原
则是刑法的首要原则， 量刑反制定罪虽然可能更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 但颠倒了定罪与量刑的裁
判逻辑顺序， 使行为定性脱离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应根据全面的实质
解释论对这种倾向进行反思。 全面的实质解释论首先坚持法定构成要件的形式理性， 然后再实质判
断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威胁或侵害。 行为人利用微信群赌博的行为， 刑事司法机关基于依法严厉打击
的刑事政策导向， 倾向性地认定为重罪即开设赌场罪， 明显是一种量刑反制定罪的做法， 不能视为
基于实质刑法观得出的结论。

2. 预防性刑法观在司法中的扩张
更主要的是，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开设赌场罪的重罪化倾向是受预防性刑法观影响的结果。

预防性刑法观也不能证成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重罪化定罪倾向。 在网络犯罪领域， 互联网技术
日臻成熟， 网络犯罪案件数量增多， 而取证、 办案难度和社会危害性方面， 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不
可同日而语。 因而涉及到互联网的犯罪， 刑罚的预防功能得到重视。 预防刑法是指刑法的目光更多关
注于潜在的法益侵害危险， 而非消极被动地等待法益侵害结果的出现。③ 预防性刑法观认为， 风险社
会的到来使得积极预防主义成为刑罚目的发展的新动向， 网络犯罪视域内刑法预防机能的扩张符合网
络社会发展规律。④ 此观点具有一定科学性， 网络犯罪视域内提倡刑法预防机能非常重要。 然而， 预
防性刑法观在立法层面可以适度提倡以回应社会发展中犯罪治理的需要， 在司法中却不可恣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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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魏东： 《刑法解释论 （第 1卷）》，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8-30页。
譾訛 陈兴良： 《走向教义的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2页。

司法层面解决新型犯罪行为定性的根本方法是罪刑法定原则限制下的刑法解释。 开设赌场罪在
刑法条文中表述模糊， 对其解释成为刑法能够准确适用的前提与基础， 刑法解释对于刑法的理论与
实践有重要的作用。⑤ 也即，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适用，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法律的正确解释
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逻辑推理。”⑥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当然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 但这种裁判结
果是有行为边界的， 具体的行为类型需要明确化，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行为人借助微信群实施了聚众型赌博行为， 但却并未达到开设赌场罪所要求的控制程度、 持续
和开放程度， 则也不应当简单认定为构成开设赌场罪， 仅能认定行为人构成赌博罪。 但是， 实践中
对 “控制力” 和 “持续性” 的解释认定标准并不明确， 有时将仅借助微信群赌博的行为简单认定为
开设赌场罪。 司法层面存在不合理的目的解释， 即为了打击犯罪， 将本不符合重罪开设赌场罪构成
要件而仅符合轻罪聚众型赌博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解释为重罪， 而不考虑此种行为在脱离网络实施时
本来的构成要件。 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预防刑法的理念从立法中剥离出来， 将其不合理地应用于司
法。 司法层面并不能过分强调预防性刑法观， 应遵循实质刑法观认定行为性质。 运用刑法解释方法
时应坚持一个基本原则， 即目的解释是论理解释的下位概念。 在解释方法的适用上， 文义解释作为
论理解释的对立解释方法， 不应被剥夺优位性。 裁判者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 不可能脱离法律
条文文义可能涵摄的最大范围。 有些语言文字的含义本身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而进化、
改变。 比如， 对于 “赌场” 的认定，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行为人开设网站设置代理， 网络赌场
已经十分常见。

此种趋势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过度弥散有突破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风险， 预防性刑法观的机能在于
确定刑事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和合理边界， 刑事司法领域内准确定罪的重点在于依据实质刑法观对刑
法进行限制解释。 赌博行为属于 “无被害人的犯罪”， 参与赌博活动的人员均是自愿参与且网络空
间中社会关系日益呈现 “去中心化” 形态，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实质的法益侵害性较低， 犯罪化
标准理应更严格， 对此类行为应限缩适用开设赌场罪。

因此，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刑事裁判的核心法理问题在于， 微信群能否被 “网络赌场” 所涵
摄？ 其一， 尽管微信群在建立的程序、 日常维护管理方面都与赌博网站有较大的区别， 但是相较于
在网站赌博， 利用微信群赌博显然更加便利也更加隐秘了， 这是技术发生新进步的标志。 “微信群”
被解释为 “网络赌场” 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解释并不超过一般人对 “赌场” 的文义理解， 因为这些
一般人就是生活在互联网社会， 享受技术进步的真实民众。 其二， 在论理解释方法的选取上， 对立
法原意的揣摩， 不应突破刑法的基本价值， 应对裁判结果进行结果妥当性考察。 就本罪而言， 尽管
其借助了网络手段， 但仍然属于传统犯罪而非新型犯罪， 因此应对其作限缩解释。 对行为人的行为
是否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进行判断时， 要从具体的解释过程中走出来， 对结果是否妥当进行判断。
裁判者在作出入罪判定后， 要对结果妥当性进行考察， 若结果不妥当， 则应作出罪处理。 裁判者在
判定是否出罪的最后阶段， 应从 “一般人” 而非 “法学家” 的角度去判断该结果是否符合罪刑法
定， 是否违背刑法的基本价值。 比如， 当行为人仅仅是在家族群聊内或者固定的朋友圈子内建立微
信群进行赌博活动就不宜认定为开设赌场， 因为这种行为并不是 “开设”， 在符合聚众赌博的构成
要件时更可能被认为是赌博罪而非开设赌场罪。 再如， 对于只是亲友之间的较小金额的抢红包活
动， 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的人情社会现实， 亦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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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刘艳红： 《实质刑法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9-12页。

二、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核心定罪规则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核心定罪规则， 但对关键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
具有一定模糊性。 针对利用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猛增和类案不同判的现状， 2018 年 12 月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了第 105 号 《洪小强、 洪礼沃、 洪清泉、 李志荣开设赌场案》 和第 106 号 《谢检军、 高
垒、 高尔樵、 杨泽彬开设赌场案》 指导性案例。 这两个指导性案例反映出司法机关将利用微信群聊
赌博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三个要素： 营利目的、 控制力、 持续性。 前述指导性案例体现的核心
裁判规则可以总结为， 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控制微信群， 并持续组织赌博活动的， 构成开设赌场
罪。 但是当前判决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并不具有普遍一致性， 在控制力和持续性两个要素方面
仍然存在 “规则真空地带”。

（一） 营利目的

我国 《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明确规定营利目的是成立聚众型赌博罪的条件。 因此， 营利目的是
认定行为人赌博罪与非罪的前置标准。 而开设赌场罪， 规定在 《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 此处
第一款赌博罪中的 “以营利为目的” 是否能涵摄第二款的开设赌场罪是存在争议的。 从语义学分
析， 营利目的在此处无法涵摄开设赌场罪。 但是， 根据 《赌博罪司法解释》 第二条， 营利目的是认
定开设赌场罪的必要条件。 康德认为人的实践理性是人类 “可以决定自愿选择的行动”，⑦ 这也正是
处罚失范行为的基础。

因此， 无论是认定聚众型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 均要求行为人具有营利目的。 营利目的是判
断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对于这一点并不存在差异性的裁判规则， 对于两罪的差异性裁判规则主要
体现在控制力与持续性两方面。

（二） 控制力

控制力即指聚众赌博中各行为人之间的有组织性， 以及开设赌场罪中群主及管理者对微信群聊
的支配性。 下文的龚某赌博罪一案和赵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控制程度不同， 案件
定性为不同罪名， 体现了多数司法机关的共性裁判规则； 龚某赌博罪一案和白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控制程度、 行为模式相似， 但是法院却认定为两个罪名， 体现了司法实践中的差
异性裁判规则。

1. 控制的内涵
无论判决书认定的是 “组织” 还是 “支配”， 对被组织和被支配的人而言， 均为一种抽象的控

制。 也就是通过邀请微信群新成员、 在微信群中长时间组织赌博活动吸引群成员参与、 解散微信群
等方式有目的引导并塑造群成员网络空间活动方式。 不同于线下的聚众型赌博或开设赌场， 网络空
间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因而是无形的。

2. 控制的程度
不同程度的控制对于行为定性非常重要。 其中， 聚众型赌博罪要求的控制较弱， 开设赌场罪要

求的控制较强。 根据 《赌博罪司法解释》， 聚众型赌博主要的行为类型是组织特定人员赌博， 同时
抽头渔利的数额、 赌资数额或者参赌人数达到特定要求或者组织中国公民赴境外赌博等特殊情形。
聚众型赌博中的控制重在 “组织”。 在龚某赌博罪一案中， 被告人龚某经人介绍， 在某赌博网站注

52· ·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法理解析

讀訛 参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湘 09刑终 63号刑事判决书。
讁訛 参见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冀 11刑终 135号刑事判决书。
輥輮訛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豫 03刑终 262号刑事判决书。

册两个账号进行 “重庆时时彩” 赌博， 并开设线下店铺， 利用自己的赌博账号代赌民投注， 从中抽
头渔利。 随后， 龚某邀请邓某同为注册赌博账号。 随后， 两人先后建立微信群 “万马奔腾”、 “精英
群” 及 “新精英群” 拉赌客进群参赌。 赌客在微信群内通过支付宝或微信下注， 龚、 邓二人再利用
自己的三个账号在赌博网站代为投注， 从中抽头渔利， 直至同年 10 月， 期间营利 2 万余元。⑧ 此处
龚某建立了微信群， 但其对所有参赌人员的控制力度是较弱的。

认定开设赌场罪的案件中控制程度更高。 在赵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赵某组建 “快乐大家庭 1
号” 微信群进行赌博， 赵某作为群主制定了入群规则以及参赌规则。 群成员参赌的方式是在群中发
红包、 抢红包。 发红包时， 备注红包的金额及 “雷” 的代表数字 （如红包备注 20.1， 其中 20 代表
红包的总金额， 1 代表 “雷”）， 如果谁抢到的红包数额的尾数与备注 “雷” 的数字相吻合， 则中
“雷” 的成员向发红包的成员支付红包的总额； 相反如果抢到红包者没有中 “雷”， 红包里面的金额
归抢到者所有。 随后， 赵某将亲友宋某、 纪某二人拉入群内， 赵某让宋某、 纪某在群内无人发红包
时， 二人发红包来带动群内其他成员， 以此吸引更多人积极参赌。⑨ 赵某作为微信群的群主， 拥有管
理成员与日常赌博活动的权限， 与龚某的情形虽有相似但并不相同， 差别即在于赵某对于群聊的管
控程度更高， 抽象的控制更足， 因此赵某最后被认定成立开设赌场罪。

3. 认定控制程度的要素
聚众型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中控制程度的要素不同。 龚某赌博罪一案中， 其虽然也建立了微信

群， 但实际上微信群并不作为赌博的主场， 而仅是其联络参赌人员的工具， 龚某的控制仅体现在其
对所有参赌人员即 “人” 的组织。 这个要求从 《赌博罪司法解释》 也可见一斑。 “抽头渔利数额、
赌资数额或参赌人数” 达到特定要求是选择性的情形， 在分别具备以上三种情形时， 同时， 行为人
组织特定人数参赌时， 才构成聚众型赌博罪。

开设赌场罪的控制主要体现为对 “场所” 的支配。 赵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赵某对于赌博场所
即 “微信群” 的控制是实际的， 包括制定群规、 控制赌博流程等， 均属于对 “场所” 的支配。 当
然， 在支配场所的同时， 场所内的人员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 因此， 对认定控制程度
要素考量， 要考虑 “人” “场所” 两方面。 聚众型赌博罪是对人的组织， 开设赌场罪是对场所的支
配， 同时也支配场所内的人。

实践中也并非所有案件完全都遵循上述核心裁判规则。 如白某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被告人白
某、 李某以下级代理身份购买百川棋牌 APP 房卡， 后建立 “战火无限” 微信群， 利用百川棋牌 APP
房卡开设网络房间， 同时组织微信群内人员进行赌博， 从中抽取渔利。 被告人单某、 张某以下级代
理身份， 通过被告人白某购买百川棋牌 APP 房卡， 利用百川棋牌 APP 房卡开设网络房间组织微信
群内人员进行赌博， 从中抽取渔利。 几名被告人被判处开设赌场罪。⑩ 对比龚某赌博罪一案和白某开
设赌场罪一案， 行为人的行为模式相似， 都是在其它赌博网站赌博， 微信群聊用于拉络参赌人员，
行为人并没有自己制定群内的赌博规则， 但判决书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却并不一致。

（三） 持续性

持续性指行为人设立的微信群存续时间和稳定状态。 如果微信群不具备持续性， 则认定为聚众
型赌博罪， 反之， 则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考察持续性要素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考虑， 下文的刘
某等人赌博罪一案和殷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体现了共性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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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赣 11刑终 390号刑事判决书。
輥輰訛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内 08刑终 95号刑事判决书。

1. 持续性的时间要素
持续性的时间要素要求， “微信群” 的存在必须是持久的而非短暂的。 刘某等人赌博罪一案中，

被告人刘某、 严某甲、 严某乙、 凤某商议后， 每人出资 500 元合伙建立微信 “扫雷” 赌博群， 组织
他人入群， 通过发红包、 抢红包的方式进行赌博。 与此同时， 被告等人利用免死微信号使用手机外
挂软件在群内抢红包抽头渔利。 一两天后， 刘某又邀请被告人欧阳某入伙， 刘某等五人对赌博群成
员管理、 群内发福利、 用免死微信号抢红包、 拉人进群等事项进了分工。 随后， 刘某等五人先后三
次组织不同的赌博群拉人入群赌博， 每次持续一段时间几人盈利后便瓜分犯罪所得， 其中一次因人
数不多未赢利， 组织了一次赌博后便散伙了。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 欧阳某、 严某甲、 凤某、 严
某乙、 吴某以营利为目的， 组织他人在微信群内以发红包、 抢红包的方式聚众赌博， 从中抽头获
利， 六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赌博罪。輥輯訛

在刘某等人赌博罪一案中， 刘某等人先后三次组织不同的赌博群赌博， 随后解散， 并不持续，
因此无法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认定成立赌博罪。 呈现出来的裁判规则即是， 若行为人并非持续不断
地组建微信群， 而是反复地组建、 解散、 再组建微信群以降低微信群作为赌博场所的维持成本和掩
盖其犯罪行为， 则认为其不具备持续性， 成立赌博罪。

2. 持续性的空间要素
若同时考虑空间因素， 则微信群的状态并非仅仅表现为存在的持续， 也表现为存在的稳定或开

放， 即微信群或者是稳定存在的， 或者其存在虽不稳定， 属于临时组建， 但是具有开放的性质， 即
使短暂解散也能很快重新组建， 并且将容纳更多人参赌。 如殷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被告人殷
某伙同被告人孙某、 张某利用微信群， 设定赌博规则， 以微信红包 “扫雷” 的方式， 为群内成员提
供赌博条件， 非法获利。 被告人殷某购买或自建微信群， 作为群主， 与被告人孙某负责拉人入群、
兑奖， 被告人张某借助免死身份抢红包、 兑奖， 从中渔利。 根据被告人孙某供述， 群内成员大约四
十多个， 大部分为殷某拉入群内， 免死微信号在群内只抢红包不发红包。 法院认定殷某等人构成开
设赌场罪。輥輰訛

刘某等人赌博罪一案和殷某等人开设赌场一案中， 微信群聊的持续性在空间维度呈现不同状
态。 在刘某等人赌博罪一案中， 刘某等人拉人入群， 每次均组织不同的人进行赌博， 虽然也具有一
定程度的持续性， 但是这种持续非常短， 群聊开放程度差， 仅是对特定人数的开放， 且每次组织都
是 “短暂地” 进行赌博后便又解散了。 但是在殷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中， 殷某等人建立的微信赌
博群却是 “长期持续开放”。 实际上行为人的持续组织总是伴随着微信群聊的开放性。 一般而言，
群主通过不断地邀请人员入群而后进行持续地赌博。 如果该群本身具有封闭性， 则其虽然也有可能
持续赌博， 但是却更可能构成聚众型赌博罪而非开设赌场罪。 因此判断持续组织性要素时通常要结
合群聊的开放性一并分析。

综上， 分析行为人对微信群聊的控制性应考虑控制的程度及形成控制的具体要素， 分析微信群
聊的持续性应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因素， 并结合开放性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第 105 号和第
106 号案例指示了控制性和持续性两个要素， 但是并未详细阐述控制性和持续性的认定标准。 由于
认定控制性和持续性的具体要素不明确， 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刑事案件并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
则。 很多案件中， 判决书并未对控制的程度、 持续性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 即认定利用微信群聊赌
博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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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裁判标准

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裁判依据是 《赌博罪司法解释》 第二条、 《网络赌博意见》 以及 2014 年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但事实上， 这几份解释文件主要针对行为人利用赌博网站及赌博机开设赌场的行为。 由于微
信群与真正的赌博网站在设立程序、 管理维护方式、 盈利模式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对于行为
人利用微信群赌博这种情形， 不能一概而论地就适用这几个解释文件而其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司法
实务中， 仍要严格把握行为人利用微信群开设赌场罪的成立条件， 避免不当的扩大解释。 具体而
言， 对于微信赌博案件认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 应在指导案例反映的核心定罪规则基础上， 对构罪
条件进行类型化解释。

（一） 行为人建立微信群的营利性

行为人构成开设赌场罪是否要求其具备营利目的仍然存在争议。 《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并未明
确规定犯罪目的， 这成为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营利目的从而认为开设赌场罪是行为犯的重
要理由。 然而， 这种论断正确与否需重新判别。

营利目的肯定论的理由源于主观解释， 认为 《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 “以营利为目
的， 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 构成赌博罪， 该款中的营利目的适用于开设赌场罪。 肯定论者考虑
到开设赌场罪的立法沿革， 根据主观解释方法也能认为， 立法者在立法之初的原意是： 第三百零三
条第一款赌博罪中的 “营利目的” 亦能约束第二款开设赌场罪中的构成。 论文赞同肯定论者的结
论， 即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中包括营利目的， 但认为仍需进一步补充论证理由。

首先， 要求行为人具备营利目的才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根据 《赌博罪司法解
释》 第二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 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 接
受投注的” 构成开设赌场罪。 由此可见， 虽然我国刑法典中并未明确开设赌场罪需要具备营利目
的， 但是根据司法解释中对开设赌场的定义， 营利目的是行为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基本条件。 可以
说， 没有营利目的， 就不存在 “开设赌场” 行为。

其次， 要求行为人具备营利目的才能构成开设赌场罪与网络社交平台人员之间的复杂行为样态
有关。 若行为人出于 “公益目的” 而组建微信群， 微信群内的用户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高额金钱给
群主， 那么行为人的这种行为则更像是给开设赌场的行为人租场地的 “房东”。 若无其他可能涉嫌
犯罪的行为， 此时并不能将 “房东” 的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 当然， “房东” 明知其他人在其组建
的微信群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放任不管的， 依然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若此时微信群有真正运营管
理者， “房东” 反而有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最后， 赌博罪中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人构成赌博罪都应具备营利目的， 那么根据入罪时
“举轻以明重” 的当然解释原理， 赌博活动组织者成立犯罪时也应具备营利目的。 对比两罪的刑罚
规定， 开设赌场罪的基本刑与赌博罪的刑罚规定相同， 均规定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罚金”。 但是， 对于触犯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行为人， 更是规定了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根据 《网络赌博意见》 的规定， 行为人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 其抽头
渔利数额、 赌资数额或者参赌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或者有建立网站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或者招募代
理、 招揽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等情形的， 就构成此处的 “情节严重”。 若开设赌场罪不需要以营利为
目的， 则很有可能将朋友之间娱乐性质的博彩行为入罪， 这显然是降低了开设赌场罪的入罪门槛。
对于可能被判处更严重刑罚的罪名， 更应该严格把控入罪。 因此， 营利目的是开设赌场罪的基本条
件， 不应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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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支配性

除了营利目的， 行为人还应对微信群具有支配性。 这种支配性， 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行动支配，
而是实质意义上的活动引导和网络行为方式塑造，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 行为人建立微信群， 并对微信群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的。 根据腾讯微信用户协议， 用户
对微信群仅有按照腾讯的规定使用各项功能的权利， 并无所有的权利。 行为人通过邀请其他用户进
入群聊建立微信群， 建立群聊的这个人就是 “群主”， 群主可以对群聊进行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
更改群聊名字、 发布群公告、 管理群成员等。 如果行为人建立微信群， 并吸纳成员进入该群聊， 群
聊成员在群聊内从事赌博活动， 行为人因为成员的集合而获益， 且他对群聊进行了日常的管理和维
护， 那么就应认定行为人对此 “微信群” 具有支配性。 反之， 如果行为人只是建立了微信群随后他
只是作为该群聊的普通成员进行日常赌博， 并未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管理， 维护管理工作由其他人进
行， 且该行为人也不具有下面讲的建立微信群虽不管理但是以此营利的情形， 那么也不能简单认为
该行为人就构成开设赌场罪， 而更可能按照普通的赌博罪处理。

第二， 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 行为人仍建立微信群供他人组织赌博并参与利润分成的。 在有
些案例中， 行为人会以自己并未实际参与微信群运营而辩称自己不构成犯罪。 实际上， 只要行为人
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 而仍然建立微信群供他人运营组织赌博并从中收取利润分成， 该行为人就
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 值得注意的是， 此种 “明知” 既可能是行为人甲在建立微信群前就与其他行
为人共谋： 由甲建立微信群， 此后甲将群主移交行为人乙， 甲从中获取利益这种情形。 也可能是甲
在建立微信群后， 乙等人找到甲， 要求有偿接管甲的群聊， 甲明知乙等人将用此群聊从事赌博活
动， 为了从中获利， 而将群聊移交给乙等人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不可能发生， 将
已经有一定人数基础的微信群有偿 “转让” 给意图开设网上赌场的行为人而从中获取不菲的利润，
这种情形不得不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行为人并未实际参与微信群的运营管理， 但是由于他存
在 “明知” 行为和 “获利” 行为，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能作为出罪理由。 相应地， 乙等人虽不是微信
群的建立者但却用转让而来的微信群开设赌场， 并且也进行了日常的维护和管理活动， 乙等人也是
开设赌场罪的行为人。 反之， 若行为人甲建立微信群后， 出于与乙的友情或者乙等人的哀求而将群
聊管理权限交给乙等人， 自己退出群聊， 甲既不知乙等人后来的违法犯罪行为， 又未从中获益， 则
甲就不应作为开设赌场的犯罪处理。

第三， 行为人虽未建立微信群， 但为获取利益而担任 “代包手” 并接受投注的。 上述第二种类
型还可能衍生 “代包手” 的情形。 亦即， 行为人不是建立微信群进行管理， 也不是建立微信群后再
将微信群转让获利， 行为人只是在微信赌博群聊内担任 “代包手” 并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润。 这种情
形下， 行为人是否应作为开设赌场罪处理呢？ 所谓的 “代包手” 是利用微信群进行赌博的一种 “特
色职业”。 由于微信规定了每人每天发红包的金额有总上限， 而出于赌博需要， 微信群内所有红包的
金额通常非常之大， 因此就催生了 “代包手” 行业。 “代包手” 以自己的微信账号在群聊内发放金额
不等的拼手气红包， 根据群聊内事先规定好的赌博规则， 由群聊内其他人进行抢红包， 即手气最佳
者、 手气最差者， 或者抢到固定尾数金额的人为输或嬴。 在这个过程中， “代包手” 虽未建立微信
群， 也未参与微信群日常的管理运营， 但是其 “发红包” 行为实际上是该群赌博活动必不可少的一
环。 “代包手” 通常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有明确认识， 却依然实施这种行为， 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三） 微信群的开放性

微信群的开放性， 即指对于参与赌博的人而言， 进入微信群或者退出微信群是相对自由的， 微
信群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若用于赌博的微信群是封闭的， 微信群自建立且吸纳一定数量用户加
入后便不再允许新成员加入， 那么这个微信群便不具有开放性， 微信群内的成员只能成立赌博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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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设赌场罪。
新型 “微信群赌场” 具有新特点。 相较于传统实体赌场， 具有隐秘性、 便捷性等特点， 但是在

开放程度方面， 不能认为微信群就应是封闭的。 微信群的隐秘性是由于它依托互联网而生， 在微信
群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不易被察觉， 不易被打击， 但是其具有隐秘性不能等同于其就应是封闭的。 如
果 “赌场” 设立后， 只是用于固定成员之间的赌博， 那么这更像是 “一群朋友” 在某家客厅摆了一
张桌子赌博一样， 不能将这种场所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 “赌场”。 在这种情况下， 参与人数量如果
符合法定条件， 也只具备赌博罪中的 “聚众性” 而已。 即使微信群的管理运营者本人参与赌博， 其
管理运营活动也只是对其他共同参与赌博人员的 “公益服务活动”， 只多也只能被认定为赌博罪而
非开设赌场罪。 实际上， 微信群的这种开放性是比较容易判别的。 在开设赌场罪的案例中， 有些管
理者会要求成员交纳一定的保证金， 用以保证该成员不随便邀请陌生人入群， 以保证该成员遵守赌
博规则。 同时， 邀请成员要经过群主同意或者只能由群主邀请人入群。 这种情况下， 虽然入群的要
求更加严格了， 但它仍然具有开放性。 群主的这种严格管理成员行为并没有阻断微信群的开放性，
其行为实际是确保该 “微信群赌场” 安全和赌博活动秩序的犯罪行为。

结语

刑事司法机关对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存在定重罪即开设赌场罪而非轻罪即聚众型赌博罪的显
著倾向。 最高人民法院第 105 号和第 106 号指导性案例仅指示了认定开设赌场罪中的控制力和持续
性要素， 但并未阐释其具体内涵， 因而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与具体案件裁判标准之间产生了差
异。 实践中案例与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中的 “聚众赌博” 情形极易发生混淆， 应警惕为了震慑犯罪
而将该类行为 “拔高” 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倾向。 在解释方法层面， 对 “开设” 和 “赌场” 作限制
解释， 涉微信群案件中应重点考虑群主对微信群的控制性及微信群的持续性或开放性。 若微信群主
实际上并不控制群聊或支配程度较低的， 抑或该群聊是封闭、 不接纳新成员， 致使组织赌博行为事
实上并未持续的， 则这些行为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只构成聚众型赌博罪。

（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Big�data�shows�that�gambling�through�WeChat�group�chat� is�usually�recognized�as�a�
felony�for�opening�a�casino�rather�than�a�misdemeanor�for�participating�in�gambling,�and�that�this�
tendency�to�deter�potential�criminals�with�serious�penalty�is�the�result�of�the�concept�of�preventive�
criminal� law.� Preventive� criminal� law�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activating� the� crim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but� it� can� not� be� expanded� arbitrarily� in� criminal�
justice.� The� guiding� cases� No.� 105� and� 106�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crime� of�
opening� casinos� indicate� the� elements�of� control� and�continuity,� but� do� not� clearly� explain� the�
specific�identification�rules.�If�the�gambling�behavior�of�using�WeChat�group�chat�constitutes�the�
crime�of�opening� a� casino,� it� should�meet� the� typed� standard,� that� is,� the�profit� of� the� actor� to�
establish�the�WeChat�group,�the�dominance�of�the�actor�to�the�WeChat�group�and�the�openness�of�
the�WeChat�group.

