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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龙 申长征 *

内容提要： 从公私法相互关系而言， 传统意义上公法与私法截然二分的模式由于制度规范
调整范围及调整能力的有限性， 由此诞生出公私法相向而行的趋势， 但二者本质上系殊途
同归的。 其中私法的公法化这一重要分支经由现代民法的改革呈现出从私法公法化到民法
刑法化的趋向。 具体表现上， 民法典已从行为归属、 责任分配以及赔偿条款等方面凸显了
其刑法化的特征。 借鉴于此次民法典的订立， 在后民法典时代的刑法改革中应当遵循刑法
自身的谦抑性原则， 保障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 在无需动用刑法时寻求向民事法律及其他
前置法律让位的刑罚宽缓化路径。
关键词： 民法典 民法典刑法化 私法公法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1

论民法的刑法化

2020 年 5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
称民法典）。 作为新中国法治史尤其是私法立法史中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 民法典对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从一元的政治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转型的过程中， 刑法自身的特征也趋于从
政治刑法转向市民刑法。 有鉴于此， 笔者曾于 2001 年就 1997 年刑法的立法趋向提出了 “刑法的民
法化” 这一命题。① 与之相对， 本次民法典也出现了较多具有公法性质乃至 “刑事法色彩” 的条文，
民法更进一步 “侵蚀” 了传统刑法的空间， 这一趋向是否亦可称之为 “民法的刑法化” 值得探究。
从公私法融合的角度， 无论 “民法的刑法化” 亦或是 “刑法的民法化”， 其本质体现的都是公私法
关系的合理调整， 二者相向而行又殊途同归。

一、 公私法的融合： 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

公法与私法二分的法学研究及法律制度由来已久， 通常认为在罗马法时代乌尔比安为始即真正
开始区分所谓 “公法” 与 “私法” 的概念， 其中公法也即与国家公务如宗教祭祀、 国家机关活动等
相关的法律制度， 而私法则是与个人利益如所有权、 债权、 婚姻家庭等领域相关的规范。② 然而究
竟何种规范系与 “国家公务相关”， 何种制度又系与 “私人利益相关”， 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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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的问题。 即使历经利益说、 规范上下隶属关系说、 法律关系主体说等学说， 其往往都因民法保
护交易安全之旨趣、 父母子女关系之隶属性、 行政契约之私法属性等明显问题进而难以成立。譻訛

以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对行政契约性质的确定为例， 1994 年 5 月 20 日台湾地区 “司法院”
释字第 348 号及 2001 年 11 月 16 日 “司法院” 释字第 533 号也体现出对合同识别的 “焦灼”， 也即
只要认为契约内容包含： （1） 契约作为行政处分之手段； （2） 约定内容与行政机关公权力义务相
关； （3） 约定内容包含人民公法上的权义； （4） 约定事项中包含显然偏袒行政机关之事项———其中
任何之一者， 皆可认定为非私法契约类型的行政契约。譼訛 这也使得纯粹意义的私法契约在实际生活
中较为有限， 私人也往往为社会所赋予的角色所绑定， 超脱于传统民事法律关系意义上的 “平等主
体” 而成为 “消费者” “侵权受害者” “商事主体” 等角色。 这种现象按照社会学家米德的说法， 个
体成为了 “泛化的他人”， 而群体成员的价值观念、 对个体的期望等逐步内化为了个体的组成部分。譽訛

换言之，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 很大意义上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界限在具体的规则中已经难以如同罗马
法时代一般泾渭分明。 以此为基础， 形成了一种公私法融合的趋势， 甚至出现了一种介于公法与私
法之间的复合领域。譾訛 具体而言则包括两个维度的发展：

一是公法的私法化。 如前述笔者 《论刑法的民法化》 一文所提倡， 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
元分立的转向， 尤其是 1997 年刑法及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一种 “公法
私法化” 的趋势， 同样在公私法融合的环境下， 在民事法改革中也可能走向从 “公法私法化” 到
“私法公法化” 的过渡。 这一点在晚近二十余年作为公法代表的刑事法律制度改革中尤为凸显： 其
一， 在刑事实体法层面以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作为附加刑之一， 以及在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冲
突时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所带来的民事化路径使得我国的刑事制裁制度颇具民事特色， 罚金刑也从
1979 年刑法的 20 个条文增加至百余个条文； 其二， 1997 年修订刑法时将长久以来被国内司法实践
所忽视的亲告罪重新拾起， 形成了侮辱、 诽谤、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 虐待、 侵占五大与人身密切相
关犯罪的亲告化设置； 其三，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二章以三个条文的内容专门规
定了刑事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201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也持续发文完善相关指导意见， 其更是被冠之以 “中国版的辩诉交易” 之称， 仿
佛打破了传统刑事诉讼制度由国家包打天下的刻板印象， 而将刑事追诉这一包含报应主义色彩的法
律程序处分权由国家逐渐转移到了个人。

二是私法的公法化。 即使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 从其主要调整的对象即市场经济而言， 垄断经
济对古典经济学所提倡的契约自由的破坏导致传统的私法自治日趋式微； 从社会背景而言， 环境污
染、 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现实导致私权管制能力有限的弱点被无限暴露； 从伦理角度而言，
自由也不再成为一统天下的普世准则， 而应当辅之以公义、 平等的多元价值理念。譿訛 私法也不得不
突破以传统的法律行为作为实现私法自治工具的范例转而应对国家、 社会的要求。 在较为传统意义
上的市民社会追求的是作为私权个体的自治权， 以及对所有财产的自由处分权与交易权， “每个人
都以自身为目的， 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

譻訛 参见王泽鉴： 《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2-13页。
譼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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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譽訛 [美] 乔治·H·米德： 《心灵、 自我与社会》， 赵月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135-145页。
譾訛 参见叶秋华、 洪荞：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历史发展》， 载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1期。
譿訛 参见钟瑞栋： 《“私法公法化” 的反思与超越———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 载 《法商研究》 2013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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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讀訛 同时由于市民社会缺乏官方、 统一的信息整合与
筛选机制， 因而具有强烈的陌生人社会属性， 交易双方对各自所掌握的信息往往并不了解， 这就引
发了交易的风险， 而市场经济背景下自由贸易所引发的潜在交易风险往往需要由私人自身承担 （在
私法中较为典型的制度如民法善意取得、 表见代理等）。 与之对应， 以社群主义作为基本理念之一
的刑事法律制度设计不仅要求以私人的生活空间作为法律制度规制的重点， 更要求以特定社会关系
所认可的共同伦理价值体系作为法律所保护利益的参照 （这种伦理价值体系不等同于道德规范， 而
往往可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这一点也在刑事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 如晚近一些学
者针对作为刑事制裁措施主体的刑罚本质进行研究时即指出： “向公民发出就被指控违反保障社群
利益的法律做出答辩的要求， 其适格主体和答辩指向都是社群组织。”讁訛 近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也显示， 只有当所谓的 “民主” 不仅在自由主义为导向的自由权利与政治参与权利中得以体现， 同
时在特定社群之中的社会参与及文化参与权同样得以体现， 这样的多元文化才能包容共存。輥輮訛 任何
个体、 任何社会组织、 任何政府部门之间都有其所代表的社会价值、 文化背景与道德交往的共同价
值准则， 这些主体间的多元性特征并不表现为一种完全的异化过程， 而系二者本来面目在现代社会
中的展示。

过去民法以 “有法律依法律、 无法律依习惯” 的基本准则而存在， 奉行 “法无禁止即自由”，
保护公民个体权益的扩张性趋势， 故原则上也允许类推的适用； 刑法以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
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作为奉行罪刑法定主义的圭臬， 原则上禁止类推， 故也倾向于限制国家公权力
的谦抑思想。 对此也有论者提出 “民法要扩张， 刑法要谦抑” 的口号， 强调从立法论角度在制定刑
法时应当遵循谦抑的思想， 民法应当保护市场经济的自由流通运转。輥輯訛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无论从
社会背景、 部门法理念还是立法原则角度其往往都体现了公私法二者理念的相互渗透， 如民法中的
惩罚性赔偿制度、 共同诉讼、 公益诉讼制度， 以及刑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等。 质言之， 作为法律体
系基本分类的公法与私法之间素有一种 “剪不断、 理还乱” 的关系， 这也与其二者融合的时代背景
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理想中的公私二分的研究方式本就极为困难。 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视角，
由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人的自私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使得在社会合作之中二者不得不相互协
调；輥輰訛 从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方式之一角度， 公私二分、 各自为阵的思路使得较多在社会治理层面
的问题难以以各自独立的视角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 从世界社会法学发展史而言， 公私二分的立法
模式已经逐步由绝对走向相对， 由一元走向二元， 这种趋势按照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观点即为
“公法与私法的结合” ———当存在违反某种义务情形之时， 一面构成公法上制裁的原因， 他面在私
法上的契约亦不能生效。輥輱訛 质言之， 个人是社会的个人， 国家是社会的国家， 个人、 社会、 国家三
者之间的关系本就难以割舍， 私法的公法化以及公法的私法化两种路径的融合也代表了未来社会尤
其是立法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一点也在国内晚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背景下的一些政策表述中得到了体现： 其一，

讀訛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杨、 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第 197页。
讁訛 [英] 安东尼·达夫： 《刑罚、 沟通与社群》， 王志远、 柳冠名、 姜盼盼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11页。
輥輮訛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68页。
輥輯訛 参见王利明： 《民法要扩张 刑法要谦抑》， 载 《中国大学教学》 2019年第 11期。
輥輰訛 参见龚刚强： 《法体系基本结构的理性基础———从法经济学视角看公私法划分和私法公法化、 公法私法化》， 载 《法学家》

2005年第 3期。
輥輱訛 [日] 美浓部达吉： 《公法与私法》， 黄冯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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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即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下人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共同利益及共同的价值信
仰追求，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制度性及技术性风险已经无法通过传统市民社会的私人力量得以应对，
而作为广义社群思想的世界主义所倡导的全球意识、 人类的共同性等问题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作用；輥輲訛 其二， 与之对应， 求同基础上也意味着存异， 这意味着对多元文化社会所采取的包容
性态度， 也即 “开放包容” 的政治理念。 在此基础上， 个体不再仅是私人的市民， 也是社群的公
民； 公民也不再仅是国家的公民， 也是世界的公民。 如同美国学者史珂拉所言， 在美国 “争取公民
权的斗争一直都是压倒一切的归属这一政体的要求， 是打破排他壁垒、 寻求认同的努力， 而不是一
种公民深度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望。”輥輳訛 为防止行业及主体背景壁垒， 从个人、 社会乃至国家， 都无时
无刻在面对与自身文化观念、 文化能力具有深度隔阂者的合作、 交流、 共融与发展， 这也是多元主
义包容他者的必要前提； 其三， 在求同且存异的基础上谋求发展与进步， 也即 “务实创新” 的时代
理念。 这也是实事求是精神思想的重要内核。 民法所应当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固然多样， 但其中较
为重要的一部分即是风险社会 “财富分配逻辑” 与 “风险分配逻辑” 的结合。輥輴訛 私人力量难以应对
公共性、 群体性问题的困境必然需要通过民法自身作为基本法律予以回应。 以此为基础， 务实创新
的理念则为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区别于传统意义上 “各家自扫门前雪” 式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
定位。 质言之， 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两种路径本就系一体两面、 殊途同归的表现。

二、 从私法公法化到民法刑法化

我们发现， 从各国公私法二者融合的趋势上看， 大都系以民法与行政法的对比角度来分析 “私
法公法化” 的具体体现， 就笔者概括而言， 大体包括： （1） 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 （2） 国家征收征
用私人财产的合法性； （3） 不动产与特殊动产登记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建立； （4） 从狭义的家庭监护
或学校监护到国家监护理念间的变化与演进等。 刑法作为典型的公法， 其在统一的法秩序下与民事
立法、 民事司法理念的扩张趋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种差异为何得以呈现， 从私法公法化的趋
势中如何体现刑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进而实现从私法公法化到民法刑法化的过渡？ 其中则必然涉
及到刑民关系的衔接及其分野问题。 至少在当前的刑法及民法学理论研究， 以及对应的刑事法律规
范中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初步的讨论。 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第一是时间维度， 也即 “先刑后民” 的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应否存在。 对此陈兴良教授即提出
“刑民竞合场合下对于刑民能够区分的采用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 而不能区分的采用先民后刑司法
原则。”輥輵訛 将其定位为司法原则的同时其另一重隐忧即在于， 同一事实的 “可分性” 判断主体为何？
判断标准为何？ 论者似乎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 这也难以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 归其原因就诉讼程
序的处分权而言， 民事诉讼除非涉及公益， 原则上应当归属于当事人行使请求权的诉讼行为， 而刑
事诉讼的处分权 （尤其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定罪、 量刑权） 原则上却应当归属于司法机关， 这必然导
致国家权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但至少在晚近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
释中这种 “先刑后民” 的思维得以体现， 如 1998 年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
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即确立了经济领域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自己发现时驳回起诉、 经公安机关或

輥輲訛 参见蔡拓： 《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 载 《国际政治研究》 2018年第 6期。
輥輳訛 [美] 茱迪·史珂拉： 《美国公民权： 寻求接纳》， 刘满贵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4页。
輥輴訛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译林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7页。
輥輵訛 参见陈兴良： 《关于先刑后民司法原则的反思》， 载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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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夏勇： 《刑法与民法》， 载 《法治研究》 2013 年第 10 期； 陈兴良： 《民事欺诈和刑事欺诈的界分》， 载 《法治现代化研
究》 2019 年第 5 期； 江伟、 夏跃平：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 载 《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于改之： 《刑民分界
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等。

輥輷訛 参见陈兴良： 《刑民交叉案件的刑法适用》，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2期。
輦輮訛 参见白建军： 《论刑法不典型》， 载 《法学研究》 2002年第 6期。
輦輯訛 值得注意的是， 刑民关系研究之重要代表日本学者佐伯仁志、 道垣内弘人即以 “从试管到墓场” 这一生命个体由生到死之

过程反映刑民关系在生活世界中的广延性与连续性， 这与当前多从行政法视角研究公私关系似乎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 具
体可参见 [日] 佐伯仁志、 道垣内弘人：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于改之、 张小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然而如笔
者前文所言， 公私法融合本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其二者之间的借鉴所受限制尤其是部门法范畴的限制明显更为有限，
刑法作为公法代表之一其受到民法扩张后理念的介入更趋于成为常态。

检察机关发现犯罪嫌疑附送材料时移送有关机关的基本思路。 有鉴于此， 在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经
济相关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出： 其一， 刑民之间 “可分性” 的判断权主体在于司法机关； 其
二， 对同一事实其属于刑事案件抑或民事案件原则上应当分别判断， 经司法机关审查认为属于经济
犯罪的适用 “先刑后民” 的理念。

第二是空间上的判断标准问题， 这也是经由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确定的 “民刑分别判
断” 这一重要原则。 从民法及刑法各自理论体系而言， 其必然带来不同的判断基础逻辑。 民事不法
不能代替刑事违法， 民事规则也不能堵截刑事判断。 无论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违法行为， 其都包含不
同的前提、 条件、 结论的法律规则基本要素， 换言之， 不能因如同一行为系民事违法或民事不当进
而否认其在刑事法律中的意义。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具体而言： 其一， 较多讨论刑民关系者都
从违法角度区分民事不法与刑事违法之间的关系，輥輶訛 但民法在规制违法行为的同时也规制合法行为，
甚至合法行为 （如民事法律行为） 系民法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石， 如法谚所言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
的工具”， 在法秩序统一原理下， 就同一案件事实其合法性判断根据往往是统一的，輥輷訛 这也导致较多
形似 “刑民关系” 的论述系放之四海皆准而缺乏针对性， 同样能够适用于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
探讨中， 也即强调较之于前置性法律所规定的违法行为及其对应的处罚措施而言刑法制裁具备自身
的严厉性、 司法判断的实质性等， 这在本质上探讨的是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而非民刑之间的关
系； 其二， 就规范研究所强调的典型性而言， 无论民法抑或刑法皆需以一定的模型、 标准、 范式作
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参照。 如刑法中的 “故意作为正犯既遂” 及民法中的 “典型合同” 概念等， 然而
较之刑法不典型亟需规避或予以科学性或理性化的提倡，輦輮訛 民法之不典型更为常见且被法律所允许，
类推适用的正当性及其有效性使得民事法律具备天然向外扩张的趋势； 其三， 民法以保障公民自主
决定私人生活空间作为圭臬， 而私人生活世界的多元必然导致很多尚未被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事实出
现， 其中较为典型的如无名合同中各自转移所有权交易的情形， 根据民法原理其大都参照买卖合同
进行处理， 再如民法中大量出现法律未作规定同时当事人也未以明示或默示方式约定时所做的补充
性规定， 也体现了法律世界对多元生活世界涵摄的 “妥协”， 而在刑法中这种 “口袋性” 规定原则
上是应当被限制、 避免的。

如何看待这种 “民法扩张， 刑法谦抑” 趋势下的民刑关系呢？ 从私法公法化延伸出的路径为何
选择了 “民法刑法化” 而非 “民法行政法化”？ 笔者认为其中具备较为深层次原因。

其一， 该概念的产生源于实体法律规范所规制对象的范围程度不同。 在现代社会， 作为国家管
理社会的重要方式， 政府参与社会生活的领域极广， 较之传统意义上政府的 “守夜人” “看门狗”
角色， 现代行政法所规制的政府系全方位、 多样性的福利政府， 系 “从摇篮到坟墓”輦輯訛 的一条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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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卢建平： 《社会敌意 （社会冲突） 的制度调控———兼论刑法的面孔》， 载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0年第 5期。
輦輱訛 参见邱兴隆： 《刑罚理性辩论———刑罚的正当性批判》，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1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姚建龙文。
輦輳訛 王昭武： 《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 载 《中外法学》 2015年第 1期。

务， 某种程度上近似于 “大管家” 的角色， 这也导致了作为规制政府行为的现代行政法其调整范围
的广延性。 与之相反， 刑法需要面对社会冲突， 也即论者所谓 “从 ‘土地革命’ 到 ‘权利革命’”。輦輰訛

换言之， 刑法自身必须面对人性恶的假设， 即使任何论者以 “预防” 为名试图美化刑法自身的属
性， 然而脱胎、 进化于报复理念的报应正义却始终是刑法所回馈社会正义的基本 “价值操守” 之
一， 质言之， 就刑法自身的 “名正言顺” “名副其实” 而言归根结底仍然系报应本身。 如论者充满
黑格尔式辩证色彩的论述， “报应” 尽管与人类复仇心理存在不解之缘， 但作为法律报复的刑罚其
诞生之时即是对野蛮复仇的否定。輦輱訛 人类社会需要以法律的方式将公众所接受的 “恶” 予以正当化，
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 “法律” 自身也趋于公私法的复合形态， 这也使得民法更多的可能面对人
性之 “恶” 的成分。

其二， 该概念的产生与民事法自身易于扩张、 类推的特征有关。 当民事法以私人自治、 人性善
的基本立论为前提却附带具体法律适用扩张之实， 其必然导致面向人性恶的趋势。 民法的扩张某种
程度上即可能直接面对这种人性之 “恶”， 而非位于个体之上的一个全方位政府。 与之对应， 行政
法则往往在行政合理、 行政合法、 正当程序等原则的制约下， 其作为立论前提的 “恶” 之假设在于
政府而非个人， 这导致很多形式层面讨论的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之间实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鸿沟，
也即从人性善假设到人性恶假设再到政府恶假设的过渡。 如果说国家权力扩张尚且成为以合法行政
原则等的约束， 那么犯罪及其对应的刑罚措施则必然要求民法同样应当以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本位。

其三， 该概念的产生与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三者各自的救济主体关系演变进程有
关。 传统民事诉讼为 “民告民”， 行政诉讼为 “民告官”， 而刑事诉讼为 “官告民”， 从逻辑外延上
纯粹 “官告官” 式的诉讼程式在国内仍尚属稀缺。 就此而言如前所述当前刑事诉讼已经通过自诉案
件的形式进行了相应的突破， 而行政诉讼的主体仍处于相对狭义上的定位。 较之晚近逐步推广开展
的行政、 民事公益诉讼， 显然刑事诉讼已经较早地以刑事和解等制度借鉴了民法的理念和经验， 强
调作为被害者等私权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权乃至处分权， 其无不体现了刑民二者相互借鉴的思
想。 如前述笔者 《论刑法的民法化》 所言， 公私法融合的终极关怀本质即在于人的权利，輦輲訛 无论从
刑事法保障人权及民事法保障私权的角度， 其终极目的皆在于保障人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基本条
件， 而这样的诉讼程式模式也为民法刑法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影响下， 有必要对何为民法的刑法化作出一个准确界定。 我们认为至少具备三个层次
的含义： 其一， 所谓的民法刑法化强调的是民刑二者在理念上的近似或重合。 在统一法秩序理念下
民法与刑法之间的分野不再如此突出。 如前所述除认可在合法性判断层面的法秩序统一理念外， 即
使在刑法中对 “可罚的违法性” 正当性本身其也必然依靠逻辑、 体系、 目的的三者统一方才得以确
立；輦輳訛 其二， 如前所言， 在社群共同利益作为导向的法律制度模式下， 民法已经日趋从最为狭义的
私人关系中 “收缩”。 民法不是家规家矩， 更不是纯粹的私人合同， 而是以国家法律的面貌出现的
规制、 调整自然人、 法人与其他组织民事行为的制度规范； 其三， 刑法多为义务法， 通过犯罪与刑
罚的方式规定公民生活何者不可为而非何者可为。 由于刑法自身趋近私人人性之基础， 其以义务性
规则为第一性规则的特征使得民事法律由狭义的 “权利本位” 走向了多元意义上的 “权利———义
务” 本位， 刑法思维与刑法理念也开始逐渐进入民法的视野。 这样的思维在现代民法中的 “通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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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注意义务” “谨慎义务” “照管义务” 等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们认为， 从私法公法化到
民法刑法化其并不是一种违反私人自治 “初心” 的背叛， 而是顺应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势和现实需要
而呈现出的一种法律演进的重要特征， 也是迎合了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内法律体系进一步走向成熟的
表现。

三、 民法刑法化的法典体现及其评价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最为直观的体现往往是已经成为条文的制度本身， 而与其直接相关
的法律活动即是立法。 笔者认为， 与当前时代背景相对应， 本次民法典出台颁布也较为明显地体现
了刑法的立法理念， 也体现了作为部门法之一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核心的基本法律
所肩负的开放、 包容的人文胸怀。 具体而言， 当下的民法典文本至少有三点重要变化体现了民法典
的刑法化特征：

第一是行为层面， 对过去刑法已经规定但 《民法总则》 《合同法》 《物权法》 等尚未规定或存在
争议的法律关系， 本次民法典进行了回应， 体现了民法典对公共空间领域的深入。 如过去为刑事法
所普遍关注的高利贷行为， 根据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所确立的规则， 借贷双方约定年利率不足 24%的系有效债， 年利率为 24%-36%的系自然
债， 而年利率为 36%以上的系无效债， 然而这种作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促使其无效的原因为
何， 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系违反强制性规范？ 系恶意悖俗侵害债权的情形？ 似乎该解释尚未作出
回应。 有鉴于此，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即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刑事法中扰乱社会管理秩序、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章节犯罪予以了
应对。 本次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也做出了禁止高利贷的相关规定， 即 “禁止高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
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再如对过去长期以来民法学研究所普遍争议的高空抛物民事责任问题， 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本次民法典予以保留的重要原因在
于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并针对处理时行为人确定困难的问题， 强调有关机关依法及时
调查， 并要求建筑物管理人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輦輴訛 从立法机关的释义中， 可以看出对本条款
予以保留并完善的最终导向即是明确责任主体， 将责任归属方向予以限制。 在刑事法领域， 何者以
及何种程度上对已经被制造并客观实现的风险能够被归责或承载， 本身就不仅应当考虑构成要件自
身的形式性规定， 也应当涉及其效力归属的实质范畴， 系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但从各国刑事立法
的现状而言， 其无不通过如犯罪形态、 共同犯罪、 竞合论与罪数论等方式将风险的客观归属予以了
具体化。 民法并非不关注风险问题， 从最为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合同订立的风险负担， 再到民法
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沿用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六条确立商业风险作为排除成立情势变更
原则的要件， 再到合同履行层面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三条确立提存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等规定， 都无不在体现这么一个理念： 当事人私法自治能力空间有限， 对于某些在实际生活中出现
的风险， 立法者不得不通过价值衡量的方式进行抉择。 对交易主体而言， 风险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
的收益， 也可能导致其承担较为严重的责任， 故为防止 “得到好处全归个人， 承担责任留给社会”
的人性恶本质显露及相应治理失范的情况出现， 民法典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将特定交易情形下的