Key Words: Online�Gambling； Crime�of��Opening�a�Casino； Crime�of��Gambling； Guiding�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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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行政法研究” （项目编号：
15BFX04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协商行政决策程序研究” （项目编号： CXJJ-2019-355）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譹訛 1985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规定： “粮食、 棉花取消统购， 改为合同定购”。
譺訛 参见 1988年 2月国务院发布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及其同年 5 月发布的 《全民所有制小型工

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
譻訛 1990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将国家对土地的行政划拨管理方式转变为协议性的

管理方式。
譼訛 在国务院正式文件中， 行政协议一度被列为与行政规划、 行政指导、 行政许可等行为相并列的行为。
⑤ 如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第九十三条规定： “本规定所称行政合同， 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与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之间， 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

吴明熠 *

内容提要： 行政协议传统研究的宏观脉络基本遵循了 “识别行政协议—审查模式选择—司
法审查的问题与完善” 的逻辑思路。 随着行政协议解释的出台， 相关理论研究产生了精细
化的发展趋势， 主要聚焦于司法审查程序中存在的有关受案范围、 法律适用、 审查标准、
强制执行及诉讼时效等方面的问题并面向不同角度的研究议题， 但在相关研究中仍缺乏两
个部门法研究之间的对话交流， 显现出单一部门法的本位思维。 因此， 在未来的行政协议
司法审查研究中， 应由行政行为理论本位转向行政协议关系理论， 并由单一部门法本位转
向两大部门法的融合。
关键词： 行政协议解释 司法审查 研究转向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6

新解释下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转向

抉微钩沉， 契约的观念及实践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领域均有或隐或显的呈现， 契约的运用使
公众有序参与行政、 人人皆享治权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实现了治理方式的刚柔并济。 在我国的行政
实务中， 行政协议的初现始于 1978 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5 年国家将粮食的采
购也改为以合同的方式订购，譹訛 1988年行政协议被进一步引入工业领域，譺訛 直至 1990 年国家对土地的
管理也产生了由划拨变更为协议管理的质变，譻訛 据此， 订立行政协议的行为方式愈发得到重视，譼訛 其
形式也径直体现在某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中。譽訛

就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模式来看， 理论研究选择的方案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私法模
式， 即利用私法原理和规范对行政协议中的法律关系加以审查； 二是公法模式， 即通过公法规则审
查行政协议关系； 三是混合模式， 即对行政协议中的公私要素加以区分， 并综合运用公法规范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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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分别对两种要素加以审查。 在司法实践中， 1999年 4月通过的 《行政复议法》 首次将行政机
关与相对人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譾訛 1999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的行诉法司
法解释对行政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则事实采取了广义的解释， 将双方行为纳入了其范畴。譿訛 2004 年 1
月， 行政合同履行纠纷被正式明确为行政案由的类型， 在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中被提及。讀訛 然
而， 在 2011年 2月新修改的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中， 最高人民法院又将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应通
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的几类合同纠纷事项归入民事诉讼范畴。讁訛 可见， 司法实践对于行政协议的性质
及其司法解纷机制仍存有分歧。 直至 2015 年新 《行政诉讼法》 明确了行政协议纠纷适用行政诉讼
的纠纷解决途径， 并初步概括了行政协议的类型，輥輮訛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适用解释》 明确了
行政协议的概念， 并进一步细化规定了起诉期限、 管辖法院和诉讼费用、 审查法律依据及案件判决
方式等行政协议纠纷的诉讼程序，輥輯訛 2018 年新 《适用解释》 的出台进一步将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纳入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中，輥輰訛 才使得有关行政协议司法解纷途径的争论得到稍稍平息。 2019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行政协议解释》），
对行政协议的定义和范围、 诉讼主体资格、 诉讼种类、 举证责任、 审查标准、 裁判方式、 协议效
力、 协议的判决与执行等方面均加以了明确， 为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指明了大致方向， 但理论研究中
的争议仍未完全终止。

一、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的宏观脉络

随着学界对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共识逐步增多， 我国行政协议理论也得到了日益发展完
善， 但由于缺乏全局性研究视野， 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问题仍存有各种理论纷争。 因此， 有必要对
我国历来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研究在宏观层面进行系统地梳理， 以从宏观上把握行政协议研究过程
的大致思想脉络。 经由对行政协议理论框架的持续性研究， 在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方面已形成了多
维度的宏观研究领域， 主要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一） 行政协议的司法认定研究

1. 行政协议的司法识别标准研究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
（六） 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

譿訛 如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
权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 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使行政协议纠纷被纳入行政诉讼
受案范围成为可能。

⑧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明确指出 “诉 XX （行政主体） 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 构成行政不作为案件
案由。

讁訛 主要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特许经
营合同纠纷、 公务员聘用合同争议、 公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公共服务合同纠纷等。

輥輮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 （十一） 认
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 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 第七十八条规定： “被告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 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
议的，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被告变更、 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
项规定的协议合法， 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 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輥輯訛 参见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至第十六条规定。
輥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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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八条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是指： …… （六） 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

新解释下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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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的观点大致可作 “核心单标准说” “双标准说” “三标准说” 以及 “综合说” 的区分。
“单标准说” 又可细分为： （1） 以是否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为标准的 “法律关系说”；輥輱訛 （2） 以
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公权力因素为标准的 “公权力说”；輥輲訛 （3） 以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
准的 “主体说”；輥輳訛 （4） 以合同目的是否为公共利益或实现行政管理目为标准的 “目的说”。輥輴訛 “双标准
说” 即在 “单标准” 的基础上认为行政协议的识别应同时满足两类标准， 包括 “目的说+主体说”輥輵訛

“主体说+法律关系说”輥輶訛 “目的说+法律关系说”。輥輷訛 “三标准说” 认为识别行政协议需要同时满足三个
标准， 认为行政协议认定的基本标准： 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 二是协议目的在于实现
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的目的； 三是协议超越了私法规范。輦輮訛 也有观点认为第三项标准应为行政主体
在合同权利义务配置上享有行政优益权。輦輯訛 “综合说” 即认为识别行政协议需要多重标准。 认为行政
协议应该具备以下因素： 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必然是行政主体； 二是关于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
内容的约定； 三是以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利益为目的； 四是对私法规范的超越。輦輰訛 也有观点认为第
四项标准应为行政主体在合同权利义务配置上享有行政优益权。輦輱訛 此外， 叶必丰教授通过 154个案例，
提出了识别行政协议的七个标准。輦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杨科雄法官则进一步提炼了五大要素。輦輳訛

2. 行政协议的性质特征研究
理论观点的阐释主要围绕着行政协议同时存在的行政性和契约性， 认为行政协议的基本特性有

二： 行政性和契约性， 行政性和契约性的良性互动是行政协议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輦輴訛 针对协议性质

輥輱訛 认为行政协议的实质标准即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 从本质上说明了行政协议的基本内涵以及行政法将此纳入调整范围的根
本依据， 因此应以 “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 为识别核心。 参见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7-30 页； 韩宁： 《行政协议判断标准之重构———以 “行政法上权利义务” 为核心》，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輥輲訛 认为行政协议判断的关键之处在于行政权， 并且提出了行政协议的具体审查要点： 行政法律法规授权、 行政优益权、 不可
归因于私权利、 行政法律效果。 参见于立深： 《行政协议司法判断的核心标准： 公权力的作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7
年第 2期； 韩炜： 《司法视野下行政协议的识别》， http://www.sohu.com/a/166112827_655070， 2020年 3月 31日访问。

輥輳訛 参见陈无风： 《行政协议诉讼： 现状与展望》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4期。
輥輴訛 参见姜明安： 《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载 《求是学刊》 2014年第 5期。
輥輵訛 认为行政协议本质上属于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 抑或行政主体之间， 基于某类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所签订的对合同

双方义务与权利进行确定的一种协议。 参见宋梁风： 《关于行政合同若干问题的探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1994年第 1期。
輥輶訛 参见刘莘： 《行政合同刍议》， 载 《中国法学》 1995年第 5期。
輥輷訛 参见高沛沛： 《敲开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大门———行政协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和原告主体资格探究》， 载 《山东审判》 2017 年

第 1期。
輦輮訛 参见王名杨： 《法国行政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85-190页。
輦輯訛 参见应松年： 《行政合同不容忽视》 , 载 《法制日报》 1997年 6月 9日第 1版； 满先进： 《论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不

足及完善》， 载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 郭修江： 《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对 〈行政诉讼
法〉 及其适用解释关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理解》， 载 《法律适用》 2016年第 12期。

輦輰訛 参见邢鸿飞： 《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14年第 5期；
輦輱訛 参见高俊杰： 《新 〈行政诉讼法〉 下的行政合同诉讼》， 载 《财经法学》 2016年第 2期；
輦輲訛 主要包括主体特定性、 主体地位不平等、 以行政职责为前提、 行政主体具有优益权、 以行政目标为目的、 适用行政法规范、

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 参见叶必丰： 《行政合同的司法探索及其态度》， 载 《法学评论》 2014年第 1期。
輦輳訛 主要包括目的、 主体、 内容、 意思、 职责。 参见杨科雄： 《试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 1期。
輦輴訛 其行政性体现在： 履行公务是行政协议的目的， 行政协议缔结的基础在于行政职权， 行政职权在行政协议履行中起着主导

作用等方面； 契约性体现在： 在合意的基础上， 行政协议完成协议双方法律关系设置， 同时， 必需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形成此类协议的内容， 行政协议当事人均同等的受行政协议的约束等方面。 参见安玉磊、 王志峰： 《行政合同性质及类型初
探》， 载 《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3期； 刘飞龙： 《行政合同法律救济制度研究———以完善行政诉讼机制
为视角》， 西南政法大学 2013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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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表现， 有观点认为行政性是形式特征， 契约性是实质属性。 即对行政协议的存在持倾向否定
的态度， 认为行政协议主要体现的是民事合同的属性兼具公法行为， 其契约性更为凸显， 实质上属
于具有特殊性的民事合同。輦輵訛 但也有观点认为契约性是形式特征， 行政性是实质属性。 认为行政协
议的本质属性在于行政性,契约性只是其形式特征， 就其性质而言， 行政协议是通过合同形式体现出
来的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标而依法采取的行政行为。輦輶訛

3. 行政协议类型范围的研究
主要包括肯定式列举和否定式列举两种研究范式。 前者立足于对行政协议的类型范围的正面归

纳， 主要对其适用的领域和行政类型作出分析。輦輷訛 后者则仅对行政协议类型范围的限制因素进行归
纳。 我国行政协议的适用范围广泛， 但是需要适当限制， 有研究对此从适用范围的形式标准和实质
标准展开论述， 有的研究则归纳了主体、 程序、 实质三大方面限制要素， 也有观点认为行政协议的
适用以不同行政目标的实现进行选择即可， 而无需法律授权。輧輮訛

（二） 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模式研究

理论研究范式主要包括： 1. 行政诉讼的模式选择研究。 认为行政协议纠纷本质上属于行政纠
纷， 体现的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 应寻求行政诉讼救济。輧輯訛 2. 民事诉讼的模式选择研究。 认
为行政协议性质表现为行政性与合同性、 公法性与私法性的结合， 对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应考虑在
行政法之外建立民事救济制度。輧輰訛 3. 司法审查类型化的研究。 认为应区分不同属性引发的纠纷， 由
行政属性引发的应从公法的角度去评价， 对契约属性引发的需从私法的角度去审查。輧輱訛

（三） 行政协议司法救济制度完善研究

主要聚焦于行政协议司法救济制度的不足， 以现行法框架下行政协议司法救济的缺陷作为研究
对象。 倾向于对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识别标准、 受案范围、 审查内容及模式、 调解机制、 举证责任

輦輵訛 参见梁慧星：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1 页； 崔建远： 《行政合同之我见》，
载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年第 1期； 董运弟： 《论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及司法审查》， 载 《法学杂志》 2007年
第 4期。

輦輶訛 如胡建淼、 应松年教授分别在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行政法学》 的大纲设计中， 将 “行政合同” 纳入
“具体行政行为” 一章中。 行政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法律行为， 这种法律行为主要是由具备了某种行政权能的个人或组织通
过行政权来以行政相对人为目标形成的。 参见杨小君： 《论行政合同的特征、 法律性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余凌云： 《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 载 《法学研究》 1998年第 2期。

輦輷訛 有观点认为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 行政协议可以适用于经济管理、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 内部行政管理等领域。 参见施建
辉、 步兵： 《政府合同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2 页。 也有研究认为行政合同不仅适用于给付行政， 干预行政也
可以适当适用。 参见王克稳： 《政府合同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5页。

輧輮訛 参见刘晓霞： 《我国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及相关问题探析》，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2年第 4期； 陈海萍： 《行政合同适
用范围论略》， 载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 江娟： 《论行政合同的范围———从行政合同概念角度分
析》， 载 《科教文汇 （上半月）》 2006年第 11期； 李霞： 《行政合同研究： 以公私合作为背景》， 社会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42页。

輧輯訛 参见吕晓明： 《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载 《行政论坛》 2006年第 1期； 王寨华： 《论我国现行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
载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6年第 6期。

輧輰訛 参见陆平辉、 郭宏杨：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 载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 潘爱国： 《论行
政合同之功能与救济》， 载 《行政与法》 2014年第 10期。

輧輱訛 参见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8-39 页； 王旭军： 《行政合同司法审查》，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05页； 郑秀丽： 《行政合同过程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70-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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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裁决形式等具体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剖析。輧輲訛 制度完善的主要面向包括： 识别标准的统一、 审
查机制和范围的转变、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调解机制的适用内容、 受案行政协议类型范围的拓
宽、 裁判形式的明确等多个方面。輧輳訛

基于宏观视角， 总结我国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研究， 可以看出总体的研究脉络基本遵循了
“识别行政协议—审查模式选择—司法审查的问题与完善” 的逻辑思路， 在行政协议的司法认定上，
国内学者虽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 为后续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参考， 但均未能形成权威的理论支
点， 达成概括性的共识； 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行政协议的应有特征， 但对行政协议双重属性的认识
仍浮于表面， 难以服务于实践。 此外， 对行政协议性质的研究仍未能跳出行政行为理论的羁绊， 行
政行为理论已成为行政协议理论发展的主要瓶颈。 诚如张树义教授所指出的， 国内对行政协议的说
明和研究， 多采取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来分析实际存在的行政协议。輧輴訛

针对行政协议司法救济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相关研究虽已大致总结出了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存
在救济模式模糊、 受案范围不全面、 审理内容与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审查原则与方式不明确、 裁
决形式不健全、 调解机制缺失等方面的缺陷， 且在制度完善层面作了针对性的论述， 但相关完善建
议过于宏观， 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或对相关建议的表述过于简单笼统， 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论
证， 或未立足我国国情而急于归纳总结国际社会的已有成果，輧輵訛 未考虑实际的成本与效益， 与实践需
要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例如双向性诉讼结构的完善构建虽具有平衡双方的彻底性， 但与现行行政
诉讼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 势必导致要对现行行政诉讼的模式框架作出较大程度的变动， 重新建构
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对新诉讼结构下的模式和规则加以阐释， 这是一个复杂的立法重塑过程， 就现阶
段而言并非短期能促成。

值得肯定的是， 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 对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业已呈现出精细化的研究趋
势， 例如在相关司法审查模式的研究中已出现类型化的研究范式， 对不同属性引发的纠纷加以区
分， 进而在此基础上再确定最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理论与规则进行审查。 在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研
究中， 归纳行政协议诉讼方面、 合同法方面、 行政法方面的审理原则也被有意识地提出。 对此，
《行政协议解释》 的规定也反映出对类型化研究的青睐， 例如在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即明确了在
不同诉讼类型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輧輶訛 同时， 在审查标准上也进一步区分了合法性与合约性的审查原
则， 即对被诉行政行为以及政府违约行为分别适用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輧輷訛 类型化的研究超越

輧輲訛 有观点认为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中涉及到的举证责任分配、 审查模式、 性质界定和识别标准比较模糊。 参见前引輦輯訛， 满先进
文。 也有观点认为， 其不健全之处主要包括： 一、 行政合同诉讼受案范围不全面； 二、 审理内容不合理： 1. 行政主体没有
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 2. 对行政相对人审查过少； 3. 在行政合同诉讼中调解机制不完善； 三、 审理原则不统一； 四、
裁决形式不健全。 参见王丹： 《我国行政合同诉讼问题研究》， 辽宁大学 2015 年硕士论文。 还有观点认为其缺陷主要体现在
受案范围模糊、 混乱的诉讼模式、 不合理的责任分配、 调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 参见王寨华： 《行政合同法律救济及对优益
权的法律规制》， 载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4 年 5 期； 王阳： 《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研究》， 新疆大学 2015 年硕士论文；
孙燕： 《行政合同司法救济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年硕士论文。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满先进文； 前引輧輲訛， 王丹文； 前引輧輲訛， 王阳文。
輧輴訛 参见张树义： 《行政合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3页。
輧輵訛 主要包括德国、 法国、 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輧輶訛 即根据当事人的不同诉求， 结合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地位， 区别情况规定了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条规定： “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 履行法定程序、 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 履行、
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主张撤销、 解除行政协议的， 对撤销、 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
举证责任。 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 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輧輷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 “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 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约定
或者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可以判决解除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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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政法学与民法学对行政协议研究的传统立场分歧， 在承认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共识
基础上通过精细分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避免相关研究的片面专断， 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行政
协议司法审查在行政协议识别、輨輮訛 类型范围、 裁判方式及各裁判之间的关系、輨輯訛 调解机制輨輰訛 等方面的
空缺， 有效平息了宏观理论研究中的论争。 但与此同时， 在 《行政协议解释》 出台的背景下， 精细
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也使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新的议题， 同时对于宏观研究细节内容
中尚存的理论争议仍需有进一步的研究甄别。

二、 精细化研究趋势下的研究议题

（一） 行政协议纠纷的受案范围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条对可诉行政协议类型的列举性规定， 在保留 《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
明确规定的两种协议类型的基础上，輨輱訛 进一步拓展增加了几类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輨輲訛 显然， 经由
《行政协议解释》 对行政协议类型的增加列举， 已客观促使行政协议受案范围的拓宽， 但对于其受
案范围 “是否可涵盖了所有行政协议类型” 的议题， 也有观点持否定性态度。輨輳訛 然而， 根据 《行政协
议解释》 第一条关于行政协议的界定， 行政协议并非局限于第二条规定的几类， 其逻辑在于由概括
规定到特别指出再回到概括， 从而达到拓宽其受案范围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看， 受案范围应及于
所有行政协议类型。 同时根据 《行政协议解释》 第九条的规定，輨輴訛 可诉的行政协议纠纷情形也并不拘
泥于《行政诉讼法》 文本所规定的四种情形。輨輵訛

基于 《行政协议解释》 的规定， 理论研究中关于受案范围的研究议题也产生了新的转向， 主要
包括以下两类研究范式：

1. 行政协议排除性容许范围的研究范式。 即在确立开放容许性范围的同时明确规定除外情形，
通过反向排除的方式确定行政协议的容许性范围。 对此， 《行政协议解释》 第三条已明确将两类协

輨輮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规定： “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 与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
行政协议。” 根据这一规定， 行政协议包括四个要素： 一是主体要素， 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 二是目的要素， 即必
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 三是内容要素， 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 四是意思要素，
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 通过对行政协议内涵的规定， 明确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之间的区别。

輨輯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至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规定。
輨輰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 可以依法进行调

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时， 应当遵循自愿、 合法原则，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輨輱訛 包括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及土地与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輨輲訛 包括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 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 买卖等协议、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及其

他行政协议。
輨輳訛 有观点认为， “其他行政协议” 作为兜底性条款， 并不能认为所有行政协议类型均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参见秦伟： 《行政

诉讼中行政协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及审判规则》， 重庆法院网： http://cqfy.chinacourt.gov.cn/, 2020年 2月 25日访问。
輨輴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规定： “在行政协议案件中，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

规定的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是指： （一） 请求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 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
法； （二） 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或者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 （三） 请求判决确认行政协议的效力； （四） 请求判
决行政机关依法或者按照约定订立行政协议； （五） 请求判决撤销、 解除行政协议； （六） 请求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或者补偿；
（七） 其他有关行政协议的订立、 履行、 变更、 终止等诉讼请求。”

輨輵訛 即除了 “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 四种情形外， 还包括行政相对人其他有关行政协议
的订立、 履行、 变更、 终止等诉讼请求。

63·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4期

议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輨輶訛 但除了明确规定的法定除外情形之外， 有研究认为还应归纳出某些性质除
外的情形， 即具有强公共性的纯公共物品提供领域便只能由政府供给， 本质上不得缔结行政协议进
而纳入受案范围。輨輷訛 也有研究对应排除的协议类型进行了不完全的列举， 认为除了排除 《行政协议
解释》 中规定的两类内部行政协议外， 还应排除在行政协议受案范围之外的协议类型主要包括具有
抽象性的战略协议、 法律规定属于终局裁决的涉及行政协议的行政争议、 关于国防、 外交的协议。輩輮訛

2. 行政协议外延类型的研究范式。 基于 《行政协议解释》 关于 “其他行政协议” 的规定， 对某
些协议类型的性质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作出辨析， 实践中主要聚焦于政府采购合同性质的讨论。 根据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三条輩輯訛 的规定， 政府采购合同应纳入民事合同的范畴， 并适用民事合同纠纷
的解决途径， 但有研究认为 《政府采购法》 中的很多规定超出了 《合同法》 的规定范畴， 且关于政
府采购的预算编制、 采购方式与程序、 采购备案等方面的规定， 都明显区别于民事合同， 因此应当
纳入行政协议及其救济的范围。輩輰訛 也有研究分析了招标投标活动， 特别是竞争机制的作用， 明确政
府采购本质上是两个独立的合同行为所构成， 将政府采购合同定性为 “双合同属性”。輩輱訛

（二）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原则， 经由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輩輲訛 被正式明确为
“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即程序上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 实体上优先适
用行政法规范。 对此， 在厘清行政与民事法律适用的位次问题之后， 有关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则将
聚焦于两类主要问题的讨论：

1. 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形研究。 有研究认为， 对于行政和民事规范的适用应针对其适用的具体情
形加以表述， 而不能简单以主辅区分。輩輳訛 当然， 还有研究认为， 行政协议本质不应当具有民事性，
在法律适用中基本不存在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空间。輩輴訛

2. 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 即解答规范性文件能否被适用作为判断行政协议合法性依据的问
题， 其实质涉及到行政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 《行政协议解释》 虽从形式上解决了行政协议司法审
查的法律适用问题， 但行政协议必须面对的合法性审查的标准问题实质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 有研

輨輶訛 包括行政机关之间因公务协助等事由而订立的协议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订立的劳动人事协议。
輨輷訛 参见冯莉： 《论我国行政协议的容许性范围》，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0年第 1期。
輩輮訛 参见黄学贤：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18年第 5期。
輩輯訛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 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应当按照平等、

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
輩輰訛 参见肖北庚： 《论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性质》， 载 《当代法学》 2005年第 4期。
輩輱訛 参见赵飞龙： 《论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6年第 6期。
輩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 应当适用行政诉

讼法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 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
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

輩輳訛 例如在行政协议的职责、 程序要素方面， 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在意思要素方面， 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在内容要素方面，
应综合适用行政和民事法律规范， 当协议义务是法定义务时， 则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当协议义务是契约义务的， 应参
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或协议约定条款。 参见江必新、 邵长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
问题的解释辅导读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05-106 页。 徐肖东： 《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义务的裁判规则———
兼评 （2015） 苏行终字第 00282 号行政判决书》，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16年第 6期。

輩輴訛 参见王学辉： 《对传统行政协议理论的批判》， 61 课堂网： http://www.61ketang.com/fanwen/xingzheng/217916.html, 2020 年 7 月
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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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 根据 《行政协议解释》 第十二条的规定，輩輵訛 判断行政协议效力的依据可参照 《合同法》 关于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规定限定在较高层级， 但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出发， 若其
他规范性文件利于保障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则不应被完全排除适用。輩輶訛 此外， 也有观点认为， 机
械地限定于法律、 行政法规， 是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产物， 订立行政协议的目的本身在于实现行政
管理目的， 不得以规范性文件仅体现了较低的效力层级， 而视为否认其具有约束行政主体作用的理
由， 因此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行为不得违反各层级规范中的强制性规范， 除非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
合法性问题。輩輷訛

（三） 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行政协议解释》 的出台正式确立了多元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标准， 即对被诉行政行为以及政
府违约行为分别适用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 但因行政协议固有的双重属性， 在确定其合法性审
查标准上， 还涉及行政协议的容许性原则与传统行政行为的依法行政原则的协调问题。 传统依法行
政原则的核心旨在强调 “法无授权不可为”， 行政协议的容许性原则由 “法无禁止皆自由” 的私法
法治原则衍生而来， 即行政主体对行政协议方式的采用只要不触及法的禁止性边界则即可被允许。
在行政协议法定性与容许性原则的冲突协调问题上， 学界研究目前存在以下不同的思路界分：

1. 立足定性确定合法性标准。 即从为行政协议定性的角度出发， 通过在行政行为、 民事合同的
概念范畴中以 “归纳特征” 实现对行政协议的识别， 将行政协议分别定性为 “具有行政因素的民事
合同”輪輮訛 及 “以契约形式体现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或双方行政行为”，輪輯訛 并立足于 “协议性质———合法
性审查标准” 的逻辑， 以其对应的行政法定性或契约容许性确定行政协议的合法性标准。

2. 立足比较研究明确容许标准。 主要以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行政契约容许适用标准的研究为参
照，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总结我国行政协议容许性标准的应然面向。 即基于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
行政契约适用均采取反向排除方式的相关范例考察，輪輰訛 并结合当前公共行政的发展背景及趋势，輪輱訛 认
为我国容许适用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界限应以 “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原则”。輪輲訛

輩輵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
协议无效。”

輩輶訛 参见李晨： 《PPP 模式中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 360 个人图书馆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106/22/41730235_
871553705.shtml, 2020年 7月 4日访问。

輩輷訛 参见江必新： 《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载 《人民司法·应用》 2016年第 34期。
輪輮訛 即对行政协议的存在持倾向否定的态度， 认为行政协议主要体现的是民事合同的属性兼具公法行为， 其契约性更为凸显，

实质上属于具有特殊性的民事合同。 参见前引輦輵訛， 梁慧星书， 第 191页； 前引輦輵訛， 崔建远文； 前引輦輵訛， 董运弟文。
輪輯訛 即认为行政协议的实质特征在于行政性， 契约性仅作为其非强制性、 双方性的形式特征， 其活动本质应属行政行为， 双方

体现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参见前引輦輶訛， 杨小君文； 黄玕： 《行政合同的性质》， 载 《行政与法》 1995 年第 5 期； 前引輦輶訛， 余
凌云文， 第 131页； 崔卓兰、 孙红梅： 《非强制行政行为初探》， 载 《行政与法》 1998年第 3期； 黄学贤、 周春华： 《评述行
政合同的法律属性》， 载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年第 1 期。 亦或如胡建淼、 应松年等教授在学理范畴的编排
上， 将行政协议置于 “行政行为” 的框架中加以阐释。

輪輰訛 例如， 德国 1976年颁行的 《联邦行政程序法》 规定， 公法范畴的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合同设立、 变更或撤销， 但以法规无相
反规定为限， 行政机关尤其可以公法合同代替拟向相对人作出的行政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 1999 年发布的所谓 “行政程序
法” 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公法上法律关系得以契约设定、 变更或消灭之， 但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约者， 不在此限。