輦輴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含草案说明）》，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16页。

7·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5期

风险归属予以了明确。 质言之， 生活处处有风险， 民法典同样亟需积极应对。
第二是责任层面， 尤其是自甘风险条款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部分体现了民法刑法化的思想。

对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而因其他参加者行为造成损害的， 原则上不得请求承担侵权
责任的规定即体现了刑法中被害人自我答责视角的介入。 通常意义上的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是相
对之债、 法定之债， 系特定人请求相对人实施或不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 而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事
侵权行为及侵权责任其设立的意义即在于将高交易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性予以内部化， 即侵权法自身
的预防功能。輦輵訛 为何民法典得以在侵权责任编做出如此贴近于刑事法理念的规定？ 从本次民法典立
法过程中对该条文所存在的争议也得以体现。 在最初的草案中， 其条文前半段表述系 “自愿参加具
有危险性的活动受到损害的……”，輦輶訛 此后则将其修改为 “具有一定危险的文体活动”， 系对 “自甘
风险” 条文适用前提的一个限制， 溯源之所在也即对 “民事主体在何种程度范围内应当对私人所创
设或实现的风险予以分配、 负担” 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则必然关联到刑法所牵涉的报应问题。 即使
从刑法角度同样存在刑事制裁的预防功能， 但以报应为社会正义基础的法律理念却往往是民事法律
所不能接纳的。 如论者所言， 自我决定权在刑法中的适用一大表现也即被害人视角同意他人实施风
险行为的自我答责思想，輦輷訛 这一点也在日本 1995 年千叶地方法院相关案例中有所体现： 被告人在被
害人指挥下以从未有过的驾驶方法进行泥地比赛练习， 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 此时法院认为被害人
具备自身接受危险的现实化而否定在行为上成立业务过失致死罪的指控， 同时在民事审判中法院以
不可预见结果发生为由否定了赔偿义务。輧輮訛 而在与日本刑法承袭渊源的德国也通过客观归属理论中
的 “允许风险的归责” 加以排除对体育运动等活动中犯罪的成立。輧輯訛 当行为人创设风险排除社会相
当时， 其行为规则往往应当至少在正当性意义上被限缩， 而这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经济风险转移
方式也在民法典 （尤其是其订立沿革过程中） 得到了体现。 在这一意义上， 刑法中报应主义限制处
罚正当性的思想反映在了民法典的条文中。

第三是法律后果层面中的赔偿条款尤其是惩罚性条款的设置， 体现了民事法律后果同样可能具
备刑法的惩罚思想。 以侵权责任法为例， 除沿用 2010 年 《侵权责任法》 针对明知产品存在缺陷而
予以销售造成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及 1999 年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定金罚则条款外，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所规定
的违反法律故意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都较完整地在民事法领域体现了刑法的
惩罚性思想。 国家公权力的膨胀其所隐含的往往是侵犯私人空间的欲望。 由于刑法系法律体系中的
二次法， 其惩罚严厉性的背后必然是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进而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的危险， 这也在近
年来刑事法学谦抑性思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总结与反思。 然而惩罚作为公法领域尤其是刑
事法领域所特有的哲理思想其正当性本身即不可否认， 这也在本次民法典立法的进程中得到了体
现。 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 产品责任、 污染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本就具备极强
的专业性和公众性， 在风险社会中强势者也极易利用弱势者信息缺乏的现状实施侵害进而为自身牟
利， 损害众多普通公众的利益， 法律作为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介入， 对此民法典也进行了积极

輦輵訛 程啸： 《侵权责任法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7页。
輦輶訛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再次提请审议 确立 “自甘风险” 规则新增 “自助行为” 制度》， 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

zgrdw/npc/cwhhy/13jcwh/2018-12/25/content_2067934.htm， 2020年 6月 12日访问。
輦輷訛 参见车浩： 《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 源流、 发展与局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7年第 10期。
輧輮訛 参见冯军： 《刑法中的自我答责》，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 3期。
輧輯訛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 （第 1卷）》， 王世洲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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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应。
那么如何看待当下这种 “民法刑法化” 现象在民法典中的具体体现， 也即民法典刑法化的现象

呢？ 这种潜在的立法趋势是否正如哈耶克在 《致命的自负》 中所言 “因科学技术成就， 加强了人类
理性控制能力的幻觉， 进而对人类自由形成不断的威胁”？輧輰訛 笔者认为其核心仍如前所言在于求同基
础上的存异：

一则是求同。 就法律规范或经济体制运行而言， 无论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 其核心都在于制度
本身与其所规制的社会环境的不相适应。 既然存在所谓国家或政府利用自身公权力 “干预” 自由市
场经济的运行， 同样也可能存在以私人利益 “介入” 公共空间进而侵犯公共管理秩序如政府权力寻
租、 侵犯公司商业秘密等法律制度本身所不容许的行为。 即使在民事法律中也存在如民法典第一百
五十条所规定的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 只不过是何者为 “强制性
规定” 及 “公序良俗” 或许仍然需要未来的理论研究及民法典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其进行深入明确。
2001 年在法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 “泸州遗赠二奶案” 两审判决所受到的批评也是在于 “公共秩序、
公共道德” 究竟何种程度上能介入民事法律规制领域存在的质疑， 然而论者却从未否认一个基本的
立论逻辑， 也即无论民法抑或刑法而言明确性及可适用性皆系其矢志不渝的向往。 明确、 精简、 稳
定、 可预期可适用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素来为无论民法或刑法研究者与实务从事者所追求。 如奠
定近现代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之集大成者贝卡利亚所言， 从本质上来说， 刑罚即应为公开、 及时、 必
需， 并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 与犯罪相对称并由刑法所规定的。輧輱訛 这是民法与刑法作为国家基本
法律制度所承担的重任， 也是保障公民人之为人基本条件的法律制度的应有特征。

二则是存异。 这体现的是民法与刑法因理论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体系建构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
刑事法不应过度介入民法的思想。 以对所谓 “不知情者” 的处理方式为例， 较之对不知情者的保护
如民法典中规定的如法人章程约定的内容、 特殊动产与法人的登记效力、 所有权保留约定等不得对
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 效力待定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设置， 善意无权占有人对因维护
产生的必要费用请求权确立等等规定， “不知法者不为罪” 的法律规则本就在刑事法理论及实务中
极为有限地被适用。 虽然在本次民法典修订中体现了刑法化的趋势， 但其仍需谨防刑事法尤其是带
有严厉制裁性的法律措施对私人生活的渗透。 刑法是维护社会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不到万不
得已不应轻易触动的法律底线。 故这种民法刑法化的趋势现状是否应当成为未来民事、 刑事司法与
立法改革的应有之义， 则有待未来民法典的司法应用及刑事立法改革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
时代发展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探讨与思考。

四、 后民法典时代的刑法改革

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 无论民法刑法化抑或刑法民法化， 其往往都殊途同归于对人之为人所
应有的基本权利的保障。 我们认为， 虽然当前国家已经存在具有法典形式但无法典称谓的刑事法律
体系， 但民法典所体现出的刑法化趋势仍系未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改革所应当密切关注的重点，
值得未来刑法改革借鉴与反思。 较之 1979 年、 1997 年两部刑法制定所处的时代背景， 民法典的订
立经历了信息时代和技术革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条件， 立法过程自身也不再是纯粹如同卢

輧輰訛 [英] F.A.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 胡晋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页。
輧輱訛 [意] 切萨雷·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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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所言 “立法权系国家心脏， 行政权系国家大脑， 大脑麻痹， 人可能活着； 但心脏停止机能， 人立
马即会死亡”。輧輲訛 无论社会公众抑或法学研究者、 立法建议者都可通过 X 光、 病理解剖等方式了解这
个 “国家心脏” 的内在架构、 运作机理及其独有特征， 立法不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能源所在， 国家
权力的运作自身也可能对立法产生反向的作用， 这一点在已经表决通过的民法典中以重点变动的方
式有了较为明显的诠释。 民法典也逐步走向了由封闭到开放、 由孤立到共融、 由内省到扩张的趋
势。 作为现代社会尤其是承袭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形式的当代国内立法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沿革背
景， 其必然走向的是在形成各自理论体系基础、 实践操作方法的前提下各法典之间的融合趋势。 如
前所述， 近现代公私法截然二分的模式实际上已较难发挥其应有之义。 就民法基石而言， 其所提倡
的 “平等主体观” 必然由于规则适用自身的扩张性特征转而求助于社会法乃至公法的政治性需要；
而就刑法基石而言， 其所维护的 “谦抑性” 二次法理念也极大限制了其对私人空间的侵犯。 无论如
何， 这是未来以法典作为基本法律制度改革模式的国内法律体系所应当予以借鉴、 思考的重中之重。

民法典时代已经到来， 在民法典刑法化的客观趋势下， 后民法典时代的刑法改革又应当何去何
从？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 “典” 命名的法律规范， 民法典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意义是不言而喻
的。 那么就刑法而言， 是否应当 “顺应时代”， 在时机适当之时推动国内 “刑法典” 的建立？ 作为
数十年民事立法改革的集大成者， 民法典对于国内未来的刑法制度改革具有何种程度上的意义？ 这
是当前每一个刑法从业者、 学习者、 研究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笔者认为， 在依法治国构建法治国家
的时代背景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历史使命下，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现状也对未来
的刑法改革具有较为深远的启发意义。 承接现代性社会的应然要求、 各国民法理论与实务的借鉴以
及具有中国本土民情特色的民法制度， 其继受过程必然是集学术化、 科学化、 现代化于一体的产物，輧輳訛

这一点也在民法典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 刑法改革应严格遵循谦抑性的原则， 合理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 这是现代刑法所必然遵

循的制度设计逻辑基础。 如前所言， 民法典中所体现的刑法化特征其本质系民事法律适用扩张的应
然体现， 民法典编纂不是另起炉灶、 推倒重来， 而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輧輴訛 如论者所言， 如果立
法者不了解社会国家及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 不了解与
其相关立法的情况及其对各立法的指导性作用， 那必然难以深入把握相关立法精神实质。輧輵訛 较之
1980 年代始制定民法草案后又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民法典编纂转向 “先零售后批发” 进而形成
《民法通则》 《合同法》 《物权法》 《婚姻法》 《继承法》 《侵权责任法》 等相对零散的法律的立法沿革
过程， 国内早在 1951 年即已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等规定了无期徒刑、 死刑等刑
事罚则的相关制度， 在经过 1979 年、 1997 年两次大的修订后逐步形成了一部刑法、 一个单行刑法、
十个修正案、 若干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法律体系， 相较于民事立法改革已属比较全面甚至是走在前面
的。 其中尤其是 1997 年刑法所确立的 “罪刑法定” 等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更是与民事法私法自治
原则相对应而形成了现代刑法理念的基石。 刑事立法改革不只是理论研究的实验田， 也不只是已有
司法实践经验的简单相加， 更不是任何理论研究者一家之言的制度签字化， 而是一个兼具经验性与
前瞻性特征的复杂过程， 当任何论者试图越过国内实定法规定而寻求外部性借鉴的时候， 其必然面

輧輲訛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第 113页。
輧輳訛 参见高伟： 《维亚克尔的法律继受理论与中国的民法继受》， 载 《政治与法律》 2007年第 6期。
輧輴訛 参见王轶： 《民法典之 “变”》，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輧輵訛 参见周旺生： 《立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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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全国政协常委沈德咏建议： 编撰统一刑法典 完善刑事责任规定》，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20-05/
25/cont ent_76088401.shtml， 2020年 6月 13日访问。

輧輷訛 参见陈金林： 《现象立法的理论应对》，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2期。

临刑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反驳批判。 未来刑法改革亦应以人为本位， 遵循谦抑原则， 进一步
合理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 刑法改革中应当遵循刑罚宽缓化的脉络， 防止重刑主义思想在刑事司法与刑事立法中的
滥用。 本次民法典生效通过后开始有相关论者建议 “适时编撰统一刑法典、 继续削减死刑罪名”
等，輧輶訛 其重要动因即是将法律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保障方式予以确立。 实际上从立法体例上而言
1979 年、 1997 年两部刑法通过总则、 分则设置的方式已经初具法典之型 （只是尚未采用 “法典”
之名），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 重惩罚轻保护的思想仍然较为普遍。 笔者认为， 为
体现本次民法典的特性， 刑法不应 “随波逐流” 而称典谓。 换言之， 本次民法典订立本就是在民法
刑法化的背景下所产生， 我国素有重刑主义的刑事司法传统， 同时过度重视刑罚预防功能的刑法自
身必然导致的是对公民私权的侵犯。 本次民法典订立所体现的刑法化趋势正是公私法融合背景下殊
途同归的应然结论， 法律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保障手段， 更应体现对个体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障，
这也是 1997 年刑法相较于 1979 年刑法的一大进步之所在。

第三， 刑法改革应当以服务社会及个人为本位， 而非以惩罚手段僭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
规律以实现冲动盲目的公众情绪。 近年 “现象立法” 俨然成为了无论立法或司法所鄙夷的对象。 诚
然任何的法律制定与运行都不可为社会舆论尤其是经人为粉饰引导的社会舆论所制约、 绑架， 然而
对于经充分论证、 研究而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立法意见理应经审慎、 适当、 有效的考量而进入刑法
改革的方向。 就刑事法改革自身而言， 原则上能交由民事法及其他前置法解决的责任承担问题都应
交由负责， 这也是刑法服务社会本位的必然要求。 从刑法自身如论者所言， “法益” 理念的抽象性、
专业意见在未来立法过程中的式微以及具有事后建构性的法教义学兴起等， 使得立法者应对经验世
界的变化而做出了实用主义的现象立法选择。輧輷訛 鉴于此， 应当进一步明确未来社会刑法以人为本的
核心理念， 凸显刑法的人文关怀。

结语

从 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到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其间沧海桑田， 国内法律
体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公众能在较短时间内及时、 准确地了
解到最新的立法动态及法律条文内容， 立法也日趋走向公开、 透明、 完善， 这无疑是进步的表现。
较之 23 年前的刑法修订， 本次民法典的订立汇集了数代国内民法学人共同的智慧， 也体现了区别
于传统大陆法系德、 法等国其所具备的鲜明时代意义。

作为我国法律体系母法的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无论系笔者 《论刑
法的民法化》 中所明确的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中刑法逐步退出市民生活的转型， 亦或是本文中所
提倡的从市民社会民法到社群社会民法中民法逐步 “侵蚀” 传统刑法空间的过渡， 其本质都是保障
个体自由、 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方式。 任何法律制度， 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生存， 保障人
的生活安宁及其幸福向往的基本追求， 这也是现代法律体系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应然
体现。 质言之， 无论系民法的刑法化亦或是刑法的民法化， 其本质都是殊途同归的。 统一法秩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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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所追求的诸法精神内核的借鉴与统一并非促使现代法律体系回归诸法合体、 刑民不分的历史局限
性传统， 但其排斥各部门法理论研究及立法改革相互孤立、 各司其职而缺乏交流的现状， 体现在本
次民法典订立对过去国内民事法发展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积累概括过程， 无疑是对未来刑法尤其是刑
事立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 也是现代立法技术与法律理念的一个进步。 民法典刑法化是一个未来
的趋势， 公私二法的融合也是现代法治理念及法律制度建设较之千余年前罗马法时代法的一个重要
进步。 为了这一进步不被落空， 为了这一进步不被滥用， 更为了刑民关系的厘清与完善， 有赖于未
来广大刑法及民法学人打破行业壁垒， 实现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In�term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ublic�law�and�private�law,�the�absolute�division�
of� them� has� been� turned� into� the� tre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djustment� scope� and� capability� of� institutional� norms,� but� in� essence,� the� two� have� the� same�
goal.�The�transformation�of�private�law�to�public�law�has�been�developed�into�the�criminalization�
of�civil�law�under�modern�Civil�Code’s�reformation.�Specifically,�the�Civil�Code�has�highlighted�
the�characteristics�of�its�criminal�legalization�from�the�aspects�of�the�attribution�of�civil�acts,�the�
distribution�of� liability�and� the� terms�of�compensation.�Drawing� lessons� from�the�conclusion�of�
the�Civil�Code,� in� the�criminal� law� reform� in� the�post-Civil�Code�era,�China�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of�modesty�of�the�criminal�law�itself,�guarantee�the�basic�conditions�of�being�a�human�
being,�and�seek�the�path�of�penalty�relief�to�civil�law�and�other�pre-laws�when�there�is�no�need�to�
use�criminal�law.

Key Words: Civil� Code； Criminalization� of� Civil� Cod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Law� to�
Public�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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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法学博士后。
譹訛 [英] 梅因： 《古代法》， 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第 45页。
譺訛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

彭中礼 *

内容提要： 自然法学的义务理论是构建法治理论的重要基础。 但古老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曾
流传过以功利义务论为表现形式的义务观念， 并建构了功利义务论的基本原则及其履行义
务的方式。 以西塞罗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通过理解和解释大自然对人类的命
令， 在批判功利义务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德性义务论。 在没有权利观念的时代， 德性义
务观念的普遍展开， 是人类有序建构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 也是权利观念诞生的重要渊
源。 没有权利观念的德性义务论为近代法治国家建设留下了深刻启示， 特别是对我国今天
的某些防疫措施制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法理依据。
关键词： 自然法学 义务 西塞罗 功利义务论 德性义务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2

没有权利的义务
———古代自然法学义务观概览、 反思与镜鉴

一、 问题的由来

法治作为人类治理文明的最高体现， 一直被视为是自然法学思想长期滋润和浸染的产物。 人们
从来就没有低估自然法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哪怕是那些反对它的人， 也会十分公允
地说： “真的， 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 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 因而也
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① 而英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约翰·菲尼斯则热情地说， 人
们不仅可以在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中寻找自然法原则， 也可以在政治哲学或者法院判决以及市民生
活中去寻找自然法原则。 自然法原则为社会权力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并对体现正义的人权给予其
必要的尊重。 因而， 自然法原则是实定法强制力的有效基础。② 历来， 人们都重视对自然法学的各种
研究。 从历史到现实， 从理论到实践， 近代学者们有关自然法学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这
些研究当然是深化理解自然法学的必要补充或者重要研究成果， 而且也为自然法学的传播提供了进
一步的助力。

在诸多研究自然法学思想的作品当中， “权利” 或者 “自然权利” 是研究者们构建自然法学派
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 比如， 菲尼斯将其研究自然法的著作就取名为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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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 彭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
譼訛 [美] 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 信春鹰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年版。
譽訛 故事融合了以下两个文献来源的版本： [英] 韦恩·莫里斯： 《法理学：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李桂林等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2页； 王朔： 《无知者无畏》，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08页。
譾訛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5页。
譿訛 [德] 黑格尔： 《美学》 （第 3卷下册），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 284页以下。
讀訛 强世功： 《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 窦娥和鲍西娅》， 载 《比较法研究》 1996年第 1期。
讁訛 苏力： 《自然法、 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安提戈涅〉 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年第 6期。
輥輮訛 方新军教授就曾考证， 权利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的出现与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紧密相关。 古

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中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概念。 斯多亚哲学和基督教理论中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观念还不足以导致权利
概念的出现。 参见方新军： 《权利概念的历史》， 载 《法学研究》 2007年第 4期。

在中国和西方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的政治哲学大家施特劳斯也将其重要著作取名为 《自然权利与历
史》。③ 正是因为权利概念或者说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自然法学派秉持正义大旗， 成为贯穿西方
法学历史的主流思潮。 它也许有偃旗息鼓的时候， 但是从未真正地将星星之火熄灭过。 一旦当历史
需要它的时候， 它就会正义凛然或者改头换面地出现， 进而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 “武装力量”。 正
因为如此， 在与哈特论战的时候， 德沃金将其论战成果概括为要 “认真对待权利”。④

我们毫不否认权利的至关重要性， 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保障。 然而， 我们可能一直都没有意识
到的问题是， 如果每个人都只讲究自己的权利， 人类历史将会如何？ 甚至还可以追问， 人们一致认
为权利义务相辅相成， 那为何我们只强调权利， 却很少谈到义务？ 莫非人们真的只关心自己的核心
利益， 却缺乏应有的责任担当？ 为此， 笔者曾深深困惑。 然而， 当笔者无意间遇到古希腊时期的著
名悲剧 《安提戈涅》 之时， 笔者的思维忽然被点醒。 这个在学术界家喻户晓的悲剧无数次地引发人
们思考自然法与自然正义、 自然法与人定法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次， 也让笔者对古希腊时期的义务
观充满了深深的热情。 这个悲剧由公元前五世纪的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创造。 这个悲剧的梗概
是： 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女儿。 俄狄浦斯是男性权力悲剧人物， 他曾因杀害父亲并娶母为妻， 虽
然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但被众神诅咒。 在俄狄浦斯死后， 内战爆发， 在底比斯第七个大门之前发生了
一场鏖战———他的两个儿子率领敌对的双方， 战斗空前激烈， 两人均战死。 俄狄浦斯的弟弟， 克瑞
翁， 是安提戈涅的叔叔， 因为安提戈涅两个哥哥的战死而成为城邦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克瑞翁决心
以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刻斯 （他曾对抗克瑞翁） 为例， 拒绝为他举行荣誉葬礼， 以儆他人。 任何
公然违抗这一命令的人， 都将被处以死刑。 根据当时的城邦法律， 这一命令因为是城邦统治者所颁
布的命令， 因而无可争议地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政令， 认为哥哥即使是叛
徒， 也应当得到安葬， 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 克瑞翁判安提戈涅
死刑———将安氏关进墓室， 让其自然死亡。 安提戈涅的未婚夫、 克瑞翁之子海蒙为了爱情而自杀，
并导致其母即克瑞翁的妻子也自杀了。 克瑞翁陷入极度的痛苦。⑤ 这个故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解读：
一种是自然法学角度的解读，⑥ 一种是黑格尔式的解读，⑦ 一种是女权主义的解读，⑧ 新近还有我国
学者的其他解读。⑨ 不过从流行话语的角度来看， 将安提戈涅视为自然法的传承或者说是古代自然法
学说的一种映衬式学说， 依然是学界的主流。 然而， 笔者并非要重新解读安提戈涅这一个故事， 而
仅仅是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观念———积极履行义务的观念。 如果说自然法学在近代以
来的历史， 就是其不断追寻 （自然） 权利的历史， 那么在古代， （自然） 权利概念尚未诞生之时，⑩

自然法学又在追寻什么？ 它又是以何种方式引导 （教导） 信仰自然法学的人类呢？ 这一切， 不仅仅
关乎人类为何最终能够找到与法治相映衬的权利， 也是解开权利信仰的一把钥匙， 从而最终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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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 [古希腊] 西塞罗： 《论义务》， 王焕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9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西塞罗书， 第 332-333页。