輪輱訛 当前， 服务行政、 给付行政发展的时代背景已日益凸显， 以契约形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已成为世界多个国家行政管理的趋势。
輪輲訛 例如应松年主持起草的 《行政程序法 （试拟稿）》 （2004年 11月） 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 为履行行政职责， 行政机关可以与

其他行政机关或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签订行政合同， 但法律、 法规禁止签订行政合同或者因拟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性
质不适宜订立行政合同的除外。 相关论述还可参见罗豪才、 湛中乐主编： 《行政法 （第 3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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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

在现行行政诉讼的单向诉讼模式下， 为满足相对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情形下行政机关的救
济， 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上，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下行政机关
的路径选择， 即以履行协议决定或处理决定作为行政机关的执行依据， 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輪輳訛 然
而， 在该项规定的背景下， 学界关于行政机关能否就行政协议内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 也
产生了不同的质疑性研究。

有研究认为， 行政协议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行政性与契约性， 在行政机关就行政协议内
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 法院不能忽视行政协议作为契约的法律效力， 其执行力应经由诉讼程序获
得， 法院不得绕过诉讼而直接受理强制执行申请。輪輴訛 还有研究观点认为， 由于传统行政行为的范畴
应表述为经由行政机关 “作出” 的行为， 行政协议则主要由合意形成， 难以归入其中， 因而行政行
为的效力理论不及于其， 以协议本身作为执行依据不符合行政法治理念， 且依法成立的民事合同也
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 应采取约定自愿执行模式作为
破局尝试。輪輵訛

（五） 行政协议的诉讼时效

区别于一般行政行为 “六个月” 的诉讼时效规定，輪輶訛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四
种情形下行政协议的起诉期限。輪輷訛 这一规定与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适用解释》 第十二条中
的规定并无实质区别， 对此， 理论研究中关于该四种明确列举类型之外的其他行政协议纠纷情形的
诉讼时效争议尚未得到友善解决。 具体而言， 在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存在重大误解， 请
求变更协议内容， 或协议的签订系出于受胁迫或欺诈， 而请求解除行政协议等情形下， 对诉讼时效
的确定， 是适用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 还是参照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此外，
对于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 有观点认为， 根据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说明， 应参照适用民事法律相关规定， 适用 《合同法》 的规定确
定诉讼时效。 而还有观点认为， 依照 《行政协议解释》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时效
规定的情形仅涵盖协议未完全履行的情形， 就内容已履行完毕的行政协议提起诉讼不属于其范畴，

輪輳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
履行义务， 经催告后不履行， 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
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且仍不履行， 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 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享有监督协议履行的职权，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 经催告后不履行，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收到该处理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且仍不履行， 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 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輪輴訛 例如在政府采购合同中， 采购人只能先行提起民事诉讼， 并在供应商不履行判决或者裁定的情况下，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参见周雷：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容许性与路径选择》， 载 《人民司法·应用》 2017年第 6期。

輪輵訛 参见于立深：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 〈行政诉讼法〉 第 97条之探讨》，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4期。
輪輶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应当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輪輷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

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 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 对行政机关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
提起诉讼的， 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 即除了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 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
诉讼的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外， 对行政机关变更、 解除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 起诉期限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
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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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应当适用行政诉讼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更为妥当。輫輮訛

三、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的应然转向

经过上述梳理可见， 在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主要环节方面仍存在诸多研究空间和理论争议， 且
在 《行政协议解释》 出台后引出了新的研究议题。 事实上， 对于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除了前述探
讨的几类问题外， 理论实践中尚有一些问题亟需解答， 例如在行政协议纠纷化解被明确适用调解制
度后， 仅明确了几项调解原则， 行政机关能在何种程度内介入调解， 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调解仍需通
过完善相关理论、 细化行政协议司法审查规则加以明确。

总体而言，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面向始终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司法审查程序中存在
的有关受案范围、 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在利益衡量下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原则及标准问
题。 而当前对于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的主要局限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从宏观研究视角看， 对
行政协议的研究仍没能跳出行政行为理论的羁绊； （2） 从新议题的研究来看， 对行政协议的研究仍
欠缺与民法学界的交流， 例如在行政协议外延类型的相关研究中， 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定性， 两个
部门法学界的研究仍停留在各抒己见， 而缺乏实质性的对话交流。 此外，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及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的出台， 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定位
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相关数据来看，輫輯訛 民法审判实务对其表现出 “当仁不让” 的态势， 而行
政审判实务只能在边缘地带将部分争议纳入管辖范围。 在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上， 两个部门法学界
虽均承认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 但行政性与契约性的两个属性面向分别呈现怎样的形态却未得到有
效回应。

基于此，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的应然转向主要归于两个方面： （1） 由行政行为理论本位转向
行政协议关系理论的吸纳。 由于行政行为理论的羁绊， 使数量庞大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仅局限在
“合法性审查” 的狭小范围内进行， 然而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产生、 变更、 消灭的法
律事实可能具有同种属性， 这些共同特征决定了两种法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的共通性。輫輰訛 因此， 在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中需要吸纳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思维， 从而使行政协议内核中的行政性与契
约性的矛盾得到有效磨合。 行政协议产生的实质即是寄托于以契约形式达到行政目的， 由此也使其
带有了契约的基本属性， 产生了契约性， 通过协议法律关系理论对行政协议的契约性作出解读， 也
可能使因双重属性导致的司法审查矛盾得到有效缓和。 当然， 契约法律关系理论虽提供给现代行政
一种观察框架和分析工具， 但这一框架并不包含对行政予以合法性控制的功能指向，輫輱訛 即在现行行
政诉讼制度语境下， 对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仍具有主导的必要性。 （2） 由单一部门法本位
转向两大部门法的融合。 就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而言， 两个部门法的研究均存在偏向认定其中的某
项属性为实质特征本位思维， 然而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性和契约性的关系完全可能随着协议类型的变

輫輮訛 参见王力： 《行政协议争议司法审查的实证与反思》， 360 个人图书馆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724/11/16286_
57798097, 2020年 2月 22日访问。

輫輯訛 截止 2019年 5月， 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以 “案件名称： 出让合同” 进行检索， 经过筛选， 显示民事与行政案由裁判案
件共计 4766 件， 其中民事案由 4700 件， 行政案由 66 件。 参见陈鑫范、 吴明熠：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混合属性解析及
其司法救济适用———基于双阶理论的思考与修正》， 载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4期。

輫輰訛 参见韩津和、 杨西虎： 《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之模式选择》， 载 《法律适用》 2014年第 3期。
輫輱訛 参见赵宏： 《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 载 《法学家》 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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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发生改变，輫輲訛 在两个部门法学界研究缺乏对话交流的情形下， 相关研究只能止步于基于双重属性
的司法审查的表层阶段。 行政协议的产生源于行政实务的发展， 并非严格的法规范概念， 无法经由
单一部门法进行考察， 加强两大部门法理论研究的交融， 将为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研究提供一条往
纵深发展的路径。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 macro� context�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basically�
follows�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 ident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choice� of� review�
mode-problems�and�perfection�of�judicial�review”.�With�the�introduction�of�the�interpretation�of�
administrative�agreement,�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has�produced�a� refined�development�
trend.� It�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udicial� review�procedure,� such� as� the�
scope�of�accepting�cases,� the�application�of� law,� the� standard�of� examination,� enforcement� and�
limitation�of�action,�and�faces�the�research�topics�from�different�angles,�but�there�is�still�a�lack�of�
dialogue�and�communication�between� the� two�branches�of� law� in� the� related� research,� showing�
the� standard� thinking� of� a� single� department� law.�Therefore,� in� the� study�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n� the� future,�we� should� shift� from� the� standard� of� administrative� act�
theory� to�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from� the� standard� of� single�
department�law�to�the�integration�of�two�major�departments�of�law.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Agreement�Interpretation； Judicial�Review； Turn�of�Research

輫輲訛 参见韩宁： 《行政协议研究之现状与转向》， 载 《法治研究》 2019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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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三级高级检察官。 本文系 2019 年度省级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
度研究” （课题编号： GDJC201901） 的研究成果。 该课题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课题组承担， 课题组成员谢君、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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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樊崇义： 《腐败犯罪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观察》， 载 《人民法治》 2018年第 13期。

王辉华 *

内容提要： 缺席审判制度是 2018 年 《刑事诉讼法》 修订的一大亮点， 但在司法实务中面
临诸多问题。 从职务犯罪缺席审判的司法实务问题出发， 结合相关理论和域外经验， 可以
发现完善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路径， 即围绕加大反腐力度、 维护司法权
威的核心目标， 遵循诉讼法规则和国际通行惯例， 着力解决当前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中
具体条件、 文书送达等方面的问题， 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定， 努力在完善制度、 加大打击、
国际接轨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 职务犯罪 缺席审判 现实问题 完善路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7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 现实问题与改进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

缺席审判制度是 2018 年 《刑事诉讼法》 修订的一大亮点， 但目前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审理案件
的具体规则仍显缺乏。 许多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多年， 被职务犯罪行为侵犯的法益迟迟得不到
维护， 能否以及如何适用缺席审判制度值得研究。 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 目前有涉嫌职务犯罪潜
逃境外人员八百余人， 在逃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加强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研究并推进司法实
务应用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刑事缺席审判是指在被告人不出庭时， 控诉方和被告人的辩护人到庭参加庭审的一种特殊审判
活动。 它需要解决的是定罪与量刑的问题， 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审判活动。① 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填
补了我国刑事司法审判领域的一项空白， 为因被告人脱逃而得不到审理的案件提供了继续审理的法
律依据。 适用缺席审判有助于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大震慑， 弥补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的不足， 有利于解决刑事责任追究难题。 但是， 职务犯罪的缺席审判还存在不少现实困难， 需
要得到正视， 并运用基本理论、 借鉴域外经验以完善其相关规则。

二、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工作现状及困境

2018 年以来， 广东、 福建等省都尝试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相关实务工作已经展开， 但是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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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周长军： 《外逃人员缺席审判适用条件的法教义学分析》，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8期。

成功启动审判程序的案例， 大多到监察、 检察工作环节就无法继续开展。 以广东省为例， 截止 2019
年底， 广东省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拟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有 5 宗， 其中广州市 3 宗、 肇庆市
2 宗， 在推进过程中均遇到一些现实的困难， 暴露出目前我国适用缺席审判制度面临诸多困境， 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适用条件的操作性不足

根据 《刑事诉讼法》 规定，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程序的具体适用需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案件
类型是贪污贿赂案件， 二是对象主要是已逃至境外的腐败分子， 三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
实、 充分。 但是这些条件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如下争议：

1. 贪污贿赂案件的危害程度要求不确定。 是否不区分贪污贿赂数额、 官员职位高低、 情节严重
程度、 涉及人员范围、 社会不良影响程度等因素一律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是否上至中央下至地
方基层的有权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都可以启动缺席审判程序？ 这些重要问题亟待明确， 否则会
增加办案成本。 例如， 在广东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某涉嫌贪污一案中， 涉案金额只有十余万元， 在
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后， 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得到的批复是不宜启动。

2. 对缺席审判程序的启动较为保守。 法院对缺席审判案件的启动往往持较为审慎的态度， 提出
较高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学习贯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 的决定》 的通知中要求， “对辖区内第一起刑事缺席审判案件， 要及时逐级向最高
人民法院报告”， 这意味着在立案前需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在未获得批复前暂不予立案。 实务中
出现了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缺席审判公诉， 经过较长时间法院仍未决定是否立案的情况。

3. “在境外” 的规定在实务中遇到问题。 “在境外” 是指被告人从调查直至审判从未到案， 还是
指到案后又逃往境外， 亦或是因为客观原因滞留境外？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要如何证明？ 境
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的实际状况又如何确定？ 如在广东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某案中， 由于
李某某在国内的近亲属较为配合办案机关工作， 检察机关得以通过专员与李某某进行微信联系， 尚
可得知李某某在国外的联系方式及其本人当时的身体情况， 但法院却认为无法证明李某某联系信息
的真伪， 不能确定联系的就是李某某本人。 而如果要通过司法协助的方式在美国找到李某某本人，
并提供其身体情况证明， 则需要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外交部、 司法部等国家机关， 在国家层面
解决此问题， 不利于案件及时办理。

4. 证明标准问题在实务中不好把握。 在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中，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
充分，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把握？ 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案件应该调查到何种
程度才能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 又该如何进行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
实、 充分” 的审查工作？ 这些问题不宜回避。 大多数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在庭前审查中解决证明
标准问题， 但也有学者认为， 庭前审查应以程序性审查为主， 要防止未审先定， 以确保庭审的中立
性与公正性， 即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达到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 充分” 的程度， 不应在
庭前审查中判断， 而要留到法庭审理中解决。譺訛 证明标准问题不好把握， 直接影响到缺席审判程序的
启动和适用。

（二） 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的规范性不足

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 是保障被告人知情权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 在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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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规范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 有利于促进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化， 同时也是维护被告人后续权
利的前提和基础。 《刑事诉讼法》 中规定了国际条约规定方式、 外交途径司法协助方式、 被告人所
在地法律允许方式三种送达方式。 但是从实务角度来看， 关于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还存在以下问题：

1. 送达文书格式、 内容尚无统一规定。 目前全国法院送达文书的格式各不相同， 五花八门。 文
书包含的内容也不一致， 大都仅限于相关诉讼程序， 未考虑到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调查、 侦查等
诉讼活动中涉及到的权利事项。 送达方式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不利于保障诉讼程序的公开性
和透明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刑事缺席审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 未明确规定送达、 通知义务的履行标准。 程序不仅要明确流程， 也要确定标准。 当前送达、
通知工作的标准还有很多解释的空间， 缺席审判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 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
明确。 总的来说， 对履行标准问题的把握还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 边干边总结的阶段。

3. 未明确公告送达方式能否适用。 在实践工作中， 适用缺席审判程序面对的拦路虎之一就是
“送达不能” 的问题， 这严重影响到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常推进。 当前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送达方
式， 都需以明确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具体住址为前提。 但在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潜逃国
外的情况下， 往往通过使用虚假身份、 不定期变换居所等手段致使 “送达不能”。 且即便明确了其
具体住址， 也可能得不到其居住国官方送达的支持， 因为许多国家并不支持他国出庭传票的送达。
例如， 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规定， 对于要求某人作为被告人出庭的文书, 被请求方不负有
执行送达的义务。 能不能用公告送达？ 具体又该怎么操作？ 是困扰当前实务工作的重要问题。

4. 送达程序较为繁琐， 易造成案件久拖不决。 法律文书送达是国家司法权的内容， 法院作为送
达的主体， 在送达过程中往往十分谨慎， 以避免程序违法。 在实务中， 向国外送达一份司法文书，
需要层层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还须向受送达国中央机关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馆递送。 送达后，
文书送达回执也须沿着原路返回。 程序看似严谨规范， 实则过于累赘繁琐， 造成案件审理期限过长。

（三） 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不足

1. 辩护权保障问题。 辩护权是被告人用以防御、 对抗公诉权的抗衡性权利， 具有不可剥夺性。
在被告人缺席的审判中， 若没有辩护律师的支撑， 将导致原本的 “控辩审” 三方审判格局向公诉一
方倾斜， 有碍司法公正。 我国 《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缺席被告人的辩护权， 具体分为刑事被告人亲
自委托、 刑事被告人近亲属代为委托， 以及在前述主体均未委托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援助三种方式。
但是， 辩护律师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告人本人的意见， 尤其是在法律援助的情形下。 因此， 对
如何充分保障缺席审判被告人的辩护权、 完善辩护权保障制度， 有必要在实务中加以研究并尽快
解决。

2. 上诉权保障问题。 上诉权的根本属性是救济性，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保护被告人之合法权益的
救济性权利。 我国 《刑事诉讼法》 力求充分实现被告人的救济权， 规定了广泛的上诉权主体， 不仅
包括被告人本人， 其近亲属也拥有独立上诉权， 其辩护人在经本人以及近亲属同意后亦可提出上诉。
但是， 若被告人近亲属不顾被告人的意愿， 基于独立上诉权单方面提起上诉， 实际上违背了被告人
意愿， 对此法律该如何规制？ 对这种与缺席审判制度价值相悖的做法该如何应对？ 同样值得深入
研究。

3. 异议权的保障问题。 我国 《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缺席审判被告人对生效判决享有异议权， 若
判决、 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罪犯才到案， 人民法院应将罪犯交付执行， 但交付执行前， 若罪犯对判
决、 裁定提出异议， 应重新审理。 这也符合我国 《引渡法》 相关规定， 即被请求国不得根据缺席判
决引渡， 除非请求国承诺引渡后赋予被引渡人出庭情况下重新审理的机会。 可见， 我国 《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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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黄风： 《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 载 《法学》 2015年第 3期。
譼訛 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济刑二初字第 8 号刑事判决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 鲁刑二终字第 110

号刑事裁定书。

法》 关于重新审理的规定是促进劝返引渡工作、 增强缺席审判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手段。 但是， 从实
践操作来看， 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可能出现滥用异议权的情况。 当判决、 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 境外的被告人一定会视判决
结果是否符合自身利益而决定是否回国， 如果符合， 则回国接受执行， 若不符合， 则提出异议， 此
时法院必须重新审理， 且 《刑事诉讼法》 并未对异议权行使的时间、 次数做任何限制性规定， 这势
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冲击法律的权威性和确定性， 损害司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2） 未明确规定以何种方式提出异议。 在普通程序中规定了口头和书面的上诉方式， 但由于需
要提供相关证据支持上诉， 实践中主要采用书面形式。 而缺席审判程序作为特殊程序， 被告人异议
权的行使是否应当更为谨慎？ 若允许口头提出， 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才能避免被告人滥用异议权？ 这
些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3） 未明确规定谁来受理异议申请、 重新审理的程序和方式、 是否需要组成新的合议庭、 重新
审理后原生效判决的效力、 重新审理是否禁止加重刑罚等问题。 这些问题将影响判决既判力和司法
公信力， 进而影响到缺席审判制度的实施意义和社会效果， 有必要加以明确。

（四） 涉外因素带来的困难

1. 涉外调查取证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国内取证程序而言， 在国外调查取证具有很多特殊
性， 例如， 无法像在国内那样独立自主地进行侦查， 必须遵守证据所在国法律， 持有证据的组织或
外国人也不负有向我国提供证据的义务。 此外， 我国对现有国际刑事合作条约的利用率不高， 依照
《海牙取证公约》 向外国提出的取证请求寥寥无几。 在请求境外司法协助过程中， 国内相关部门的
协调、 配合力度不够， 省级以下办案机关参与度也不高。③

2. 境外证据的 “三性” 问题。 在我国， 只有具备合法性、 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庭采
纳， 如果在境外依照外国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符合 “三性” 要求， 能否被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
据， 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例如， 在广东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某贪污案中， 法院并不认可监察机
关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与犯罪嫌疑人微信联系中所取得的证据， 认为这样的证据形式无法证明李某
某发出信息的真伪； 又如， 在国内某起职务犯罪案件审判过程中， 辩护人认为一境外获取的证据未
经公证、 认证程序， 也不是通过司法协助调取， 无法确认真实性， 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④ 境外证
据的效力问题对于司法实务操作十分关键， 亟待明确。

3. 国际司法合作还存在较多障碍。 在我国与美国等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中， 关于送达、 取证等
方面的内容与我国国内法相关规定并不契合， 导致在缺席审判程序域外文书送达、 域外取证等工作
中出现障碍。 例如， 在前述李某某一案中， 中美双边协定中协助送达的范围， 要小于我国刑事司法
协助法中规定的范围， 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司法协助的证据往往要求较高； 又如， 缺席审判程序是
否适用于被告人被指控死刑的案件也有不同的效果， 在我国， 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如果涉案数额
特别巨大的， 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不引
渡的， 文书送达、 域外取证等工作也受到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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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日］ 松尾浩也： 《日本刑事诉讼法 （上卷）》， 丁相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47-248页。
譾訛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 卞建林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86页。
譿訛 ［英］ 约翰·斯普莱克： 《英国刑事诉讼程序》， 徐美君、 杨立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64页。

三、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的域外观察与借鉴

目前， 除墨西哥、 西班牙、 阿根廷、 乌克兰等少数国家绝对禁止缺席审判之外， 在世界范围
内， 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缺席审判制度。 因此， 可以通过观察和借鉴域外缺席审判制度， 推动解决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缺席审判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1. 德国。 在辩护权保障方面，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赋予了被告人书面委托辩护人的权利； 在
救济权保障方面， 德国主要有两种救济方式： 一是对于缺席审判中被判处轻罪的被告人， 若能证明
缺席庭审并非自己的过失造成， 则其可在判决送达一周之内， 申请恢复原状， 这里恢复原状的效力
类似于重审， 将导致撤销缺席裁决、 案件重审的效果； 二是对于缺席审判的其他案件中的被告人，
法律赋予了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独立的上诉权。

2. 日本。 《日本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被告人无需出庭的两种情况： 其一是轻微案件， 其二是被
告人心神丧失且被判处无罪或免除刑罚等判决的情况。⑤ 日本并未对缺席审判制度中被告人的救济性
权利做出特殊规定， 其上诉或申请再审的权利和普通程序一致。 但是， 法律规定的上诉权主体更为
广泛， 包括被告人、 其法定代理人或者保佐人、 辩护人或代理人。 同时， 日本还规定了防止上述主
体滥用上诉权的措施， 强调上述主体在行使上诉权之时应以被告人的利益为基础， 不可违背被告人
明示的意思。

3. 法国。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 并没有依据案件的严重程度区分能否适用缺席审判制度。 对于
重罪案件，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 规定了 “抗传程序”， 即如果其一开始就逃避刑事追诉， 法庭应要
求其在十日内出席法庭接受审判， 若被告人抗拒则应暂停其公民权利， 并对其做出抗传判决； 在救
济权方面， 法国规定了提出异议和撤销抗传判决两种救济方式， 前者适用于被告人被指控轻罪的案
件， 后者适用于被告人被指控重罪的情况。 若被告人落网或主动投案， 法院应撤销抗传判决， 同时
应在被告人到庭的条件下重新启动审判程序。

（二）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1. 美国。 根据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 美国缺席审判程序仅适用于轻罪案件， 且以不判处
被告人死刑为前提。 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美国对这一制度的适用也秉承少用、 慎用的态度。 在知
情权保障方面， 强调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以及自愿性和明智性； 在辩护权保障方面， 《美国联邦
刑事诉讼规则》 规定了指定律师制度， 即从到案直至上诉， 对未聘请或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被告
人， 除非其自愿放弃辩护权， 否则均须指定律师为其辩护； 在救济权保障方面， 法律并未规定缺席
审判制度特殊的救济手段， 缺席并不能产生撤销判决和重审的效果， 被告人只能按对席审判的上诉
程序进行救济。⑥

2. 英国。 在英国，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只对轻罪案件适用， 根据英国 《治安法院法》 的规定， 若
被告人的刑罚是监禁刑， 则不能对其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⑦ 英国的缺席审判程序主要适用于两种
情形： 一是 《治安法院法》 规定的简易审判， 即在简易审判过程中， 若控方能证明被指控方已知晓
传票， 但被指控方在确定的审判时间和地点未出现， 此时法官在选择诉讼程序时可运用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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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二是 《治安法院法》 规定的通过邮件进行有罪答辩的程序， 即在被指控罪行的最高刑不超过三
个月监禁的案件中， 如果被指控人要求通过邮件进行有罪答辩， 则法院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

在权利保障方面， 英国 《治安法院法》 强调刑事缺席判决中被告人法律代理人出庭的必要性，
即无论是简易程序， 还是被告人通过邮件进行答辩的情况， 缺席判决生效的前提是被告人的法律代
理人代表其出庭。 但是英国并未规定缺席审判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 因为英国法官认为对于心智没
有问题的成年人而言， 自愿放弃程序参与权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理由。

（三） 域外缺席审判制度的经验借鉴

1. 案件适用范围的调整
在适用案件种类上， 有的国家仅规定轻罪案件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 如美国、 英国、 德国

和日本； 而有的国家未作区分， 即重、 轻罪案件均可适用， 如法国。 相比之下，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制度并未以量刑为标准， 而是依据具体罪名和阻却事由加以区分适用， 具有中国特色。

我国并未对可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贪污贿赂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规定， 这适应了打击腐败犯罪
的需要， 体现出中国特色， 但也提高了我国请求司法协助的成本， 由于适用程序的标准较低， 被请
求国可能要求对被告人更有力的权利保障和更高的证据标准。 鉴于此， 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可以顺
应这一要求， 细化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规定， 在满足国际社会司法协助要求和加强打击腐败犯罪之
间寻找平衡点。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缺席审判可适用于重罪案件的国家， 不判处死刑也是适用缺
席审判程序的普遍趋势， 这适应了国际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要求， 值得我国借鉴。

2. 诉讼权利保障的加强
（1） 关于送达及知情权的保障。 通过比较可发现， 各国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有无需知悉、

推定知悉、 实际知悉、 被告人同意四种形式。 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文书送达方式的规
定和民事诉讼并无二致， 通常以本人接收为主， 律师或其他人员代收为辅， 同时以公告送达作为最
后方式， 以此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鉴于此， 我国也应充分利用各种送达手段， 以对被告人
实际送达、 被告人实际知悉为目标。

（2） 关于辩护权的保障。 大多数国家均强调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保障。 有的国家如美国还规定
了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制度， 以尽量避免由于被告人不出庭而导致的权利减损。 鉴于此， 我国可以
考虑规定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制度， 实现辩护权利全覆盖， 建立以委托律师为主、 法律援助律师作
为补充的辩护权保护体系。

（3） 关于救济性权利的保障。 就救济权行使的方式而言， 美国、 日本将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
对席判决的效力， 缺席审判中被告人享有和对席审判中被告人一致的上诉权利。 法国等国则规定了
被告人的异议权和撤销权， 我国有类似的规定， 其共同之处在于鼓励缺席审判被告人归案， 保障判
决的公正性； 就上诉权行使的主体而言， 基本上各国均赋予了被告人上诉权， 但对于被告人近亲属
及辩护人的上诉权规定不尽相同。 我国赋予了被告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独立的上诉权， 辩护人经被告
人或其近亲属同意也可提起上诉， 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对被告人救济性权利的充分保障， 但也会产
生违反被告人意愿等问题， 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规定进行完善， 即除被告人本人外， 其他人行使上
诉权要以被告人利益为基础， 不可违背被告人明确的意思表示。

（4） 关于异议权的问题。 各国对异议权的规定， 以保护程度强弱为标准， 可分为四类： 一是无
异议权， 例如美国、 日本， 缺席审判的救济途径限于上诉 （日本还有申请再审的救济权利）； 二是
需要被告人提出合理的异议事由， 例如德国； 三是只要被告人到案后提出异议， 即可重新审判， 无
需对异议事由进行合理性审查， 例如法国对轻罪案件的规定； 四是只要被告人主动归案， 无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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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王晓东： 《国际追逃追赃视野下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载 《法律适用》 2018 年第 23期。
讁訛 参见前引譺訛， 周长军文。

异议， 原判决即自动失效， 如法国对重罪案件的规定。 基于尊重法的安定性、 刑事判决的既判力，
以及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的价值等考虑，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关于异议权的规定， 可以考虑借鉴德
国的规定， 增设对异议事由的审查制度， 避免异议权的滥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的路径设想