类行为规范的发展趋势。

二、 古代自然法学的德性义务论

理解权利发展史的早期密码， 是义务。 据传， 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最早将 “义务” 纳入到伦
理学研究的范畴， 而另一位哲人帕奈提奥斯则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义务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 古希
腊时期的哲学家们都喜欢研究义务。 如西塞罗在 《论义务》 当中所说， 任何一个敢说自己是哲学家
的人， 都必须讲授有关义务的规则。輥輯訛 甚至从西塞罗的论述来看， 其之前的思想家们应当有不少学者
论述过作为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的义务， 只是流传下来的资料极少。 如果西塞罗所说的话真实， 那
么我们可以将古希腊时期的义务观念分为自然法学义务观和其他学派的义务观， 其他学派的义务论
中最典型的学说是功利取向的义务论。

功利取向的义务论源于希腊哲人帕奈提奥斯。 虽然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帕奈提奥斯的义务观念，
但可以从其得意弟子赫卡同的思想中去管窥。 西塞罗在 《论义务》 第三卷第二十三节中对赫卡同的
义务观念进行了摘引， 这是我们研究当时主要思想家们义务观念的材料之源。 赫卡同首先提出了一
系列让人两难的问题， 然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分析其义务思想。 赫卡同发问的问题是： 粮食珍
贵的时候正直的人应该不应该供养奴隶？ 遇到海上危机时， 是抛弃马匹还是抛弃廉价的奴隶？ 海难
时愚蠢的人还是智慧的人更应该夺取木板？ 船主是否可以抓取这块木板？ 如果都是有智慧的人， 又
该让谁抓取木板？ 是否应该亲亲相隐？ 国和家谁是第一位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集中体现了赫卡
同的义务观念。 通过总结赫卡同的答疑， 我们可以确定其义务观念的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 道德正
义原则。 赫卡同把公正放在了履行义务的首位。 比如， 船难发生之时， 愚蠢的人抓住了木板， 智慧
的人就不能够夺取， 因为这是不公道的； 道德正义原则还要求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守住特定职责。 比
如发生船难的时候， 虽然船是船主的， 但是在船未达到目的地之前， 船应当属于乘船人的， 因为船
主自乘船人上船开始就有保障其安全的义务。 第二， 利益优先原则。 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义务的分
配， 也是赫卡同义务观的一大特色。 在粮食涨价的时候是否应该供养奴隶， 要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
该问题。 如果供养奴隶所得超过供养的粮食价值， 显然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供养奴隶所得低于粮食
价值， 则不应该供养。 在海难时， 奴隶与货物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第三， 国家优位原则。 在遇到海
难之时， 如果遇到两个都有智慧的人遇难， 且只有一块木板， 此时应该谦让， 且应该由那个对国家
价值小的人谦让给对国家价值大的人。 因此， 即使是亲亲相隐也是履行义务的基本原则， 但是如果
尊长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或者企图出卖国家， 此时国家利益就高于宗亲利益， 此时， 比如， 做儿子
的就应该把国家的安全置于父亲的安全之上。輥輰訛

赫卡同的义务观充满了逻辑矛盾和不一致， 比如为什么智慧的人和愚蠢的人在船难的时候就不
能够由智慧的人夺取愚蠢的人的木板？ 如果按照利益优先原则， 也许智慧的人比愚蠢的人会更能为
国家带来利益。 逻辑的不自洽说明功利取向的义务观念尚未真正深入到义务理论的内核， 也未能把
握到义务理论的精髓。 西塞罗对此种观点也是充满疑问的， 换句话说， 以西塞罗为代表的古代自然
法学派的义务理论以批判他人的学说为起点， 从而建构起自己的义务理论。 西塞罗至少从三个方面
对功利取向的义务理论进行批判， 分别是义务的源头、 义务之利以及如何解决可能存在的义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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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西塞罗书， 第 23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西塞罗书， 第 257页。
輥輳訛 参见高尚： 《义务为什么如此重要———西塞罗 〈论义务〉 片论》， 载 《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西塞罗书， 第 337页。

问题。
首先， 道德高尚性是义务之源。 西塞罗认为任何关于义务的研究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是善的界限， 二是义务的实践规则。 对于善的界限而言， 善必须与美德紧密结合起来， 而不能忽视
德性的存在。 这是因为人类具有诸多特殊本能， 但是与动物相区别的在于人有理性， 能够有比动物
更为宽广的视野。 从而， 人类对后代充满爱， 为了后代又去更加精力充沛地参加劳动， 并具有追求
和探索真理的特性。 人类的理性可以避免人自己不受欲望的驱使， 不做欲望的奴隶， 而是有节制地
将人类自身与他身区分开来， 从而激起了柏拉图所说的 “惊人的爱”。 人类的这种天生高尚性产生
于对真理的洞察和领悟， 或产生于对人类社会的维护和忠诚， 或产生于心灵的伟大， 或产生于秩序
和分寸。 因此， 人类在行动过程当中必须坚守公正和善行， 相互帮助， “为公共利益服务， 互尽义
务， 给予和得到， 或用技艺、 或用劳动、 或用自己的能力使人们相互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公正的基
础是诚信， 亦即对承诺和契约的遵行和守信。”輥輱訛

其次， 对利益的认识是义务实践性差别之所在。 赫卡同的义务观本身就是逐利的， 他所认为的
利益纯粹基于金钱考虑的利益， 或者是基于私利的考虑。 对此， 西塞罗给予了有力的反驳。 西塞罗
认为， 利益和高尚并非两回事。 他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关于利益与高尚观念的认识， 从而提出， 利益
应当从高尚的角度去讨论。 因此， “凡高尚的均为有利的， 凡非高尚的均为不利的”。輥輲訛 所以， 义务就
是要求人们培养美德， 义务就是要人们通过美德产生的利益来衡量人们所追求的事物。 不管是有智
慧之人， 还是无智慧之人， 都应该培养一种趋于至善的义务， 从而实现典范的公正或者正义。 如果
说人真的有所谓私利的话， 或者说如果利益仅仅指向金钱的话， 那么， 利益就应当服从于高尚———
利益因为有了高尚而有了意义。輥輳訛

再次， 履行义务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西塞罗并没有将履行义务能够为社会稳定作出
何种贡献做出理论上的详细阐述。 但是， 西塞罗在 《论义务》 这本著作中提到了大量的案例以阐明
这种观点。 比如， 西塞罗讲到了恶意欺诈， 认为这是一种伪装和隐瞒。 对于有智慧之人而言， 是不
屑于去为该种行为的。 因为正派之人永远不会损害任何人。 而且， 正派之人永远是高尚的， 因而永
远是有利的。 再比如， 西塞罗讨论到了遵守契约和诺言的问题。 西塞罗认为， 从义务论原则来看，
有些契约是必须遵守的， 有些契约是不必遵守的。 这是因为在做出承诺的时候， 就应当符合承诺人
的尊严； 如果食言可以让承诺人更高尚， 那么食言就是正当的。 如果承诺对承诺人本人不利， 这样
的诺言也不应该得到遵守。 还有， 诺言是否遵守还要看情势。 西塞罗说： “有许多事情按本质是高
尚的， 但是由于情势变更成为不高尚； 如履行诺言， 信守契约， 归还寄托之物， 当这样做已变得不
再有利时， 因而它们也变得不再是高尚的。”輥輴訛

最后， 关于义务冲突时的解决原则。 这一点西塞罗花费了较大的力气来阐述他的原则。 笔者将
此概括为三条原则： 一是理性原则， 二是适当原则， 三是适度原则。 所谓理性原则就要让人时时刻
刻充满理性， 而不是做欲望的奴隶， 这样就可以清醒地看待世界万物， 而不被金钱等俗物所奴役。
因此， 遵守义务需要有特定的付出， 而付出本身就不应当拘泥于欲望， 而应当克服可能的情感冲
动。 正所谓保持清醒的头脑应付可能的欲望冲击。 所谓适当原则就是关注万事万物的重要性，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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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英] 韦恩·莫里斯： 《法理学：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李桂林等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1页。
輥輶訛 [英] 科林武德： 《自然的观念》， 吴国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54页。
輥輷訛 De Re Publica, transl. C.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 1928)， Bk. III. Xxii. 参见前引⑥， 博登海默书， 第 14页。

是在履行义务时要将义务的履行与做事的重要性比照起来， 做到不温不火， 有条不紊。 所谓适度原
则就是说， 任何事物都有特定的界限。 在履行义务之时， 也要保证自己的仪表和身份， 做到彬彬有
礼不逾矩。

三、 德性义务论的自然之源

英国法理学家莫里森基于现代学识对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做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判断， 他说： “古
典自然法并不意味着自然权利， 而是意味着自然的功能、 目的和义务。 古典自然法构建了一个为自
己定位并赋予自身意义的关系网， 在这个关系网外的是存在的死亡。”輥輵訛 也就是说， 古代自然法学的
哲学家们所思考义务观念的起点正是 “自然” 这一神秘但又无处不在的现象和概念。 古希腊时期的
人们真切地领略过大自然的威力， 因而对自然顶礼膜拜。 大自然如此强烈地影响了人类的行为， 因
而人们也认为大自然赋予了人们一切， 人们必须遵守大自然已有的规律和秩序。 通过对大自然的崇
拜转化成生活的图腾和禁忌， 古希腊人发展出了基于大自然崇拜的宗教仪式———人们通过这些宗教
仪式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深深敬意。 人们越是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越是将对大自然的崇拜仪式常规
化、 宗教化。 哲学家们作为时代的良心， 不仅要客观反映世界的根本规律， 也要基于客观规律建构
未来的行动指南。 即使是初看之下的赫卡同秉持了功利主义的义务观， 但是实际上也深受自然法观
念的影响。 在大自然的秩序建构当中， 履行自然选择的义务， 遵从优胜劣汰的功利， 本身就是大自
然的残酷性规律使然。 因此， 通过大自然对人类的命令， 哲学家们初步认识到了德性义务观念。

所谓自然， 正如科林武德所言： “‘自然’ 对于他们从来没有意味着世界或者那些组成世界的诸
事物， 而总是指内在于这些事物之中、 使得它们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表现的某种东西。”輥輶訛 将自然视
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存在， 指出了事物运动的规律性。 早期的人类， 对自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崇拜。
他们惧怕神秘的风雷雨电， 惧怕灾害性的天旱或者雨涝、 地震或者海浪， 惧怕其他给他们带来伤
害、 希望或者光明的自然现象。 以对大自然的恐惧、 喜爱或者是疑问为基础的心理， 诞生了人类社
会的图腾崇拜。 无论是早期东方还是西方的人类社会， 将自然界的自然现象视为图腾进行崇拜都是
十分平常的事情。 可以说， 图腾崇拜即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现象复杂心理的综合体现。 古希腊人对此
也不例外。 神秘的自然现象给早期的希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腊人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追问、 探
讨， 进而转化为早期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 甚至， 他们将自然界视为力量之源， 作为人类行为规范
的渊源。 古老的自然法就是这种思维逻辑的产物。

古代自然法学家们都深信宇宙中有一种普遍的力量。 他们宣扬正义、 法律等都渊源于自然， 是
自然理性的产物。 法律， 必须与自然的这种规律性相一致。 所以， 西塞罗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
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 通过命令的方式， 这一法
律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 通过它的禁令， 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 它的命令和禁令一直
影响着善良的人们， 尽管对坏人无甚作用。”輥輷訛 西塞罗明确地表示， 自然法干预生活的方式就是以命
令的方式履行义务。 也就是说， 西塞罗所认识到的自然法主要是赋予了人们更多义务的法律， 通过
履行义务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对法律的遵守。 特别是西塞罗的最后一句话 “它的命令和禁令一直影响
着善良的人们， 尽管对坏人无甚作用” 说的更加明白： 自然法主要是赋予人们义务， 而这种只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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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人起规范作用， 而对坏人对没有什么影响。 因而， 如果自然法赋予人们自然权利的话， 那么人
们就没有必要去违背它。 正因为自然法赋予的是一些需要人们遵守的自然义务， 这些义务与自然同
在， 永恒不变， 因而有些善于投机取巧甚至目的不良的人直接违背这些义务。

西塞罗的观点或许在 《安提戈涅》 中有明确的展现。 安提戈涅虽然是虚构的主角， 但是虚构她
的作者索福克勒斯或许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义务的先定性。 安提戈涅将为自己的亲人荣耀地安葬
视为自然先定的义务， 这种义务随自然而来， 随自然永恒不变， 哪怕加入了个人的或者国家的意
志， 都不能磨灭这种义务， 否则就是对自然法的亵渎。 这是因为 “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义务问题作出
坚定不移、 不可动摇的、 与自然相符合的教诲， 除非或者有人认为道德的高尚性是唯一值得追求
的。”輦輮訛 与自然相符的义务都是自然义务， 人们只能认识和遵守， 不能通过人的意志加以改变。 “事实
上， 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 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无论是法庭事务还是家庭事务， 无论是你对
自己提什么要求还是与他人订立什么协议， 都不可能不涉及义务， 生活的全部高尚寓于对义务的重
视， 生活的耻辱在于对义务的疏忽。 这个问题正是所有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有谁不讲授有关义
务的规则， 却敢妄称自已是哲学家？ 然而却存在一些这样的学说， 它们在谈论至善和至恶时， 曲解
一切义务观念。”輦輯訛

由此， 我们就可以理解 《安提戈涅》 所要阐述的真正本意。 自然义务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义务，
而国家义务是通过法律等形式赋予给人类的义务。 这两种义务并非都是一致的， 甚至可以说是经常
冲突的。 《安提戈涅》 的悲剧， 正是古希腊哲人对冲突着的两种义务观念的认识结果。 安提戈涅在
面见其叔父克瑞翁时，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过辩解。 安提戈涅认为其面临着双重义务的要求： 一重是
国王的命令， 一重是自然法的要求。 作为克瑞翁的臣民， 安提戈涅有义务去遵守克瑞翁的命令， 但
是作为死者的妹妹， 安提戈涅又有义务去服从自然法的要求。 安提戈涅面临的不是权利的选择困
境， 而是义务的履行困境。 或者说， 安提戈涅这部悲剧首先所提及到的法理学问题就是人在现实生
活中所面临的义务困境： 法律义务与自然义务存在矛盾时， 人们该选择何种义务而从之？ 由此， 我
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 对于索福克勒斯而言， 最早让其思考的人类问题不是权利， 自然也不
是人权， 而是义务。 也就是说， 正是义务决定了人类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第二， 悲剧作家们对义
务的最初认知， 源于对自然的敬畏。 换句话说， 悲剧作家们意识到人类不应该向自然索取什么， 而
是应该遵从什么。 第三， 更重要的一点， 要看到从自然义务先定再到义务法定这么一个过程， 既是
法律的实现过程， 也是双重义务衡量下的选择过程。 因而， 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义务遵守的抉择，
从而做出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评判。 我们可以从安提戈涅及其对话者的话语中得到相关启
示：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 如果我们违反法律， 公然蔑视我们的国王， 结局会是什么？ ……
我们的统治者比我们强大， 我们必须遵守这个命令， 否则我们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糟糕。” “是的，
那个命令不是上帝的命令 （指国王制定的法律———笔者注）。 与上帝同在的正义并不知道如此法律。
我认为你的法令不足以推翻上帝和天堂不成文的、 永恒的法律， 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它们既不
是昨天的， 也不是今天的， 而是永恒的法律， 尽管没人知道它来自何方。”輦輰訛 安提戈涅十分清晰地认
识到两种义务， 也就是两种法律的存在。 实际上， 两种法律代表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义务。 从安提戈
涅的行为中， 我们看到对义务的选择， 实际上也是对价值的选择， 并通过其所认定的先定义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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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平等正义的世界观体系。 第四，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学家们已经明确地指出任何人违背自然法
则都会受到惩罚， 而违背国家的法律则未必受到惩罚， 为此博登海默认为这是对 “自然权利” 的一
种桎梏。輦輱訛 不过， 在笔者看来， 博登海默在这里有过度解释的嫌疑，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产生
“自然权利” 的概念 （详见后文分析）。

因此， 当古代自然法学家们强调两种秩序观念和两种违法观念之时， 既反映出人类意识层面所
建构的秩序、 现实规范的秩序和理念层面的秩序的对立， 也反映出古希腊人对来自强力秩序的某种
不满。 甚至可以说， 安提戈涅的对义务的评判， 正是斯多葛哲学家们和西塞罗等人在神圣理性指引
下构建和谐共处家园的一种路径。 比如， 斯多葛派学者们曾教导说， 人的生活应当不受情感和主观
激情的影响， 而且应当使自己不依赖于外部世界， 不受世俗之物的支配， 并用理性的方式支配其本
能。輦輲訛 这实际是说， 人类的生活 （包括秩序）， 应当基于自然理性并服从自然理性。 人类的生活应当
根据自然本性来做出客观安排， 而不是臆测性的安排。 《安提戈涅》 所诠释的正是这种义务的自然
性， 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四、 “没有权利的义务” 之原理

上述对整个古希腊时期哲人们关于义务观念的简单梳理， 以及对古代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们的义
务观念及其成因的简单反思， 概括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 即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
“权利” 概念产生， 但是却已经诞生了所谓的 “义务” 概念， 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或者说，
古代自然法学家们并没有构建完整的法理学体系， 因而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认识并不完整。 然
而， 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整体上去认知或者理解古代自然法学家们的义务理论。 他们将个人之发展与
社会之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而看到了义务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 在一个没有权利观念的时
代， 却已经诞生了义务观念， 并将其视为实现德性的一种途径， 这值得当代人深思。 意大利著名罗
马法学家桑德罗·斯奇巴尼在西塞罗的名著 《论义务》 的翻译序言中说： “从社会生活产生的义务也
是最伟大的。 应该把源于公正的义务置于科学研究和源于知识的义务之上， 因为源于公正的义务关
系到人们的利益，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利益更重要的了。”輦輳訛 在西塞罗看来， 正是义务， 而不是
权利， 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德性基础。 这一点， 西塞罗明确地谈到： “尽管哲学中许多重要而有益的
问题已经得到哲学家们精密而详尽的阐述， 不过我觉得， 涉及最广泛的是他们关于义务所作的讲授
和教诲。”輦輴訛 西塞罗看到了后人所没有看到的景象： 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当中， 即使个人权利尚未产生，
但社会秩序却依然存在。 因此， 古老的希腊罗马时代， 早已经构建起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义务原理。
我们可以根据前人的思想， 对古代自然法学的义务原理进行初步复原。

义务是秩序之源。 无论是安提戈涅， 还是西塞罗， 都已经意识到义务是秩序存在的重要基石。
从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话中， 我们既可以看出克瑞翁对国家秩序维护的正当性， 也看到了安提戈
涅对自然秩序维护的决然之心。 有两种法律， 有两种义务， 就有两种秩序。 安提戈涅所维护的是自
然秩序， 而克瑞翁所维护的是其需要建构的统治秩序。 在安提戈涅看来， 不管是厄特厄克勒斯还是
波吕尼克斯， 都是她的弟弟， 血脉相依， 一脉相承。 但是当面对一个弟弟以城邦的荣誉厚葬， 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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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弟弟却只能暴尸荒野而被食腐鸟吃掉的时候， 安提戈涅感到了极其的无力。 自然的义务要求她
同等地对待自己的弟弟， 让他们都能够有所归宿； 但是法律的义务却让她区别对待自己的弟弟， 否
则就会受到严格的惩罚。 而真正让安提戈涅感到困难的是， 国家秩序之存在， 把一些个人的主观愿
望凌驾于自然秩序之上， 构成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根本挑战。 所以， 安提戈涅宁愿坚守自己的道德本
心而不逾矩。 在安提戈涅看来， 如果国王制定的法令违背了自然秩序， 对人们提出的义务违背了自
然义务， 这是不值得遵守的。 从这个层面来说， 安提戈涅的认识与西塞罗的理解是一致的。 西塞罗
也认为法律必须符合大自然的理性， 否则该种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 即使人定法对人们有了较多
的义务要求， 也必须符合德性原则， 通过符合德性的正义来诠释自然义务之先定性。 只是， 有点遗
憾的是， 自然义务的存在并没有强制性， 或者因为缺乏特定的执行机关， 无法将惩罚降临在违反自
然义务的个人身上； 而国家义务因为其有庞大的政治组织， 而在不知不觉中 “自作主张” 般地取代
了自然的主体地位， 进而命令处于国家统治之下的人们必须遵守其制定的法律， 并对不遵守法定义
务的人给予惩罚， 从而维护了国家秩序。 所以， 义务 “作为社会安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就是
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需要保持一种相对稳态的平衡关系。”輦輵訛

义务是权利之源。 奥克利说： “不将我们权利中心观投射到其他文明那里， 这些文明选择了用
其他方式来表达他们关于一个正义社会秩序的思想； 不将权利中心观投射到西方过于遥远的过去，
对那时的西方来说， 权利中心式的道德话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 事实的情况是， 人们直到
最近才常常将十七世纪的霍布斯和洛克所构成的 ‘古典时代’ 界定为自然权利概念诞生的时代。”輦輶訛

之所以说古代没有产生权利概念， 是因为古希腊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念， 社会的整体
主义现象还比较明显， 比如厄奈斯特·巴克 （Ernest Barker）， 即使他对古希腊人的个人价值意识有
过高度评价， 但也不得不承认： “在希腊的政治思想中个人概念并不突出， 权利概念则似乎几近于
从未形成过。”輦輷訛 权利概念尚未诞生， 自然权利概念自然也不可能成为主题， 但是古老的观念已经通
过自然理性赋予人们自然的先定义务， 从而将世界的格局框定在以付出义务为主的局面当中。 虽然
有学者认为斯多葛哲学中已经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苗头， 但是从斯多葛对自然义务的推崇来看， 斯多
葛哲学家们总觉得个人的自由摆脱不了自然义务的命运预设———个人的一切早就掌握在大自然的庞
大、 通天手掌之中， 这也就是西塞罗之所以写就名著 《论义务》 而不是 《论权利》 的基本历史原
因。 即使如此， 我们也要看到， 在没有权利的时代， 或者说在义务观念普遍存在的时代， 一切都已
经准备好了， 只等权利观念的适时而生。 奥克利对此有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 “在十八世纪法理学
的主流中， 事实的确是， 自然权利被看作是源于自然法和自然义务。 所以， 对大多数自然法学者来
说， 道德主体在于对自然法的服从以及履行这种法所施加的义务， 而权利是衍生性的， 仅仅是实现
这些义务的手段。”輧輮訛 笔者认为， 没有比奥克利的看法更加公道的了。 正是义务观念的普遍化， 特别
是国家义务对人们行为的要求不断增多， 而自然义务却因为其在实施过程当中难以约束国家义务的
不断增多， 从而使得后世的法学家们不得不从义务的反面来思考可供革命的伟大理论命题。 哪怕是
到了罗马法时代， 这种理论在罗马法学研究中依然占据主流位置。 正如维利所说， “罗马法学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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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像某些现代法学家那样在本质上将法律秩序视为一种个体权利结构。”輧輯訛

五、 余论： 通过 “义务” 的权利实现

毫无疑问， “权利” 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主要的高频词汇之一。 特别是那些准备发展法治的国
家， 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将权利当做法治建设成功的唯一标识。 当然， 保护公民权利是法治的核心
要素。 甚至可以说， 法治之存在， 更多就要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然而， 如果
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此的话， 只能说尚未认识到法治的精髓。 2000 多年前自然法学家们的
义务观念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的重视自然秩序的国家， 不是说要在多大层面说给予了人们多少权
利， 也不是要在多大层面上维护或者保障了多少权利 （这些当然是应当如此行为的）， 而是国家赋
予给人们的义务当中， 有多少是符合自然义务的。 安提戈涅的选择也好， 西塞罗也罢， 都告诉我们
一种潜在的德性义务论是必不可少的。 或者说， 如果国家要将义务赋予人们， 先应当将拟赋予给人
们的法律义务置入自然义务的视角之下进行考察和衡量。 当然， 我们不仅不要制造一个权利很多但
是秩序更少的社会， 也不要制造一个只有义务履行却难以形成权利保障的社会。 因此， 我们需要一
种新的法治理论， 那就是， 从义务到权利， 再从权利保障到规范义务履行， 这正是法治社会运行的
规律性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远古时期思想家们对德性义务论的构建， 以及义务先定的阐述， 与我们今天
所面临的某些情形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20 年开初， 全世界面临着新冠肺炎的挑战。 为了遏制疫
情， 各个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却迥然相异。 正是各个国家迥然相异的防疫措施， 引起了人们
从法理上的讨论和关注。 譬如我国采取的全民防疫态势， 以及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取得防疫的胜
利， 既让一些国际友好国家效仿， 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批评。 批评的主要理由是， 我国采取的
防疫措施从根本上看是以限制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代价。 这种以个人 “权利” 为幌子的批评忽视了人
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事实， 进而把某些限制视为 “粗暴的侵犯人权”， 无限上纲上线。 然而，
如果我们从古希腊时期的德性义务论来看待我国的防疫措施， 与其精髓基本一致。 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并非个人之事， 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应当思考的问题。 在面对可能对人类带来重大灾害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之时， 人类有义务保护自身的延续。 此时， 对个人某些自由的限制却是人类自然先定的
义务。 特别是在面对传染力极强新冠肺炎之时， 如果不从根本上对人的过度交往加以限制， 那么就
有可能给整个国家造成极大的伤害， 甚至是灭顶之灾。 一个国家要发展， 无论如何都承受不起这种
大规模的伤害。 而大规模的伤害， 从法理上说就是众人权利的根本损伤。 以整个国家的人们权利损
伤为基础的自由权利， 违背了 “权利” 或者 “自由” 的核心要义。 所以， 我们应当秉持 “义务” 先
定法理念， 将 “权利” 或者 “自由” 的真正精华通过 “义务” 来阐释。

当然，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探讨的德性义务论与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所强
调的权利本位论并非矛盾。 在完整的法学体系中， 权利义务作为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影响制度的
建构。 但是， 权利义务之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 此之权利或者彼之义务， 彼之义务或者此
之权利， 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通用关系。 我们通过对古代自然法学德性义务论的研究， 并非否定
权利的时代价值， 相反， 我们正好可以为彰显权利的时代价值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论基础。 因为没有
权利的义务并非不重视或者强调义务， 而是在没有创造出 “权利” 概念时， 将义务视为维护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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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的替代品， 从精神实质上看， 它与权利的理念是一致的。 而且， 权利本位论并非否定义务的
重要性， 而是提倡从正向度重视对人自身的保护， 从而为法治理念的证成和出场提供更为夯实的理
论根基。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obligation�theory�of�natural� law�is� the� important�foundation�for�constructing�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However,�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 once� spread� 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in�the�form�of�utilitarian�obligation,�and�constructed�the�basic�principles�of�utilitarian�
obligation�and�the�way�of�performing�obligations.�The�thinkers�of�natural�law�school,�represented�
by�Cicero,�put�forward�the� theory�of�moral�obligation�on� the�basis�of�criticizing� the�concept�of�
utilitarian�obligation�by�understanding�and�explaining�the�command�of�nature�to�human�beings.�
In� the� era� of� no� concept� of� rights,�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virtue� and�
obligation�is�the�ideological�basis�of�orderly�construction�of�social�order,�and�also�an�important�
source� of� the� birth�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The� theory� of� virtue� and� obligation� without� the�
concept� of� rights� has� left� a�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ruled�by�law�and�especially�provided�a�jurisprudential�basis�for�the�formulation�of�some�epidemic�
prevention�measures�in�China�today.

Key Words: Natural�Law； Obligation； Cicero； Utilitarian�Obligation�Theory； Virtue�Oblig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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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竹露， 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
譹訛 例如， 烟草巨头 Philippe Morris因东道国要求烟草包装进行强制性的健康警告而对乌拉圭和澳大利亚提起仲裁； 在日本海啸

引发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 德国对本国境内的核电站采取关停措施， 其中包括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 Vattenfall， 该公司因而
提起 ICSID仲裁， 要求德国赔偿。

譺訛 Krysztof J. Pelc, What Explains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2017, pp.559-
583.

譻訛 Inside Philip Morris’Campaign to Subvert the Global Anti-Smoking Treaty,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pmi-
who-fctc/, 15 Sep. 2019.

刘 瑛 朱竹露 *

ISDS 变革之常设上诉机制： 困境、 价值与路径
选择

内容提要：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目前正遭受合法性危机， 建立常设上诉机制是
ISDS 机制改革的重要对策。 上诉机制的常设性、 独立性和纠偏性有助于解决 ISDS 机制下
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 仲裁裁决不一致、 缺乏控制机制的问题， 还有利于促进裁决
一致性和准确性的统一。 ISDS 机制诸多问题均归因于投资仲裁的专案性特征， 在常设上
诉机制的改革方向下应坚持多边框架， 既可以选择独立上诉机构作为现有仲裁制度的补
充， 也可以选择内设二级上诉机构的多边投资法院， 而后者是更为系统和彻底的改革方
案。 无论选择何种路径， 其作用的发挥仍将依赖于改革框架内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这
将是进一步深化 ISDS 改革的关键所在。 时值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关键冲刺期， 我国应
坚持多边常设上诉机制的改革方向， 可以选择加入欧盟主导的多边投资法院路径作为突破
口， 积极探寻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最佳程式。
关键词：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常设上诉机制 多边投资法院 多边上诉机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3

一、 现实观照： ISDS机制亟需改革

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简称 ISDS） 下， 只要投资者
认为东道国政府侵犯其利益， 即可提起投资仲裁， 无论政府是否出于公共利益保护之考量。譹訛 数据显
示， 越来越多的 ISDS争端与东道国政府所出台的法律规范相关。譺訛 而 ISDS 机制存在被投资者滥用之
嫌， 如烟草巨头 Philip Morris 为阻碍禁烟法规的颁布施行而对实施烟草控制的东道国频频发起投资
仲裁， 以此保证巨额销售利润。譻訛 囿于投资仲裁的潜在冲击， 为避免触发外资流失黑域， 东道国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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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这一现象被称为 “监管寒蝉效应” （Regulatory Chill）。 东道国对投资仲裁的恐惧主要源于 ISDS 仅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单向救
济途径、 东道国很难提出反请求、 外国投资者保护范围过于宽泛、 对东道国监管权利的保护薄弱、 没有上限的赔偿额度和
ISDS机制中传统司法保障的缺失。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简
称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 纽约） 工作报告， A/CN.9/935， 第 25 段。 See
also Gus Van Harten and Dayna Nadine Scott，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Internal Vetting of Regulatory Proposals: A Case Study
From Cana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7, 2016, pp.92-116.

譽訛 Citizen Action Monitor， Nobel Laureate Economist Joseph Stiglitz Heaps Scorn on TPP and TTIP， https://citizenactionmonitor.
wordpress.com/2015/12/16/nobel-laureate-economist-joseph-stiglitz-heaps-scorn-on-tpp-and-ttip/, 5 Oct. 2019.

譾訛 UNCITRAL指出 ISDS机制改革的五条主要路径为： 1. 寻找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 2. 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通过有关条款对
国际投资仲裁体制 （ISDS） 的适用作出调整； 3. 限制投资者对 ISDS 的使用； 4. 引入上诉机制； 5. 建立常设国际投资法院。
See UNCTAD IIA Issues Not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n Search of a Roadmap （UNCTAD Roadmap）, https：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ebdiaepcb2013d4_en.pdf, 23 Sep. 2019.

譿訛 1998年 2月， 一个代表团在经合组织 （OECD） 主导的关于制定多边投资协定 （MAI） 的政府间会议上提出有关在投资者—
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建立上诉机制的可能性。 See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http：//dx.doi.org/10.1787/631230863687, 22 Feb. 2019.

讀訛 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 para. 3802 (b) (iv)， ([...] providing for an appellate body or similar mechanism to provide
cohere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

讁訛 UNCITRAL：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可能的改革》， https：//uncitral.un.org /sites / uncitral.un.org / files / wp117c. pdf， 18 Jul.
2019.

削减监管空间， 放弃出台环境保护、 资源管理、 健康保护、 人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譼訛 致使国家
主权遭受严重威胁。 正如经济学家 Joseph Eugene Stiglitz 所言， “投资仲裁在外国公司控制东道国经
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譽訛 但不应彻底放弃或退出 ISDS 机制这一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
重要途径， 否则当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受到东道国侵犯时， 就缺少了一条有效的维权途径。

因此， 国际社会对推进 ISDS机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譾訛 其中建立上诉机制的方案在国内外备受
关注。 目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简称
UNCITRAL） 将上诉机制纳入了正在审议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重要议题。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90
年代初， 学者及政府层面已展开是否设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讨论。譿訛 美国曾积极推动上诉机制的建
立， 《2002年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明确了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建立上诉机制的谈判目标，讀訛 这些规定此
后在与智利、 新加坡和摩洛哥的自由贸易谈判及 2004 年 8 月签署的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CAFTA)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2004 年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简称 ICSID） 秘书处所发布有关
ICSID 仲裁制度改革的讨论文件包括在 ICSID 设立上诉机制的设想和具体实施建议。 然而考虑到政
治因素和实施难度， 以上改革提案均因时机不成熟而被搁置。 自 2015 年以来， 欧盟致力于更加彻
底的改革模式即构建附带上诉程序的常设双边投资法院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简称 ICS）， 其与
加拿大、 新加坡、 越南和墨西哥所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中均包括这种新的投资法院制
度， 并试图将该制度推广至更多与其谈判的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中， 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欧
双边投资协定 （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 BIT） 谈判 。 2019 年 7 月 18 日 ， 我国向
UNCITRAL第三工作组提交的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可能的改革》 意见书， 正式表明了对
于 ISDS 机制的改革立场， 我国对完善 ISDS 机制的可能方案持开放态度， 支持对常设上诉机制方案
开展研究， 并且在近期签署的投资协定中开始尝试对上诉机制作出规定。讁訛

虽然完善的司法体系往往都附带上诉程序， 但在当前的 BIT 体系下， 上诉机制即使可行也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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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刘瑛：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海外研究综述》， 载 《国外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6 期。 See also Barry Appleton, The
Song Is Over： Why It Is Time to Stop Talking about 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ppellate Body,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2013, pp.23-26.

輥輯訛 张庆麟： 《欧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践评析》， 载 《法商研究》 2016年第 3期。
輥輰訛 “独立性” 和 “公正性” 虽然具有相关性， 但属于不同的概念： 公正性涉及是否对一方当事人存在偏见或倾向性； 而独立性

指向外界的控制。 独立性和公正性都要求仲裁员对待双方当事人及处理争端时免受除案件本身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See
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a Republic,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to Disqualify a Majority of the Tribunal, ICSID Case No ARB/
07/5, 4 Feb. 2014, para. 75.

輥輱訛 Philippe Sands, Conflict of Interests for Arbitrator and/ or Counsel, in: M Kinnear et al （ed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First 50 Years of ICSID,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Legal, 2016, p.655.

輥輲訛 Azurix、 Siemens 和 Duke Energy 公司对阿根廷分别提起的三起投资仲裁是该问题的典型反映。 在前两起案件中 Sureda 担任
首席仲裁员， Tawil 担任原告的代理律师； 同时， Tawil 在 Duke Energy 案中担任仲裁员， Sureda 所在律所则担任原告代理。
阿根廷在前两起仲裁案中均提起对仲裁员 Sureda 的回避申请。 在回避申请程序中 Sureda 辞去了其在律师事务所的职位， 最
终阿根廷的回避申请在这两起案件中均被驳回， 且驳回裁定没有公开。

輥輳訛 Langford， Malcolm， Daniel Behn， and Runar Hilleren Lie, The Revolving Doo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2017, pp.301-332.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刘瑛文。

困难重重。輥輮訛 本文拟从投资仲裁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出发， 探讨上诉机制能否化解 ISDS机制难题， 进一
步比较构建上诉机制的主要路径， 最后探讨我国应对投资仲裁制度改革的应有取向和具体对策， 以
期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欧 BIT谈判乃至我国未来的缔约选择有所裨益。

二、 困境纾解： 常设上诉机制引入的正当性证成

ISDS机制主要采用的是以商事仲裁为蓝本的投资条约仲裁， 以避免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化。 然
而争端方临时选任的仲裁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审查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行为， 缺乏相应公法权
力和程序的保障， 与其裁决对东道国所造成的影响不相匹配。輥輯訛 因此， ISDS机制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
机。 下文将从目前投资仲裁存在的主要症结出发， 逐一突破， 审思常设上诉机制能否及如何化解
ISDS机制的合法性危机。

（一） 有助于破解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缺失的难题

投资仲裁的存在价值基于其可为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提供中立的解决空间。 鉴于仲裁员的
裁决者身份， 争端方对 ISDS 机制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輥輰訛 然而， 仲
裁员可能并非公正的 “守护者”： 首先， 仲裁员存在 “旋转门” 或 “双帽” 困境，輥輱訛 其在不同仲裁中可
能承担仲裁员、 律师和专家等不同角色， 因而容易导致利益冲突。輥輲訛 奥斯陆大学三名学者首次对组成
投资仲裁群体的个人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 选取了截至 2017 年的 1039 个投资仲裁案件数据库， 研
究组成该仲裁群体的 3910 个自然人之间的关系链， 发现影响力较大的仲裁员 “双帽” 指数通常持
续偏高。輥輳訛 即使仲裁员能避免 “双帽” 潜在倾向的影响， 也难以消弭理性第三人对仲裁员公正性和
ISDS 机制合法性的质疑。 其次， 仲裁裁决结果与仲裁员的个人主观思想， 尤其是政治偏好密切相
关， 无论是投资者抑或东道国， 在指定仲裁员时往往基于对其政治偏好的事前了解， 首席仲裁员也
极可能会支持与其政治偏好相似的争端方。輥輴訛 再次， 不同于法官， 仲裁员没有固定工资或收入报酬的
上限， 而投资仲裁均由投资者发起， 只有当投资者认为在 ISDS 机制下胜诉几率很大， 进而对东道
国提起仲裁时， 他们才有工作机会及收入来源。 试想， 若医生的工资主要源于制药公司， 患者自然
会怀疑其开具的处方是否有利于健康； 同样， 若仲裁员群体的收入和职业机会取决于投资者单方提

25·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5期

輥輵訛 Freya Baetens， Judici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ory Decisions: A Cross-Regime Comparison of Annulment and Appellate
Mechanis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8， 2016， p.449.

輥輶訛 但区别在于， 欧盟方案主张无论一审二审都取消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 而中国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的方案中
主张仅在二审环节取消当事人任命机制而保留一审环节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

輥輷訛 See supra note 輥輵訛， p.449.
輦輮訛 Joseph Mamounas， Does “Male， Pale， and Stale” Threate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erhaps， but There’s No

Clear Path to Change，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4/04/10/icca-2014-does-male-pale-and-stale-threaten-the-
legitimacy-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perhaps-but-theres-no-clear-path-to-change/， 22 Oct. 2019.

輦輯訛 根据 ICSID 的官方数据统计， 自 1966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 ICSID 仲裁的所有案件中， 68%的仲裁员来自西欧和北美国家；
89%的仲裁员是男性， 仅 11%的仲裁员是女性， 且在被任命的女性仲裁员中， 对 Kaufmann-Kohler和 Stern的任命占据 57%，
See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19-2，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ICSID_Web_Stats_2019-2_（English）.
pdf， 1 Nov. 2019.

輦輰訛 对投资仲裁群体性别、 年龄、 法学教育、 母语、 国籍的实证调查分析， See Susan D. Franck， James Freda， Kellen Lavin，
Tobias Lehmann， and Anne Van Aaken， The Diversity Challenge: Exploring the Invisibl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53， 2014， p.429.

輦輱訛 Catarina R. Fernandes， and Jeffrey T. Polzer， Diversity in groups， in Robert A. Scott， Robert H. Scott， Stephen Michael Kosslyn，
and Marlis C. Buchman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able， and Linkable
Resource，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15， pp.1-14.

輦輲訛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3， 2004， pp.1545-1546.

起仲裁， 其裁决的公正性同样难免遭受质疑。 最后， 在投资仲裁中不存在自主预算、 内部运转组
织、 透明选聘程序、 客观案件分配、 固定任期等机构性独立保障。 因此， 争端当事方任命与仲裁员
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輥輵訛

无论欧盟方案抑或中国改革建议， 均高度关注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问题， 强调上诉机构的
常设性， 从而约束裁判人员的行为，輥輶訛 同时禁止仲裁员在其他 （待决或新的） 国际投资争论中担任律
师、 专家或证人，輥輷訛 可有效避免 “双帽” 现象， 降低利益冲突风险。 此外， 由于当前 ISDS机制下被任
命的仲裁员仅限于少数专家， 数量有限且不够多样化， 也被总结为 “白的， 男的和保守的”輦輮訛———投
资仲裁员大多是男性， 年纪较大且相对保守； 大多都来自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 即便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仲裁员也多在西方国家接受过教育。輦輯訛 虽然投资仲裁涉及国际争端解决， 但实证调查的数据表明
投资仲裁群体是一个多样化较低的同质化群体。輦輰訛 仅有上述小圈子精英可担任投资仲裁员， 其他人事
实上被排除在外。 这就如同让非洲国家或南美洲国家将其国家公共事项交由价值观不同的群体来决
定， 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南美洲国家如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 阿根廷纷纷选择退出
ICSID。 另外， 从群体思维的角度看来， 多样化构成的异质群体相比同质群体能够更好地思考，輦輱訛 更可
能产生高质量的结果。 群体思维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 它主张同质群体容易丧失思维的质
量。 如果仲裁者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投资仲裁的裁决质量可想而知。

设立常设上诉机制， 取消当事人任命机制， 由具有高道德标准和专业地位的仲裁员组成常设仲
裁庭， 严格限制仲裁员的其他专业活动以避免 “双帽” 现象， 同时改善仲裁群体范围狭小， 在选任
上使其具备多元性、 包容性和代表性。 增加仲裁群体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 ISDS 机制的合法性、 公
众信任和程序正义， 但是鉴于常设机构人员有限， 因此实现此目标可能并不容易， 需要确保常设机
构中仲裁员在性别、 国籍、 经历、 种族、 教育背景、 意识形态等各国所考虑因素的多元化。

（二） 有助于避免仲裁裁决的不一致

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也是使 ISDS 机制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重要因素。 这种不一致又可以细
分为三种情况：輦輲訛 第一， 不同仲裁庭对于同一条约的同一标准的解释可能产生分歧， 如依据北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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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Christian J. Tams， An Appealing Option The Debate About an ICSID Appellate Structure, Transnational Economic Law Working
Paper, Vol. 57, 2006， p.52.

輦輴訛 Cosette D. Creamer， From the WTO’s Crown Jewel to its Crown of Thor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3, 2019,
pp.51-55.

輦輵訛 David A. Gantz， An Appellate Mechanism for Review of Abitral Decision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9, 2006, pp.39-76.

輦輶訛 Gabriel Bottini， Reform of the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Regime： the Appeal Proposal,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TDM），
Vol. 11, 2014, p.468.

輦輷訛 Anna Joubin-Bret, The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consistency in the IIA System in Karl P. Sauvant and Michael Chiswick-Patterson
（eds.）, Appeals Mechanism in Investment Dispu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37-138.

輧輮訛 肖军： 《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从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说起》， 载 《法商研究》 2015年第 2期。

贸易协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NAFTA） 组建的不同仲裁庭可能对某一
NAFTA 条款的解释产生分歧。 第二， 依据不同条约建立的不同仲裁庭对包含相同事实、 相关当事
方和相似投资权利的争端可能作出不同的裁决结果。 第三， 不同投资条约下的不同仲裁庭对于包含
类似情况和相似投资权利的争端可能得出相反的裁决结果。 问题不仅在于目前已存在太多不一致，
而且由于缺乏控制机制， 不一致出现之后仲裁庭仍持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产生分歧， 甚至同一个仲
裁员在不同案件中对相同或类似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结果也可能不一致。 仲裁庭没有遵循先例之义
务， 若无适当的控制机制， 则无从优先确定权威解决方案， 因此， 随着国际投资协议下仲裁数量的
不断增加， 这种不一致的状态将会继续恶化。

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经验均表明， 争议或争端解决的多层级系统有助于产生一致的裁决， 从而减
少不确定性。輦輳訛 即便国际层面不存在国内法中的遵从先例原则 （stare decisis） 等类似规定， 但国际经
验表明， 即使先前裁决在法律上不具备严格约束力， 上级机构所作裁决仍可发挥较大的影响力。 例
如，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 的上诉机构虽然目前停摆， 但不可否认
其对增加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巨大贡献， 其也因此被誉为 “WTO 皇冠上最耀
眼的明珠”。輦輴訛 上诉机制的反对者往往主张， 实现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目标会囿于不同国际投资协定
条款之间差异的限制。 国际投资法法律渊源的碎片化特征， 从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投资仲裁可从
WTO 上诉机构成功经验中汲取经验。 WTO 上诉机构可实现一致性的目标和统一、 和谐的条款解释，
得益于多次解释 WTO 协定中相同或相关的条款；輦輵訛 而投资仲裁上诉机制在缺乏多边投资制度的情况
下， 仍需在具体案件中解释某一特定的双边或区域条约。 统一国际投资保护条约以结束投资法的碎
片化固然理想， 但却难以实现。 但即便如此， 上诉机制仍然能在促进统一解释上有所作为。 实际
上， 国际投资条约之间并非互相孤立的合同安排， 其中大多数都包含类似的义务， 如最惠国原则、
国民待遇和最低待遇标准、 公平公正待遇和全面保护与安全待遇、 征收征用的规则等， 虽然仲裁通
常涉及许多不同条约的适用， 但当事人援引的权利义务条款却相对集中，輦輶訛 尽管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
资保护条款存在不同表述， 往往也只存在有限的可能解释。輦輷訛 虽然国际投资法的碎片化可能影响常设
上诉机制作用的发挥， 但与其等待统一投资保护条约出现， 还不如建立常设上诉机制， 在达成裁决
一致和实现裁决准确性之间寻求妥协与平衡。輧輮訛 因此， 即便目前存在三千余双边投资条约， 常设上诉
机制仍可为投资仲裁的一致性作出重要贡献。

（三） 有助于为投资仲裁提供适当的控制机制

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 裁决结果的不一致令人更加担忧， 因为 ISDS 机制中纠正错
误的方法非常有限， 主要包括 ICSID 撤销程序和适用于非 ICSID 投资仲裁的 《纽约公约》 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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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Irene M. Ten Cat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Ends of Appellate Review,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44， 2011， p.1147.

輧輰訛 法律现实主义是相对法律形式主义而言的， 后者主张将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即可得到正确结论， 而前者主张除此之外还有
人性这一重要因素会影响决策的作出， 每个人都倾向追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 See Thomas Schultz, Decision-Making： Legal
Realism and Law &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6, 2015, pp.231-251.

輧輱訛 Federico Ortino， Legal Reasoning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ibunals： A Typology of Egregious Fail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31, 2012, pp.31-52.

輧輲訛 Lon Luvois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3-41.
輧輳訛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rbitral Precedent: Dream， Necessity or Excuse： The 2006 Freshfields Lecture,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 23, 2007, p.374.