笔者认为，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的总体思路是： 围绕加大反腐力度、 维护司法
权威的核心目标， 遵循诉讼法规则和国际通行惯例， 着力解决当前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合理借鉴域外经验， 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定， 努力在完善制度、 加大打击、 国际接轨之间
寻求平衡。 具体路径方法设想如下。

（一） 提升缺席审判基本规则的操作性

1. 适用条件的具体化。 适用条件操作规则的完善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 程序启动应以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的数额、 社会影响、 涉案官员地位等因素作为适用条件。

可以将 “在全省、 自治区、 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 作为基本适用条
件， 以 “数额+情节” 的方式予以明确， 把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境外的经引渡、 遣返等方式
仍然拒不回国的”、⑧ 已发出通缉令等作为补充条件， 共同作为适用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的前置条
件， 目的是集中打击力量， 突出打击重点， 加强缺席审判制度的宣示教化功能， 实现缺席审判制度
的根本价值。

（2） 对于 “在境外” 的认定问题。 首先， “在境外” 应做扩大解释， 既包括被告人从未到案的
情形， 也包括被告人到案后逃往境外或因其他原因滞留境外的情形； 其次， 对于如何证明 “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 的问题， 应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已经出境且未死亡。 因
此， 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必须提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境外的相关证据材料， 证实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且没有死亡。⑨ 否则， 不能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3） 应将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明确排除在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情形之外。 我国涉嫌职务犯罪的官
员携款潜逃一般会选择禁止适用死刑的国家， 这些国家基于国际法对人权保障奉行 “死刑犯不引
渡” 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 如果可能对被告人适用死刑， 则无法得到被请求国的司法配合， 无法
进行引渡和赃款追回工作， 无法实现缺席审判制度设立的初衷。 因此， 我国应当明确可能判处死刑
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宜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2. 诉讼权利保障的加强。 在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程序中， 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辩护权、 异
议权等权利， 有利于保障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提升缺席审判程序的正当性和增加域外司法协助的可
能性， 真正实现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

（1） 保障被告人辩护权。 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 可适用庭外提交辩护意见的程序， 允许境
外被告人通过电子网络手段提交证据和辩护意见。 除此之外， 在刑事缺席审判过程中， 被告人的参
与权、 辩护权主要通过辩护人来体现和发挥。 就如何保障缺席审判程序中辩护人辩护职能的实现，
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首先， 我国已经规定了指派律师制度，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立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是，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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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朱玉龙：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輥輯訛 薛剑祥、 周庆琳： 《论刑事缺席审判中当事人到案后的重新审理程序》， 载 《法律适用》 2018年第 23期。
輥輰訛 王青、 李建明： 《国际侦查合作背景下的境外取证与证据的可采性》，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17年第 4期。

在实践中落实这一制度， 还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指派律师制度。 例如， 人民法院可以制定详细的庭
审细则， 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制定对缺席审判指派律师的管理规定等。

其次， 将有效辩护原则贯彻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 在刑事诉讼活动各个阶段均应保障缺席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 在整个缺席审判过程中， 辩护人
应该始终在场并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活动， 从监察机关调查、 检察机关立案， 再到法院庭审， 均
应做到有效辩护。

（2） 完善上诉权主体顺位规则。 关于上诉权的保障， 如前所述， 可考虑借鉴日本的相关规定，
对近亲属的独立上诉权要严格限制。 如果缺席被告人本人有认罪认罚、 明确不上诉的意思表示， 应
当给予充分尊重， 近亲属不再享有独立上诉权。 建议将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四条作相应的修
改， 只有在被告人无法正常表达或者没有表示的情况下， 其近亲属不服判决才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上诉。⑩

（3） 完善异议权规定。 首先， 应对被告人的异议权予以必要的限制。 现行规定并未对异议权行
使的条件、 时间、 审查程序、 次数做任何限制性规定， 容易产生被告人滥用异议权拖延诉讼进而降
低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情况。 可以借鉴法国、 德国的经验， 对被告人的异议权予以必要的时
间、 条件和次数限制。 例如， 需要提出对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的证据， 或者发现重大程序违法行
为、 以致可能产生不公正的判决结果， 才能要求重新审理。 对于提出异议后的重新审理阶段仍不到
庭的被告人， 不再享有异议权。

其次， 应具体化异议权行使的规定。 对异议权向谁提出、 行使的程序和方式等进行具体规定。
例如， 对于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 被告人可以向一审法院提出。 对于二审法院做出的判决， 借鉴法
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被告人仍可以向一审法院提出，輥輯訛 以更好地核实证据、 查清犯罪事实， 并利于
作出公正判决。

（二） 针对实务突出问题改进工作规则

1. 完善境外调查取证规则。 在充分研究国际法规则和各国相关制度的基础上， 立足国情借鉴其
他国家的成熟经验， 制定证据 “三性” 审查判断的标准， 具体而言： 可以将取证行为分为没有我国
调查人员参与的委托取证行为和有我国调查人员参与的调查取证行为， 包括境外取证、 联合取证和
委托取证中的远程视听听证等。 对完全由外国执法机关独立调查所取得的证据， 应当以证据所在地
国法律准据为主， 我国法律准据为辅； 而对我国调查人员参与境外调查取证所取得的证据， 应当以
调查取证请求国， 也就是我国法律准据为主， 证据所在地国法律准据为辅。 简言之， 这类证据的
“三性” 判断， 应当同国内取得证据的可采性判断采取基本相同的标准。輥輰訛

2. 改进法律文书制作和送达规定。 应统一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的法律术语表达， 细化和明确缺席
审判程序各个环节的文书格式、 送达内容、 具体期限、 操作程序和工作标准， 解决好文书翻译和与
国际公约相衔接的问题， 提高获得域外司法协助的可能性。 具体包括在以下方面：

（1） 统一送达文书的内容。 明确送达文书的内容应当包括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进行调
查活动， 以及开展诉讼活动中所涉及到的权利事项，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

（2） 精简域外文书送达的国内环节。 由于域外送达距离较远、 送达程序较为复杂， 为了保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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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甄贞、 杨静： 《缺席审判程序解读、 适用预期及完善建议》，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4期。

书送达的效率， 可以精简域外文书送达的国内环节， 着重提高文书审查质量。 可考虑设计和畅通审
批路径， 采取地市一级检察机关发起、 省级检察机关把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批并对接国家有关机
关的工作模式， 明确程序流程和权限， 推进域外送达工作向规范化、 制度化方向发展。

（3） 增加缺席审判公告送达的送达方式。 为有效解决 “送达不能” 的问题， 对符合缺席审判条
件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无法得知境外被告人确切住址， 或者知晓却无法得到所在国支持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 但基于联合国保护人权、 维护公民基本自由权和坚持刑事诉讼最低
保障标准的要求， 应规定公告送达具有穷尽性， 即只有在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的情况下， 才适用公
告送达。 同时应当明确公告送达方式的具体规则， 对公告送达的条件、 内容、 方式、 期限、 知悉标
准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和严格限制。輥輱訛 例如， 公告送达的方式可包括法院指定报刊刊登、 法院官方网
站发布、 在被告人可能住所地或工作地或经常居住地张贴公告或告示等， 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涉案被
告人的知情权。

（三） 出台缺席审判配套文件做好制度衔接

1. 加强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制度的衔接。 例如， 在前述李某某一案中， 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
的协定关于送达的规定与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二条存在一定矛盾， 暴露出法律衔接不畅
造成的域外送达障碍。 因此， 应当充分考虑司法协助的需要， 完善相关规则， 加强国际条约和国内
法律制度的衔接， 利用条约的规定打击职务犯罪。

2. 增强缺席审判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 目前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法律规定总体来看较为宏观，
在可操作性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因此可以通过细化规则、 积累实务经验， 再上升为法律的路径
进行发展。 例如， 对公告送达的送达方式可以先行探索实践， 在若干省份先行试点， 循序渐进， 待
时机成熟后再完善相关法律规则。

3. 加强对新情况、 新问题的研究。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不断发展变化，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
题， 需要细化各项具体制度和各环节的规则。 例如， 对于音讯全无的外逃人员， 除非有确切证据证
明还在世， 一般不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对于没有涉案财产， 也没有回国投案意愿的外逃人员， 一般
也不宜启动缺席审判程序； 对外逃人员已入他国国籍， 有大量财产， 且不接受劝返的， 应当重点突
破， 果断启动缺席审判程序。 对上述人员要结合个案情形区别对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灵活选择
工作方式， 依法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四） 转化理论成果改进实践操作

从中国知网已发表文献来看， 早在 2003 年就有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成果， 如何将成
熟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务中的做法， 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 目前可以采取的做法有：

1. 转化拟制送达研究成果。 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法院应当充分运用各种送达方式， 以实际
送达被告人为目的， 但如果被告人故意拒收， 则可以采取拟制送达。 例如， 在穷尽其它送达方式仍
未能送达的情况下， 送达机关可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来送达， 公告送达其实就是一种拟制送达。
借鉴和转化这一理论成果， 采用合理标准证明被告人知晓审判的存在， 形成一个保障当事人程序权
利的外观， 增强缺席审判程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 转化权利保障研究成果。 理论界普遍认为， 缺席审判的正当性基础， 在于尊重当事人的处分
权， 即在充分保障程序性权利的基础上， 将当事人不到庭评价为放弃权利。 这就要求充分保障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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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ystem�of�trial�by�default� is�one�of� the�highlights� in� the�revision�of� the�Criminal�
Procedure�Law�in�2018,�but�it�is�faced�with�many�problems�in�judicial�practice.�Starting�from�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trial� by� default� of� duty� crime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heories� and�
foreign� experience,�we� can� find� the� specific�way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rial� by� default� in�
cases�of�duty�crimes�in�China,�that�is,�around�the�core�goal�of�strengthening�anti-corruption�efforts�
and� safeguarding� judicial� authority,� and� we�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procedural� law� and�
international�practice,�try�to�solve�the�problems�of�specific�conditions�and�document�service�in�the�
current� trial�by�default�of�duty�crimes,�refine�and�improve�the�relevant�regulations�and�strive�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improving� the� system,� increasing� the� crackdown�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Duty�Crimes； Trail�by�Default； Practical�Problems； Ways�for�Improvement

輥輲訛 ［日］ 谷口安平：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王亚新、 刘荣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3-17页。

人的参与权， 在缺席审判中就表现为保障被告人间接参与庭审的权利。 所谓间接参与， 是指在当事
人不出庭的情况下， 由代表当事人利益的人参与相关程序。 在这一前提下， 当事人自愿放弃参与机
会且有人代其行使权利， 参与目的可视为得到了满足。輥輲訛 因此， 可以将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 沿
着保障被告人参与权的路径， 借鉴学界通说观点， 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和转化。

结语

建立职务犯罪缺席审判制度， 顺应了我国反腐高压态势， 完善了对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制度， 提
升了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也是与联合国反腐败的立法规定相衔接的需要。 从制度设计层面而
言， 我国缺席审判的某些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疏， 应有选择性的借鉴国外经验， 对其予以细化和完
善； 就法学理论研究而言， 应重点回应缺席审判正当性不足的质疑； 就司法实践而言， 应重视涉外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既加强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 又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加强与国际社会
的合作， 从而促进国际司法协助工作的开展。 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 以期不断完善缺席审判的制度
规定， 充分发挥职务犯罪缺席审判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 提升司法公信力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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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譹訛 “法律渊源” 一词是从英文 source of law翻译而来， 其源头是罗马法上的 fons juris。

毛 玮 *

行政法渊源新论
———基于黑格尔式三段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 法律渊源有实质与形式两种含义。 实质意义的渊源是指法律的产生来源， 形式
意义之渊源则是指法律的储藏形式， 即找法意义的来源。 法律有三个独立的产生来源： 作
为调整对象的质料渊源或历史渊源、 作为立法者的主权渊源、 作为形而上者的反思渊源；
三种渊源都需要有自己的外在表现形式。 司法语境中的法律渊源主要是指形式渊源。 其中
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渊源形式是直接渊源； 不能援引， 但可以用来解释直接渊源或指导直
接渊源之适用的， 为间接渊源。 间接渊源对于行政法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渊源 实质渊源 形式渊源 直接渊源 间接渊源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09

法律渊源有实质和形式两种不同含义； 实质意义的渊源是指事物的来源，譹訛 法律有三个独立但
又相互关联的来源：

1． 质料或调整对象的历史渊源。 一切法皆因其调整对象的需要而产生。
2． 立法层面的主权渊源。 法作为有约束力的规范， 其效力最终来源于主权者。
3． 自然或形而上的反思渊源。 一切法皆需有其形而上的根据。
因此法律的渊源由历史渊源、 主权渊源和反思渊源构成， 其中主权渊源着眼于法律的制定者，

历史渊源着眼于调整对象， 两者之间是规范与被规范、 调整与被调整的关系。 反思渊源是前两者的
辨证综合， 只有通过反思渊源的作用， 法律才能够既顺应调整对象的内在要求又确保自身的权威，
以实现其规范社会生活乃至塑造历史的功能， 并最终成为良法。

行政法的质料或历史渊源， 就是行政； 行政法的主权渊源与质料渊源之间， 是行政法与行政、
法律与权力的关系。 权力通常是指行政权力。

形式意义的渊源是指事物存在的载体， 因此实质渊源产生法律， 形式渊源储存法律； 储存法律
的载体通常是法律文件。 法学教材常说的法律渊源， 是指主权立法即第二种渊源的正式文本载体。
实质和形式渊源都有出处的含义； 但形式渊源是储藏意义的出处， 只适用于现存法律， 实质渊源也
可以是未来法律之渊源， 因为它是法律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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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1013a25-b2。
③ 杨海坤： 《我国行政法的实质渊源与形式渊源》， 载 《山东社会科学》 1989年第 3期。

法律渊源的两种意义及三种类型， 可概括称为 “两面三刀”。 历史渊源、 主权渊源和反思渊源
三者之间又具有黑格尔式的正、 反、 合对立统一关系， 因此可以采用三段论来分析它们。 行政法的
历史渊源或调整对象是行政， 在行政法尚未产生时， 行政本身也需要以法的形式运作， 因此可以说
行政就是法； 作为行政的法与作为行政法的法经常会被混淆，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行政法的历史渊源
与主权渊源。

法律渊源的两面三刀结构对于行政法特别显著和重要。 因为在行政法的历史渊源与主权渊源即
行政与法律的主从关系具有互逆性质： 法律可以是行政的工具和调整对象， 行政也可以是法律的调
整对象。 法律作为行政工具而存在， 而非规范行政， 最显著地出现在法家思想和奉行法家思想的秦
代政制中； 现代行政法则须是规范行政权力之法。 也正因为行政与法律的互逆， 就经常出现权大还
是法大的问题； 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 尤其依赖于反思渊源的作用。

一、 行政法渊源的生成论考察

渊源的本义， 就是生成论意义的来源， 即法从哪里产生。 从生成论意义看， 法至少有三个不能
相互取代的产生来源： 法的质料或调整对象、 法的制作者即立法者、 法的形而上根据。

（一） 作为调整对象的历史渊源

一切法皆因其调整对象而产生， 如果没有需要调整的对象， 法就不能也无必要产生， 比如说，
没有婚姻这种社会现象， 就不会有婚姻法； 同样道理， 没有行政， 就不会出现行政法， 人类也不会
去制定行政法。 法与其调整对象的关系， 类似于形式与质料， 如铜像， 以像为形式、 以铜为质料。
因此调整对象就是法的质料渊源， 调整对象的历史演变构成了法的历史基础， 因此质料渊源也可以
称为历史渊源。 质料与形式的范畴由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譺訛 质料与形式之分， 不同于国人常用的
内容与形式、 实质与形式之分。 被调整的质料、 调整质料的形式， 及二者的综合， 都属于实质渊源
即生成论意义的来源， 类似于河流的源头； 而且这三种来源均有自己的渊源表现形式。 历史渊源、
主权渊源、 反思渊源的形式， 通常只是文本， 是储藏和寻找意义的出处， 不是生成论的来源。

作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即历史渊源， 行政无疑是先于行政法而产生的。 质料渊源与实质渊源很
容易混淆： “行政法的实质渊源本身还不是行政法， 它是行政法的材料来源， 还必须通过一定程序
和形式才能转变成法律。”譻訛 这里说的实质渊源， 与质料渊源被混为一谈。 不区分作为被调整对象的
质料与法源的实质、 调整质料的形式与法源的文本形式， 是法源理论混乱的原因之一。

国家可以没有立法和司法， 但不能没有行政， 甚至前国家的共同体也需要行政； 行政权在历史
发生学意义上先于法律， 而立法权和司法权则只能是国家治理达到较高水平后的产物。 正因如此，
所有内生的国家形态， 都必然从君主制开始， 稳定的主从关系也必须是以君主为元首； 而君主制的
本质特点， 就是君主在法律之上， 法律来源于君主； 欲保障法律权威在君主之上， 必须制定宪法，
但宪法显然比普通法律出现得更晚。

根据个案与普适规则的时间关系也很容易知道行政的在先性， 人类不可能先制定出普适规则然
后才来面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案。 普遍性规则总是要在漫长的个案经验积累中逐渐地形成， 在
此之前， 共同体所认可的权威只能是人或人代表的神， 没有可能是宪法和法律。 在没有普遍规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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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美] 弗兰克·古德诺的 《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 一书， 就是专门论述政治与行政之分的。

有个人权威的情况下， 社会治理模式只能是行政的， 显然不属于法律之治； 首领所发布的命令， 虽
然也可以称之为法， 但显然也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法律。 正是因为行政本身也是法， 因此作为行政的
法与调整行政的那种法很容易被混淆， 这正是严格区分历史渊源与主权渊源的意义所在。

历史渊源是正确解读立法文本的论据之一。 从法理的发展来看， 正视法的历史渊源是勘破西方
普世价值烟幕的秘诀， 因为普世价值就建立在架空历史的契约论之上。

（二） 约束力所依据的主权渊源

仅有法的调整对象， 还不足以导致法的产生， 至少不能产生成文法； 成文法必须由专门的立法
机关制定才能产生。 且成文法的效力、 规范性来自立法机关的主权， 因此立法者是法的主权渊源。
主权渊源是指法的制定者和效力的来源， 它解答的是， 法为什么能约束当事人： 法的约束效力来源
于主权者对臣民所具有的主宰权。

主权渊源与历史渊源虽然都在讲法的来源， 但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主权渊源是从法的正当性和
约束力着眼， 历史渊源则从法的经验材料和发展历史着眼。 历史渊源关系到法所调整的社会事实、
法的合理性证据， 所以通常会具有说服力； 主权渊源既然是指主权者， 那么直接由此渊源产生的法
理所当然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法在规范意义上来源于主权者， 主权渊源的作用自然表现于主权者的造法行为。 因此主权渊源
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在于谁具有主权者的身份， 哪些国家机关具有行使主权并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
就是法的主权渊源问题。 法学教材上讲法律渊源， 通常也是在讲主权者的身份问题。 立法者的身份
问题是一个宪法问题， 要全面论述主权渊源， 必然会涉及政体形态及国家的结构形式， 因为政体是
主权的横向分布形式而国家结构是主权的纵向分布形式。

历史渊源着眼于当事人而主权渊源着眼于立法者； 对于行政法来说， 历史渊源问题应当强调的
是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的身份。 但行政法学一方面将行政机关定性为行政主体， 是行政法律关系的
公方当事人， 同时又赋予其立法者身份：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本属于当事人行为， 但规范性
文件被当成不违反上位法即为有效的 “下位法”， 在未被撤销时必须予以适用， 于是制定这些文件
自然也是 “立法”。

事实上， 规章是当事人的行为； 而法律法规才是立法者的行为。 法律和地方法规的制定者都是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行政法规虽然由国务院制定， 但其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 我国行政诉讼法也
明确规定， 行政法规是法院的审判依据， 而不是司法审查的对象； 在司法层面上， 国务院则是行政
法的终审法官， 而不是接受行政审判的当事人。 这在某些人眼里， 可能是中国法制不完善的表现，
但事实上， 中央政府从来都不是行政法的当事人； 行政法的功能也只是取代中央政府对其下属行政
机关的部分监督职能而已。 真正规范中央政府地位和行为的， 是宪法而非部门法。 因为国家的行政
分支包括政治性行政与事务性行政两部分，譼訛 在西方的传统分权学说中， 与立法、 司法两个分支相
制衡的行政， 就是指中央政府的政治性行政； 既然与立法和司法是相互制衡的关系， 怎么可能同时
也是立法的调整对象和司法的审判对象呢？ 中国虽然不采纳分权理论， 但国务院作为宪法主体的身
份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国务院是宪法主体而不是行政法上的主体。 有人可能会说， 国务院也负有不
违反行政法的义务， 但遵守某部门法， 与作为某部门法的当事人是两个概念。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也要遵守行政法， 但显然并不是行政法的当事人； 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更要严格和专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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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行政法的规范， 但显然行政审判中的人民法院也不会是行政法的当事人。
从主权理论看， 分权的意义在于将主权从君主一人之手分散于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部门之手，

因此在共和政体国家， 行政分支也是国家主权的分享者之一。 但这个分享者只能局限于中央政府，
包括联邦制下的州政府； 受立宪君主或总统领导的事务性行政机关， 必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而不
是宪法主体和主权分享者， 但行政法学者可能因为行政服从法律的格言而混淆以上两种行政。 中国
的情况虽与西方不同而政体原理相通， 并且行政诉讼法将国务院定位于行政法立法者和终审法官的
意图也明确无误。 所以中央政府是行政法的主权渊源， 下文再详细阐释。

（三） 作为形而上者的反思渊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个案是永远先于规则的， 然而规则之治的理想却假设了规则的在先性。
这种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状态， 引起了规则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源于规则的抽象
性与案件事实的具体性之间的反差。 规则须具有普遍适用性才能成其为规则， 这种普遍性要求剔除
个案中的其他方面， 只考虑规则所涉及的某一种因素， 如 “遇红灯须等待” 的规则， 它完全不考虑
当事人的身份、 工作任务、 国内外政治局势、 路况和天气等因素。 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因素也确实
不需要考虑， 这时案件就不会有疑难， 但有时这些因素必须考虑， 于是就会出现 “疑难案件”。譽訛 比
如运送危重病人就医的车辆， 在路遇红灯时要不要停车等待？ 停车等待， 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不
等待， 违反交通规则。

何时需要考虑普遍规则未涉及的因素， 何时无需考虑， 立法机关无法完全预见， 因此通过完善
立法消除 “法律漏洞” 根本是不可能的。 正如梅利曼所言： “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 立法机关
并不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到的问题。”譾訛 当明文规则未涉及的因素偶然有了重要意义， 即可能导致疑
难案件的形成， 这时遵守规则的形式正义要求与因事制宜的实质正义要求必然发生冲突。

保障普遍规则与具体事实的协调性， 需要原则。 这里的原则是指真正的原则， 即自然法原则。
规则属于人定法， 它的缺陷需要自然法弥补。 自然法之所以是自然， 在于它不受人为立法的影响；
如公正原则， 不能人为地废除， 因为没有立法会以不公正为原则， 反过来， 即便规定了公正原则，
也并不能增加对人们的行为指引。

也就是说， 自然法原则一方面具有不受人为立法影响的自然性， 另一方面又能够弥补成文法的
规则缺漏， 让抽象的规则能够更好地适应具体个案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是绝不可缺少的法律渊源。
但这种渊源虽然名为自然， 但既不能像历史渊源那样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出现， 也不能像成文立法
那样规定在条文中， 或者说规定了也没有用， 而只能用抽象推理、 个案辩证等反思性的方法得到，
所以是反思渊源。 自然法原则既非来自历史演变中的调整对象， 亦非出于立法者的命令， 所以它是
独立于前两种法源之外的另一种法源。

在刑法和民法中， 上述疑难案件只是偶然； 而且即便出现， 也只是疑难而已， 虽然难以解决，
但终究还是在法理的解决能力范围之内。 行政法所面对的规则缺失或无能并非偶然， 而是常态的。
行政职能存在的原因， 是规则的缺失或无效。 用哈耶克的话来说， 行政管理所形成的是人造秩序，
自生自发秩序却要依靠规则运行； 他首先区分了 “人造的” （made） 秩序和 “自然生长的” （grown）

譽訛 参见毛玮： 《论疑难案件中的规则变异》， 载 《现代法学》 2010年第 3期。
譾訛 [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 《大陆法系》， 顾培东、 禄正平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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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秩序，譿訛 前者是 “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或指导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讀訛

后者不依靠某个领导核心的操控， 而是由于 “共同体成员在应对其所处的当下环境时遵循某些规则
的结果”。讁訛 显然这里的人造秩序是指行政秩序， 自然秩序是民法规则自动运转所形成的市场或其他
社会秩序。

简言之， 行政职能的存在是因为不能单纯依靠当事人自觉地遵守规则， 而必须由公共当局给当
事人带来外部压力。

行政职能存在的必要性， 可归纳为两种情形： 一是有明确规则， 但没有自觉遵守规则的动力或
没有为维护权利而要求遵守规则的当事人； 二是根本没有明确的规则， 因此需要以行政机关的人治
来提供秩序。 因此之故， 足以自行的法主要是指民法， 即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 不足以自行的法
主要是公法或管理法。 法律规则的基本功能也有两种， 或者是提供公共的是非标准， 典型如刑法；
或者是提供划分权利边界的标准， 让每个人在自身权利范围内作出决定。 但行政事务既不存在公共
的是非标准也不存在明确的权利划分标准， 如垃圾处理方案、 城市地铁的规划、 公路的合理限速，
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权利归属层面都无法找到公认标准， 因此只能交给行政机关去裁量； 但法律又
不能放任行政机关的裁量， 而是必须为行政裁量找到评判其正当与否的方法。

如果说在刑、 民事案件中， 反思渊源的作用只在于拾缺补漏， 那么在行政法中， 反思渊源无疑
是行政法能真正地发挥调整作用的首要条件。 在缺乏是非标准和权利标准的大背景下， 行政法所能
做的是寻找裁量的方法， 而不是企图为行政行为提供标准答案。 既然立法不能为行政决定提供足够
的标准答案， 那么如何评价裁量是否适当， 就必须有法理性的反思； 它并非立法机关的议员或代表
能胜任的工作。

二、 行政法渊源的表现形式

以上的实质渊源， 都会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而且通常都表现于文本； 绝不能将实质渊源与形式
渊源视为法源的不同类型。 形式意义的法源是指法的储藏地； 在那里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法。

（一） 被调整对象的正义表达

实质渊源是指法律的生成来源， 它们或者是历史本身， 或者是立法的人， 或者是形上之理念，
都不具有确定的形式， 不能直接满足适用法律的需要。 既然实质不可把握， 那么就必须有某种确定
的形式作为其载体， 这就是法源的表现形式问题。 实质意义的历史渊源， 就是时刻在变迁着的人类
行为与历史； 但在这个变迁过程中， 总会有某些涉及法律问题的可见载体， 比如合同、 商业习惯的
汇编文本， 等。 它们表达被法律调整的当事人的正义诉求， 虽然不是作为命令的法， 然而却是立法
所依据的原始材料， 也是立法所要针对的事项。

作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行政过程的涉法性更为直接，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行政本身也是法，
虽然不是作为行政法的法。 行政法的质料渊源， 是行政的历史起源； 其表现形式， 则是行政过程中
自然形成或特意制作之文件， 如行政命令、 行政案卷、 行政决议， 等。 在法学意义上讲历史渊源的
表现形式， 应主要着眼于当代行政的官方载体， 即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它们既是行政历史
的内在构成， 也是行政的法律载体， 并同时具有类法效力； 但本质上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譿訛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 (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35.
⑧ See Hayek, supra note譿訛, p.37.