审查机制。 投资仲裁总体上承继国际商事仲裁， 只允许对于仲裁的程序问题进行审查， 而不允许实
质性控制或纠正法律适用错误。 上诉程序在商事仲裁中的缺席作为优先保证商事仲裁裁决结果终局
性的妥协结果看似合理， 在国际投资仲裁层面则难以解释。 因为投资仲裁相对商事仲裁而言具有特
殊性， 前者包含公法属性， 需要对政府行为所考虑的公共利益进行评估。 因此， 为减少错误裁决对
公共利益的潜在损失， 建立适当的控制机制是必要的。 即使上诉机制提供的二次裁决也不能确保裁
决结果的正确性， 但毋庸置疑， 这种机制通常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 这一点甚至反对在投资仲裁
中设立上诉机制的学者也表示赞同。輧輯訛

上诉程序与撤销程序不同， 前者可审查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 具有明显优势。 首先， 上诉机制
本身的存在会对仲裁员的决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促使仲裁庭正确适用解释方法。 从法律现实主义
和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輧輰訛 目前对仲裁员而言， 保证裁决实体上正确的市场价值远低于保证裁决
程序上正确的价值， 因此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下， 仲裁员只需保证仲裁过程和结果在程序上的正
确， 而不在乎裁决的实质问题， 因为这与其个人利益无关。 即便仲裁员作出实质上糟糕的裁决， 也
几乎不会受到制裁或惩罚， 甚至其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 有学者分析指出， 投资仲裁中存在一些通
过 “明显矛盾、 不一致或实际上不存在的” 法律推理得出的极其糟糕的裁决结果，輧輱訛 然而这对作出这
些裁决的仲裁员此后的任命似乎不会产生影响。 如果 ISDS 机制增设上诉机构， 仲裁员将意识到其
裁决可能面临被审查、 被纠正甚至被撤销的风险， 就可以激励其尽可能优化裁决质量。 正如司法体
系中法官不希望其决定被高等法院推翻， 仲裁员也将产生同样的担忧， 因而其在未来的裁判中可能
更多地考虑东道国公共秩序， 正确适用法律， 追求裁决实体上的正确性。 其次， 上诉机制可以在作
出最终裁决并产生约束性之前纠正错误。 当前专案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员的资质以及是否作出撤销
裁决等会随着案件不同而变化。 而在常设上诉机制下， 上诉案件的仲裁员将在具备能力和资质的候
选人中选出。 上诉机构有权重新全面审查案件， 包括其事实基础， 可以直接修改适用法律或事实严
重错误的裁决， 且其裁决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 因此， 理论上存在上诉机制能提高裁决的质量， 更
有可能获得在程序上和实体上正确的结果。 鉴于国际投资仲裁对公法的影响， 这种强化纠正具有重
要价值， 它可以加强 ISDS 机制的合法性， 使其参与者受益。

（四） 有助于达成裁决准确性与一致性之间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 一致的裁决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裁决， 二者甚至可能存在冲突。 与一致性密切相
关的一个概念是先例， 虽然仲裁庭有遵循先例以塑造可预测规范环境的道德义务，輧輲訛 但其是否具有遵
循先例的法律义务是有争议的。 先例的作用主要受到其所在领域的法治水平以及对法律的确定性和
可预测性需求的影响。輧輳訛 在尚不完善的投资仲裁中， 可预测性于东道国而言尤其重要， 因其面临向投
资者支付巨额赔偿的潜在风险。 若 ISDS 机制没有一致性， 无法依赖先例作出合理预期， 将导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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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See Gus Van Harten and Dayna Nadine Scott，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Internal Vetting of Regulatory Proposals： A Case Study
From Cana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7, 2016， pp.92-116. See also: Cédric Dupont and Thomas Schultz,
Towards a New Heuristic Mode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s a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7,
2016, pp.17-18.

輧輵訛 Thomas Schultz, Against Consistency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Z. Douglas, J. Pauwelyn, and JE Vi uales （eds.）,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ring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77.

輧輶訛 本文不认为投资仲裁机制弊大于利， 此类观点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立场。
輧輷訛 参见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8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 纽约） 工作报告， A/CN.9/935， 第 26 段；

UNCITRAL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8年 10月 29日至 11 月 2 日， 维也纳） 工作报告， 第 25-63 段； UNCITRAL 第
三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 （2020年 1月 20日至 1月 24日， 维也纳） 工作报告总结， 第 19段。

輨輮訛 E.g. 2004 United State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 28 (10) and Annex D.

道国产生更严重的 “监管寒蝉效应”，輧輴訛 担心被提起投资仲裁而不敢对国内公共事项进行管制。 然而，
迷信先例和拒绝先例同样危险。 一味地遵循先例在每个法域都会产生冻结法律的危险， 使法律难以
顺应社会的新要求而发展。 无论是法院还是仲裁庭， 都必须在一定程度的可确定性和法律发展的必
要性之间寻得平衡。 此外， 先例也有优劣之分。 一个僵化、 一致、 可预测的机制甚至可能比一个松
散、 不一致、 不可预期的机制更为糟糕，輧輵訛 虽然前者在形式上更接近法治理想， 但其实际上在个案中
给决策者造成了更多的束缚和限制。 仲裁员必须在个案依据具体情况、 条约规则， 考虑到国家的具
体实践且不能忽略签署投资条约时主权国家的意愿作出裁决， 从而实现裁决的准确性。

随着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增加， 仲裁庭依据相关投资协定妥善解决争端的义务和保证法律解释
一致性的愿望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剧增。 多数情况下， 仲裁裁决是在一致性和准确性中择一选择的
结果， 仲裁庭不应为了追求一致性而盲目遵循先例。 如果某一既决裁决本身没有适当考虑公共利益
或存在法律解释问题， 后续仲裁庭就不应该与之保持一致，輧輶訛 强调一致性或可预测性并不能改善此
ISDS机制， 一味遵循先例， 追求一致性可能会加剧问题机制的合法性危机。 当前一些非洲、 拉丁美
洲国家在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中已经不再纳入投资仲裁。 因此， 仲裁员应更多地关注在具体案
件中作出合法、 合理的裁决， 而非将一致性的追求置于首位。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会议也多次重
申追求一致性不应损害到裁决的准确性， 仲裁的目标应当是可预测性和准确性， 而非统一性。輧輷訛 常设
上诉机制在实现裁决一致性与准确性的平衡这一目标上将发挥重要作用， 上诉机构通过审查和纠正
被上诉裁决， 对其中的不良裁决予以修改或撤销， 继承和延续恰当合理的法律解释与推理， 这有利
于保障裁决的准确性， 为投资仲裁可持续性和普遍权威性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 路径选择： 上诉机制构建的模式因应

如前所述， 目前 ISDS 机制中许多问题实际都可归因于投资仲裁的专案性特征， 因此建立上诉
机制的目的只能通过建立系统化和统一的常设机构来实现。 中国向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提交的改
革方案中提出了建立常设上诉机制的初步构想， 但尚未规定具体路径和方案， 且对完善 ISDS 机制
的可能方案持开放态度， 而对上诉机制的具体设计和路径选择会造成 ISDS 机制运行状态和方向的
差异。

（一） 双边或多边上诉机制的选择

关于上诉机制的建议目前在投资条约中多体现为程式化措辞， 一些投资条约规定了未来在多边
或双边基础上建立上诉机制的可能性。輨輮訛 某些条约既提到未来建立上诉机制的多边协议， 也提到就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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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E.g. Australia-Republic of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12 Dec. 2014）, Art. 11.20 （13）, Annex 11-E.
輨輰訛 E.g. Dutch 2018 Model Investment Agreement, Art. 15.
輨輱訛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20 Dec. 2015）, Art. 9.23.
輨輲訛 See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21 Sep. 2017）, Chapter 8, Section F；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EUVFTA） （signed on 30 June 2019）, Chapter 3, Section B； EU-Singapore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21 Nov. 2019）.

輨輳訛 Irene M. Ten Cat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Ends of Appellate Review,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44， 2011，pp.1110-1190; Donald McRae， The WTO Appellate Body： A Model for an ICSID Appeals Fac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1, 2010， pp.371-387; Christian J. Tams， An Appealing Option? The Debate About
an ICSID Appellate Structure, Transnational Economic Law Working Paper, Vol. 57, 2006, pp.2-57.

輨輴訛 刘瑛： 《论中国稀土案中一般例外对出口税承诺的适用》， 载 《东方法学》 2015年第 2期。
輨輵訛 贾兵兵： 《第 281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的 “超级” 条款？》， 载 《当代法学》 2015年第 5期。
輨輶訛 Gilbert Guillaume, The Use of Precedent by 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Arbitra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2,

2011, pp.5-23.
輨輷訛 Stephan W.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63.

边上诉制度进行谈判。輨輯訛 一些条约提到未来建立上诉机制的多边协议，輨輰訛 另一些提到就双边上诉制度
进行谈判。輨輱訛 最近的条约包括针对法庭所作裁定的双边上诉机制， 以此作为常设机制的一部分。輨輲訛 因
此， 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应当构建什么样的上诉机制———双边抑或多边？ 有学者主张目
前碎片化的规范环境对多边上诉机制实现一致性的目标似乎不太理想。輨輳訛 只要国际投资法仍主要由双
边关系组成， 就必须尊重每一个具体投资条约在公共利益和私主体利益之间所建立的平衡。 能否交
叉引用上诉机构在不同案件中对类似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是必然面临的问题， 裁决机构选择何种条约
解释技术对解释条约， 对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上的权利分配均将产生重大影响。輨輴訛 参考国际海洋法实
践， 从条约法的角度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81 条 “相关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 中 “其
他任何程序” 限制在公约第十五部分， 认为解释和适用存在争端的条约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条约中的
解决程序。輨輵訛 若上诉机构简单交叉引用不同条约中类似条款的解释， 将此作为主要裁决理由， 擅自将
一个投资协定的规定适用于另一投资协定， 上诉机构就将成为一个强大而无约束的规则制定者。 仲
裁员不应自诩为立法者， 采取遵循先例的形式以巩固其创设的规则。輨輶訛 因此， 建立双边上诉机制， 将
上诉机制的权限限于单个投资条约， 从政治和法律角度出发似乎更可行。 现行制度中 《欧加全面经
济贸易协定》 （Canada-EU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欧盟—越南自由
贸易协定》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 所规定的双边投资法庭均在上诉机制的构
建上提供了较好的示范。

然而， 通过多边条约建立多边上诉机制更利于常设机制功能的实现， 双边上诉机制将使增加投
资仲裁裁决一致性的初衷难以实现。 虽然目前 BIT 已建立上诉机制， 但其仅限于解决双边投资争
端， 适用范围较窄。 诸多双边常设上诉仲裁庭， 在不同程序中对同一情况的处理可能会产生相互矛
盾的决定， 并且可能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中产生更多的不一致， 进一步加剧国际投资法的
碎片化。 相反， 多边上诉机制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对所处理的相同或类似案
件进行程序上的合并， 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和费用成本， 还有助于避免不同、 甚至相互矛盾的仲裁裁
决， 并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判例， 从而为 ISDS 机制增加可预测性。

诚然， 常设多边上诉机制审裁员难以充分考虑各双边协定下东道国的诉求， 对此应做平衡性安
排， 多边上诉机制审裁员适用各种双边和区域协定的规定时应尽可能考虑到国家具体实践和缔约意
图。 进而， 虽然在不同的投资协定中存在着不同的规范和限定要求， 但相关规则往往通过涉及习惯
国际法或参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来制定的。輨輷訛 多边上诉机制通过处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 大规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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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輮訛 参见 UNCITRAL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 （2020年 1月 20日至 1月 24日， 维也纳） 工作报告总结， 第 45段。
輩輯訛 UNCITRAL第三工作组对投资条约进行的广泛调查表明， 投资争端法庭可能对以下争端拥有管辖权： （一） 对与投资有关的

“任何” 或所有 “争端”； （二） 仅对据称违反条约本身的实质性条款的情形； （三） 对多种来源的争端， 如投资授权、 投资协
定或据称违反条约的情形； 或 （四） 对与征收数额有关的争端。 参见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1 月
20日至 1月 24日， 维也纳） 工作报告总结， 第 68段。

輩輰訛 ICSID公约第 25条。
輩輱訛 《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 第 2条第 2款规定： 如果非缔约国投资者同意公约管辖， 则公约可以适用于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投资

者之间产生的争端。
輩輲訛 E.g. Germany Model BIT （2009）, Art. 10 （2） （5）.
輩輳訛 E.g. France Model BIT （2006）, Art. 8； Italy Model BIT （2003）, Art. X； Russia Model BIT （2002）, Art. 8 （2）.
輩輴訛 参见 《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 第 3条第 1段 （c）。

的投资争端， 将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法律原则的演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际投资仲裁判例的不
断产生、 国家实践和条约制定的进步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上诉机构可以更好地理解投资保护条约的
基本规则和原则。 此外， 拥有一个能够充分了解政治背景和这些主张所涉及的国家监管事实的仲裁
员， 无疑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如此一来， 上诉机构可以在短时间内决定更多的案件， 从而建
立一致的判例规则。 因此， 即使基于不同双边投资条约解决投资争端， 也可期待常设多边上诉机制
产生较大的协调和去碎片化作用， 增强投资仲裁的可预测性、 法律稳定性， 进而提高裁决的可接受
性， 并且从长期来看， 将明显缩短仲裁周期、 减少仲裁成本。 欧盟最初试图在双边层面上设立一个
常设机构实现对 ISDS 机制的系统改革目标， 因此先后在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以及与加拿大、 新加坡、 越南、 墨西哥的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 ICS 机制。 但欧盟随即意识到囿于双边机制之掣肘， 投资仲裁的症结仍难以
有效消弭。 因此自 2017 年 7 月， 欧盟在 UNCITRAL倡导将 ISDS机制改革纳入多边框架进行。 联合
国会员国已开始进行建立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的谈判， UNCITRAL 第三工作组也正在展开对常设多边
上诉机制结构和经费等问题的审议。輩輮訛

在确定了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的改革方向后， 需要考虑其管辖权问题。 首先是拥有审裁权限争端
的确定问题， 尤其是常设机制对特定投资条约下产生的争端的管辖权是否将由该投资条约界定， 因
为各投资条约对此问题采取各种各样的做法。輩輯訛 其次， 应考虑管辖权适用的投资争端当事方。 类似
ICSID 公约所规定 ICSID 中心的管辖安排，輩輰訛 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的管辖无疑可适用于缔约国和另一缔
约国投资者之间产生的冲突。 该机制还可参照 ICSID 《附加便利规则》 和 《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
(Mauritius Convention on Transparency) 确立其管辖权， 将管辖权扩大至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投资
者的投资争端， 但在这种情形下需要投资者明示同意管辖。輩輱訛 在现有 BIT中， 如果一个争端解决条款
规定可以由 “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其他规则” 确定争端解决方式，輩輲訛 则为常设多边上诉机制留下了适用
空间。 但许多国际投资协定明确限定仲裁规则为 ICSID 公约、 ICSID 投资便利规则或 UNCITRAL 规
则。輩輳訛 然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缔约国也可以通过加入选择性公约而利用该机制。 此外， 将多边上
诉机制的管辖权扩大至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投资者的投资争端， 仅授予非缔约国投资者以权利， 而未
增加对其母国的负担， 因此该管辖安排不会违反非缔约国不受约束原则 （pacta tertiis）。 对于非缔约
国投资者能否对缔约国提起投资仲裁， 应当允许缔约国对此作出保留或限制事项，輩輴訛 或者仅当争端发
生后， 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投资者合意将争端提交多边上诉机制时， 才可受多边上诉机制的管辖。 但
在第二种情形中， 若非缔约国投资者权利也能在多边上诉机制中得到救济， 考虑到节省经费等因
素， 国家加入该多边机制的积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 不过当非缔约国陷入当前 ISDS 机制的困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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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享受多边上诉机制所提供的程序保障， 可能的败诉困扰会让其意识到起初的错误决策。 因此，
无论是独立上诉机制还是投资法院， 其管辖权可规定为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投资者之间
直接因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的任何法律争端。 书面同意可能存在四种方式：輩輵訛

第一， 缔约国在所签署的多边条约中同时提交书面同意。 该多边条约可以规定既存国际投资协定所
产生的争端， 此后交由常设上诉机制管辖， 该多边条约可视作对现存 BIT 争端解决条款的修改；輩輶訛

该多边条约也可规定其缔约国未来所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所产生的争端自动接受此多边机构的管
辖。 第二， 接受多边常设上诉机制的管辖也可以通过新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予以明示， 在此方式下
多边机制的管辖条款还可通过排他或选择的形式， 回溯至既存的投资保护条约。 第三， 接受多边机
制的管辖可通过投资者和缔约国之间的合同予以明示， 但由于这种情形忽略了 ISDS 机制的公法属
性， 即使多边机制可以管辖也只能对双方之间的私法或合同事项予以裁决， 而不能对其中所涉及的
公法事项进行裁决。輩輷訛 第四， 东道国的国内法可能明示在某些案件中接受多边上诉机制的管辖， 但考
虑到日落条款和透明度原则， 仅仅在国内法中明示接受多边上诉机制的管辖可能会产生法律不明确
性等诸多弊端。 与此相关的， 还应考虑管辖权应当限于投资条约下的投资争端， 还是应当包括所有
形式的投资争端， 而不管案件产生的依据如何 （投资条约、 合同或其他）。

（二） 常设多边投资法院或常设多边上诉机构的选择

日内瓦国际争端解决中心 （Genev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简称 CIDS） 报告
指出， 建立多边常设上诉机制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内设上诉机构的常设多边投资法院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简称 MIC）， 解决涉及选择加入多边投资条约缔约国和投资者之间争
端； 二是独立的常设多边上诉机构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ppellate Mechanism， 简称 MIAM)， 作为
处理 BIT下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仲裁裁决的多边上诉法院。輪輮訛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 在一审程序上是否
排除争端方直接选任仲裁员的权利， 我国 2019 年 7 月向 UNCITRAL 提交的改革方案中建议MIAM
方案。

MIAM 不仅为投资仲裁提供了适当的控制机制， 而且其建立比 MIC 更容易实现。 其一， 该机制
作为对目前投资争端制度的补充， 将保留目前投资争端制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 实现平稳过渡。 其
二， 由当前的专案仲裁庭负责案件一审， 可避免出现 MIC 的一审案件积压， 解决投资争端困难的情
况。 其三， 该机制保留了一审中投资者和东道国对仲裁庭组成的自主权， 上诉机构的权威性不必来
源于两级仲裁员资质差异的僵硬规定， 因此不必苦恼一审裁决质量因人才素质原因而降低， 一审临
时仲裁庭也可由优秀仲裁员组成， 上诉机构的权威性产生于其常设性。輪輯訛 并且只要上诉机构是常设的，
便只需向为数不多的上诉法官支付聘用费或薪酬， 也不用为两级法官的薪酬比例而苦恼。 其四， 尽
管该种方案仍需解决许多技术和政治难题， 但在构建上可借鉴同为临时组成的专家组和独立上诉机

輩輵訛 See Marc Bungenberg and August Reinisch， From Bilateral Arbitral Tribunals and Investment Courts to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Springer， 2018.

輩輶訛 参见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41条。
輩輷訛 Johnson L， Volkov O, Investor -State Contracts, Host -State “ Commitments” and the Myth of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24， 2013， pp.361-415.
輪輮訛 Genev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CIDS）， Can the Mauritius Conventio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Permanent Investment Tribunal or an Appeal Mechanism， https://www.
cids.ch/images/Documents/CIDS_First_Report_ISDS_2015.pdf, 12 Nov. 2019.

輪輯訛 肖军： 《欧盟 TTIP建议中的常设投资法院制度评析》， 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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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輰訛 See Tania Voon， Consolidat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Mega-Regionals as a Pathway Towards Multilateral Rules, World
Trade Review, Vol. 17, 2018, pp.38-44.

輪輱訛 对于 “关联性” 的含义存在不同的表述。 一些条款将其定义为 “法律或事实问题相同”， 采此种表述方式的有： NAFTA Art.
1126.2； Section 24.1.a of the AIAA； Section 6B of the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HKAO）； Art. 684.12 of the Florid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FIAA）； 有的进一步要求这些相同问题要 “源于同一事件”， 如： Art. 10.25 of the CAFTA-DR；
Art. 33 of the Uruguay-US BIT； Art. 15.24 of the US-Singapore FTA. 有的条约要求如果将这些案件分别审理可能导致相互冲
突的裁决结果， 如： Section 10 of the US Uniform Arbitration Act 2001 （UAA） and Art. 28.3 of the Brussels Regulation.

輪輲訛 NAFTA Art. 1126.2； Art. 10.25.6 of the CAFTA-DR； Art. 33.6 of the US Model BIT； Art. 33.6 of the Uruguay-US BIT； Art.
15.24.6 of the Singapore-US FTA； Art. 32 of the Canada Model BIT； Art. G-27.2 of the Canada-Chile FTA； Art. 83.8 of the
Japan-Mexico FTA.

輪輳訛 Gabrielle Kaufman-Kohler， et al， Consolidation of Proceeding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How Can Multiple Proceedings Arising
From the Same or Related Situations Be Handled Efficiently： Final Report on the Geneva Colloquium Held on 22 April 2006,
ICSID Revi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2006, Vol. 21, p.86-87.

輪輴訛 NAFTA， Art. 1126 para. 3； CAFTA-DR, Art. 10.25 para. 2； US-Singapore FTA, Art. 15.24 para. 2； Uruguay-US BIT, Art. 33.3；
US-Morocco FTA， Art. 10.24 para. 2； Canada-Chile FTA， Art. G.27.3； Japan-Mexico FTA, Art. 83.2.

輪輵訛 Gabrielle Kaufmann -Kohler & Antonio Rigozzi，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Switzerland,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 Fran ois Poudret & Sébastien Besson, Comparative La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nd ed., Sweet &
Maxwell, 2007, pp.6-10.

构构成两审程序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 具体实施问题可以通过 ICSID 公约改革， 在 ICSID
机制中纳入上诉机构； 也可以通过加入 《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 另行构建多边上诉机构。

虽然MIAM更具可行性， 但不足以解决 ISDS机制的合法性危机。輪輰訛 本文认为， 从长期来看， MIC
是摆脱 ISDS困境更加根本的方案。 第一， 在法治要求和一致性的实现上， MIAM相较于两级MIC 而
言， 其劣势非常明显。 一方面， 在对案件的合并上， MIC 在一审程序中即可对具有关联性
（Connexity）輪輱訛 的案件按照 “有利于公正有效解决争端”輪輲訛 的规则进行合并审理。輪輳訛 目前许多投资保护
条约已明确了投资仲裁程序合并的可能性，輪輴訛 投资法院条约可对这些相关规则进行参考， 进一步具体
规定一审程序中的合并仲裁事项。 然而， MIAM 即使获得争端方的同意， 仍面临能否对依照不同仲
裁规则进行初裁的案件， 或按照相同仲裁规则但由不同仲裁机构初裁案件提起的上诉进行程序合并
的困境。 另一方面， MIC 在一、 二审之间无需从投资仲裁到司法程序的过渡， 即便一审也能实现一
致性和高质量的决策， 其裁决结果也因此更具道德约束力。 而 MIAM 仍保留初裁由专案仲裁庭决定
国家公权力的合法性， 且其上诉机构难以应对、 处理所有 ISDS 专案仲裁庭无序一审的上诉案件的
涌入， 不取消当事人任命机制的一审则难以解决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问题， 仅由独立上诉机构
承担使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合法性的重任是不现实的。 第二， 虽然 WTO 上诉机构的成
功可以为 ISDS 上诉机制的建立提供参考， 可借鉴其人员任免、 规模、 时限程序等， 然而， 有一大
重要因素是无法复制的———WTO 上诉机构所应对的案件来自高度完善的规则和实践， 并且 WTO 秘
书处也为一审保证裁决一致性和正确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共同的体制框架是实现争端解决机制稳定
性和一致性的保障。 第三， MIC 上诉机构可中止一审裁决的效力， 若一审裁决可以通过 《ICISD 公
约》 或 《纽约公约》 执行， 当裁决被提起上诉后， 可中止对其执行。 然而在独立上诉机制下， 由于
上诉裁决在非缔约国缺乏可执行性， 其效力可能因此受到削弱。 第四， 未来对分散于双边或区域投
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标准进行统一是有必要且具有可行性的， 形成统一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 则以
多边投资法院作为保障更为适宜， 其将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选择。 最后， MIC 方案并不必然导
致仲裁 “魅力” 的丧失。 一方面， 投资法院不包含强制性管辖， 反而在尊重争端方意思自治方面与
传统投资仲裁相似：輪輵訛 在现行 ISDS 机制下， 投资者基于国内法和双边投资条约， 可通过提起投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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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輶訛 See supra note 輪輮訛.

裁的方式表示接受东道国投资仲裁的长期 “要约”； 而在投资法院模式下， 东道国也有机会成为原
告， 而且在未获得东道国明确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其列为被告。輪輶訛 此外， 投资法院作为东道国救
济的备选方案， 投资者仍可在国内法院和国际法院中作出选择。 另一方面， 虽然投资法院不允许争
端方直接任命法官， 但是可以考虑在未来的具体制度设计中给予争端双方在事先确定的名册中选择
法官的权利， 或者允许其在法官选任过程中充分表达意见。 如此方能在 ISDS 机制中形成制度意识，
同时有助于法官认识到自身投资仲裁机制 “守护者” 的身份， 从而公平公正地作出裁决， 充分参考
MIC 上诉机构的裁决和意见并努力维护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良性可持续运转。

结语

从目前的讨论和改革实践看来，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必要性日益达成共识， 而且
只有全面改革才能解决 ISDS 机制存在的问题。 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问题只能通过常设机制来
解决， 该机制提供了平衡仲裁员意识形态、 保证仲裁员构成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更好地避免利益冲
突的可能性。 一个独立于争端各方的多边上诉机制通过引入额外程序作为控制机制来纠正错误的裁
决， 将有助于提高一致性、 法律确定性以及可预测性。

ISDS 上诉机制需要在多边的框架下进行。 独立上诉机构是建立在国际已有实践上更加折中的选
择， 更易被各国所接受； 但从长远看来， MIC 才能更为彻底地解决 ISDS 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 最
终实现 ISDS 机制可持续的良性运转。 但无论是 MIC 还是 MIAM， 都应注意其可能带来新的合法性
问题。 常设上诉机制仅提供了解决当前 ISDS 危机的重要希望， 其实际作用仍将取决于尚未确定的
具体安排， 而这实际上更加困难。 常设机构可以促进国际投资法更加一致地发展， 但不能充分考虑
各双边协定下东道国的诉求， 其裁决结果和对国际投资协定的解释可能超出缔约国的意图， 对此应
做平衡性安排。 此外， 还必须警惕 “早熟” 的一致， 不可为了实现一致性而盲目遵循先例。 最后，
必须解决高成本的潜在问题。 随着成本的增加， 上诉机制的获胜者可能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
公司， 这些公司对额外诉讼程度的成本不太敏感， 他们最终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因此， ISDS 机
制的体系化改革必须兼顾方方面面， 妥善处理好国家与国家间、 国家与投资者间的关系， 在利益平
衡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 如此才能达到尊重国家主权、 促进国际经贸发展的共同追求。

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家对完善 ISDS 机制可能的方案持开放态度， 但也有一些国家并非如此。 例
如， 目前美国不太可能接受投资法院， 欧盟和巴西等国不太可能接受目前的投资仲裁。 未来一段时
间内， 面对不同的谈判伙伴， 各国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投资仲裁模式， 国际投资仲裁持续碎片化似乎
比出现统一的争端解决模式更有可能。 无论是现有 ISDS 机制的完善还是构建全新的上诉机制， 均
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 在交织的多元机制中是否有选择余地以及如何选择是现阶段 BIT 谈判亟待解
决的问题， 我国短期内在可结合国家利益、 价值观念等因素、 平衡东道国管制权和对投资者的保
护， 寻求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灵活尝试， 积极推动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协定的升级换
代。 在双边和区域层面凝聚改革共识， 尤其中欧 BIT 谈判无疑是欧盟推进建立 MIC 的重要平台。 就
长期改革方案而言， 我国应抓住时机， 继续在 UNCITRAL 等多边场合推出中国倡议和规则设计， 坚
持常设多边上诉机构方案， 积极参与选择性适用公约的制定以协调多边成果与原有双边或区域投资
协定安排之间的关系。 由于 ISDS 机制出现的各种问题相互交织， 具有系统性， 以零敲碎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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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ISDS)�mechanism�is�currently�suffering�from�a�
crisis�of�legitimacy,�and�the�establishment�of�a�permanent�appeal�mechanism�can�be�an�important�
countermeasure� for� the� reform� of� the� ISDS� mechanism.� The� permanency,� independence� and�
correctability� of� the� appeal� mechanism� aim�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SDS�
mechanism,�which�includes� lack�of� independence�or� impartiality�of�arbitrators,� inconsistent�and�
erroneous�decisions�and� lack�of�a�control�system.�Besides,� the�appeal�mechanism�enables�us� to�
pursue�the�consistency�of�arbitrary�awards�without�sacrificing�the�accuracy.�Numerous�problems�
of�the�ISDS�mechanism�could�be�attributed�to�the�ad�hoc�nature�of�the�investment�arbitration.�The�
reform� initiative� of� the� permanent� appeal� mechanism� should� be� pursued� at�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resulting� in� the� creation� of� one� standalone� appeal� mechanism,� i.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Appellate�Mechanism�(MIAM),�or�a�two-tier�investment�court�system,�i.e.�Multilateral�
Investment�Court� (MIC),� and� the� latter� is� a� long-term�and�more� fundamental� option.�Whatever�
option�is�chosen,�its�role�depends�on�the�design�and�arrangement�of�a�specific�system�within�the�
reform� framework,�which�will� be� the� key� to� further� deepening� the� ISDS� reform.�China� should�
adhere�to�the�reform�direction�of�the�multilateral�permanent�appeal�mechanism�and�choose�to�join�
the� EU-led� initiative� of�MIC� as� a� breakthrough,� actively� exploring� the� best� path� for� the� ISDS�
reform.

Key Words: ISDS�Mechanism； Permanent�Appeal�Mechanism； MIC； MIAM�

处理具体关切事项将使一些关切事项得不到解决。 时值中欧投资协定进入关键冲刺期， 我国可以选
择加入欧盟主导的 MIC 路径作为突破口， 对 ISDS 机制进行系统的、 结构性的改革， 审慎设计， 通
过参与多边规则的制定增加国际规则治理话语权， 引领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为国际投
资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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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汪建昌： 《区域行政协议： 概念、 类型及其性质定位》， 载 《华东经济管理》 2012年第 6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6页。

刘云甫 朱最新 *

内容提要： 区域行政协议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一种常态化治理工具， 在实践中呈现出行
为、 规范、 制度三个维度。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是面向区域府际合作治理实践的理性选
择。 其中， 行为合法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本； 规范科学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要；
制度完备是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基。 不同维度、 不同面向，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所面对
的问题及其要求、 路径是不同的。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应当根据区域行政协议不同维度、
不同面向的问题所在， 有针对性精细化地将区域行政协议纳入法治轨道， 形成合力， 共同为
促进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建立健全， 促进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发展提供制度力量。
关键词： 区域行政协议 法治化 行为合法 规范科学 制度完备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4

多维视角下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深入， 区域行政协议已成为区域府际合作
治理的一种常态化治理工具。 实践中， 既有 “跨省不同行政层级政府间的区域行政协议” “跨省相
同行政层级政府间区域行政协议”， 又有 “省域内部不同行政层级政府间区域行政协议” 和 “省域
内部相同行政等级政府间行政协议”。譹訛 这些区域行政协议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积极作用。 然而， 实践中除少数地方政府规章， 如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
等对区域行政协议有所涉及外， 区域行政协议基本上游离在法治轨道之外。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将区域行政协议全过程纳入法治轨道， 是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要求， 是面向区域府际合
作治理实践的理性选择， 也是构建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譺訛 的必由之路， 有其现
实必要性。 因此， 在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 以问题为导向， 多维度、 精细化探讨区域行政协议的法
治化之路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 行为、 规范还是制度： 区域行政协议的性质定位

对区域行政协议进行科学定位， 明确其性质， 是实现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的基本前提。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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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行政协议性质如何， 学界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概括起来， 主要有行为说、 规范说和制度说三
种： （1） 行为说。 认为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行政行为， 即 “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或行
政机关， 为了提高行使国家权力的效率， 也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效果， 而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
协议的双方行为。”譻訛 行政行为是指 “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或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实施的产
生行政法效果的行为”。譼訛 区域行政协议是不同行政区域行政主体对相互间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进行
协调安排， 毫无疑问会产生行政法效果。 如 2017 年国家发改委、 广东省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和澳
门特区政府协商确定的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 《大湾区框架协
议》）， 就赋予了四个行政主体编制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等行政法上的义务。 因而， 区
域行政协议是一种行政行为。 （2） 规范说。 认为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规范。 规范说有三种代表性观
点： 一是行政契约说。 即认为区域行政协议 “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 为了提高行政
权力的使用效率、 提升行政管理的效果， 或者为实现区域一体化， 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
议， 它本质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譽訛 二是公法规范说。 即认为区域行政协议难以被简单地视为一
种行政契约， 而是 “一种独立的、 新型的” 承载着 “以政府合作与绩效共享为基本价值理念” 的政
府间关系的公法规范。譾訛 三是软法说。 即认为 “是指那些有关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为了顺应区域发
展的趋势， 在不同行政区域间协调行政目标、 裁撤制度藩篱、 缓解权利冲突等方面协商一致而签订
的一系列合意性书面文件的总称” “体现出了浓重的软法性特征。”譿訛 “现代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典
则都由两套不同的体系构成， 一套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典则， 另一套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典则。”讀訛 公法
规范、 软法理应属于法规范范畴。 “行政协议……意味着契约引入行政法领域后不是简单地将契约
要素与权力理念融合为一体， 而是由原来姓 ‘私’， 摇身一变具有了 ‘公’ 的身份， 成为行政主体
行使行政权力的工具……具有强烈的公法特质”，讁訛 因而区域行政协议作为行政契约， 属于凯尔森所
说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最低规范， 归入 “规范政府行为的典则” 也应当没有问题。 （3） 制度说。 认
为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制度、 机制， 即区域行政协议 “既不是共同行政行为， 也不是行政合同……
是政府间实现平等合作的一项法律机制”。⑩ 依照系统论的观点， “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 各要
素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形式， 以及通过它们之间的有序作用而完成整体目标、 实
现其整体功能的运行方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 本质的工作方式。”輥輯訛 从实践看， 区域行政协议
“是一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化合作机制”，輥輰訛 已经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
如区域行政协议缔结一般要经过谈判、 协议草拟、 通过和签署等程序。

区域行政协议性质定位的这三种观点均有其科学性， 但都仅代表部分的有限真理。 正如博登海
默形容的 “法律”， 是 “一个带有许多大厅、 房间、 四角、 拐角的大厦，” “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
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 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 照明系统

譻訛 何渊： 《论行政协议》，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06年第 3期。
譼訛 姜明安： 《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35页。
譽訛 杨临宏： 《行政协定刍议》， 载 《行政法学研究》 1998年第 1期。
譾訛 参见陈光： 《区域合作协议： 一种新的公法治理规范》， 载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2期。
譿訛 熊文钊、 郑毅： 《试述区域行政协议的理论定位及软法性特征》， 载 《广西大学学报》 2011年第 8期。
讀訛 田文利：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7页。
讁訛 王宝志、 张伟英： 《京津冀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 载 《河北法学》 2017年第 4期。
輥輮訛 叶必丰等： 《行政协议———区域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2页。
輥輯訛 李俊伟：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55页。
輥輰訛 何渊： 《区域性行政协议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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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 情形更是如此了”。輥輱訛 行为说强调区域行政协议中协商一致的行为， 但行政
行为不是静态的， 而是不断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 而且其最终结果体现为一种规范； 规范说强调区
域行政协议的结果是一种法规范， 但结果只是行政行为在制度运行下的一个产物； 制度说则强调区
域行政协议的过程， 但过程只是通过程序制度等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种运动状态。 因而， 三种
观点各有其合理性， 但它们各执一端， 肢解了区域行政协议法律属性的统一性。 “一切研究对象都
可以视为一个系统整体。”輥輲訛 对区域行政协议的性质定位， 必须有整体考量的眼光。 只有从系统论出
发， 从多维视角入手， 才能对区域行政协议性质做出完整、 准确、 科学的理解。 区域行政协议， 既
是区域行政主体达成的协议的统称， 又指区域行政主体达成协议的行为， 更是区域行政主体达成协
议遵循的一系列程序规则和机制， 是不同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为了解决区域公共行政事务， 通过相
互间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和制度， 是行为、 规范、 制度三个维度在区域府际合作治理实践中的
辨证统一。

三、 行为合法：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本

行政行为合法， 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也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表现。 从行为维度看， 作为一种
行政行为，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 是指区域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化， 就是要实现区域行政协议行为
主体合法、 权限合法、 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

然而， 现实中区域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还存在诸多问题： （1） 主体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行政
行为， 区域行政协议必须是不同行政区域行政主体做出的行为， 如 《大湾区框架协议》 就是由国家
发改委、 广东省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签订的。 然而， 现实中还存在不同行政区域的
党群机构、 其他社会组织相互签订行政协议的现象， 如中共浙江省委教工委、 浙江省教育厅、 上海
市教工委、 上海市教委共同签署的 《关于加强沪浙两地教育交流合作的意见 （2003）》。 在十九大启
动的 “统筹设置党政群机构， 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市县要加
大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力度”輥輳訛 的机构改革后， 这种现象将有增无减。 而现行法律并未对
这些党群机构、 其他社会组织予以授权。 依据职权法定原则， 其区域行政协议缔约主体的资格必然
存在合法性难题。 （2） 权限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行政行为， 区域行政协议必须在行政主体权限范围
内做出， 即其必须有权做出区域行政协议行为。 有人认为， “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政府依法的明文
规定行政， 还要求政府依法的原理、 原则行政”，輥輴訛 “《宪法》 《地方组织法》 实际上暗示或间接授予
了缔结权， 只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权限内， 地方政府之间就有权缔结行政协议”。輥輵訛 我国是成
文法国家， 行政法理不是我国行政法的渊源。 行政主体作出区域行政协议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依
据。 而且 《宪法》 《地方组织法》 明确将各级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局限于 “本行政区域内”。 《中共
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十七项也规定： “属于全国性和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事务， 由中央管理……； 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 由地方管理……；

輥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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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版， 第 199页。
輥輲訛 熊继宁主编： 《经济-科技-社会-环境-法律系统协同发展 第三届全国法制/法治系统工程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230页。
輥輳訛 中共中央：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载 《中国产经》 2018年第 5期。
輥輴訛 庞波、 梁玉萍主编： 《公务员依法行政学习读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53页。
輥輵訛 参见何渊： 《论行政协议》，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0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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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 要区别不同情况， 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 分清主次责任。”輥輶訛 这意
味着跨行政区域公共事务并非地方政府权限内的事务， 区域行政协议不能摆脱合法性的质疑。 《湖
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 等地方政府规章对区域行政协议权的明确授予， 也从
反面证明区域行政协议存在合法性问题。 （3） 内容的合法性。 作为一种行政行为， 区域行政协议的
做出必须有法律、 法规、 规章或者上级规范性文件的依据， 必须符合区域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 并且不得与作为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然而， 从实践看， 由于
各种因素的影响， 个别区域行政协议的部分内容却存在与法律规定不协调的地方。 如 《大湾区框架
协议》 有关海关、 金融方面的问题， 属于 《立法法》 第八条规定的相对保留事项， 国家发改委作为
中央部委也不具备金融、 海关的管理职权， 因而相关规定似乎与 《立法法》 规定不协调， 似有侵权
之嫌。 （4） 程序上基本无法可依。 “行政行为程序与行政行为实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行政行为程序
合法， 不仅是行为实体合法的保障， 而且也是行为实体合理、 公正的保障”。輥輷訛 作为一种行政行为，
区域行政协议程序必须符合法定的方式、 步骤、 顺序和时限。 然而， 从现实看， 由于行政程序法并
未出台， 对区域行政协议程序， 国家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 等少数地方政府规章虽然对区域行政协议权进行了明确， 也未涉及其程序问题， 从而导
致无法可依。 而无法可依， 则有可能导致区域行政协议协商过程中协商主体的不自由和相互间的不
平等。 这不仅会增加区域行政协议的交易成本， 也会影响区域行政协议的履行。

根据以上问题分析， 从行为维度看， 区域行政协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其法治化：
（1） 拓展法律法规授权主体范畴。 恩格斯曾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
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輦輮訛 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健
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常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根据
此等国情， 我们应当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 拓展法律法规授权主体范畴， 将通过党内法规、 社会
自治规范获得相关行政职权的党群机构、 其他社会组织纳入行政主体范畴，輦輯訛 从而解决主体资格合
法性问题。 （2） 明确赋予行政主体区域合作权。 借鉴域外经验， 修改 《地方组织法》， 明确赋予地
方政府区域合作权， 规定跨区地方公共事务由各地方政府协商办理； 地方政府为处理跨区公共事
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以成立区域合作组织， 相互订立协议、 行政契约或以其它方式合作， 并报
共同上级行政机关备案。 （3） 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 “中国是一个大国， 第一大政治关系其实
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輦輰訛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是权力划分，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已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课题。輦輱訛 个别区域行政协议的部分内容与法律规定存在不协
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不明确。 因而要在确保中央权威的基础上， 通过宪法和有
关法律对中央和地方权力范围做出具体划分， 消弭因权力划分模糊而导致区域行政协议内容与法律
的不协调性。 （4） 建立健全区域行政协议程序规则。 在总结区域行政协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科学
总结区域行政协议程序规则， 将其以地方立法形式予以固化， 并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国家
立法 （制定行政程序法或者行政协议法） 建立健全区域行政协议程序规则， 为区域行政协议提供程

輥輶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359页。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譼訛， 姜明安书， 第 245页。
輦輮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80页。
輦輯訛 参见朱最新： 《府际合作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63-69页。
輦輰訛 樊纲： 《稳定的地方财源与有效的中央转移支付》， 载 《经济观察报》 2006年 11月 27日。
輦輱訛 参见孙波：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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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保障。

四、 规范科学：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要

法规范都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 都是在为不特定对象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
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应当做什么。 因而， 法规范都具有普遍性、 规范性、 权义利导
性和公开性等基本特征。 从规范维度看， 作为一种规范，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就是要使区域行政协
议规范科学， 使之具有法规范的普遍性、 规范性、 权义利导性和公开性等基本特征。

现实中， 作为一种规范， 区域行政协议大多具有普遍性， 都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 但规范
性、 权义利导性、 公开性并不如意： （1） 区域行政协议规范性不足。 “区域行政协议有效运行的基
石是协议文本的规范化， 没有规范化的协议文本， 区域行政协议的运行将充满随意性和未知的变
数。”輦輲訛 区域行政协议规范化， 是指区域行政协议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和规范结构的严密性。 区域行政
协议体系结构的完整性， 是指区域行政协议主要条款的完备性。 不同地区不同区域行政协议其条款
并不一致。 但从各国区域行政协议的共性来看， 区域行政协议 “包括标题性条款、 介绍性条款、 合
作安排条款、 履行方式条款、 成本与收益条款、 违约责任条款和纠纷解决机制条款、 生效时间条
款， 以及其他条款。”輦輳訛 依据这一标准， 现有的大量区域行政协议条款并不完备。 如 《大湾区框架协
议》 具有标题性条款、 总则 （介绍性条款）、 合作重点领域 （合作安排条款）、 体制机制安排 （制度
保障条款） 以及生效条款等其他条款， 但缺乏履行方式条款、 成本与收益条款、 违约责任条款和纠
纷解决机制条款。 区域行政协议规范结构的严密性是指区域行政协议规则应当具有完整的逻辑结
构， 即包括条件、 行为模式和法律效果。 现实中， 大量区域行政协议只规定了行为模式， 却没有相
应的违约责任或法律责任。 如 《大湾区框架协议》 除了笼统地规定 “完善协调机制” “健全实施机
制” 外， 没有设定任何的违约责任或法律责任。 区域行政协议体系结构的不完整性和规范结构的不
严密性， 不可避免会使区域行政协议流于形式， 成为一种政策宣示， 而非一种公法规范， 甚至会被
严重扭曲。 （2） 区域行政协议权利义务不清晰。 权义利导性， 即区域行政协议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分配利益、 调整社会关系。 权利义务条款应当是区域行政协议的最主要条款， 权利义务的清晰明确
是区域行政协议顺利履行的基本保证。 而现实中， 大量的区域行政协议中权利义务规定的并不清晰
明确， 而是模棱两可。 如 《大湾区框架协议》 第六项提出 “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而要求国家
发改委、 粤港澳政府承担的相应义务却是 “统筹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 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
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 构建国际化、 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不断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水平和
效率，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从这些规定， 人们很难获悉国
家发改委、 粤港澳政府承担的具体义务， 如何履行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缔约主体基于自身利益
的考量， 从而影响着区域行政协议的实效。 （3） 区域行政协议的公开性不尽如意。 “从自我意识的
权利方面说， 法律必须普遍地为人知晓， 然后它才有拘束力。” “法与自由有关， 是对人最神圣可贵
的东西， 如果要对人发生拘束力， 人本身就必须知道它。”輦輴訛 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法规范， 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社会公众的权利和义务。 区域行政协议的公开既是对区域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公平， 也是对
区域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尊重， 更是发挥其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功能的必要前提。 然而， 现

輦輲訛 汪建昌： 《区域行政协议： 理性选择、 存在问题及其完善》， 载 《经济体制改革》 2012年第 1期。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叶必丰等书， 第 178页。
輦輴訛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杨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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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绝大多数区域行政协议没有向社会公开， 有的向社会公开的， 但没有在政府官网上公开。 如
《大湾区框架协议》， 国家发改委、 粤港澳政府官网上除了相关新闻报道外， 并未公布相关文本全
文。 只有在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才能找到相关文本全文。 区域行政协议公开的不规范， 必然影响人
们对区域行政协议的了解， 影响区域行政协议的实现， 从而影响人们对政府合作的信赖。

根据以上问题分析， 从规范维度看， 区域行政协议存在的体系结构的不完整性、 规范结构的不
严密性、 权利义务规定的不清晰、 公开性不足等诸多问题都是一种技术性问题。 对于技术性问题，
人们大多认为可以通过区域行政协议主体的自觉来解决。 然而，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
科学家。 他不是在制造法律， 不是在发明法律， 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輦輵訛 而技术是准确、 科学 “表
述法律” 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途径。 在 “后立法时代”， 良法善治已成为时代要求。 技术的科学性已
不再是个人喜好， 而是良法善治的客观要求， 技术性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完全依靠主体的自觉来完
成。 在西班牙，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 明确规定区域行政协议应按照以下内
容格式化： “签署协议的机构及各方的法律能力； 各行政机关所行使的职能； 资金来源； 为履行协
议所需进行的工作； 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工作机构； 有效期限： 如缔约方同意， 所确立的有效期限
不妨碍协议的延长； 前项所述原因之外的终止以及因终止而结束有关行为的方式”。輦輶訛 为此， 我们一
方面应当借鉴域外经验， 通过立法 （可以先示范法， 后地方立法， 最后总结经验后进行国家立法），
明确区域行政协议的基本内容， 即区域行政协议的主要条款， 从而为区域行政主体签署行政协议提
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 以便其将区域行政协议协商的目标集中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公共事务的解
决而非技术性问题， 从而节省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规范区域行政协议的公开， 明确要求所有区域行
政协议，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 一律在政府官网和政府公报上公开， 以便人们更好了解区域行政协
议、 遵守区域行政协议， 增强区域行政协议的实效。