⑨ See Hayek, supra note譿訛,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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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历史渊源的形式， 在当下中国， 可归纳为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两大类。 行政规章是具有
立法性的行政文件， 由于它是行政机关制定的， 并作为行政本身的过程而存在， 因此不以法为名，
也不属于主权渊源的范畴。 根据行政诉讼法， 行政审判依据法律和法规， 并参照规章。 所谓依据，
通常被解释为 “合法必适用”， 与此对比， 参照的效力是 “合法可适用”。輥輮訛 可见参照与依据不同，
简单来说， 规章本来并不是法， 但可以参照法来适用； 就像不属于公务员的人参照公务员来管理。
行政规定是行政规章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它们既不属于法的范畴， 也没有参照法来适用的地位，
但有事实的效力， 详见下文。

需要注意的是， 行政法规虽然以行政为名， 但与行政规章有本质区别， 因为它的名称含有法，
其性质也属于法的范畴。 这是因为， 发布行政法规的国务院与普通行政机关不同， 它所负责的行政
职能是政治性、 决策性的， 不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事务行政。 易言之， 国务院并非行政法的当事人，
而是行政法的立法者和终审法官； 因此行政法规是行政法的主权渊源而非质料渊源， 不能将国务院
所受的政治性监督等同于当事人所受的法律调整和审判监督。

（二） 成文法的立法文本

狭义的行政法渊源， 就是指主权渊源的文本表现形式； 在我国当前， 包括宪法、 法律、 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国际法， 等。

1． 宪法典。 “在中国， 宪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个未解之结： 法院是否能够援引宪法判案？”輥輯訛 法
律渊源意义上的 “宪法” 是指宪法典， 而不是宪法性法律； 由于宪法将自身的解释权交给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 因此对宪法是不是部门法的法源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分歧。 法院若不能援引宪法判案， 说
宪法是某部门法之渊源就没有多大意义； 但宪法典的条款大多是原则性的， 如果法院没有宪法的解
释权力， 就很难准确而令人信服地援引其条款作为裁判准据。

由于行政法和宪法一样是规范公共权力的法， 因此与其他部门法有所不同。 “宪法不可以作为
刑法的渊源”， 但 “可以作为行政法之渊源”；輥輰訛 至少有关行政机关设立的组织性条款， 无疑是行政
法性质的规范。 当行政法还没有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存在时， 宪法是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主要
立法依据， 因此宪法中包含行政法的规范是无疑的。 真正的问题， 不在于宪法是不是行政法的渊源
而在于是什么样的渊源。 在司法审判中是否可以援引并非作为法源的必要条件； 即便是主权渊源，
也可能只以间接方式适用。 详见第四节。

2．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 作为部门法的
法源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在此不多赘述。

3．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的制定者是国务院， 要阐明行政法规的主权渊源性质， 须从现代中央政
府的宪法地位入手。

现代中央政府的宪法地位， 是从君主政府演变而来的。 在君主制下， 君王言出法随， 法律只是
君主行政的工具， 且所有国家机关都是君王的臣属； 分权则是指司法与立法权的独立， 但行政机关
仍然要隶属于君主， 在共和制国家， 则隶属于总统或其他形式的中央政府。 易言之， 分权与法治的
最初功能在于压缩行政首脑的直属范围， 并不要求所有行政机关都从属于立法或司法权， 因为这样
不过是把国会或法院变成君主。 而且早期的法治其实主要是民法之治， 就是在民法可调整的范围内

輥輮訛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413页。
輥輯訛 应松年、 何海波： 《我国行政法的渊源： 反思与重述》， 载 《公法研究》 2004年第 1期。
輥輰訛 张淑芳： 《宪法作为行政法直接渊源论析》， 载 《法律科学》 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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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行政管辖权， 但取消行政并不是对行政本身的调整。
众所周知，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并不需要行政法。 行政权天然地要求金字塔

形组织结构， 与立法、 司法相抗衡的， 自然是中央行政首脑； 中央首脑下属的行政机关， 自然也是
首脑自身而非立法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对象， 如此就不存在行政法的产生条件。 当时的法律观念也阻
碍行政法的产生， 因为行政法与民法的调整方法不同， 在戴雪等英国法律人的眼中， 行政法便是保
护官吏特权的恶法。輥輱訛 要求政府行为与民事行为一样遵循同一种法律， 在当代人看来殊难理解， 不
过其原理也并不复杂。 早期立宪国家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军事与外交， 它与国民不直接发生关联， 当
然也不遵循先制定普遍规则然后再适用规则于个案的套路， 因此它或者是立宪君主的保留特权， 或
者是实行主权豁免原则的国家法外特权。 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 既是主权的享有者， 因此不受法
律限制或以执法为使命， 同时也具有 “财产法方面”，輥輲訛 因此受民法调整和民事审判的监督。

现代的法治， 要求行政服从法律， 而法律则负有规范行政的责任， 但它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早期的法律取代行政， 渐变为法律调整行政； 取代行政的主要是民法而调整行政的当然是行政法，
因此行政法这一法律部门必然是晚出的。 民法之治确立， 而行政法尚未形成， 行政权仍然是主权，
只是与君主行政权相比， 范围受到限制而已。 英国法院很早就开始对行政超越管辖权行为的干预，
但并不承认有行政法这个部门法； 因为限制行政权管辖范围的法， 本来就是民法。 因此司法审查以
民法方式控制管辖权， 是英国式行政法的发生路径； 禁止超越管辖权发展为一般意义的禁止越权，
代表着行政法的真正形成。 现代人熟悉的行政法 “将行政机关设想为一个纯粹的传送带， 其职责是
在特定案件中执行立法指令”，輥輳訛 这时候， “越权” 就变成行政违法的同义词。

从君主行政， 到民法之治下的主权行政， 是法治的早期史、 行政法的前史； 从主权行政到独立
管制行政， 是法治的升级史、 行政法的早期史。 在主权行政时期， 所有行政机关都接受君主或民选
总统之领导， 除不得超越管辖范围之外， 行政事务并不受法院的审判。 独立管制机构的出现使行政
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成为必要， 因为独立管制机构不受总统的政治监督， 因此就必须由法院以法律
来监督它们。 行政法在起源时的任务， 是 “规范和控制独立管制机构”， “美国最权威的法学词典即
《布莱克斯法学词典》 对行政法的解释亦属此类”，輥輴訛 后来才逐渐扩大到监控所有事务性行政机关。
但必须明确的是， 中央政府作为国家行政分支的代表， 与立法、 司法部门之间是分权和制衡关系，
而不是当事人与立法者、 法官的关系。 作为法律之当事人和司法审判对象的， 是事务性行政机关。
如果不区分中央政府与其所属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 显然违背分权制衡的原则， 因为这意味国家的
行政分支将全面臣属于另外两个分支， 三者之间不再是平行关系。

三种权力之间的分立制衡关系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 从法律层面来看， 中央政府可能会以责任
内阁的形式隶属于议会； 但内阁要真正行使行政权力， 又必须有领导议会的政治能力， 否则会导致
政局不稳的后果。 内阁领导议会通常借助于政党， 所以政党制度是宪法的重要组件， 理解中央政府
的宪法地位， 不能脱离政党制度而像解读部门法那样单纯看效力层级。

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像总统制的总统那样与议会并立， 也不像议会制下的内阁那样法律上隶属而
事实上领导议会， 但其政治地位并没有两样。 所以中央政府与国家其他分支尤其是法院的关系， 应

輥輱訛 [英] 戴雪： 《英宪精义》， 雷宾南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414页。
輥輲訛 [德] 奥托·迈耶： 《行政法》， 于安译， 商务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55页。
輥輳訛 Richard B.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 No. 8, Jun. 1975, p.1675.
輥輴訛 胡建淼： 《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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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属于宪法层面的关系， 而不能理解为当事人与审判者的关系。 我国现行立法确定无误地规定， 行
政法规是法院的行政审判依据； 在司法方面， 当事人如果申请国务院裁决关于行政行为的纠纷， 那
么国务院的裁决就是终局的。 由此可见， 我国法律明确地将国务院放在了行政法的立法者和终审法
官的位置， 丝毫没有将国务院纳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意图。 《宪法》 和 《立法法》 中所规定的对国
务院和行政法规的监督， 属于宪法层面的问题， 与部门法当事人所受的法律调整和审判监督相比有
本质的区别。 行政法学教材将国务院列入行政主体范畴纯粹是出于对 “行政法” 之 “行政” 一词的
望文生义。

综上所述， 行政法规作为中国最高行政机关的立法， 是行政法的主权渊源形式， 与行政规章、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本质的区别。 前者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而后者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为说明行政法规的渊源地位， 需要区分以下三种关系： 不同层级立法的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
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调整与被调整关系、 行政机关的上下级关系。 法律与法规之间属于第一种，
行政法规与规章之间属于第二种， 省与市的规章之间属于第三种。 国务院作为行政法规的制定者，
虽然也有守法义务和接受监督的责任， 但主要是宪法性的政治监督； 行政法的当事人则与此不同，
他们接受的是行政审判监督。 因此国务院与其他行政机关之间， 并不是行政层级意义的上下关系，
而是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古代的君臣关系。

4．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 它们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即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立法， 和行政法规一样属于法规范畴， 因此都是主权渊源的形式。

行政诉讼法规定， 法规和法律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
5． 条约和协定可以成为具有国际性质的行政法渊源。 国际法的国内适用， 主要是国际法学的专

门理论问题， 本文在此不展开论述。
主权渊源与质料渊源的不同， 在于它们都源于主权者， 就是对人民负有政治责任的国家机构，

而不是产生于行政法的公方或私方当事人； 法是为调整当事人的行为而产生的， 如果它也渊源于当
事人的行为， 就会产生究竟是谁规范谁、 谁调整谁的逻辑问题。 行政法渊源理论面临的最大混乱，
就在于分不清当事人和立法者的身份， 如行政规章也属于行政法的主权渊源， 那么行政机关究竟是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还是行政法的立法者？ 如果行政机关是立法者， 谁才是行政法的臣民？ 行政法究
竟是治官之法还是治民之法？ 学者们一边声称行政法是治官之法， 一边又把行政机关当成行政法的
立法者， 这是在潜意识里认为只有老百姓才是法的调整对象。

（三） 非涵摄现象的后正当化

实质意义上的反思渊源是自然法原则， 它比历史渊源、 主权渊源更加具有形而上性， 所以需要
形成特定的表现形式， 才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把握。

反思渊源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判例法。 一谈到判例法， 人们立即会想到法官造法， 似乎判例法与
成文法的区别只是制定方法不同而已。 这种本能反应的实质， 就是把法理解为 “主权者的命令”。
至于发布命令的主权者是议会还是法院， 则无关紧要。 但真正的判例法并是不以命令的方式来制定
新的规则， 因为法院并没有立法权， 而判例能够成为法， 并不因为它是一个命令， 也不因为它确立
了什么规则， 而是因为它示范了一种运用既存规则的反思方法。 规则之治的法治理念将司法和其他
执法皆视为一般规则的个案适用， 执法行为的正当性取决它是否服从先定规则； 但是当规则缺乏或
相互矛盾， 或者会导致实质不公正的时候， 就需要 “后正当化”， 也就是没有在先规则的正当化。
严格适用在先规则未必公正； 没有在先规则， 案件处理也未必就不公正。 主权渊源不能或难以提供
后正当化策略， 当规则缺失或不当而无法涵摄具体个案时， 需要寻找其他类型的法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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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判例法， 是指科学的法律运作方法。 如果说管理法追求管理的科学性， 成文法追求立法
的科学性， 那么判例法就是追求执法的科学性。

在判例法其实是一种法律运行方法的意义上， 也可以将它称为 “正当的法律程序”， 即英文的
“Due Process”。 process 和 procedure 译为中文时都是 “程序”， 但意义有别。 procedure 是指诉讼法所
规定的审判程式， 是规则化的程序； process 则不是规则所能涵盖的， 它准确来说是一种法律的运行
机制， 规则只是其中一个要素。 易言之， 不能在规则语境中去理解 process， 而应该在 process 中去
理解规则， 把规则放在现实环境中， 从而变成活的规则， 即中国古人所说的 “礼”。

刑法能够提供明确的是非标准， 民法能够提供明确的权利划分标准， 行政法两者都难以提供。
易言之， 行政法不能保障行政机关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为没有正确的标准答案， 所以行政法所
能够和应该追求的， 是如何正确地作出决定。 不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决定， 就要保证正确地作决定。
要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成文法必须预先已经提供了标准答案； 而是否正确地作出
行政决定， 属于正当程序问题， 不需要成文法给出标准答案。 在具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 正当程序
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重要， 但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 正当程序就非常之必要。 作为典型大陆法系
国家的法国与德国， 其行政法都以判例为主， 这是因为， 没有判例法， 就没有真正的行政法。

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是不是行政法的渊源， 尚有争论， 但不乏支持意见。 “行政法体系和其他
部门法体系中一样， 原则被认为是规则的基础和指引， 至少是规则的实质渊源。”輥輵訛 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是不是， 而在于 “如何”； 如果把原则和学说作为与成文法规则竞争的主权性渊源， 显然没有人
会支持； 如果作为成文法缺失时的替补性渊源， 则可能会有人支持。 本文以为， 原则和学理根本不
能作为任何意义的主权渊源， 而只能作为判例法或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要素， 或作为寻找规则与个
案事实之平衡、 成文法规则体系之内在协调的论证方法， 即作为反思方法、 作为反思渊源的表现形
式而存在。

三、 行政法渊源的适用效力

法律渊源的适用效力， 是指渊源形式在法律适用尤其是司法裁判中的效力； 效力的决定因素，
在于渊源的实质类型， 同时也与渊源的文本形式有关。

（一） 历史渊源的论据效力

质料或历史渊源是制定成文法的经验材料， 成文法的立法意图及其合理性解释， 经常离不开其
历史背景， 所以对于成文法的解释， 历史渊源具有论据效力。 “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輥輶訛

即便抛开成文法的解释问题， 单从质料渊源形式的内在因素来分析， 它们也具有表现当事人之价值
诉求的意义。 这些诉求， 立法者虽不必服从， 却应当予以考虑；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若无成文法，
亦可将其作为裁决案件的参考。 比如所谓的习惯法。 行政法上的质料渊源更加如此， 因为它们虽不
是主权立法， 也是官方意志的表达， 属于广义的所谓 “成文法”。

行政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参照效力， 属于技术性安排而不是基于规章本身的性质， 所以法院若
有足够的理由， 可以不参照规章。 法院适用法律和法规时所遵循的 “下位法服从上位法” 的原则，
并不能适用于规章的选择， 因为规章不属于主权立法， 所以规章与法律法规之间也不存在下位法与

輥輵訛 金自宁： 《探析行政法原则的地位———走出法源学说之迷雾》， 载 《浙江学刊》 2011年第 4期。
輥輶訛 《尚书·泰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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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法的关系， 而只存在当事人与主权立法的关系， 类似合同当事人与民法的关系。 规章与规章、
或规章与规定之间属于行政性上下级关系， 不能与法的上下位关系混为一谈。 法院适用法律法规时
没有裁量权而只能遵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选择法律准据； 但法院在是否参照规章的问题上，
拥有自由裁量权， 因为规章的制定者是法院的司法审查对象， 而不是立法者。

包括规章在内的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 在行政组织内， 基于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原则可以产生
层级效力， 但原则上对法院没有拘束力。 因为历史渊源与主权渊源的效力对象是不同的： 历史渊源
的效力主要存在于行政内部， 对法院的效力只能间接地产生； 只有主权渊源才能对法院产生当然的
约束效力。

除此之外， 历史渊源的效力性质也不同于主权渊源， 主权渊源的效力具有强制性， 历史渊源的
效力本质上是说服力。 美国最高法院在 1944 年的斯基德莫尔案中指出， 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
其效力 “取决于行政判断所表现的彻底性、 推理的有效性、 与先前和后来的声明的一致性， 及所有
可获得说服力的因素”。輥輷訛 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 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一切效力都理解为强制力， 说
服力并不属于效力范畴。 这其实是很狭隘的观念。

（二） 主权渊源的约束效力

主权渊源乃是法院的裁判依据， 对于上述的主权渊源形式， 法院只有适用的义务， 而没有拒绝
适用的权利。

但法院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因为成文法规则可能有缺漏， 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来填补； 规则之间
也可能会有冲突， 需要法院运用法律推理来消除。 主流法理学， 尤其是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理论，
主要就是针对具有正式效力的主权渊源， 但这些理论大多不能适用于行政法。 因为行政活动与理想
的法律之治之间存在敌对关系， 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所反对的那种专制或人治状态。

行政这种职能之所以会存在， 就是因为规则的缺失或无能。 在规则可以有效调整当事人行为的
理想状态下， 如民法之治， 行政职能可以根本不需要存在。 行政职能的必要， 就在于法治的失效。
这个根本性前提是所有研习行政法的人必须明白的基本事实。 比如公共利益这个范畴， 其真实意思
是划分权利的规则不可能存在， 所以才有 “公共” 的利益， 即无法明确归属的利益。 但仍然有很多
人试图寻找界定公共利益的规则， 而不明白， 明确规则一旦找到， 公共利益就不再存在。

徒法不足以自行， 是对行政法和行政之法的最好注解。 但不足以自行的法并不包括民法。

（三） 反思渊源的辨证效力

对于立法而言， 判例法的效力在于把立法的抽象规则变成具体个案中的活的规则。 正义不仅要
事实上存在， 而且必须被看见，輦輮訛 要让老百姓看见法律的正义， 依靠抽象的条文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有个案中的判例法才能做得到。 成文立法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命令， 判例法则能唤醒人心中本有
的正义感。 这种唤醒功能不只单纯依靠优质的判决， 因为优质的判例如果不被后继的判例所延续，
那么反而会有损于正义的权威性， 给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观感。

对于司法而言， 判例法的效力是一种值得模仿的典范效力。 优秀的判例， 给后来的法官和世人
展现了法律的真正内涵， 从而可指导法官更好地适用法律， 指引世人更自觉地遵守法律， 《大学》
述孔子之言曰： “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听讼之所以能够达到无讼的效果， 就因为它能够

輥輷訛 Skidmore v. Swift ＆ Co., 323 U.S. 140 (1944).
輦輮訛 英国的古老法律格言：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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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更好地理解法律、 在内心接受法律， 而不简单是被法律的惩罚所威吓。
对于行政而言， 判例法的效力在于引导行政机关遵循一种做出决定的正确方法。 如何在没有是

非标准和权利划分标准的情况下正确地作出决定， 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 也是受刑、 民法思维定式
束缚的人最难理解的问题。 在蛋糕案中， 蛋糕店的店主究竟是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 还是侵犯同性
夫妇平等地接受商业服务的宪法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因为当今美国法律对这个
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但法院将司法审查的矛头指向了民权委员会的权力行使方式， 最终以民权委
员会违反了政府机关的宗教中立义务而撤销了行政行为。輦輯訛

行政行为在实体法上是否正确， 法院没有回答， 在目前的环境下也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法院将
目光转移到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上， 以考查行政机关是否正确地作出了决定。 民权委员会没有保持
对宗教问题的中立， 在带有偏见的条件下作出决定， 显然不是正确地作决定的方式， 因此法院没有
支持民权委员会的决定。

实体问题缺少法定答案的情况下， 法院将审查焦点集中于决定的方式上， 就能引导行政机关在
今后的行政过程中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 选择正确的、 负责任的做事方式。 行政事务种类庞杂而且
变化迅速， 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 无论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 都不可能知道所有行政事务的正确
答案是什么， 因此遵循刑、 民法的规则之治理念， 无疑是以外行教导内行。

四、 直接渊源与间接渊源的区分

基于法律渊源的多义性， 有学者主张区分法律渊源与规范渊源， 将非成文法的渊源排除在法律
渊源之外。輦輰訛 本文认为这种作法与现行的语言习惯差异太大， 虽观点可取， 但命名不妥。

笔者以前曾提出过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的分类；輦輱訛 本文对这一分类稍作修正， 重新提出直接
渊源与间接渊源的区分， 其中直接渊源比正式渊源的范围更小， 只包括审判依据。

（一） 分权机制的法源影响

法源是分权语境的概念， 没有权力的分置就无所谓法源。 若所有权力出于一体， 朕言出法随，
讲法源便无意义； 但只要 “天” 与 “天子” 是分离的， 天子的权力须诉诸于天， 便会存在形而上的
法源问题。 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 公民们以各种形式的集会同时行使各种权力， 所以古希腊
人经常认为 “法律渊源于自然”，輦輲訛 却并没有法律渊源的概念。 或者说， 直到古典时代， 人间立法者
还没有被视为立法者或法律渊源， 政治权力只是表达天意或领悟自然的能力。

当人间立法者以自己的意志而非天、 地、 神等形而上者的意志为法律， 那么从执行的角度看，
立法者便是法律渊源。 以人的意志作为法律渊源， 立法者必须对执行者进行监督和控制， 否则执法
者便有可能以自己的意志取代立法者的意志。 但这种渊源显然也不是现代法理学所要关注的对象，
对于这种法源， 执法者所需要的， 不是研究法理而是琢磨领导人的心理。 君主集权制下的全体官僚
虽然最终都以服从君命为天职， 但他们仍然无需知道君主之法是什么， 他们需要知道的是君主实际
上想干什么， 以及那些影响其官僚生涯或升迁的人想干什么。 君主保障自己意志被贯彻的基本手段
也不会是法律渊源理论， 而是如何操控臣下的 “术”， 尽管法律渊源亦可被视为广义的 “术”。

輦輯訛 Masterpiece Cakeshop, Ltd.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n, 138 S.Ct. 1719 (2018).
輦輰訛 刘作翔： 《“法源” 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 载 《法律科学》 2019年第 3期。
輦輱訛 参见毛玮： 《论行政法的正式渊源》，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03年第 3期。
輦輲訛 彭中礼： 《法律渊源词义考》， 载 《法学研究》 201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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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源于立法者的意志， 然而法律渊源并不注重立法者的意志是什么， 而只关注法律是什么。
立法者事实上想干什么， 不属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当然不需要法律渊源理论。 立法者的意图实际
上是什么， 只有立法者本人最清楚， 所以要贯彻立法者本人的意志， 必须要让执法者完全被掌控在
立法者的手中， 主人也通常只会信任被自己完全掌控的人。 司法是分权的产物， 分权的目的就是让
司法者不再关注立法者的实际意图， 而是关注其意图的产物， 即法律本身。 所以在司法的语境中，
为确保服从而建立的官僚等级制便应当被废除， 法官要对法律而不是对立法者负责。

“罗马法中有关法律渊源的历史表明， 法律渊源是为司法适用而产生的。”輦輳訛 只有独立于立法者
的司法行为， 才能真正关注法律的客观意义， 而不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图， 因此与官僚行政不同。 客
观的法律渊源， 更着重于法的存在， 而不是法的生产。 被生产的法， 受其生产者支配， 因此必然具
有主观性； 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法， 则是客观存在； 因此不难理解， 为什么法律渊源几乎被等同于法
律渊源形式。 以客观形式存在的法， 就像是集市上出售的蛋， 究竟是谁下的蛋， 只是有助于了解它
是什么样的蛋， 如鸡蛋或鸭蛋、 土鸡蛋或洋鸡蛋，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意义。

（二） 形式化与法源形式

形式意义的法源， 标志着法的客观性存在， 因此法源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法的存在形式，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本形式。 法的文本形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是制定和发布机关， 如法律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通过、 国家主席发布。 其二是公文类型， 如正式决议或非正式声明， 等。 其
三是渊源类型， 即宪法、 基本法律或普通法律、 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 等。 渊源类型由前两个方
面共同决定， 它标志着法的位阶， 法院是否有服从义务， 或者只是参照甚至参考。

成文法的颁布是法律史上的大事。 法律的来源正式从天国降临到人间。
2． 规范形式。 规范形式是指法条的类型， 有不同分类方法。 最重要的分类当为义务性规范、 权

利性规范、 责任性规范三类。 义务性规范界定是与非的界限， 通常包含惩罚性条款； 法理学教材介
绍规范结构时， 常以为它代表着所有规范。 权利性规范划分不同主体之间的自治范围， 无需包含惩
罚性条款， 因为它的核心问题不是行为的对与错， 而是有效与无效的边界。 责任性规范指引公域中
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公众的愿望， 是公共权力正当与否的界限， 责任性规范包含类惩罚性条款， 使
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失去应有的公定效力。

法的规范化， 使法的内涵从君主的内心好恶或帝王心术， 转化为客观的行为法则。
3． 方法形式。 形式化的意义， 在于通过类型化、 简化等方法， 使高深莫测的天意变成大众所熟

知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正义的标准。 从专业角度看， 也需要引入一些能彻底消除歧见的论证方法， 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形式逻辑方法； 人类最早关注逻辑， 很可能就是基于法律方法的需要， 以逻辑的方
法研究哲学， 应当是后来的延伸。

法理学是法律方法形式化的基本路径。
4． 兜底的形式化手段， 是直接渊源与间接渊源的划分。 所谓直接渊源， 就是作为法院裁判之文

本依据的渊源形式， 比如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和法规依据， 法院只能援引它们来作出裁判。 间
接渊源是不能直接用作裁判依据的渊源形式， 但可以作为直接渊源的辅助， 其中主要是用来解释未
充分形式化之规范。 如果直接渊源的内容足够明确， 那么间接渊源就无甚作用。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彭中礼文。

102· ·



行政法渊源新论

所有的质料渊源形式， 都只能是间接渊源， 其作用如前所述， 在于论证直接渊源的可能涵义，
如直接渊源的 “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 “身体合格” 等条款， 就需要间接渊源的解释。 包括规章
在内的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 在行政审判中的效力都是证据性的； 对规章的参照只是强尊重而已，
不能理解为不违反上位法则必须援引。輦輴訛 判例作为反思渊源形式， 也只是间接渊源， 不能作为法院
审判的依据， 它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引法官如何运用依据。 甚至主权渊源形式也并不全是直接渊源，
最典型的是宪法， 它虽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但除美国等少数国家， 宪法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予以援引， 它的作用如反思渊源一样是适用直接渊源的指引原则。 有了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之分，
宪法的司法应用问题就不必再困惑。

直接渊源是主权渊源形式中法院裁判时可以援引的立法文本， 即法律和法规， 其他渊源形式皆
为间接渊源。

（三） 司法审查的法源特征

三类实质渊源， 是所有部门都具备的， 但不同部门法的侧重不同。 对于行政法来说， 历史渊源
和反思渊源都很重要， 但目前学界所重点关注的主权渊源反而不那么重要。

历史渊源属于管理法的范畴， 它虽然不能体现重视个人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 却是为理解行政
过程和行政法所不可缺少的。 死抱着控制行政权力、 捍卫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 虽然可以满足人们
的道德优越感， 却无助于我们认识行政的本质。 反思渊源的重要， 则在于行政法的法性， 行政法既
不能提供是非的标准， 亦不能提供权利标准， 它关注的是决定过程的正当性。

刑法是义务本位的法律。 它直接规定不能做什么， 如不能杀人、 不能抢劫， 以及必须做什么。
如必须纳税、 必须赡养父母等。 刑法所调整的事项大多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
才会有明确的是非标准； 也只有对于明确的是非问题我们才能够采取刑法的绝对强制性调整方法。
哈姆雷特的著名之问： “To be or not, this is a problem”， “To be or not” 通常被翻译为 “生还是死”，
这就喻示着， 是非问题通常存在于生死之间。

民法是权利本位的法律。 民法调整的事项无关乎生死， 所以也就难以明断是非。 如何度周末，
钱财是用来投资还是消费， 都是很个人化、 很主观的抉择问题， 这些主观问题要达成共识只有划分
产权和自治范围一途。 所以民法不关心是非问题， 不关注具体事项的处理方法， 而是通过划分权利
边界的办法， 把具体事项的决定权交给权利人； 但划分权利边界的规则， 仍然必须具有非此即彼的
强制性质。 民法的意思自治调整方法很容易让人忽略这一点。

行政法是责任本位的法律。 行政事务不能回避各种事项如何处理的是非问题， 但不能给出公认
的是非标准； 行政法也不象民法那样是对权利义务的抽象配置， 并通过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落实于
具体的当事人。 在很多行政法学者的潜意识中， 行政执法的任务就是将立法预设的是非标准或权利
落实于具体的当事人， 斯图尔特将其概括为 “传送带模式”， 行政裁量权的存在对于传送带模式是
一个巨大挑战。 裁量的实质， 是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和权利划分标准， 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
以自己的标准填补立法的空缺， 而且这种填补不同于刑、 民法的疑难案件， 它是常态的， 而且无法
用推理或任何其他法理方法解决。

执法者以己意填补立法者的意志， 必须负有在政治上忠诚、 在技术上审慎的责任， 因此行政法
以责任性规范为主体。 责任不同于义务， 义务会明确地告知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但责任没有

輦輴訛 See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 defense Council, 67 U.S. 837, 843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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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则； 责任也不同于权利， 虽然职责范围与权利范围有很类似之处。 义务和权利的调整方法
都属于形式正义， 而责任的要点在于把事情做好， 因此责任本位属于实质正义。 它的基本要求是，
行政机关需自己作出决定， 但不能出于自己的意愿， 而是必须让公众接受甚至满意。 法院判断行政
决定能否让公众满意的标准， 主要不在于决定的结果， 因为这个超出法院的专业能力； 而主要在于
作出决定的过程是否满足前述正当程序的要求。

三大部门法的法性特征， 类似于人生的三个阶段。 刑法相当于幼年。 幼儿时期缺乏自保能力，
所以父母老师要教导他如何保护自己， 这些涉及 “生死存亡” 的规则， 人无法自由选择， 只能学习
并且服从。 民法相当于人的青年。 少儿逐渐长大， 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也开始决定许多并不涉及
生死存亡的事项， 这些事项没有客观标准而涉及人的个性， 因此青年期个体会逐渐叛逆， 叛逆心的
实质是青年要自己做选择， 而不再是被动的服从。 行政法相当于壮年。 壮年人要独立地解决自己的
生存问题， 且经常上有老下有小， 身边全是依靠自己的人而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人， 在这个时候，
人所关注的问题， 就从是否能够自己做决定， 转变成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 否则出现重大失误就会
影响全家人的生计。 正确的决定无法保障， 可保障的是正确地作出决定， 比如说， 不能在冲动时、
事实不明的情况下作决定， 不能违反基本逻辑和经验作决定， 等。 这些原则， 都可以作为法院审查
行政行为正当性的法律原则； 当然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无疑应当更加具有系统性和严谨性。

既然是非问题与权利问题皆缺乏客观标准， 法院就只能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 而不能以自己的
裁量代替行政机关的裁量。 对于裁量行为的审查， 法院可以援引的直接渊源都比较原则， 其技术性
标准则通常由行政规范性文件提供， 所以法官经常需要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来解释法律法规的原则性
规定。 在司法审查中， 要大量地运用间接渊源， 而直接渊源仅在形式上作为裁判依据， 法律法规的
空缺内容， 需要间接渊源做软性的填补。

如果说行政决定是裁量的艺术， 司法审查则是衡量裁量之艺术性的艺术。 传统法理学所发明的
形式逻辑三段论， 在司法审查中只能作为理想状况而存在， 而不会是常态的存在。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source�of� law�has� two�meanings:� substance�and� form.�The�source�of�substantive�
meaning�refers�to�the�origin�of�law,�while�the�source�of�formal�meaning�refers�to�the�storage�form�
of� law,� that� is,� the� source� of� legal�meaning.�Law�has� three� independent� sources:� the� source� of�
material�or�history�as�the�object�of�adjustment,�the�source�of�sovereignty�as�a�legislator,�and�the�
source� of� reflection� as� a� metaphysical� thing.� All� of� the� three� sources� need� to� have� their� own�
external�forms�of�expression.�The�source�of�law�in�judicial�context�mainly�refers�to�the�forms�of�
law.�Among�them,�the�forms�of�law�that�can�be�used�as�the�basis�of�judgment�is�the�direct�source.��
The�source�that�can�not�be�quoted,�but�can�be�used�to�explain�the�application�of�the�direct�source�
or�guide�the�direct�source�is�the�indirect�source.�The�indirect�source�plays�a�particularly�important�
role�in�administrative�law.

Key Words: Source�of�Law； Source�of�Substance； Source�of�Form； Direct�Source； Indirect�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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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在研讨 “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 或 “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等问题时， 常常引
用弗朗茨·冯·李斯特 （Franz von Liszt） 的名言， 即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对于
该名言， 为李斯特刑法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徐久生教授曾专门进行过考证， 其指
出， “冯·李斯特的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被我国不计其数的学者引用， 但均未标
明出处。 严格地讲这样做是不当的， 既然用了引号， 按理就应当注明著说人在何时何地说了这样的
话”。譹訛 徐教授又强调， “其原来 （也） 想当然地认为， 这句话一定是冯·李斯特的原话， 但为了印证
自己的记忆， 其将能够找到的关于冯·李斯特的著作、 论文、 报告仔细地过滤了一遍， 仍然没有查
找到他的这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言”。譺訛

*姜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李娜，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譹訛 徐久生： 《刑罚目的及其实现》，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4页。
② 参见前引譹訛， 徐久生书， 第 4页。

姜 瀛 李 娜 *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出处
及原语考略

———兼及李斯特刑法思想研究的反思

内容提要：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为我国刑法学界广泛引用， 但其
出处及写作背景却不为学界所知。 考察发现， 该名言并不是李斯特的原语表述， 而是经由
日本传入我国的 “简化版”。 李斯特的原语表述应是 “一项确实旨在平稳地改善工人阶级
整体状况的社会政策， 也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出自李斯特于 1898 年 12 月 10 日
在德累斯顿为格赫基金会所做名为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的主题演讲， 同名文章收
录到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在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一文
中， 李斯特重点强调社会因素在诱发犯罪过程中的重要性， 主张犯罪是 “个体因素” 和
“不可计量的社会因素” 的共同产物， 并利用犯罪统计与实证分析方法来论证犯罪原因的
多样性， 进而明确社会政策在犯罪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一文
表明， 李斯特在该阶段已转向广义刑事政策观。
关键词： 李斯特 社会政策 刑事政策 犯罪 社会病理现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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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李斯特所著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也被译作 《刑法学论文和讲演》， 简称 《李
斯特文集》。 该文集于 1905年由柏林 J. Guttentag出版社出版， 1970年由柏林Walter de Gruyter出版社再版 （影印版）。 文集
分为两集 （Erster Band， Zweiter Band）， 第 1集所收录的是李斯特自 1875 年至 1891 年所发表的论文与演讲， 第 2 集所收录
的是李斯特自 1892年至 1904年所发表的论文与演讲， 共计 34篇。 参见 [德] 冯·李斯特： 《论犯罪、 刑罚与刑事政策》， 徐
久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译后小记” 部分。 或许是笔误， 徐久生教授在 《刑罚目的及其实现》 一书中指出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所收录的论文与演讲共计为 “24篇”。 参见前引譹訛， 徐久生书， 第 4页。

譼訛 参见前引譹訛， 徐久生书， 第 4页。
譽訛 参见前引譹訛， 徐久生书， 第 4页。
譾訛 参见 [德] 李斯特 （著）、 [德] 施密特 （修订）： 《德国刑法教科书》 （修订译本），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中文版序” 部分。
譿訛 参见前引譻訛， [德] 冯·李斯特书， 目录及 “译后小记” 部分。 由于 《刑事政策的任务》 一文是李斯特于 1889 年至 1992 年之

间陆续发表于 《整体刑法学杂志》， 在 《李斯特文集》 中所占篇幅最大 （近 180 页）， 徐久生教授在翻译过程中将之分为十
个部分。

由于未能查找到这句话的出处， 徐久生教授便对该语作了一番解读， 其指出， “在李斯特 《刑
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共有 1、 2两集， 有论文、报告34篇，譻訛 通常被简称为 “李斯特文集”） 中，
尤其是在他的名为 《刑法的未来》 （Die Zukunft des Strafrechts）、 《刑事政策的任务》 （Kminaipolitische
Aufgabe） 和 《刑法的目的思想》 （Der Zweckgedanke im Strafrecht） 这三篇文章均论及刑罚目的及刑
事政策思想。 在论述犯罪形成的原因时， 冯·李斯特否定天生犯罪人论， 认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其中犯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主张刑事政策的出发点是与犯罪作斗争。
与犯罪作斗争的方法和途径便是刑事政策的任务。 其中预防犯罪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而预防和
减少犯罪， 除了犯罪人个体方面的因素外， 如何消除社会引发犯罪的诸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 李斯
特所追求的是一种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现实主义的刑事政策。 在李斯特看来， 最
为重要的是何种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实现刑事政策目的， 而何种刑事政策目的、 何种刑罚措施和
方法在规范上是被认为公正的， 在他看来无关紧要。 公正的刑法被李斯特等同于有利于刑事政策的
刑法。 只要符合公众利益， 能够有效遏制犯罪， 不管是社会政策还是刑事政策， 这样的政策就是好
的政策”。譼訛

最终， 徐久生教授总结道， “因此， 用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来概括李斯特
的刑事政策思想是正确的， 但是， 据笔者 （徐久生教授） 考证， 似乎李斯特并没有说过这样的原
话”。譽訛

众所周知， 徐久生教授将李斯特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 （经由施密特修订， 第 26 版） 译入我
国。譾訛 此外， 其所翻译的 《论犯罪、 刑罚与刑事政策》 一书， 实际上就是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
报告集》 （以下简称 《李斯特文集》） 中的部分文章， 共计 11 篇。譿訛 在上述翻译的过程中， 徐教授自
然会对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出处细心考察； 徐教授称其 “仔细过滤李斯
特的研究成果来寻找该语出处”， 所言非虚。 当然， 由于徐教授的译作并没有覆盖 《李斯特文集》
的全部， 所以也确实存在错过该语原文及出处的可能性。

本文试图延续徐教授对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考证之路。 如徐教授所
言， 国内学者广泛引用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 却未标明出处。 这种状况既
说明了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影响力， 同时也激发了笔者的好奇心。 一方
面， 我国学界对于这一名言广泛引用， 其中， 是否会有学者注明出处呢？ 稳妥起见， 本文尽力考察
了中文文献对该名言的引用情况， 包括教材、 专著、 译著以及个别代表性论文。 通过这一考察， 本
文希望进一步明确 “国内学界是否真的对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出处缺乏
了解？” 另一方面， 李斯特是否说过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呢？ 如果是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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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甘雨沛、 何鹏： 《外国刑法学》 （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19页； 张明楷： 《刑法学的基本立场》，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02年版， 第 15页、 第 46页； 曲新久： 《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 页； 许福生：
《刑事政策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 页； 王牧主编： 《新犯罪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75 页；
李卫红： 《刑事政策学的重构及展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2 页， 该书标注李斯特名言转引自王牧主编 《新犯
罪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75 页； 马克昌主编： 《外国刑法学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2
页； 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史 （第二卷）》 （第二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582 页； 莫晓宇： 《刑事政策
体系中的民间社会》，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31页； 李蕴辉、 辛科： 《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初论》， 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 页； 杜雪晶： 《轻罪刑事政策的中国图景》，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1 页， 该书标注李斯特
名言转引自 [日] 大塚仁： 《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理论》， 载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 《外国刑法研究资料》 (第一辑)， 第
99页； 魏东： 《刑事政策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5页。

讁訛 林纪东： 《刑事政策学》， 国立编译馆 1963年版， 第 24页； 马克昌： 《中国刑事政策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42
页； 杨春洗主编： 《刑事政策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414页； 马克昌： 《近代刑法学说史略》，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85页； 丁道源： 《刑事政策学》， 自版 2002 年版， 第 29 页， 该书标注李斯特名言的出处是 “林纪东 《刑事
政策学》 第 24 页”； 谢望原、 卢建平：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1 页， 该书标注李斯特
名言转引自马克昌主编： 《近代刑法学说史略》，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85页。

輥輮訛 张甘妹： 《刑事政策》， 三民书局 1979年版， 第 2-3页； 谢瑞智： 《中外刑事政策之比较研究》，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7 年版，
第 2页； 谢瑞智：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 文笙书局 2002年版， 第 128页； 严励等： 《中国刑事政策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页； 卫磊： 《刑事政策的当代发展》，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1页。

輥輯訛 樊文： 《多维度下的刑事一体化思想探略》， 载 《中国检察官》 2018年第 1期。
輥輰訛 2016 年 6 月 18-19 日，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了 “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前沿问题” 学术研讨会。 在评议过程

中， 樊文研究员特别强调， 李斯特名言实为 “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而非 “最好的社会政策”。
輥輱訛 [日] 森本益之等： 《刑事政策学》， 戴波、 江溯、 丁婕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 页； [日] 大谷实： 《刑

事政策学》 （新版）， 黎宏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1页； [日] 川出敏裕、 金光旭： 《刑事政策》， 钱叶六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5页。

輥輲訛 [德] 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 米健、 朱琳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88 页； [日] 前田雅英： 《刑法总论
讲义》 （第 6版）， 曾文科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8页。

輥輳訛 [日] 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总论》， 刘明祥、 王昭武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9页。

说， 那么该语出自哪里？ 原句是如何表述的？ 亦或是确实如徐教授所说， “似乎李斯特并没有说过
这样的原话， 该语只是学界对李斯特刑事政策思想的概括”。 对此， 本文希望给出一个答案。 当然，
这一考证过程所带来的收获并非仅是查明了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出处；
对于李斯特学术思想的研究以及文献利用， 我国学界可能存在一些误区， 有待进一步澄清。

二、 “名言” 在相关中文文献中的表述方式及其出处的缺位

在我国刑事政策学教材以及研究刑事政策的专著中， 学者广泛引用李斯特的名言， 其表述方式
包括： （1）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讀訛（2） “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最
好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讁訛 （3） “最好的社会政策， （亦） 即最好的刑事政策”。輥輮訛 应
当看到， 虽然学者在引用的表述方式上存在着极其细微的差异， 但没有实质差别。 这里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 樊文副研究员所使用的表述为 “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其指出， “（李斯特）
还有一句刑事政策方面的名言： ‘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其核心思想是： 在福利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政策才是犯罪治理最根本的方针和政策”。輥輯訛 而且， 对于李斯特的这一名言， 樊
文曾经在会议发言时特别强调，輥輰訛 这里的社会政策并不要求是 “最好的”， 而只是 “好的” 即可。

在译著方面， 一些译入我国的日本与德国的研究成果也曾引用过李斯特的上述名言， 其表述方
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包括： （1） “最好的刑事政策是最好的社会政策”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
刑事政策）；輥輱訛 （2） “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輥輲訛 （3） “社会政策是最好且最有力的刑事政策”；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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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转引自 [日] 大塚仁： 《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理论》， 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 《外国刑法研究资料》 （第一辑）， 第 99 页。
该译文原载于 《外国政法学术资料》 1965年第一、 二期， 由吉庸翻译， 后收录 《外国刑法研究资料》 （第一辑）。 《外国刑法
研究资料》 仅作为内部研究资料使用， 并未正式出版。

輥輵訛 [日] 大塚仁： 《刑法における新·旧両派の理論》， 日本評論社 1957年版， 第 19页。 事实上， 注释輥輴訛中所提到的 《刑法中的
新旧两派理论》 的中文译文， 仅是 《刑法における新·旧両派の理論》 一书中的 “序说” 部分。

輥輶訛 [日] 澤登俊雄、 所一彦、 星野周弘、 野育原三： 《新·刑事政策》， 日本評論社 1993 年版， 第 14 页； [日] 長岡龍一： 《刑事
政策の概念》， 载 《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法律学）》， 第 51·52 合併号 （1998 年 3 月）， 第 12 页； [日] 平川宗信： 《刑事法の
基礎》， 有斐閣 2008 年版， 第 54 页； [日] 藤本哲也： 《刑事政策概論》 （全訂第六版） 青林書院 2008 年版， 第 7 页； [日]
山中敬一： 《刑法総論》 （第 3版）， 成文堂 2013年版， 第 32页。

輥輷訛 [日] 正木亮： 《刑事政策汎論》， 有斐閣 1938年， 第 2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正木亮书， 第 4页。
輦輯訛 [日] 木村亀二： 《刑事政策の諸問題》， 有斐閣 1933年版， 第 3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木村亀二书， 第 4页。

（4） “应讲求堪称最好且最有效刑事政策的社会政策”。輥輴訛 遗憾的是， 本文所考察的译著文献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 即均没有注明李斯特名言的出处。 需要说明的是， “应讲求堪称最好且最有效刑事政策
的社会政策” 一语出自日本大塚仁教授 《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理论》 一文的中译文， 考虑到早期的翻
译作品容易忽视学术规范， 存在遗漏相关注释引用的可能性， 因此， 笔者对大塚仁 《刑法中的新旧
两派理论》 一文的日本原文做了进一步考察。 “应讲求堪称最好且最有效刑事政策的社会政策” （日
文原文为 「最善かつ最有効な刑事政策ともいうべき社会政策をもって臨むべく」） 一语出自 《刑
法における新·旧両派の理論》 一书的第 19 页。 然而， 该书在此处也没有引用的痕迹。輥輵訛

通过对中文文献的考察， 两个问题有待明确。 其一， 中文文献并没有留下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
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引用痕迹， 那么， 李斯特的名言究竟出自哪里呢？ 其二， 从前文所梳理
的文献来看， 学界在使用李斯特名言的表述方式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政
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呢？

三、 日本文献考察： “名言” 的出处与原语表述

近年来， 日本刑法学及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 （多属于教材） 被大量译入我国， 前文整理了相
关日本研究成果的译著， 但也没有发现李斯特名言的出处。 而从笔者所掌握的日文文献来看， 近几
十年来的刑事政策学教材或相关研究成果中虽然也广泛引用了李斯特的名言———表述方式也存在着
一些差异， 但似乎均没有注明出处。輥輶訛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 在 20 世纪初期刑事政策学研究的文献中， 日本学者在引用李斯特名言
时注明了出处， 且表述方式也有所不同。 有学者指出， 李斯特有名的 “确实地实现预期目标的社会
政策同时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一语， 表明了广义上的刑事政策具有与社会政策不可分离的
性质。輥輷訛 同时， 该文中标注 “确实地实现预期目标的社会政策同时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一语
出自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Bd.Ⅱ） 第
246 页。輦輮訛 也有学者指出， “（李斯特认为） 应将社会政策作为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輦輯訛 而该语
的出处也是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Bd.Ⅱ） 第
246 页。輦輰訛

其次， 在专门研究德国刑事政策的文献中， 学者也是采用准确表述， 并且注明了出处。 如有学
者在研究德国刑事政策问题时专门探讨了 “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构想”， 其指出， “成为李斯特刑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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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日] 石塚伸一： 《社会的法治国家と刑事立法政策———ドイツ統一と刑事政策学のゆくえ》， 信山社 1995年版， 第 46-47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石塚伸一书， 第 49页。
輦輳訛 [日] 木村亀二： 《リスト》， 载 [日] 宮沢俊義编： 《法律思想家評伝》， 日本評論社 1950年版， 第 208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木村亀二文， 第 210页。
輦輵訛 [日] 莊子邦雄： 《リスト》， 载 [日] 木村亀二编： 《刑法学入門》， 有斐閣 1957年版， 第 119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莊子邦雄文， 第 120页。
輦輷訛 此处李斯特德文原文的中文翻译， 同时参考了木村龟二教授的日文译本 （前引輦輳訛， 第 210 页） 和石塚伸一教授的日文译本

（前引輦輱訛， 第 47页）。

策座右铭的 ‘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 ……是依据下面的思想脉络而表示出来的。 ‘平
稳的但确实达到提高工人阶级整体状况的目标的社会政策， 同时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輦輱訛

其中， “平稳的但确实达到提高工人阶级整体状况的目标的社会政策， 同时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
政策” 一语出自题名为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Das Verbrechen als sozial-pathologische
Erscheinung） 的演讲， 189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于德累斯顿的格赫基金会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Gehe-stiftung zu Dresden am 10. Dezember 1898）， 后收录在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Bd.Ⅱ）。輦輲訛

此外， 在专门介绍李斯特的文献中， 学者提到了李斯特的名言与出处。 有学者指出， “李斯特
明确了犯罪原因二元论。 接下来， 为了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 李斯特强调 ‘有效且目的明确的社会
政策的重要性’。 1898 年 12 月 10 日， 李斯特在德累斯顿为格赫基金会所发表的主题为 ‘作为社会
病理现象的犯罪’ （Das Verbrechen als sozial-pathologische Erscheinung） 的演讲中将上述思想详细展
开”。輦輳訛 该学者进一步指出， “（在此次演讲中） 李斯特指出， 经济状况， 特别是劳动者的整体状况， 例
如由于年老、 疾病、 事故所导致的劳动障碍， 失业、 低工资及不当的劳动时间， 不良的住宅条件，
不良的劳动关系， 等等， 这些都是重要的 （诱导） 犯罪的发生条件， 与犯罪的个人原因相比， 犯罪
的社会原因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因此， 李斯特主张 ‘为了能够提高劳动阶级的整体状况， 冷
静的但具有目的性的社会政策’ 就是 ‘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輦輴訛 此外， 另有关学者在介绍李斯
特学术思想时指出， “（李斯特强调） 以劳动阶级整体状况的提高为目标的冷静且明确的社会政策，
同时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輦輵訛 同时， 文中注明，輦輶訛 该语的出处即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
报告集 （第 2 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Bd.Ⅱ） 第 246 页。

综合上述日文资料， 本文认为， 为我们所熟知的李斯特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
策” 一语应是出自李斯特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Strafrechtiche Aufs覿tze und
Vortr覿ge Bd.Ⅱ）， 第 246 页。 文章 （演讲） 的题目为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Das Verbrechen
als sozial-pathologische Erscheinung）， 载于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第 230-250 页。
该文实际上是李斯特于 1898 年 12 月 10 日在德累斯顿的格赫基金会所发表的演讲。 进一步考察后
可以发现， 为我们所熟知的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 应是源自德文原文
“Damit ist zugleich gesagt, da覻 eine auf Hebung der gesamten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ruhig， aber
sicher abzielende sozialpolitik zugleich auch die beste und wirksamste kriminalpolitik darstellt”， 即 “同
时， 一项确实旨在平稳地改善工人阶级整体状况的社会政策， 也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刑事政策”。輦輷訛

全面考察日文译著以及日文原文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日本学者在引用李斯特的名言时存在两
种表述方式。 一是概括表述式。 晚近以来， 日本刑法学及刑事政策学的教科书类文献中， 多是采取
了简化的概括表述的方法， 即 “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且往往未注明出处。 二是精确表述
及引用式。 早期的刑事政策学文献、 关于李斯特个人介绍的资料以及专门研究德国刑事政策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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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所采取的是这种模式。 易言之， 日本学界其实是知道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
策” 一语的原文与出处的， 只不过近年来， 非专门研究李斯特学术思想或德国刑事政策的普通文献
一直选择了简化而已。

四、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一文的核心观点梳理

收录到李斯特文集中的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一文， 共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 李
斯特首先强调， “我们可以从两种立场来思考犯罪问题。 一种我称之为 ‘司法技术’ （technisch-
juristischen） 的层面， 另一种是 ‘自然科学’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的层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两
个层面走进犯罪这个问题。”輧輮訛 犯罪在 “司法技术” 层面为我们设置的任务是将某一特定的法律规则
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事实构成。 这一任务自然地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事实的调查与认定， 二是法律规
范的查明与解释， 三是将事实构成涵摄 （der Subsumtion） 于法律规范之下。 经过这一过程， 会作出
“被告人有罪” 或者是 “被告人无罪” 的判决。輧輯訛 随后， 李斯特指出， “与此相对， 从自然科学的层面
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去解释犯罪现象产生的原因。 我们只能将犯罪作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现象来看
待、 去解释。 我将这种在自然科学层面的思考分为 ‘生物学的’ （biologische） 角度和与之相对的
‘社会学的’ （soziologische） 视角。”輧輰訛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犯罪展现出来的是单个个体在生活中的
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必须通过单个个体的特性来解释。 这种思维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多年来的文学
作品一直在向我们揭示着这一特征。”輧輱訛 “而与这种生物学的 （思维路径）， 也是我们常称之为产生犯
罪的生理解剖学的 （physiologisch-anatomischen） 或人类学的 （anthropologischen） 思维路径， 相对
应的另一科学的范畴， 就是社会学的 （思维路径）。 以社会学的路径为视角， 犯罪被视为社会生活
中的一种事件， 并希望立足于社会的状况 （d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覿ltnissen） 来解释犯罪问题。
这种思维路径要比生物学的年轻得多。”輧輲訛

或许为了更好地阐述主题，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 李斯特又介绍了犯罪社会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知
识， 即实证统计分析方法。 其指出， “（实证统计方法的） 创始者应归属于比利时天文学家 Quetelet，
他已于 1874 年去世 ， 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却出现在本世纪三十年代 。 其中 ， 在道德统计
（Moralstatistik） 中被最为广泛应用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犯罪统计 （Kriminalstatistik）。 在德意志
帝国， 官方的犯罪调查工作开始于1882年。”輧輳訛 至此， 李斯特的前期铺垫 （演讲第一部分） 结束， 开
始进入正题， 也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问题。

在第二部分， 李斯特首先强调了他著名的 “犯罪原因二元论”。 “科学视角下对犯罪的两种思考
方式， 即生物学的和社会学的， 二者不仅并不相互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 只有他们二者能够相互配
合， 才能保障我们分析犯罪原因的可靠性。”輧輴訛 随后， 李斯特指出， “每一个犯罪， 一方面是犯罪人
（个体） 性格 （der Eigenart des Verbrechers） 的产物， 另一方面是行为时围绕在犯罪人身边的社会条
件 （gesellscheaftlichen Verh覿ltnissen） 的产物； 也就是说， 犯罪是个体因素 （einen individu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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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tors） 和不可计量的社会因素 （der ungez覿hlten gesellschaftlichen Faktoren） 的共同产物。”輧輵訛 而且，
“社会因素 （对于犯罪的影响） 可能远比个人因素更有意义。”輧輶訛