五、 制度完备：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之基

从制度维度看， 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行政法律制度。 而制度 “是表征社会关系的范畴， 是人们
交往实践的产物， 即制度是为反映和确立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进行的交往活动和形成的特定
社会关系， 并对这些交往活动及其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起的具有正式形式和
强制性的规范体系。”輦輷訛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輧輮訛 因而， 制度完备是区域行政协议权威与实施的保障， 是其法治化的根本所在。
完备的区域行政协议制度至少应当包括区域行政协议缔结机制、 区域行政协议备案审查机制、 区域
行政协议实施和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机制。 区域行政协议的法治化， 就是经过特定的组织程序形成的
有关区域行政协议缔结机制、 备案审查机制、 实施和保障机制等的建立健全， 建构区域行政协议所
需要相关制度， 再根据相关制度来促进和保障这些机制的实现， 从而使区域行政协议在整体良性循
环中实现其解决区域公共事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之目的。

现实中， 区域行政协议制度的法治化不尽如意： （1） 缔结机制不尽完善。 区域行政协议缔结一
般经过谈判、 草拟、 通过和签署等程序。 实践中区域行政协议缔结程序基本无法可依， 公众参与严

輦輵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83页。
輦輶訛 转引自应松年主编： 《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78页。
輦輷訛 陈纯仁：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论》，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4页。
輧輮訛 《邓小平文选》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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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缺失。 “人民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 公众参与是区域合作协议实现拘束的动力机制”。輧輯訛 公众
参与的缺失， 不仅会影响区域行政协议的合理性、 科学性， 还会直接影响区域行政协议的实效及其
政治合法性。 （2） 备案审查机制缺失。 在我国， 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一般限于本行政区域内， 跨行
政区事务原则上属于上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的职权范围。 因此， 上级政府的备案审批是解决区域行
政协议缔结主体权限合法性难题的最简便方法。 我国 《宪法》 《地方组织法》 规定， 讨论、 决定本
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是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 实践中不少区域行政协议都涉
及本行政区域内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依法应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即使不属于重大事项， 本级人大常委会也有权撤销不适当的区域行政协议。 而且区域行政协议作为
一种规范， 如果制定不好， 则会 “带来 ‘规制失灵’ （政府失灵）， 造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偏离帕
累托最优， 损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輧輰訛 然而， 法律上区域行政协议备案审查机制并未建立， 实践
中区域行政协议也未向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或审批。 （3） 实施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区
域行政协议的缔结不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结束， 而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开始。 “一项具体制度
……它的建立……经过比较严格的程序。 一旦制定， 要求由它所调整的一切人们和组织都须遵守，
如要更改亦须经过一定程序”。輧輱訛 实施和保障机制是区域行政协议制度的根本， 是其取得实效的制度
保障。 区域行政协议的实施和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区域行政协议的动力机制、 组织机制和纠纷解决机
制等。 区域行政协议动力机制， 是指区域行政协议各方缔结者为了追求区域共同利益， 实现缔约各
方利益最大化， 形成的各方相互约束、 监督、 激励等规则的作用过程和行为总和。 现有区域行政协
议的动力主要来自缔约主体的利益推动和上级的业绩考核， 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推动。 这不免会使
区域行政协议的实施成为缔约主体自我选择的行为， 影响其可预见性。 “区域行政协议的运行需要
有组织结构保证， 协议缔结、 协议履行以及冲突解决都需要有相应的组织结构来完成， 离开组织结
构的支持区域行政协议则很难真正有效运行。”輧輲訛 现行区域行政协议的组织机制基本上采取的是区域
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形式， 如 《大湾区框架协议》 就是由国家发改委、 广东省政府、 港澳特区政府首
长联席会议确定的。 这种组织机制 “难以应对区域行政协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而且 “侧重
于协议讨论与签署阶段” “对于区域行政协议履约阶段和冲突解决阶段的组织设计缺少应有的关注”。輧輳訛

“在履行行政协议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些纠纷， 则行政协议
必将成为一纸空文， 区际合作的成果也将付诸东流。”輧輴訛 现有区域行政协议纠纷， 通过司法解决和仲
裁解决在法律上缺乏依据， 通过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机制、 缔约主体协商解决机制则交易成本较高，
而且区域行政协议对纠纷解决也缺乏具体约定。 其结果常常是区域行政协议被虚置。

根据以上问题分析， 从制度维度看，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完
善区域行政协议缔结机制。 区域行政协议缔结机制的完善， 既是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在区域行政协
议领域的具体体现， 也是区域行政协议取得实效的社会基础。 为此， 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区域行
政协议的缔结机制： 第一， 在确定需要签署区域行政协议后， 由当事双方推选人员组成区域行政协

輧輯訛 叶必丰： 《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载 《法学家》 2014年第 6期。
輧輰訛 赫荣平： 《行政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刍议》， 载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第 3期。
輧輱訛 张庆福、 王德祥： 《关键是要健全各项制度———学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文的体会》， 载 《法学研究》 1983 年第

6期。
輧輲訛 汪建昌：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区域行政协议运行研究》， 载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4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汪建昌文。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叶必丰等书， 第 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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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起草小组，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协议起草的意见建议； 第二， 区域行政协议按照程序起草完毕
后，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根据征求意见进行相应修改完善； 第三， 区域行政协议分别由双方各
自完成内部相关程序， 由行政首长或其代表签署。 （2） 建立区域行政协议备案审查机制。 从规范维
度看， 区域行政协议是一种公法规范。 制定得好， 可填补法律不足，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制定得不
好， 则会 “带来 ‘规制失灵’ （政府失灵）， 造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 损害个人利
益和公共利益”。輧輵訛 因而， 应当建立涉及上级权限的区域行政协议报上级审批， 涉及本行政区域内重
大事项的区域行政协议在遵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基础上报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不属于上述
情况的区域行政协议报上一级政府和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区域行政协议备案审查机制。 （3） 建立
区域行政协议第三方观察评估机制。 “‘第三方’ 的 ‘独立性’ 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起点， 而其专
业性和权威性则是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的基础”。輧輶訛 因此， 我们应当借鉴欧盟区域合作开放协调机制
基本精神，輧輷訛 建立区域行政协议第三方观察评估机制， 由当事双方共同委托独立第三方对区域行政
协议执行情况进行观察评估， 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并向社会公开， 以此通过社会舆论压力促使当事
双方更好地履行区域行政协议， 以解决区域行政协议实施和保障中动力不足、 保障不力的问题。
（4） 健全区域行政协议纠纷解决机制。 “区域行政协议纠纷可大可小需要慎重对待， 传统解决途径
单一， 单纯以行政权制约行政权远远不够， 在遵循 ADR 解决和行政解决优先原则前提下， 利用行
政诉讼来对区域行政协议纠纷进行分流， 以达到社会和谐”。輨輮訛 为此， 我们应当建立健全以双方协商
解决机制为基础， 以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机制为主导， 以仲裁解决机制、輨輯訛 司法审查机制为补充的区
域行政协议多元化解决机制， 从而将区域行政协议制度纳入法治轨道。

结语

区域行政协议既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一种常态化治理工具， 也是现代契约行政在区域府际合
作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既是不同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为解决区域公共行政事务， 通过平等协商
达成协议的行政行为， 也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一种行政法律制度， 更是一种新的公法规范。 “我
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基本上是跨越式发展， 行政法治也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輨輰訛 然而， 当
前区域行政协议就像一项没有装修的工程。 区域行政协议的法治化就是将工程进行装修以充分发挥
其功能。 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面向， 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要求、 路径是不同的。
多维视角强调的是要按照区域行政协议的不同面向有的放矢进行规范化、 制度化， 以便为区域行政
协议的良善运行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但不同维度， 不同面向区域行政协议的法治化并非截然分开，
而是存在交叉与融合， 形成合力， 共同为促进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建立健全， 促进区域府
际合作治理的发展提供制度力量。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輰訛， 赫荣平文。
輧輶訛 李志军主编： 《第三方评估理论与方法》，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5页。
輧輷訛 参见朱最新：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载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 3期。
輨輮訛 张祺： 《区域行政协议纠纷可诉性探析》， 载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 6期。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叶必丰等书， 第 246-250页。
輨輰訛 应松年： 《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创新之路》，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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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Administrative�Agreements�(RAAs)�are�a�kind�of�regular�governance�tool�of�
regional�intergovernmental�cooperative�governance,�which�in�practice�presents�three�dimensions:�
behavior,� norm� and� system.� The� legalization� of� RAAs�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intergovernmental�cooperation�governance.�Among�the�three�dimensions,�the�legality�of�
behavior�is�the�foundation�of�RAAs,�normative�science�is�the�key�to�the�legalization�of�RAAs�and�
the� complete� system� is� the� basis� of� the� legalization� of�RAAs.�The� problems,� requirements� and�
paths� faced� by� the� legalization� of� RAA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ifferent�
aspects.�According� to� the�problems�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RAAs,� the�
legalization�of�RAAs�should�be�targeted�and�refined�to�bring�RAAs�into�the�track�of�the�rule�of�
law,� form� a� joint� force�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trength�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n� effective� new�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Regional�Administrative�Agreements(RAAs)； Legalization； Legality�of�Behavior；
Normative�Science； Complete�System

（责任编辑： 卢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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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云山青年学者， 法学博士。 本文系 2018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权建构与
中国对策” （项目编号： 18FFX062）、 广东省教育厅 2017 年度特色创新项目 “自由贸易协定话语权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项目编号： 2017WTSCX030） 的研究成果。

譹訛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美国白宫网：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018年 5月 20日访问。

譺訛 2018 Special 301 Repor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美国贸易代表网：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reports-
and-publications/2018/2018-special-301-report-0, 2020年 8月 7日访问。

王 燕 *

内容提要： 在国际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势下， 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兴
起， 借助于投资安全审查频频干预中国公司在美投资和经营活动。 2020 年 8 月， 美国总
统根据 CFIUS 对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ly 公司业务的投资审查结论， 以保护国家安全
为由， 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应用程序及业务。 美国对 TikTok 的封杀反映了美国
2018 年 《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 对非美国境内投资项目亦具有管辖权， 并对涉及美国
公民敏感信息和来自于特殊国家的投资项目严加审查。 尽管其行为构成了贸易及投资限制
措施， 但可借助于贸易及投资协定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豁免条约义务。 对此， 中国政府和
企业应在安全例外条款的构建、 东道国投资法规合规审查、 寻求国内司法救济、 投资条约
挑选等方面做好法律应对。
关键词： 中资企业 海外投资 安全审查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5

中资数据处理企业在美国投资面临的安全审查及
法律应对

———以 TikTok在美国被封杀为例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发布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将经济安全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
度。① 2018年 3月， 美国发布 301报告， 认为中国政府指使企业系统性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取尖
端技术， 扭曲了国际贸易， 故对中国收购敏感技术的投资实行投资限制。 ② 同年， 美国大幅修订外
资审查相关法律， 通过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FIRMMA）， 扩大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审查权限， 对涉及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投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 矛头更
是指向具有中资背景的收购项目。

在此背景下， 2018 年 CFIUS 启动对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ly 音乐短视频应用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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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事情起源于 2017年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收购一家位于北京的互联网企业 musical.ly 公司， 并在收购后将 musical.ly 应用平台与
其旗下的 TikTok 短视频播放平台合并， 从而在北美市场通过 TikTok 应用程序向其客户提供服务。 此后， 基于 TikTok 在美
用户人数激增， 在历经一年多的审查后， CFIUS 最终做出结论， 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 参见 《CFIUS 到
底是个啥？ 字节跳动为什么被特朗普拿捏得死死的？》， 腾讯新闻网： https：//xw.qq.com/cmsid/20200806A0V47Y00， 2020 年 8
月 15日访问。

譼訛 《特朗普签署 CFIUS 总统令， 授权总检察长强制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 广西新闻网：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
20200816/newgx5f38d718-19759470.shtml， 2020年 8月 18日访问。

譽訛 向明华：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实证研究》， 载 《法治社会》 2018年第 2期。

并于 2020 年 8 月做出结论， 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业务。③ 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在国务
卿蓬佩奥、 贸易顾问纳瓦罗等游说下， 依据 1976 年 《全国紧急状态法》 及 1977 年 《国际紧急经济
权力法》，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将在 45 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及企业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进行交易， 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 90 天之内出售 TikTok 业务。④

实际上， 中资企业在海外并购受阻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 2005 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
2008 年华为公司联合贝恩公司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 3Com 公司、 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罗尔斯公
司 （Ralls） 在俄勒冈州收购风电场项目等均为 CFIUS 所禁止。 当时， 导致中资企业投资安全审查屡
屡受挫的原因主要在于东道国安全审查标准模糊、 程序不透明、 易受选票利益干扰等。⑤ 此次 CFIUS依
据美国最新制定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对 TikTok 项目的封杀， 更是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 与以往被禁止的中资企业投资项目所不同的是， 2017 年字节跳动公司对 Musical.ly 项目的收购
纯属中国公司之间的并购， 且该交易为首个因涉及美国公民敏感数据而被 CFIUS 所禁止的项目。 无
论 TikTok 最终能否按照 CFIUS 和美国总统行政命令的要求为微软所收购， 中资数据处理企业在海
外投资安全审查的法律问题都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 CFIUS 缘何对两家中资企业之间的并购业务行
使投资安全审查权， 该交易所涉公民敏感信息的审查标准是什么， 中国政府及中资企业又该如何应
对此类审查？

一、 TikTok在美投资安全审查所涉法律问题

CFIUS 对 TikTok 的投资安全审查的依据是美国 2018 年通过的 FIRMMA。 在这起交易中， 依据
FIRMMA 对 TikTok 项目的审查主要涉及三个特殊问题： 一是 FIRMMA 对中国境内投资并购行为的
管辖权； 二是 FIRMMA 对美国公民敏感数据投资项目的审查标准； 三是涉及 “特别关切国家” 的项
目在投资安全审查中的特殊风险。

（一） FIRMMA 对字节跳动收购 Muscal.ly 的管辖权

中资企业在美投资和开展业务， 首先要确定是否属于 CFIUS 投资审查对象， 即 FIRMMA 的管
辖权。 2017 年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ly 时， 并没有向 CFIUS 主动申报， 其原因是字节跳动公司
是一家中国公司， 而 Musical.ly 也是一家中国公司， 其交易性质为中国境内中资企业之间的并购。
但倘若因此认为字节跳动公司的这项并购业务无需向 CFIUS 申报， 显然是误解了 FIRMMA 有关投
资审查的管辖规定。 根据 FIRMMA 强制申报和主动申报的规定， 如果交易涉及 “关键技术”， 或外
国投资者在涉及 “关键技术” “关键基础设施” 和 “敏感个人数据” 的美国业务上持有重大权益，
且外国政府持有该外国投资者重大权益时， 交易方在交易时需提交强制性声明， 并附上交易信息。
如果投资不符合关键技术强制性申报的标准， 且外国投资者不是外国政府， 交易方可自愿进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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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周念利、 陈寰琦、 黄建伟： 《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构建的中美博弈分析》， 载 《亚太经济》 2017年第 4期。
譿訛 Justin Shields, Smart Machines and Smarter Policy: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ch 22，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 =
3147091， 2020年 8月 10日访问。

讀訛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Sec.308, 美国国会网 :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 -congress/
senate-bill/2098， 2020年 8月 18日访问。

报。 可见， 确定 CFIUS 是否具有审查权限的评价依据并非收购企业的国籍， 而是外国投资者在指定
领域对美国业务是否持有重大权益。 Musical.ly 虽为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 但在美国市场上拥有大
量客户， 持有美国公民的大量个人数据， 故其投资者对涉及 “美国公民敏感数据” 的交易具有重大
权益。 并且， 字节跳动在收购 Musical.ly 之后数月， 便将之与主要运用于亚洲市场的 TikTok 应用相
结合， 易引发该并购会否导致美国公民敏感数据跨境转移， 以及字节跳动公司是否有意规避
FIRMMA 投资安全审查的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 CFIUS 认为外资收购有规避其审查的意图， CFIUS 不但可以开出高额的罚
款， 还可能对相关企业的投资活动施以禁令， 甚至要求其强制剥离交易所涉业务， 加重外国投资方
与 CFIUS 谈判缓解协议的难度。 此后， 字节跳动公司曾向 CFIUS 承诺愿意接受多种缓解措施， 如
将 TikTok 业务与中国 “抖音” 业务剥离， 停止中国内容审查人员的审查， 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
美国本地， 接受独立运营， 在海外重新设立总部并且引入海外投资者， 降低字节跳动持股比例甚至
放弃控股权等， 但这些缓解措施均未被 CFIUS 接受。

（二） FIRMMA 对敏感个人数据投资项目的审查

2018 年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相对于其前身 2007 年 《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 做出了
若干修订。 除增强 CFIUS 的审查权限， 增加了对非控股交易的强制审查权限之外， 新法案的另一个
亮点便是强化了对数字产业的投资审查。 美国认为竞争国家的数字贸易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美国
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新威胁， 对国家经济安全、 政治安全、 核心技术保护、 个人隐私等均形成挑战。⑥

因此， CFIUS 高度防范他国政府、 企业或个人可能获取美国敏感数据和信息的交易， 并对数据存储
业务快速增长的企业和经济部门给予重点关注。⑦

根据 FIRMMA 第 308 节， 在审查涉及美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的交易时， CFIUS 重点考虑的因素
包括交易是否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以损害国家安全方式为利用数据的外国人提供美国公民的敏感个人
数据； 是否有可能加剧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或使外国政府获取从事恶意针对美国网络行为的新的显著
能力， 包括采取影响联邦政府选举结果的举动； 是否可能将涉及敏感国家安全事项或执行国家安全
职责联邦法律部门的敏感执行信息暴露在未经授权获取该信息的外国人面前。⑧

在进行前述因素审查时， 两个因素的判断对是否批准该交易和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交易所
涉数据类型； 二是交易会否导致数据的跨境移动。

首先， 个人敏感数据包括财务数据、 地理位置数据、 健康和遗传测试数据等健康和基因测试数
据等。 TikTok 的业务范围包括商业推广和营销、 自媒体、 视听服务等， 个人数据的收集、 存储和处
理是其业务开展所必须的。 并且， 个人在录制短视频时， 亦可能会涉及政府数据的披露。 其次，
TikTok 业务会否导致数据的跨境转移。 国际社会对数据跨境转移的判定标准主要有两种， 一是以
OECD 《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框架》 为代表的 “行为论”， 即数据在物理上发生跨越国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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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EU Commission, Report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Data - Processing Sector in the Commun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Situation, Volume III, 1976．

輥輮訛 例如澳大利亚 《隐私法》 规定， 即便个人信息存储于澳大利亚境内， 但在澳大利亚境外可被访问， 即被视为个人信息的跨
境转移。 与之相反的是， 倘若个人信息仅因路由缘故而短暂存储在澳大利亚境外， 却没有在境外被访问， 则不构成澳大利
亚 《隐私法》 下的数据出境。 美国 《出口管制条例》 第 734 节规定， 技术和软件的出口意指在美国境外可通过互联网访问
的技术出境。 FIRMMA 也是根据信息会否在境外的服务器中存储或被境外公司或个人所获取作为数据是否发生跨境移动的
依据。

輥輯訛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Sec 201.
輥輰訛 董静然：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启示———〈以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为中心》， 载 《国际经贸探

索》 2019年第 3期。
輥輱訛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chedule Specific Commitments, WTO 官网：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

aspx?Query= (@Symbol=%20gats/sc/*) %20and%20 ((%20@Title=%20united%20states%20) %20or%20 (@CountryConcerned=%
20united%20states)) &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 2020年 8月 10日访问。

行为方构成数据跨境移动；⑨ 二是以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的 “效果说”， 只要其境内产生的
数据可能为境外政府或个人所获取， 便构成数据转移。⑩ “效果说” 更有利于东道国控制本国所阐述
的数据的离境审查， 但该标准相对于跨境说更为主观， 往往授予审查机关较大的裁量权。 TikTok 将
美国用户数据与字节跳动其它业务的用户数据加以分离， 存储在美国弗吉利亚州， 并在新加坡备
份， 并未违反美国法律规定。 即便如此， CFIUS 在没有切实证据下， 依然做出 TikTok 所产生的数据
可能会为中国政府获取的判断。

（三） FIRMMA 对 “特别关注国家” 交易的关注

FIRMMA 的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新增一类来自于 “特别关注国家” 的投资审查， 并对其执行更为
严格的标准。 根据 FIRMMA 的规定， “特别关注国家” 为具有战略性目标来获取关键技术或基础设
施的国家。 FIRMMA 在向众议院的报告中提及 “特别关注国家” 时， 特意列举了中国、 俄罗斯、 伊
朗以及委内瑞拉。輥輯訛 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 以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为执政理念， 将矛头指向中国，
认为中国借助于 《中国制造 2025》 计划获取高新技术， 给美国的世界地位造成严峻挑战， 中国成为
美国在投资安全审查中 “特别关注国家” 是不言而喻的。輥輰訛 尽管 TikTok 的投资者为一家私营企业，
但其来自于中国的属性使其被贴上了 “特别关注国家” 交易的标签。 并且， TikTok 在美用户增长迅
速， 冲击了美资竞争性企业 Facebook、 Snapchat 等的市场和利润。 基于其中资企业控制的属性， 国
会议员多次游说白宫禁止 TikTok平台的使用， 认为 TikTok在获取美国公民敏感信息后， 可能向中国
政府提交， 并可能增加美国政府相关信息的曝光度， 故在审查中倾向于使用更严格的标准。

二、 美国投资安全审查在国际法下的合法性分析

从 CFIUS 对 TikTok 项目审查结果来看， 其强制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或禁止 TikTok 应用的
运作无疑违背了美国一贯主张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要求， 有违反其在 WTO 协定下承诺和义务之嫌。

具体而言， TikTok 所涉音乐短视频播放业务主要涉及录音服务和视听服务。 根据美国在服务贸
易总协定 （GATS） 有关录音和视听服务的市场开放承诺以及国民待遇承诺， 美国在这两项服务的
跨境服务提供与商业存在模式上， 并未对其市场开放和国民待遇设限， 亦未对两项服务的最惠国待
遇提出豁免。輥輱訛 因此， 美国当前对 TikTok 的封杀违反其在 GATS 下做出的市场开放、 国民待遇以及
最惠国待遇承诺。

然而， 美国的投资安全素来以调查程序不公开、 审查标准任意而闻名， 似乎无惧对多边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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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Edward M. Graham & David Marchick,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ltimore, MD： United Book Press,
2006, p.38.