在第三部分， 李斯特进入主题， 针对 “为何要将犯罪视为社会病理现象” 进行深入分析。 首
先， 李斯特指出， “我不打算对即使在医学界也存在争议的 ‘病理’ （Pathologischen） 概念进行科学
调查。 （因为） 结果将与所需努力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大体上能够理解我将犯罪这种社会现象描述
为 ‘病理的’ （pathologisch） 的意义， 那么我的目的就实现了。”輧輷訛 此后， 李斯特提出了在当时看来可
能是超前的观点， 即 “在每个人类的社会共存体中， 必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不愉快的现象； 因此，
每个社会中都必然会存在一定数量的犯罪， 而那种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变革便可以使犯罪从世界中彻
底消失的思想， 仅会存在于 ‘乌托邦’ （das Reich der Utopien） 中。”輨輮訛 接下来， 李斯特总结出 “德意
志帝国 1882 年以来犯罪现象的病理特征”， 包括三个方面： “（1） 犯罪数量激增已不堪重负， 特别
是在针对国家、 宗教和公共秩序的犯罪以及针对个人的犯罪方面； （2） 累犯 （der Rückfallsziffer）
的不断增加； （3） 在这些犯罪中， 青少年 （der Jugendlichen） 所起的作用和参与度不断增加。”輨輯訛

为了充分证明上述观点的合理性， 李斯特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出来 1882 年至 1897 年间德意志帝
国官方的犯罪统计数据 （Reichskriminalstatistik）， 其中包括被判刑者数 （Verurteilte überhaupt）、 每
10 万人中的犯罪人数 （Auf 100000 Strafmündige der Zivilbevülkerung）、 针对国家安全、 宗教及公共
秩序的犯罪数 （Delikte gegen Staat, Religion, 觟ffentliche Ordnung）、 针对个人人身的犯罪数 （Delikte
gegen die Person）、 财产犯罪数量 （Delikte gegen das Verm觟gen）、 每 100 人中的再犯数量 （Auf 100
Verurteilte sind vorbestraft） 以及青少年犯罪人数 （Jugendliche Verurteilte）。輨輰訛 接下来， 李斯特围绕这
一表格所列数据而展开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 李斯特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的刑罚并没有发挥效用
或产生威慑效果， 它根本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相反， 它们往往会增加犯罪的冲动。 年复一年，
刑罚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选择从事犯罪职业的人的队伍不断增加。”輨輱訛

在第四部分， 李斯特作出反思与总结。 首先， 李斯特指出， “我将德意志帝国如今的犯罪描述
为 ‘社会病理’ 现象 （“sozial-pathologische” Erscheinung）。 由此产生的任务就是， 查明这些社会关
系以便更好地弄清这里的每个现象。 只有通过这次调查， 我们才能确立可靠的刑事政策。”輨輲訛 此后， 李
斯特进一步强调， “在导致犯罪率增长的这些因素中， 有些是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 是即使我们想
要改变些什么也不可能变化的历史事实。 此外， 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这些作为文化发展中必要的伴
生品， 对于这些， 我们并不愿意改变， 即使我们能够改变它们； 我们很少这样思考问题， 通过减少
铁路运输来避免铁路事故的发生。”輨輳訛 “但其中还有其他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也应当被改变。”輨輴訛 对于这
一点， 李斯特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以说明。 第一， “一个很长时间为人所知并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
犯罪状况取决于人们的经济状况。 众所周知， 如果不良的经济形势持续一段时间， 犯罪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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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财产犯罪， 在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盗窃 （des Diebstahls）。”輨輵訛 “每年 12 月、 1 月和 2 月的财产
犯罪急剧增加， 原因在于寒冷冬季的工作机会减少， 同时又需要食物， 衣物和取暖。”輨輶訛 第二， “在犯
罪问题发展中， 现今 ‘经济状况’ 的优与劣应被放在第一位着重考虑。 这一状况所指的是劳动阶级
的整体状况。 他们不仅与经济相关联， 而且还与身体、 精神状况、 道德层面或政治上的状况相关
联。”輨輷訛 接下来， 李斯特提出了那句为我们所熟知的名言， “同时， 一项确实旨在平稳地改善工人阶段
整体状况的社会政策， 是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这也意味着， 德意志帝国除了朝着这方面已经
进行的立法外， 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輩輮訛

此后， 李斯特反思了 （德国） 当时的刑罚体系与监禁刑。 其指出， “我们今天的整个刑罚体系
（Strafensystem） 都是以自由刑 （der Freiheitsstrafe） 为基础的。”輩輯訛 “但是， 通过这种自由刑， 我们把
被判刑者 （den Verurteilten） 与他的家庭和工作割裂。 当他在数周、 数月或数年后出狱并重获自由
时， 如果不能重新修复的话， 他的家庭关系即使没有解体也会变得松散； 他申请新工作的地方也向
被释放的罪犯关闭大门。”輩輰訛 因此， 李斯特强调， “改革我们的刑罚体系， 专家们务必推进帝国的立
法。” 对于要如何改革刑罚体系， 李斯特并没有在演讲中详细展开。 接下来， 李斯特又强调青少年
犯罪问题的重要性。 其指出， “一旦我们将成长中的青少年从道德堕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那么所
有人都可以预见到， 整体的犯罪数量， 特别是再犯的数量将显著减少， 从而德意志帝国存在的引发
犯罪的社会病理因素至少被部分地排除了。”輩輱訛

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李斯特呼吁 “保卫我们工人阶级中将可能堕落的年轻人吧！ （Schutz für die
verwahrlosende Jugend unserer arbeitenden Klassen! ）”輩輲訛

五、 关于李斯特刑法思想研究的三点反思

本文考察了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出处及原语表述， 明确了德文原文
与中文常用表述之间的差异。 这一考察过程引发笔者的新思考， 归纳如下。

（一）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一文中经典论断的 “流传” 与 “简化”

上世纪初， 日本学界在研究李斯特刑法思想的过程中， 多是原封不动地引用李斯特的名言并加
以分析。 这种引用方式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 也为我们了解李斯特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依据。 但
经典论断经过百年流传， 似乎如 “传话筒游戏” 一般出现了 “简化”； 只有专门研究李斯特学术思
想或者是研究德国刑事政策的学者， 才追求对这一名言的精确使用。

我国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长期以来， 我们学界并不了解广泛流传的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
最好的刑事政策” 一语的出处及原文表述。 同时， 对于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重新起步的法
学研究而言， 学术规范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注释从无到有， 逐步规范化。 如学者所言，
“学术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凭空产生， 别人的观点或资料， 无论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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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自己的观点， 还是作为评析的对象， 都应有处可查， 这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輩輳訛 早期的研究缺
乏对学术规范的重视， 致使我们既没有 “必须” 标明出处的学术规范约束， 也未能产生查找出处的
兴趣。 久而久之， 学界逐渐开始对某一说法 “习以为常”， 即使没有明确的出处， 也往往不再追问。
事实上， 在马克昌先生主编的 《近代刑法学说史略》 一书中， “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的和最有
效的刑事政策” 一句更加接近李斯特的原话，輩輴訛 然而， 在我国广泛流传的却是其后面一句， 即 “最好
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再如， 李斯特曾指出， 每一个犯罪， 一方面是犯罪人 （个体） 性格的产物， 另一方面是行为时
围绕在犯罪人身边的社会条件的产物； 犯罪是 “个体因素” 和 “不可计量的社会因素” 的共同产
物。 在笔者看来， 这是李斯特对 “犯罪原因二元论” 的精确表述， 其中强调了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
之间的 “数量对比” ———“一个” 与 “不可计量”， 说明社会因素在犯罪原因中的重要性。 目前， 我
国学界多是以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中的表述来理解其 “犯罪原因二元论”， 即 “任何一个具
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 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 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
社会的， 尤其是经济的因素”；輩輵訛 或者是进一步简化为 “犯罪原因是二元的， 即社会因素与个人因
素”。輩輶訛 诚然， 《德国刑法教科书》 对 “犯罪原因二元论” 的表述并没有不妥之处， 但其简化是显而易
见的， 没有突出 “不可计量的社会因素” 这一点睛之笔。

不可否认， 随着时代变迁， 学术思想中的经典论断在流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语义偏差与表述简
化。 然而， 这种简化是以我们确实了解 “原有表述、 出处、 写作背景及上下文” 为前提。 如果援引
的经典论断脱离了其原有表述， 并无视其出处、 写作背景及上下文， 那么这些经典很有可能被断章
取义， 引发错误结论。

（二） 李斯特刑事政策观的演变

有学者曾经指出， “在 1882 年， 李斯特提出 《马堡纲领》 （刑法的目的思想）， 在 1898 年， 其
发表了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我们无法断定， 李斯特在两个阶段对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关
系的认识是相同的”。輩輷訛 事实上， 在考察李斯特刑法思想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李斯特对于刑事政策
的理解与诠释处于变化之中， 在不同时期赋予刑事政策以不同内涵， 体现出不同的刑事政策观。

在 《论刑事政策的任务》 （Kriminalpolitische Aufgaben， 1889-1892） 一文中，輪輮訛 李斯特曾指出，
“在我的教科书的第三版中， 我提出刑事政策是刑法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反对将其描述为犯罪生
物学和犯罪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因此， 刑事政策也许可以表述为： 所谓刑事政策， 是指国家借助于
刑罚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 （教育和矫正机构、 劳动教养所以及类似机构）， 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原
则的整体 （总称）。”輪輯訛 随后， 李斯特在 《论刑事政策的任务》 一文中强调， “当然， 我们还可以从广
义的范畴来理解这个表述。 与犯罪作斗争是以了解犯罪的原因和刑罚的效果为前提条件的。 同时，
离开了对犯罪生物学 （人类学） 和犯罪社会学 （统计学） 研究成果， 也不能制定出一个经过科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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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輰訛 参见前引譻訛， 李斯特书， 第 212-213页。
輪輱訛 1889 年， 李斯特与比利时法学家阿道夫·普林斯 （Adolphe Prins）、 荷兰法学家范·哈迈尔 （Anton von Hamel） 共同创建了

“国际刑事学协会” （也称 “国际刑事联盟”）， 德文 Internationale Kriminalistische Vereinigung， 简称 IKV。
輪輲訛 参见 [德] フ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 （Franz von Liszt）： 《刑法の基本概念に対する社会学的研究と人類学的研究の影響につ

いて》， [日] 丸山雅夫译： 《ノートルダム清心女子大学紀要·文化学編》 第 8卷第 1号 （1984年）， “译者说明” 部分。
輪輳訛 参见前引輪輲訛， フ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 （Franz von Liszt） 文。
輪輴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木村亀二书， 第 4页。
輪輵訛 应当看到， 李斯特对于刑事政策所作出的广义与狭义的划分， 不同于我国学界对于广义刑事政策与狭义刑事政策的理解。

证的刑事政策。 在这种广义的范畴， 我想将刑事政策界定为： 所谓刑事政策， 是指国家借助于刑罚
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来与犯罪作斗争的、 建立在以对犯罪的原因以及刑罚效果进行科学研究基础上
的原则的整体 （总称）。 如此， 它就不同于刑法， 后者将对犯罪和刑罚的科学观察作为概念的抽象。
这一矛盾不得且不应当变得模糊。”輪輰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893 年在巴黎召开的 “国际刑事学协会” （Internationale Kriminalistische
Vereinigung）輪輱訛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李斯特发表了名为 《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对刑法基本概念的影
响》 （Ueber den Einflu覻 der soziologischen und anthropologischen Forschungen auf die Grundbegriffe des
Strafrechts） 的演讲， 后收录于 《刑法学文章与学术报告集 （第 2 集）》 中， 第 75-93 页， 该文表明
了李斯特在学派之争中的基本信念。輪輲訛 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李斯特的另一名言， “刑法是刑事政策不
可逾越的屏障” （Das Strafrecht ist die unubersteigbare Schranke der Kriminalpolitik） 正是出自该文。
在该演讲中， 李斯特强调， “刑事政策是以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为基础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
对法律非难的现象所表现出的多种类型有充分了解的话， 与犯罪作斗争的工作将难以实现。”輪輳訛 可以
看到， 这里具有广义色彩的刑事政策充分融入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因素， 成为与犯罪作斗争过程中与
犯罪人人格因应之个别化方法。輪輴訛 刑事政策表现出脱离刑法的独立性， 甚至与古典学派的刑法思想具
有对立色彩。

此后， 至 1898 年发表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演讲之时， 李斯特再一次深化了其对刑事
政策的理解， 刑事政策的范畴进一步扩张， 社会政策以及由此所表现出的犯罪预防思想成为李斯特
刑事政策范畴的一部分， 也即 “将社会政策作为最好且最有效的刑事政策”。

可以看到， 在最初 （教科书第三版）， 李斯特也是将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之下———作为一个独立
分支， 由此确立了他对刑事政策的狭义理解。 在 1889 年发表 《论刑事政策的任务》 一文并在最初
部分提出 “刑事政策的概念” 之时， 李斯特已经开始从广义上理解刑事政策，輪輵訛 其强调刑事政策中所
蕴含的犯罪生物学与犯罪社会学的因素， 由此赋予刑事政策不同于刑法的独立地位。 在 1898 年李
斯特发表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演讲之时， 李斯特的刑事政策观又发生了变化， 刑事政策的
理论范畴中又融入了社会政策， 也即产生了如今学界所称的最广义的刑事政策。 总体而言， 李斯特
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呈现出 “理论范畴逐步扩张” 的特征， 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再到最广义的发展过
程。 同时， 刑事政策逐步摆脱刑法， 获得其独立地位。 简言之， 李斯特在学术思想上经历了从 “在
刑法之下看待刑事政策到从社会整体层面去思考犯罪对策尤其是犯罪预防问题” 的发展历程。

（三） 《德国刑法教科书》 的修订及其署名问题

对于 《德国刑法教科书》 这一研究李斯特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 众所
周知， 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由徐久生教授译入中国， 于 2000 年出版， 2006 年出版了修订译
本。 事实上， 该译本所翻译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 既不是 1881 年的最初版本 （第 1 版），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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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輶訛 参见前引譾訛， 李斯特书 （施密特修订）， “中文版序” 部分。
輪輷訛 参见前引譾訛， 李斯特书 （施密特修订）， “第 25版前言” 部分。
輫輮訛 参见 [日] 小坂亮： 《フ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の刑法理論の一断面———責任論·責任能力論を中心として》， 载 《刑法雑誌》

第 52卷第 2号。
輫輯訛 韩忠谟： 《刑法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48页。

1919 年李斯特逝世前的最后版本 （第 22 版）， 而是经由施密特修订后于 1932 年出版的第 26 版， 且
只有总则部分。輪輶訛

应当看到， 《德国刑法教科书》 先后修订二十几版， 时间跨度大， 李斯特的核心观点可能会发
生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 自该书第 23 版开始， 其弟子施密特在后续修订过程中又对教科书进行了
实质性修改。 因此， 对于后续施密特修订版中———如徐久生教授所翻译的第 26 版， 其中哪些属于
李斯特本人的观点， 哪些为施密特所增补的观点， 我们并不清楚。

事实上， 我们可能忽视了施密特对 《德国刑法教科书》 进行实质修改的问题， 而施密特对此是
有过说明的。 在 《德国刑法教科书》 中译本的第 25 版前言中， 施密特曾经指出， “鉴于立法和科学
领域的进步， 我在思考， 有无必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修订该教科书。 如果一成不变地保留出自弗兰
茨·冯·李斯特之手的书稿， 而且只顾及战后立法， 要使本教科书跟上刑法和刑法科学发展的步伐是
不可能的， 我还是决定对教科书各章节进行全面而认真的修订， 部分章节要作伤筋动骨式的修订。
在刑事政策方面几乎无需修订， 因为刑事立法一直遵循了弗兰茨·冯·李斯特长期以来在其刑法教科
书中所主张的加强社会预防的思想。 相反， 在法律释义学， 尤其是在罪责论方面， 本教科书应当适
应立法， 特别是应当适应刑法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 我最终认为， 修订的
时机已经成熟。 鉴于此认识， 我对他在本教科书中所站不住脚的观点， 以我本人的科学信念进行了
修订， 因此， 本人对该教科书所有章节中的科学理论亦共同负有责任。”輪輷訛 可以看到， 施密特已经表
明了其 “与时俱进” 地修改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的意愿， 并付诸行动。 但是， 施密特究竟针
对哪些内容做出修改， 国内学界并未深入探讨。

有日本学者在专门研究李斯特学术思想时指出， “李斯特犯罪论体系中的责任， 所指的是 ‘行
为与行为人危险性之间的主观上的关联’， 具有机能性， 体现人格责任论立场。 而在施密特修订刑
法教科书第 25 版之后， 责任论部分全面采纳了规范责任论立场。 这甚至与李斯特的理论体系存在
冲突”。輫輮訛 易言之， 在译入我国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 第 26版中， 责任论部分很可能并不是李斯特生
前的立场。 若当真如此， 施密特对教科书的修改可谓是重大的理论改造； 自第 23 版经由施密特实
质修订之后， 刑法学教科书便不再是李斯特个人的学术作品， 而是融合了其与施密特二人学术思想
的合著作品。

或许， 恪守严谨的学术规范， 我们应如韩忠谟先生一般， 在所著 《刑法原理》 一书引用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932 年版本德文原文文献时， 其标注的作
者是 “liszt-schumit”，輫輯訛 也即由李斯特与施密特联合署名。

在本文看来， 仅凭借当前的 《德国刑法教科书》 中译本———经由施密特修订后的 26 版， 我们
已无法准确提取出李斯特本人的学术观点。 因此， 我们在以李斯特刑法教科书中译本作为论据支撑
来论证李斯特的相关学术观点时， 存在一定的风险， 应当慎重对待。

结语

通过对日文与德文资料的考察， 本文发现了为我国学界所熟知的李斯特名言 “最好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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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phrase “the�best�social�policy�is�the�best�criminal�policy” is�widely�used�in�the�
criminal� law� circle� of� China,� but� its� source� and� writing� background� are� not� known� by� the�
academic� circle.� It� is� found� that� the� famous� saying� is� not� Liszt’s� primitive� expression,� but� a�
“simplified�version” introduced�into�China�from�Japan.�Liszt’s�primitive�expression�should�be�
“a�social�policy� that� is� indeed�aimed�at� steadily� improving� the�overall� situation�of� the�working�
class� is� also� the� best� and� most� effective� criminal� policy”.� From� the�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Crime� as� a� Social� Pathological� Phenomenon” delivered� by� Liszt� to� the�Gehe� Foundation� in�
Dresden�on�December�10,�1898,�the�article�of�the�same�name�was�included�in�Liszt’s�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Academic� Reports� on� Criminal� Law� (Episode� 2).� In� the� article “Crime� as� a�
Social� Pathological� Phenomenon”,� Lisz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of�inducing�crime,�advocates�that�crime�is�the�common�product�of “ individual�factors”
and “immeasurable�social�factors”,�proposes�the�use�of�crime�statistics�and�empirical�analyzing�
methods�to�demonstrate�the�diversity�of�crime�causes,�and�then�clarifies�the�important�position�of�
social� policy� in� crime� governance.The� article “Crime� as� a� Social� Pathological� Phenomenon”
shows�that�Liszt�has�turned�to�the�broad�view�of�criminal�policy�at�this�stage.

Key Words: Liszt； Social�Policy； Criminal�Policy； Crime； Social�Pathological�Phenomenon

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的出处及原语， 让 《作为社会病理现象的犯罪》 （Das Verbrechen als sozial-
pathologische Erscheinung） 一文 “浮出水面”， 也使我国学界对看似熟知、 实不精确的李斯特名言产
生新的认知。 应当承认， 我国学界对李斯特的学术思想虽已有所了解， 但并不深入， 即使属于梗概
性人物介绍的作品也不多见。 对于反映李斯特学术思想的 “李斯特文集” 以及经过数次修订的 《德
国刑法教科书》， 学界还缺乏专门性研究。輫輰訛 事实上， 作为近代刑法史上重要的刑法学家， 一方面， 李
斯特被认为是 “古典犯罪论体系” 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而这一理论体系至今仍对刑法学研究产生着
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 李斯特又被视为新派思想在德国的代表性人物， 是现代刑事政策的开拓
者， 刑事政策理论学说在李斯特这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可以说， 李斯特身上包裹着诸多“学术光
环”。 学界通常认为， 李斯特刑法学术思想表现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相妥协的 “折中主义” 色彩
（或曰二元化）， 但我国学界或许只是接受了这一结论， 并没有深入挖掘结论背后的文献资料与思想
脉络， 对李斯特学术思想缺乏全面、 准确的认知。 可以说， 就我国学界而言， 还有很多有关李斯特
学术思想的未解之谜有待解开。

輫輰訛 日本学界对李斯特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成果主要有， [日] 木村亀二： 《リストの刑事政策的基礎観念———刑法における目的
観念五十年》， 载 《法学志林》 第 34 卷 （1932 年） 第 10 号， 后收录于木村亀二 《刑事政策の諸問題》 文集， 有斐閣 1933
年版； [日] 安平正吉： 《リストの 「マールブルヒ刑法綱領」 研究》， 文雅堂 1953 年版； [日] 前田俊郎： 《法的人格者概念
の観点より見たリストの刑法理論》， 载 《阪大法学》 1954 年第 12 号； [日] 海老原明夫： 《リストの刑法学方法論》， 载
[日] 西川洋一、 新田一郎、 水林彪编： 《罪と罰の文化史》，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年版， 第 220-224 页； [日] 小坂亮： 《フ
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の刑法理論》， 早稲田大学 2010 年博士； 学位論文 [韩] 朴普錫： 《フランツ·フォン·リストにおけ
る学問観》， 载 《立命館法学》 2015年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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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COM (2016) 593 final.Article 13 (1). pp.29-30.

安装 “过滤器”： 欧盟应对用户生成内容版权侵权
的解决方案

谭 洋 *

内容提要： 为应对用户生成内容所引发的侵犯版权的风险， 欧盟通过版权法改革实质上要
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欧盟版权法改革的协商和谈判过程， 为在线
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小微企业、 不以营利为目的开源
软件开发平台等主体被排除在外， 义务主体相较于欧盟 《电子商务指令》 中主体被动的特
点， 呈现积极和主动的特征。 法院应结合欧盟指令和欧盟法院的判例法综合判断在线内容
分享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是否构成向公众传播的行为。 欧盟委员会指出安装 “过滤器” 具有
可行性， 实施过滤措施应符合适当性和比例性， 通过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与著作权人
的合作以获得最佳实践， 同时规定了用户责任以及投诉和纠正机制。 我国应通过多种举措
尽力克服安装 “过滤器” 可能引发的风险， 包括对不同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规
定不同的义务， 围绕用户的数据、 隐私、 利益分享和申诉机制保障用户权益。
关键词：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过滤器 用户生成内容 版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4.011

技术发展深刻影响版权法变革， 互联网技术极大降低了用户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成本。 用户生成
内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形式多样， 可能是原创作品、 公有领域的作品和涉嫌侵权的作品。
信息化时代， 用户生成内容数以万计， 著作权人通过人工方式寻找涉嫌侵权内容已不现实， 通过自
动程序向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发送侵权通知， 需自行承担较大成本。 与此同时， 在线内容分享
服务提供商却因用户生成内容获益颇丰。 为改变此局面， 欧盟的解决方案是： 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
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以确定用户生成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版权。

一、 《指令》 本质上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2016 年 9 月 14日， 欧盟委员会出台 《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以下简称 《指令》）， 《指令》
草案第 13 条指出， 对于使用权利人作品或阻止权利人所确认的作品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信息社会
服务提供商应采取措施确保其与权利人订立的协议的运转， 这些措施包括有效的内容识别技术，譹訛

即安装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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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月 12日， 欧盟议会对《指令》 草案进行投票， 此时草案中并未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
提供商采用内容识别技术。 研究指出， 由于 Google 公司、 用户和消费者协会密集地游说， 使得 《指
令》 草案中删除了 “有效内容识别技术” 的要件。譺訛 此后， 为符合 《欧盟议会议事规则》 第 59 条第
4款的规定， 通过的 《指令》 草案转送至欧盟委员会， 并启动与欧盟理事会的协商程序。譻訛 2019 年 2
月 13 日， 欧盟议会、 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举行三方会谈， 会谈指出指令不会要求在线内容分
享服务提供商安装过滤器，譼訛 2019 年 2 月 20 日， 修改的 《指令》 草案第 13 条第 7 款指出， 本条的
实施不会导致一般监控义务，譽訛 第 4 款修改了责任豁免规则， 即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在未获得
授权时， 只有证明其行为符合以下条件方能获得责任豁免， 包括 （1） 尽最大努力获得授权； （2）
符合高行业标准的职业注意程度， 当权利人向服务提供商提供特定作品或其他客体的相关和必要信
息后， 尽最大努力确保该特定作品或其他客体的不可获得性； （3） 及时履行通知—删除义务， 并尽
最大努力阻止作品的未来上传。譾訛

可以看出， 以上责任豁免非常严格， 特别是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尽最大努力获得授
权”， 在用户上传的海量作品或其他客体 （以下简称 “作品”） 的情形下，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不可能逐一去寻求授权， 现行技术条件下， 唯一的方式即安装 “过滤器”。 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
会的回答也印证此点， “草案不会具体说明需要何种工具、 人力资源或设施， 来阻止未付费的材料
出现在网站上， 因此， 草案并未要求上传过滤器， 但是， 如果大的平台没有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
案， 他们最终将选择过滤器， 实际上， 大的公司已经在使用此种过滤器。”譿訛

2019 年 3 月 26 日， 欧盟议会以 348 票赞成票、 274 票反对票和 36 票缺席票通过该 《指令》 草
案， 但仍待成员国批准欧盟议会的决定， 若成员国接受欧盟议会通过的 《指令》 草案文本， 该 《指
令》 草案将在官方期刊上公布之后生效， 成员国将有 2年时间执行该规定。讀訛 《指令》 草案指出第 17
条 （由原来第 13 条调整至第 17 条） 的实施不会导致一般监测义务， 但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责任豁免
规则，讁訛 与 2019年 2 月 20 日修改的 《指令》 草案规定一致， 《指令》 已于 2019 月 6 月 6 日生效。

从整个立法协商的过程来看， 欧盟在规定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是否应当承担一般过滤义务
时颇为踌躇。 从 《指令》 草案最开始明确要求采取内容识别技术等过滤措施， 到明确否定， 再到通
过增加责任豁免规则的适用条件， 从而实质上迫使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采取过滤技术措施，輥輮訛

譺訛 Axel Nordemann. Upload Filters and the EU Copyright Reform. IIC (2019) 50:275. https://doi.org/10.1007/s40319-019-00805-0.
譻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Outcom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proceedings (Strasbourg 10-13 September 2018). ST 11520 2018 INIT.p.2.
譼訛 JURI. Agreement reached on digital copyright rules [EB/OL].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90212IPR26152/

agreement-reached-on-digital-copyright-rules.2019-5-5.
譽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Outcome of

proceedings ST 6637 2019 INIT.Article 13 (7). p.68.
譾訛 See supra note譽訛， Article 13 (4). p.66.
譿訛 JURI.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issues about the digital copyright directive [EB/OL].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190111IPR23225/questions-and-answers-on-issues-about-the-digital-copyright-directive.2019-5-5.
讀訛 JURI.European Parliament approves new copyright rules for the internet [EB/OL].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

20190321IPR32110/european-parliament-approves-new-copyright-rules-for-the-internet.2019-5-5.
讁訛 Se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Outcom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first reading, (Strasbourg, 25 to 28 March 2019). ST 7717 2019 INIT.
輥輮訛 谭洋：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一般过滤义务—基于 〈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载 《知识产权》 2019 年第 6

期。 Samuelson 教授也指出， 虽然 《指令》 草案并未直接要求采用监测或过滤技术， 但第 13 条能够被合理地解释为意图获
取此种结果 。 Pamela Samuelson.Legally Speaking -The EU’s Controversial Digital Single Market Directive: Should copyright
enforcement have precedence over the interests of users in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November 2018, Vol. 61 No. 11, p.21.

118· ·



安装 “过滤器”： 欧盟应对用户生成内容版权侵权的解决方案

即安装 “过滤器”。

二、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特征及向公众传播行为的判定

（一） 义务主体的特征

1. 特征之一： 对作品提供存储和访问
义务主体的称谓在协商过程中几经变化， 如 《指令》 草案中称信息社会服务提供商， 德国代表

团对保加利亚主席团草案的改进中， 称有资质的平台，輥輯訛 在对第 13 条进行讨论协商之后， 主席团将
“信息社会服务提供商” 修改为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輥輰訛 之后被欧盟议会采纳。 应注意， 信息
社会服务下的服务指， 不需要用户同时在现场， 在用户的请求下通过电子方式传输数据。輥輱訛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特征之一是， 该主体的主要目的是对由其用户未经授权上传的大量
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提供存储和访问。 有研究指出， 定义中使用 “大量” 一词是为了将中小企业排除
在实施有效内容识别技术措施的主体之外， 但此种策略仍是有疑问的， “大量” 和 “非大量” 之间
的界限是模糊的， 《指令》 草案没有给出 “大量” 和 “非大量” 之间界限的提示。輥輲訛

2. 特征之二： 积极的角色特征
不同于 《电子商务指令》 （2000/31/EC） 中服务提供者的被动角色， 《指令》 草案中义务主体在

其提供的服务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指令》 草案提出， 对于第 14 条 （应为第 13 条）， 有必要澄清服务提供商是否在其提供的服务

中扮演了积极角色， 包括充分展示已上传的作品等行为。 欧盟议会投票通过的文本回应了此疑问，
即服务提供商对已上传的作品进行展示、 标识、 策划和排序等， 从而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参与到
其提供的服务当中， 则不能从避风港规则中获益。 欧盟法院在 L’Oréal 案中对服务提供商的主观状
态和行为方式是否能够得到避风港规则的豁免做了较为清晰的解释。

在 L’Oréal v.eBay 案中， 原告 L’Oréal 在英国高等法院起诉 eBay 侵犯其知识产权， 英国高等法
院请求欧盟法院对以下问题做出解释： 当网站的运营者知道其网站上正在做广告、 许诺销售和销售
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 并且这种侵权行为会继续发生， 这是否构成 《电子商务指令》 第 14 条
第 1 款意义下的 “实际知道” 或 “知道”？ 欧盟法院指出， 该网站的运营者在其存储的数据中不应
当扮演一个积极角色， 而当网站的运营者提供帮助， 特别是导致许诺销售的商品的充分展示或促进
其充分展示之时， 网站的运营者此时已经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即使网站没有扮演一个积极的角
色， 如果从一个勤勉的经济运营者角度来看， 它意识到或者应当意识到许诺销售的商品是不合法
的， 而在它意识到之际， 没有及时地予以删除， 也不能得到避风港规则的豁免。輥輳訛 即当服务提供者
不是以一种被动的、 中立的方式提供其服务， 而是积极地促成其服务上作品或商品的展示或销售，

輥輯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German position paper on Article 13, ST 6723 2018 INIT-2016/0280 (COD). p.7.

輥輰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Revised Presidency
compromise proposal on Articles 2 and 13 and relevant recitals, ST 14482 2017 INIT-2016/0280 (COD). Article 13.p.3.

輥輱訛 Directive (EU) 2015/153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9 September 2015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of rules o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241, 17.9.2015.Article1 (1) (b). p.3.

輥輲訛 Christina Angelopoulos, On Online Platforms and the Commission’s New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January 201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47800.p.37.

輥輳訛 L’Oréal v.eBay and others, C-324/09, ECLI:EU:C:2011:474. Paragraphs 123 and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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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将不会受到避风港规则的豁免。
3. 特征之三： 小微企业等承担较轻义务
小微企业在欧盟语境下有明确规定， 即以员工数量、 年度营业额或年度资产负债表进行定义，

小企业应当是员工数量不超过 50 人， 年度营业额或者年度资产负债表不超过 1000 万欧元的企业；
微型企业则分别为不超过 10 人、 不超过 200 万欧元。輥輴訛 德国代表团建议， 规定应当确保小型、 中型
企业和新设的创新型企业能够在数字单一市场下有机会测试其新的商业模式， 而不需要直接地或永
久地暴露在针对市场参与者的要求之下。輥輵訛 即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应承担的义务是不一样的， 欧盟议
会通过的 《指令》 明确规定，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不应包括微型企业和小企业。輥輶訛

相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 小微企业承担更轻的义务。 欧盟委员会指出， 成立时间少于 3 年、 营
业额少于 1000 万欧元和每月用户数量少于 500 万的企业， 为避免对用户未经授权上传的作品承担
责任， 这些新的小企业只需要证明它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寻求授权， 并及时履行通知—删除义务； 当
这些小企业每月听众超过 500 万， 这些小企业还需尽最大努力来确保这些未经授权的作品不会在其
平台上再次出现。輥輷訛 2019年 3 月 26 日欧盟议会通过的 《指令》 第 17 条第 6 款吸收了该规定，輦輮訛 2019
年 6月 6日生效的 《指令》 对此予以确认。輦輯訛

除小微企业外， 其他相关主体也被排除在应采取过滤措施的义务之外， 包括仅提供存储而不提
供访问的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如网络接入服务者， 为私人使用而被用户所使用的云服务提供者， 权
利人自身或经其授权而上传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輦輰訛 还包括科学信息库、 教育内容的平台和不以
营利为目的对内容进行存储和访问的开源软件开发平台。輦輱訛

（二） 义务主体向公众传播或向公众提供行为的判定

2019 年 2 月 13 日， 欧盟议会、 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在三方会谈程序中达成协议， 指出在
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行为限于向公众传播或向公众提供的行为。輦輲訛 事实上， 2016 年 9 月 《指令》
草案颁布以来，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何种行为构成向公众传播几乎是每次谈判与协商的
重点。

在评价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向公众传播， 应考虑是否存在传播行为和公众。 为
了和欧盟的判例法保持一致， 向公众传播的概念需要以个案为基础进行评价， 应当考虑互补性的标
准， 如行为的营利特点。輦輳訛 有学者指出， “其片面强调功能主义， 在某些方面完全背离了传统的法律

輥輴訛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6 May 2003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notified under document number C (2003) 1422). OJ L 124, 20.5.2003.Article 2. p.39.

輥輵訛 See supra note輥輯訛， p.7.
輥輶訛 See supra note③， Recital (37a). p.33.
輥輷訛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 Answers: EU negotiators reach a breakthrough to modernise copyright rules [ EB/OL]. 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9-1151_en.htm.2019-02-21.
輦輮訛 See supra note讁訛， Article 17 (6). p.127.
輦輯訛 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130,
17.5.2019.Article 17 (6). p.120.

輦輰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nsolidated
Presidency compromise proposal, ST 13842 2017 INIT-2016/0280 (COD). Recital (38d). p.28.

輦輱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Consolidated
Presidency Compromise Proposal, ST 7450 2018 INIT-2016/0280 (COD). Recital (37a). p.29.

輦輲訛 See supra note輥輷訛， 2019-02-22.
輦輳訛 See supra note輦輰訛， Recital (38).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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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将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作为直接侵权构成要件， 似乎走得太远。”輦輴訛 当其完全知道行为的后果，
以营利为目的， 干涉对受版权保护内容的访问， 通过对内容建立索引、 以特定方式展示和分类， 从
而使用户能够在其平台上获得该内容， 此时， 信息社会服务提供商也构成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或向公
众提供的行为。 就服务提供商是否 “知道” 而言， 需要以个案为评价基础， 并考虑到在特定案件中
出现的不同情况。 当服务提供者通过自身的行为介入时， 包括它积极地组织和促进其用户上传作
品， 本指令应澄清在特定情况下， 在任何事件中， 服务提供者被认为是知道的。

主席团建议， 可以通过一种结合的方式来澄清何种条件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是将受保护
的作品向公众传播， 即第 2 条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定义， 与欧盟判例法中所使用的向公众
传播的特定标准相结合， 使用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定义允许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定位所覆盖
的在线提供商， 同时不会影响到向公众传播的概念。輦輵訛

所以， 《指令》 草案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何种行为构成向公众传播或向公众提供的行
为， 在不有损于 《信息社会版权指令》 第 3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前提下， 结合欧盟判例法所确立的
规则来进行判定。 当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主观上明知其行为的后果， 对其用户未经授权上传的
作品提供存储和访问， 并进行分类和整理等行为， 从而介入到对该作品的访问， 则当然构成向公众
传播该作品或向公众提供该作品的行为。

三、 “过滤器” 下过滤技术措施的可行性、 评价及其最佳实践

《指令》 最终并未在正文或序言中提及以过滤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措施， 会使得仅仅阅读最终生
效 《指令》 的读者误认为欧盟并没有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的意图。 事实
上， 在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布的 《指令》 草案， 在正文中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采取有效的
内容识别技术， 而在之后 《指令》 的讨论过程中， 也对过滤技术措施的可行性做了调研和评价。 因
而， 关于技术措施的可行性、 评价及最佳实践构成了 《指令》 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也将对欧盟
各成员国的立法、 司法和企业的预期产生重要影响。

（一） 内容识别等技术措施的可行性

事实上， 内容识别技术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輦輶訛 如 Youtube 指出， 只有 0.5%的音乐需要人工识别，
其他 99.5%的音乐可以通过内容 ID （Content ID） 识别， 准确率达到 99.7%。輦輷訛 内容识别技术的提供
者 Attrasoft公司指出， 其算法的改进使得匹配过程极快， 并有极高的准确率，輧輮訛 Audible Magic公司指出，
其内容识别技术能够获得超过 99.99%的准确率，輧輯訛 即使音乐或视听作品的音轨已经被改变， INA 公
司的 “签名” 侦测系统仍能够辨别。輧輰訛 因而， 从服务的提供者以及相应的平台可看出， 内容识别技术
较为成熟， 并已成功运用于实践中。 况且， 主要的用户上传内容服务者已经使用了内容识别技术，

輦輴訛 万勇： 《网络深层链接的著作权法规制》， 载 《法商研究》 2018年第 6期。
輦輵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Discussion paper

on Article 11 and Article 13.ST 5902 2018 INIT-2016/0280 (COD). p.10.
輦輶訛 SWD (2016) 301 final, PART 1/3, p.140.
輦輷訛 Christophe Muller. YouTube: “No other platform gives as much money back to creators” [ EB/OL]. https://www.theguardian.com/

music/musicblog/2016/apr/28/youtube-no-other-platform-gives-as-much-money-back-to-creators. 2019-02-18.
輧輮訛 http://www.attrasoft.com/products_technology.asp [EB/OL]. 2019-02-18.
輧輯訛 https://www.audiblemagic.com/why-audible-magic/[EB/OL]. 2019-02-18.
輧輰訛 See supra note輦輶訛, PART 3/3.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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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现在的情形， 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施加应采取技术措施的义务不会导致被阻止上传内
容案件的显著提升。

目前内容识别技术主要有指纹和水印两种类型， 以 YouTube 的内容 ID 为例来说明指纹的工作
原理。 应说明， YouTube 的内容 ID 是软件系统， 帮助内容所有者在 YouTube 上发现其作品的复制
件。 内容所有者应当对该作品享有排他性权利， 方可获得内容 ID。 YouTube 内容 ID 的工作原理即：
首先， 内容所有者向 YouTube提交其享有权利的音频或视频文件， 作为对比文件或参考文件。 其次，
YouTube的内容 ID数据库将对提交的文件创造 “指纹” （fingerprint）。 再次， 内容 ID将浏览YouTube
上的文件， 来确定是否能和指纹相互匹配。輧輱訛 然后确定该上传内容是否构成侵权， 应指出， 对用户上
传内容进行过滤， 包括对已经上传的内容进行比对从而过滤， 也包括阻止未来侵权作品的上传。

（二） 适当性和比例性评价

《指令》 草案第 13 条第 1 款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内容识别技术应当是适当和成
比例的， 同时也应当向权利人提供技术措施运行和利用的充足信息， 识别和利用作品的报告， 特别
是提供所使用技术的类型、 技术运行的方式以及技术识别权利人内容成功率的信息。輧輲訛

对于措施的适当性和比例性评价需要考虑众多因素， 包括： 服务的本质， 用户上传作品的类型，
相关技术的可获得性和成本， 技术发展视角下技术的有效性。輧輳訛 此外， 比例性原则需要对大公司和小微
企业进行区别对待。 豁免小微企业必须采取措施的原因在于措施的高成本，輧輴訛 因此， 这些小微企业只应
被期待： 当获得权利人的通知后， 迅速移除特定的未经授权的作品， 即履行通知—删除义务。

（三） 最佳实践

《指令》 草案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 欧盟各成员国应当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之间
的合作提供便利， 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来定义最佳的实践。 例如针对合适的和成比例的内容识
别技术， 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服务的本质、 技术的可获得性、 技术发展视角下技术的有效性。

为获得最佳实践， 需要当事双方合作， 权利人需要提供识别内容所需的必要数据， 在线内容分
享服务提供商应提供技术利用和运行的充足信息， 如已使用技术类型的信息、 不可获得的期限 （例
如， 由于维修原因）、 进一步改进的计划、 技术识别内容的成功率以及未能识别的可能原因的信息。

当然，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存在一个程度问题， 其提供的信息至少对于权利人评价措施的有
效性是充足的， 而无需要求服务提供者对每一个所辨识的内容提供详细的、 私人化的信息， 同时这
不应有损于合同安排， 该合同可能对所提供的信息包含更详细的规定， 也不应有损于服务提供商的
商业秘密。

四、 用户责任及申诉机制

（一） 用户需承担的责任

上传作品的用户是著作权人和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之间重要的一环， 因而建议指出， 当用
户不是以一种专业的能力上传作品时， 权利人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议应当覆盖用户的责任。 协议

輧輱訛 How Content ID works [EB/OL].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2797370?hl=en.2019-04-21.
輧輲訛 See supra note譹訛, Recital (39). p.21.
輧輳訛 See supra note輦輰訛, Article 13 (1a) (b). p.49.
輧輴訛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Mandate 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T 8672 2018 INI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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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对性， 权利人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议不能够约束用户， 可能的情况是因为权利人和服务提供
商订有协议， 在该协议中要求服务提供商对其用户未经授权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约束， 所以在服务提供
商和其用户的关系上， 服务提供商会在相应的格式条款中要求用户遵循相应的规范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应注意， 用户应当是一种非专业的能力上传作品， 即以私人的能力和非商业目的来上传， 例如
不以任何经济目的来分享该作品。 如果用户是以一种专业和商业目的进行大规模的上传， 那么此种
用户的责任显然不同于非专业、 不以商业目的进行上传的普通用户的责任。

（二） 投诉和纠正机制

内容识别技术无法辨别用户上传的内容是否构成对原作品的戏仿、 讽刺和批评等， 或者作品已
经处于公共领域， 这都会导致内容识别技术可能会判定此种上传的内容构成侵权， 这不仅对创作，
也会对信息自由和表达自由产生妨碍。

当技术的实施将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限制内容的上传时， 《指令》 草案提供了投诉和纠正机制，
即为防止对服务提供商采取的技术措施产生争议， 成员国应当确保服务提供商将投诉和纠正机制放
在用户能够获得的合适位置，輧輵訛 相关权利人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处理用户提交的投诉， 并及时对其决
定予以说明。 当然， 也有代表团建议应当由中立的机构来裁决该争议，輧輶訛 该机构应有相关的能力和经
验， 以帮助当事人解决其争议。 事实上， 当过滤措施妨害到言论自由和合理使用等行为时， 投诉与
纠正机制能否对用户提供足够的救济， 存在很大疑问。

五、 我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用户生成内容， 欧盟的解决策略是实质上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一般过滤义
务， 事实上， 内容识别过滤技术已在我国产业界得到应用。輧輷訛 正如笔者在此之前指出， 此种一般过滤
义务会引发如下风险， 如算法引发的私人执行和监视风险、 侵犯言论自由、 未经许可收集用户数据
和侵犯用户隐私、 妨碍营业自由以及无法识别版权例外与限制。輨輮訛 内容识别过滤技术不能解决以上
全部问题， 应形成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制度机制，輨輯訛 在智能社会中著作权算法实施具有必然性輨輰訛 和现
实局面下， 设定合理的技术过滤标准和配套的人工纠错机制，輨輱訛 以减少上述风险， 也可在事前要求
网络服务提供商构建合理的算法设计义务、 事中履行公开披露义务以及在事后监管中引入 “黑箱测
试” 豁免条款。輨輲訛 能够看出， 现有理论研究也已经注意到安装 “过滤器” 可能带来的问题， 各方试图
通过相应的举措来缓解和克服安装 “过滤器” 可能带来的问题。 现有研究忽略的一点即用户权益的
保护问题， 作为上传内容至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用户， 其数据、 隐私、 合理使用行为或过滤
器误判时如何予以救济， 也应当是安装 “过滤器” 下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如果我国未来在制定法

輧輵訛 See supra note譹訛, Article 13 (2). p.30.
輧輶訛 See supra note輥輯訛, p.9.
輧輷訛 2019 年 4 月 25 日，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数字版权的最新发展———网络平台的内容过滤机制” 的茶话会中， 阿里巴

巴的代表在 “影视版权过滤机制的技术发展和案例” 的主题报告中展示了过滤技术在影视领域的运用。 与此同时， 阿里巴
巴和腾讯公司的代表也指出， 大型互联网企业中已在实践中运用内容过滤技术， 该技术准确率较高。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谭洋文。
輨輯訛 魏露露： 《互联网创新视角下社交平台内容规制责任》，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輨輰訛 张吉豫： 《智能社会法律的算法实施及其规制的法理基础———以著作权领域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自动侵权检测为例》，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年第 6期。
輨輱訛 崔国斌： 《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2期。
輨輲訛 万勇： 《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法通知———移除制度》，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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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设定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一般过滤义务，輨輳訛 结合欧盟的立法实践和我国的情况， 立法者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

（一） 不同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承担义务应有所差别

在我国， 依据 2013 年修订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网络
服务提供者包括以下四类： 网络自动接入、 传输服务提供者； 系统缓存服务提供者； 信息存储空间
服务提供者； 搜索或链接服务提供者。 与欧盟语境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相对应的网络服务
提供者应当是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 其他三类网络服务提供商不需要承担本文所讨论的安装 “过滤
器” 的义务。

由于规模效应， 大型或中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占据了互联网时代下的大部分流量， 对于
著作权人的权益有着较大影响， 需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不同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承
担的义务并不相同， 应依何种标准来确定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类型？ 本文认为， 可参照欧盟
的做法， 如以员工数量、 企业规模、 年度营业额、 用户数量和市场占有率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在
我国， 典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如百度文库、 百度网盘、 腾讯视频、 优酷视频、 爱奇艺视
频、 抖音和快手等应用， 此类大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应承担更高义务， 其中部分企业已经采
用内容过滤技术， 而对于微型或小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针对用户生成内容， 应承担相对较
轻的义务。 义务负担的高低主要是由于不同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同，
“过滤器” 的安装需要较高成本， 若不加区别地要求， 则将直接导致微型或小型在线内容分享服务
提供商的关闭。

（二） 用户数据安全及收集规则

我国目前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 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能够为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提供决
策， 大数据已经成为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一项重要资产。 针对实践中已有在线内容分享服务
提供商采用内容过滤技术， 或者未来立法者考虑对部分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施加实质上的一般
过滤义务， 立法者首先需要确保用户的数据安全， 并确立相应的数据收集规则。

首先，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应当通过相应的技术措施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 用户数据涉及
用户私密信息， 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商业秘密， 特别是大型的在线内容
分享服务提供商掌握了大量的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一经泄露， 不仅会给用户和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
供商自身带来不利影响， 也会引发用户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信任危机。

其次，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在收集用户数据时， 应当以必要为基本原则。 如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的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即指出， 对于有关个人数据的处理， 应当遵循数据最小化和
安全等原则。輨輴訛 再如我国 《民法典》 在第四编人格权编第六章指出， 收集、 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应
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 不得过度收集和处理。 具体而言， 必要、 最小化、 过度等原则具有一
定的弹性， 需要行业、 立法者和司法者等主体共同探寻最佳的用户数据收集规则。 当在线内容分享
服务提供商以必要性为原则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后， 此种对所有用户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便具备了
正当性基础， 否则， 若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强制要求用户提供众多非必要的信息， 则在线内容

輨輳訛 尽管本文反对立法者强制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一般过滤义务。
輨輴訛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
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119, 4.5.2016.Article 5. p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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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服务提供商所拥有的用户数据在法理上难言正当性。

（三） 用户隐私的保障

在用户上传内容前， 用户需要在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处填写相应的个人信息， 此种信息中的
某些信息构成用户的隐私。 在接受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服务时，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往往需
要获得用户的某些权限， 如读取用户的电话通讯录等。 数字化与信息时代， 用户的隐私未经许可而被
泄露无疑侵犯了用户的权益。 如 《民法典》 在第四编人格权编第六章即对用户的隐私作了较为原则的
规定， 所谓隐私即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 收集用户私密信息时需取得用户的明确许可。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之间，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明显占据强势地位， 某些情况
下， 用户必须让渡部分隐私信息， 才能够获得和享受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海量信息时
代，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掌握了大量用户的私密信息， 在缺乏监督的前提下， 很难防止在线内
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从商业角度出发， 利用这些私密信息获利， 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行业组织应当制
定相应的规范， 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处理用户隐私建立指引， 立法者也应当对在线内容分享
服务提供商违规使用用户隐私数据规定责任承担方式。 用户作为弱势一方， 几乎无法对抗在线内容
分享服务提供商， 此时需要行业组织和立法者介入， 以平衡二者的权利和义务。

（四） 建立用户利益分享及申诉机制

正如前文所言， 用户上传的内容可能是原创作品、 公有领域的作品和涉嫌侵权的作品。 对于涉
嫌侵权的作品中， 存在属于合理使用的作品和最终被认定为侵权的作品。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在安装过滤器之后， 对所有上传的作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过滤， 势必会将某些构成合理使用的行为
判定为侵权行为。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应当对这些误判行为向用户提供申诉机制， 应指出， 此
种申诉机制应当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运行， 并以较为简易的方式向用户展示， 例如在显著位置指引用
户进行申诉， 否则， 用户几乎难以触发该申诉机制。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需要将算法执行和申
诉机制结合起来， 尽可能减少对合理使用行为的误判。

在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 著作权人和用户之间制定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是在线内容分享服
务平台发展的重要基础， 整体来看将有利于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 过滤器以全有、 全无的方式并不
一定符合著作权人的利益， 对于某些处于模糊地带的合理使用行为， 当著作权人选择 “变现” 策略
时， 应审查原作品在用户生成内容的实质性程度， 不应否定用户的收益权，輨輵訛 在制度设计上， 应当
充分考虑过滤器可能引发的利益失衡情况， 尽可能在各方主体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如此才能够
实现长远发展。

所以， 若最终我国并未效仿欧盟在制定法层面实质上輨輶訛 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一般
过滤义务， 但却未对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在实践中已采用和实施内容过滤技术进行必要规制，
长以此往， 必将损害整个行业的发展。 对于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而言， 著作权人的利益保障是
发展的根本， 但用户的利益同样不可忽视， 立法者应围绕数据、 隐私、 利益分享和申诉机制来关
注、 保障用户的权益。

輨輵訛 黄炜杰： 《“屏蔽或变现”： 一种著作权的再配置机制》， 载 《知识产权》 2019年第 1期。
輨輶訛 应指出， 美国和欧盟在立法中都明确禁止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一般过滤义务， 因为一般过滤义务涉及许多较为棘

手的难题， 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代替政府执行公法上的义务等问题。 欧盟通过的 《指令》 虽然
明确要求不应当导致一般过滤义务， 但严格责任豁免规则在实践中将会实际上使得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从而履行一般过滤义务。 欧盟采取此种取巧和迂回的策略， 在某些方面是由其欲施加义务的对象决定的， 即在欧盟地区占
据统治地位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主要是美国企业， 如 Google、 YouTube和 Faceboo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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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欧盟 《指令》 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 欧盟从最初明确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过
滤器”， 到最终生效的 《指令》 中规定了严格的责任豁免制度。 严格的责任豁免制度实质上迫使在
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 “过滤器”。 最终生效的 《指令》 没有关于安装 “过滤器” 的相关内容，
但是在 《指令》 谈判协商过程中， 《指令》 的各个版本已经完全展现了欧盟想要在线内容分享服务
提供商承担安装 “过滤器” 的意图。 欧盟分别从主体、 行为特征、 技术措施的可行性和用户责任方
面为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安装 “过滤器” 的义务提供了框架性安排，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
供商为应对用户生成内容引发的侵犯版权的风险和遵守 《指令》 的要求， 也将进一步安装和推广
“过滤器”。 安装 “过滤器” 将引发诸多问题， 如言论自由和用户隐私等问题， 也势必对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影响。 在未来， 不管我国立法者是否也采取类似欧盟的策略， 或者默许
实践中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安装过滤器的做法， 立法者应当关注安装 “过滤器” 所可能引发的
问题， 尽可能通过一系列举措降低此种措施引发的风险， 包括针对不同类型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
供商规定不同的义务， 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 隐私， 建立用户数据收集规则， 建立在线内容分享服
务提供商、 著作权人和用户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 为用户提供低成本的申诉机制。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isk�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duced� by� user-generated�
content,�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 essentially� required�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to� install “ filters” through� copyright� law� reform.The� 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
process� of� EU� copyright� law� reform� provides�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to� install “ filters”.� Subjects� such� a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open�
source�software�development�platforms�for�non-profit�purposes�are�excluded.�Compared�with�the�
pa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in� the� EU� E-commerce� Directive,� the� obligation� subject�
presents�positive�and�active�characteristics.The�court�should�comprehensively�judge�whether�the�
behavior�of�the�online�content�sharing�service�provider�constitutes�an�act�of�communication�to�the�
public� in� the� light�of� the�EU�directive� and� the� case� law�of� the�European�Court� of� Justice.�The�
European�Commission�noted�that�the�installation�of “filters” was�feasible,�the�implementation�of�
filtering� measures� should� be� appropriate� and� proportionate,� and� the� best� practices� c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cooperation� between�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pyright�
owners.� At� the� same� time,� it� defined� the� user’s�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the� complaint� and�
correction�mechanism.�China�should�try�its�best�to�overcome�the�risks�caused�by�the�installation�
of “filters” through�a�variety�of�measures,�including�imposing�different�obligations�on�different�
types�of�online�content�sharing�service�providers�and�protecting�users’ rights�and�interests�around�
users’ data,�privacy,�benefit-sharing�and�appeal�mechanisms.

Key Words: Online� Content� 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Filters； User-generated� Content；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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