輥輳訛 GATT Council,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in the Center William Rappard on May 7 1982, C/M/137, WTO 官网： http://www.wto.org/
gatt-docs/english/sulpdf190440042.pdf， 2018年 5月 20日访问。

輥輴訛 Sweden-Import Restrictions on Certain Footwear, GATT DOC. L/4250 (Mar. 15, 1977).
輥輵訛 彭德雷、 周围欢、 杨国华： 《国际贸易中的 “国家安全” 审视———基于美国 “232 调查” 的考察》， 载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年第 5期。
輥輶訛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Art. 32.2, 美国贸易代表网：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 -trade-agreements/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2020年 8月 15日访问。

定的违反。 这归根结底在于美国可以限制措施旨在保护国家安全为由， 援引 GATT 或 GATS 下的安
全例外条款而豁免其义务。 例如 GATT1994 第 21 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规定：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
得解释为： （a） 要求任何缔约方供其认为如披露则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 或 （b） 阻
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 （i） 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
衍生这些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动； （ii） 与武器、 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 及与此类贸易
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 （iii） 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
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或 （c） 阻止任何缔约方为履行其在 《联合国宪章》 项下的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GATS 第 14 条之二亦包含类似的安全例外条款。

由 GATT 第 21 条来看， 其对安全实行的列举是比较严苛的。 但在实践中， 美国财政部主张
“任何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员都有权并应当适用与立法授予其所代表机构的权力相一致的国家安
全定义。”輥輲訛 拒绝对国家安全利益进行具体、 明确的解释。 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为成员方的固有权
力， 国家对其援引远远超出 GATT 第 21 条所列情形， 从战争、 武器之外延伸至经济、 贸易等事项。
并且， 囿于 GATT 第 21 条所界定的安全利益是成员国 “认为” 的国家安全利益， 构成自裁决事项，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一般对国家认定的基本安全利益持尊重态度， 只对明显超出必需范畴的国家安全
例外措施进行干预。 例如在阿根廷福兰克岛贸易限制案中， 欧盟、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成员方表达
了第 21 条 （b） 款第三项下的基本安全利益应由成员方自行决定， GATT 并不是解决基本安全利益
的适当场合。輥輳訛 在各类涉及国家安全的争端中， 国家基于经济安全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争议性最
强。 在瑞典鞋类进口限制案中， 针对成员方基于国家安全实施的贸易禁运措施， GATT 委员会要求
成员方识别 “商业目的” 和 “真正的国家安全目的”， 暗示了经济安全与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区别。輥輴訛

易言之， 争端解决机构即便认可国家安全利益为自裁决条款， 授予成员方决定其基本安全利益的自
主权， 但对于明显欠缺依据、 欠缺必要性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 亦能相对公平地裁决措施与 GATS
等协定的不符。 美国 2018 年以来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展开 301 调查， 根据 《贸易扩张法》
第 232 节加征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輥輵訛 阻止中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 腾讯、 大疆等公司在美国的商
业投资和经营， 这些措施明显超出 “真正的国家安全目的”， 其实施的歧视性和必要性也存在明显
的问题。

同时， 为了避免投资安全审查违反其在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下的义务， 美国还在区域
及双边贸易、 投资协定中订入了较多边贸易协定下更为宽泛的安全例外条款， 避免政府的各项安全
例外措施违反其签署的区域及双边协定。 例如， 《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 第 32.2 条规定， 本
协定不应被理解为： （a） 要求缔约方提供或披露其认为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信息； （b） 阻止其采
取认为实现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或保护其自身的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措施。輥輶訛 《2012 年美国 BIT
范本》 则规定， 本协定任一条文不应被理解为排除缔约方采取其认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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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2012 US Model BIT, Article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 http：//cwto.mofcom.gov.cn/aarticle/d/201204/20120408087170.html,
2020年 8月 15日访问。

輦輮訛 《中国三一集团在美起诉奥巴马获胜》， 中国新闻网： 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717/18638352.html，
2018年 8月 4日访问。

的措施。輥輷訛 这些安全例外条款与多边贸易协定一样， 可适用于贸易及投资协定项下的所有义务， 适
用面广， 在安全利益的确认方面保留其成员方自裁决的特征， 同时保留了必要性要求。 一方面， 我
们需正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尤其是美式条款， 因规定过于宽泛， 可豁免其大部分违反贸易及投资协
定的行为；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看到， 由于美国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 一些措施也明显超越了该
条款的边界。

三、 中国政府及中资企业对美国封杀措施的应对策略

面对美国政府对中资投资项目及业务的封杀， 中国政府及 “出海” 投资的企业， 均不可置身事
外， 需客观评价当前在美投资和经营的法律风险， 并制定防范投资损失的策略。

第一， 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企业可考虑诉诸法律途径， 维护国家及企业的合法利益。 首先， 无
论是 CFIUS 和美国总统强制字节跳动公司剥离 TikTok 在美业务的要求， 还是印度政府强制下架
TikTok 等中国应用， 中国政府均可向 WTO 提起争端， 维护本国企业在海外公平从事贸易和投资的
权利。 但基于 WTO 上诉机构在美国的阻挠下已然停摆， 中国政府目前可考虑在专家组层面处理与
其它成员方的争端， 或在上诉仲裁临时安排 （MPIA） 投入使用后， 与 MPIA 成员借助于专家组程序
和 MPIA 的上诉仲裁程序处理争端。 中国在 WTO 下的维权， 可增加国际社会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措施的舆论影响， 倘若获得胜诉裁决， 亦可降低其他国家实施类似措施的几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在 WTO 下提起争端， 会增加中国与美国的政治纠纷， 加剧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政治化。 同
理， 在 MPIA 组建成功后， 中国如运用该机制处理中国与其它成员的类似争端， 亦可能增加 MPIA
扩员的困难。 出于维持和保留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 避免与美国在 WTO 下的正面交锋或
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其次， 倘若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或业务已为美国政府所限制或禁止， 中资企业应积极运用美国
国内法维护权利。 2012年 9 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涉嫌国家安全为由， 签署总统令叫停三一集团关
联公司罗尔斯公司在俄勒冈州的风电场项目。 三一集团向美国提起国内诉讼， 上诉法院裁决奥巴马
和 CFIUS 未经适当程序， 剥夺了罗尔斯风险项目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輦輮訛 2020 年， 华为公司亦针对
美国禁止所有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 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华为的客户签署合同或向其提供
资助和贷款等制定的 《2019年国防授权法》 提起诉讼。 尽管目前诉讼结果未知， 但在美国滥用国家基
本安全利益措施的情势下， 中资企业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运用法律武器在美提起诉讼更为积极可取。

字节跳动公司被 CFIUS 强制出售 TikTok 业务， 并被美国政府总统令禁止其与美国公司进行交
易。 这些措施制定程序不透明， 亦未说明其依据， 有任意之嫌。 TikTok 与字节跳动公司亦可对
CFIUS 以及美国总统提起违宪之诉。 根据美国 《宪法》 第 1 条修正案， 美国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
利。 美国政府对 TikTok 业务的禁止， 限制了 TikTok 美国公司以及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同时，
根据 《宪法》 第 5 条和第 14 条修正案， 禁止立法机关将特定的人单独列为剥夺自由的对象， 亦禁
止未经法律正当程序， 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和自由。 美国强制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业务， 甚至
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构成了对字节跳动公司的财产剥夺。 此外， 特朗普针对 TikTok 以及
微信发布的禁令是根据 1977 年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但该法要求， 总统仅在国家处于不寻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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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委员会网：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7/EN/COM-2017-487-
F1-EN-MAIN-PART-1.PDF， 2020年 8月 10日访问。

輦輰訛 石岩： 《欧盟外资监管改革： 动因、 阻力及困局》， 载 《欧洲研究》 2018年第 1期。
輦輱訛 王燕： 《欧盟新一代投资协定 “反条约挑选” 机制的改革———以 CETA 和 JEEPA 框架协议为分析对象》， 载 《现代法学》

2018年第 2期。
輦輲訛 美国政府封锁 TikTok 的同时， 美国本土企业 Instagram 推出了与 TikTok 高度近似音乐短视频应用 ReeLs， 未经授权使用

TikTok上的视频， facebook亦推出了功能接近的 “山寨应用”。

有极其严重威胁的情况时， 方可行使该行政权力， 而美国政府并没有提供 TikTok 公司对美国造成
了极其严重威胁的证据。

第二， 中国政府应增强中美对话， 尽可能淡化美国政府行政命令对中资企业的不利影响， 或延
迟不利措施的执行。 同时， 为避免美国采取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性措施产生示范性作用， 中国需维护
好与其他国家如俄罗斯、 欧盟主要成员国等战略合作关系， 避免美国游说其同盟国对中资企业采取
相同的措施。 毕竟美国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2017 年美国起草 《外国投资审查
现代化法案》 时， 便游说欧盟制定类似的投资安全审查法规。 2019 年 3 月， 欧盟 《建立外国直接投
资监管框架条例》 规定审查他国在本地进行的敏感投资， 而主要针对对象便是中国企业。輦輯訛 欧盟针
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在一定程度上亦构成了跨国投资壁垒， 影响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 呈现出
保护主义的倾向。輦輰訛

第三， 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陷入胶着的情势下， 中资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或进行投资之前， 应
审慎排查在东道国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并设置风险预警机制。 首先， 企业在赴美投资或经营前应对美
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出口管制的法规进行充分调研， 尤其应熟知 FIRMMA 外资审查的范围和对象， 明
确其强制申报和主动申报各自涵盖范畴， 充分了解 CFIUS 被动调查对项目审批可能带来的风险， 并
对东道国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法规做好合规审查， 按照东道国数据隐私和安全法规设置数据存储
和处理机制。 其次， 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时， 必要时做好 “国籍筹划”， 实现对投资条约的挑选。輦輱訛

当前美国、 印度等国家强制中国应用下架或强制中国投资者出售本地资产和企业的行为已构成了征
收行为， 违反了投资协定下的征收、 最惠国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 但中国与这些国家往往并
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企业无从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或即便有投资协定， 其国际投资仲裁条款亦存
在属事管辖权过于狭窄的问题， 并不能充分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 因此， 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时， 倘
若东道国与中国尚未签署投资协定或投资协定不能有效保护中国投资者， 可在与东道国具有双边投
资协定的第三国设立项目公司并开展实质经营， 进而对东道国进行转投资， 以此获取第三国国籍身
份， 以便在发生投资争端时作为适格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再次， 在美从事经营的企业应做好
风险预案， 从原材料及专利等技术获取、 用户和消费市场分布等多方面做多角化安排， 避免发生因
美国技术封锁导致的产品断供或市场封闭造成的客户群丧失。 最后， 中资创新企业在美经营要做好
商标、 专利、 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注册和保护机制， 对潜在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预防和维权， 避
免美国 “山寨” 品牌借政府禁令抢占市场。輦輲訛

第四， 美国频频使用行政措施干预中资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和业务， 滥用安全例外条款， 归根结
底在于美国是贸易及投资协定下安全例外条款的主要制定者。 可见， 在国际经济法制中占据规则制
定的主动权方能帮助中国突破当前国际法制的困境。 中国需加强精通条约谈判、 争端解决、 国际组
织管理等各类国际法制人才的培养， 提升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在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
判中逐步推动安全例外条款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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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context�of�power�shift�in�international�political�society,�the�emotion�of�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protectionism� rise� in� the� US,� and� security� review� measures� are� abused� by�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o� intervene� in� the�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ugust� of� 2020,� the� US� President� ordered� the� ByteDance� Company� to� sell� its�
TikTok�App�in�the�name�of�protecting�the�US�national�security,�based�on�the�decision�made�by�
the�CFIUS�on�ByteDance’s�acquisition�of�Musical.ly.�The�US’s�ban�on�TikTok�reflects�that�2018�
Foreign�Investment�Review�Risk�Modernization�Act�is�applicable�to�investments�made�outside�the�
US�territory,�and�it�reviews�strictly�on�the�transactions�relating�to�sensitive�data�of�US�citizens�or�
programs� origins� from� special� concerned� country.� Although� the� ban� constitutes� a� trade� and�
investment�restrictive�measure,�it�can�be�exempted�by�the�national�security�clause�of�the�trade�and�
investment� treaties� signed� by� the� US.�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all� protect� their�
interest�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rule-mak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clause,� investment� law�
conformity� investigation� before� market� access,� resorting� to� domestic� judicial� remedies� in� host�
states,�and�investment�treaty�shopping.

Key Words: Chinese� Company； Overseas�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Clause�

（责任编辑： 刘长兴）

輦輳訛 冷帅： 《欧盟外资监管和安全审查立法的评估与应对———基于 〈建立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框架条例〉 的分析》， 载 《现代法学》
2019年第 6期。

輦輴訛 [美] 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30 页。

结语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为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 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将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获得的经济上的成就归因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获得的非公平优势， 并以保护国家安全为
由， 在投资和贸易中屡屡制定对中资企业不利的措施。 受美国影响， 欧盟亦制定新的投资审查条
例， 强化了对中国投资者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 国际投资政策出现了卡尔沃主义向发达国家渗透与
发展的趋势。輦輳訛 在此背景下， “出海” 投资的中资企业在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家频频遭
遇不公平的贸易与投资壁垒。 这些措施本质上是经济民族主义、 保护主义与重商主义的体现， 具有
固守经济传统和排斥外来强势经济力量的特征，輦輴訛 和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制所追求的自由化、 非歧
视等原则不符。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法制环境， 中国政府需加强对经贸往来频密国家的对话， 降低
彼此分歧， 并逐步增强国际规则尤其是安全例外条款的谈判和制定能力。 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经
营时， 需审慎地评估海外投资和经营风险， 在投资和开展业务前对东道国进行充分的合规审查， 多
角化安排原材料、 关键零部件的来源。 在遭遇投资和经营障碍时， 中资企业应充分利用国际投资仲
裁机制和东道国国内的司法救济机制， 积极捍卫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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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员。 本文系 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际法与国内法视野下的跨境
电子商务建设研究” （项目批准号: 17ZDA141）、 2018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逆全球化浪潮下国际知识产权
强保护机制转向及中国的应对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YJC820022） 成果之一。

譹訛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IKTOK”, and Taking Additional Steps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85 FR 48637, 08/11/2020.

譺訛 Zak Doffman, Is TikTok Spying on You For China?, Forbes, Jul 25,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zakdoffman/2020/07/25/
beware-tiktok-really-is-spying-on-you-new-security-report-update-trump-pompeo-china-warning/#83d13f840148， 2020 年 8 月
12日访问。

丁婧文 *

内容提要： 2020 年 8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签发两个行政命令封杀中国企业在美运营的
移动应用程序 “TikTok”。 除了政治动机之外， 更体现出现行国际规则难以调整数据利用
问题的困境。 “TikTok” 在美国的困境反映了数据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冲突， 以及数据利用
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同时， 由于数据具有财产属性， 针对 “TikTok” 的行政命令可能构成
对 “TikTok” 的间接征收， 未来数据可能成为 “国际直接投资” 的重点对象。 面对眼前困
境， 一方面中国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规则为 “TikTok” 争取正当权益； 另一方面， 中国
有必要积极推动国际数据利用新规则的构建， 保护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当利益。
关键词： “TikTok” 数据 国家安全 隐私保护 征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6

“TikTok” 事件的法律分析
———兼谈数据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

引言

2020 年 8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发第 13942 号行政命令 《解决 “TikTok” 构成的威胁， 并采
取其他措施解决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的国家紧急情况》。譹訛 “TikTok” 是字节跳动旗下
产品 “抖音” 的海外版。 行政命令中要求从本命令发出之日起 45 天后， 禁止美国管辖范围内任何
个人或实体与字节跳动公司交易。 行政命令援引了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 和 《国家紧急状态法》 （the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认为中国公司开发和
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运营持续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

美国对 “TikTok” 发难的理由是 “TikTok” 对用户数据处理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声称 “TikTok” 将用户数据发送到中国。譺訛 2020 年 7 月 8 日蓬佩
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并声称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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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Nami Dockery, Pompeo: Looking To Ban “Tik Tok” App In The U.S.WLTZ, July 8, 2020. https：//www.wltz.com/2020/07/08/pompeo-
looking-to-ban-tik-tok-app-in-the-u-s/， 2020年 8月 14日访问。

④ Order Regarding the Acquisition of Musical. ly by ByteDance Ltd,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4, 2020.https://publicpool.kinja.com/
subject-order-regarding-the-acquisition-of-musical-ly-1844732563， 2020年 8月 15日访问。

⑤ 参见张金平： 《跨境数据转移的国际规制及中国法律的应对———兼评我国 〈网络安全法〉 上的跨境数据转移限制规则》，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2期。

只有在希望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交到中国手中时， 才应下载该流行视频应用程序。”譻訛 2020 年 8 月 14
日特朗普再次颁布 《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 行政命令， 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在 90 天
内出售或剥离其美国 “TikTok” 业务。譼訛 “TikTok” 只是美国政府禁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交易的试
验品， 随后将针对有中国 “血缘” 的互联网企业痛下杀手。 在这一系列动作中， 美国封杀
“TikTok” 的理由是企业数据利用问题。

数据利用包括收集、 处理和传输等一系列使用行为。 “TikTok” 事件表明数据利用问题已经成
为新一轮国际合作和冲突的重点关注对象。 目前专门调整跨域数据流动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建立，
美国有机会利用国际规则的空白， 以国内法中的国家安全为由打压 “TikTok”。 在国际政治角逐白
热化阶段中 “TikTok” 看似是一个独立的突发问题， 但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数据流动和保护问题愈
加重视与国际未建立数据保护机制之间冲突的体现。 因此， 从 “TikTok” 事件审视现有的国际条约
对数据利用问题相关规则的缺失， 探讨数据的隐私保护与国家安全内在属性， 以及数据财产被征收的
可能性， 以 “TikTok” 事件为中心提出短期与长期的应对策略。

一、 国际社会数据利用相关规则的缺失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WTO） 为扩大货物和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要求
成员方通过互惠互利安排， 降低贸易壁垒， 消除歧视性待遇， 并确立了非歧视、 贸易自由化、 透明
度、 促进贸易公平竞争与鼓励经济改革和发展五个原则。 由于数据利用是产生于互联网全新的领
域， 在 WTO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并未涉及， WTO 的协议中尚未有专门针对数据利用的相关规则。 现
今， 数据利用问题已被纳入 WTO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的规则谈判之中。

在 WTO 现行规则中， 《服务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简称 GATS）
涉及电子商务的问题。 GATS 细分服务为跨境提供、 境外消费、 在他国设立商业存在和通过派遣职
员到他国提供服务四种形式， 均与电子商务相关联。譽訛 GATS 第 28 （b） 条规定服务提供 “包括一项
服务的生产、 分配、 营销、 销售和交付” 的全过程。 跨域数据流动可以划分到 GATS 中四种 “服务
贸易” 方式之一的 “跨境提供”。 美国声称 “TikTok” 将用户数据传输至中国， 应属于数据利用中
的跨域数据流动， 可以纳入服务贸易的范畴。 在 GATS 下， 针对 “TikTok” 的行政命令已经违反
GATS 第 2 条 “最惠国待遇” 和第 17 条 “国民待遇”， 美国政府的行政令使中国企业拥有的待遇低
于美国给第三国企业和美国本土企业的待遇。 然而 GATS 承认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优先性。
GATS 第 14 条的一般例外中规定保护个人信息互利和传播的个人隐私和安全利益时， 缔约国可以采
取相关措施。

WTO 国家安全之例外条款是为了使成员方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可以采取相应行为使国家主权
不被置于危险境地。 但 “国家安全” 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 如果任意援引此条款， 将对其他
国家的权利造成损害， 阻碍贸易的发展。 因此 GATS 第 14 条各款例外规定的适用是有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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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2.6 of DSU, Decision by the Arbitrator, WT/DS285/ARB, 3.65.

⑦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285/RW.
⑧ 参见石静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 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2期。
⑨ WTO: Electronic Commerce.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com_e/ecom_e.htm，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⑩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关于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

ae/ai/202001/20200102930845.shtml， 2020年 8月 18日访问。

的。譾訛 服务贸易争端中援引例外条款的案件有 “安提瓜诉美国赌博案”， 该案中美国以 GATS 第 14 条
抗辩。 专家组认为例外必须满足两个标准： 成员采取的措施不存在任意或不合理歧视， 且这些措施
是 “必要的”。譿訛 在 “TikTok” 事件中美国白宫的行政命令对国家安全的扩大解释， 显然构成了歧视
和非必要。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 行贸易保护之实。 如果美国援引第 14 条一般例外的规定， 将难
以得到专家组认同。

“TikTok” 作为一项受版权保护的软件， 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简称 TRIPS） 也存在关联。 TRIPS 第 10 条明确保护计算机程
序和数据汇编。 但是适用的难点在于： 第一， TRIPS 第 13 条规定了版权权利的限制和例外， 即
“某些特殊情况， 且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 也不得无理损坏权利人持有的合法权利”。 国家安
全和个人隐私往往作为特殊情况排除对软件的保护。 比如美国版权法 1201 条 （e） 和 （h） 款表明
就政府进行信息安全活动和个人身份信息保护可以作为规避作品中技术措施的例外情形。 第二，
TRIPS 保护的客体与美国打击 “TikTok” 的对象并不一致。 TRIPS 中所保护的客体是受版权保护的
作品， 计算机软件与数据是两个对象， 计算机软件的运行依赖数据实现， 但是数据并不等同于计算
机软件。 而数据汇编中要求对数据的选取或编排符合 “独创性” 标准， “TikTok” 中所涉及的数据显
然不能达到该标准。 因此， TRIPS难以适用于数据利用问题， 更无法运用于 “TikTok” 事件中。

《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 行政命令将影响 “TikTok” 投资人的利益， 但 《与贸易有关
的投资措施协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第 1 条规定 “本协定
仅适用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TikTok” 公司作为社交服务平台并不从事货物贸易， 无法
适用 TRIMs 规则。

由此可见， 现行多边贸易规则以货物和服务贸易为基础， 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数据利用的新需
求。讀訛 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数据的收集、 处理和跨域传输等行为， 而与此相关的 “与贸易有关的
电子商务” 规则依然在谈判中。 早在 1998 年 5 月 WTO 通过了 《全球电子商务宣言》， 9 月 WTO 成
立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讁訛 但宣言只是原则性的内容， 对推进电子商务规范缺乏实质性进展， 其中
也未提及数据问题。 直至 2016 年 7 月， 美国在 WTO 提交了全面讨论电子商务议题的提案， 首次将
与数据相关的隐私保护、 国家安全和跨境数据流动等新议题引入 WTO。 2019 年 WTO 才正式启动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的规则谈判。

2020 年 1 月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谈判达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
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 该协议就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 食品和农产品贸易、 金融服务、 宏观经
济政策、 汇率问题及透明度和扩大贸易中达成初步共识， 遗憾的是其中并未包含跨境数据流动问题。輥輮訛

虽然 GATS 可勉强适用于数据利用中跨域数据流动问题， 但是从整体而言， 现行国际制度缺少
调整数据利用的国际规则， “TikTok” 难以在 WTO 框架下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协定中寻求维护自身权
益的依据， 唯有力证其属于 GATS 范畴以获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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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ikTok” 事件中数据利用的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

美国对 “TikTok” 数据利用问题关注已久， 主要集中在跨域数据传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数据
收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影响两个方面。 数据利用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自由与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之间
存在根本性矛盾， 学界称之为 “三难选择”。輥輯訛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需要给予跨国企业利用数据足够的
空间， 而实现隐私保护依赖各国建立良好的数据保护制度， 各国需要加强数据保护的自主权保证国
家安全， 这些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措施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数据自由流动。 阿里巴巴数据安全研究院
的报告指出各国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 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輥輰訛

“TikTok” 事件是跨国企业的数据利用与东道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保护之间根本性冲突的体现。

（一） 数据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冲突

数据利用中的跨域数据自由流动极其容易在国际贸易中引发国家安全问题。 因此中国在 WTO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规则谈判中提交的提案中指出跨域数据流动对贸易发展至关重要， 关系
到每个成员的核心利益， 但跨域数据流动应以安全为前提。輥輱訛 国内法层面，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草案）》 （简称 《数据安全法》 （草案）） 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数
据安全法》 （草案） 建立了协同治理体系， 规范跨境数据活动， 推动数据安全建设。 为限制跨域数
据流动以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和 《关于银行业
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数据本地化要求， 以维护网络安全。

与我国相反， 美国是鼓励数据自由流动的代表国家， 在国际上积极推行宽松的跨境数据流动政
策。 美国在鼓励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立场下， 积极为美国企业破除 “数字贸易壁垒”。輥輲訛 2013 年启动谈
判的 《国际服务贸易协议》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简称 TiSA） 是由 WTO 中美国、 欧盟、 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23个成员基于 WTO 下 GATS 的贸易协议提出的。 TiSA 相较于 GATS 在专业化领
域提出了更高标准。輥輳訛 在 TiSA 谈判中美国关于跨域数据流动的提案为 “当涉及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活
动时， 成员方政府不能阻止另一 TiSA 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传输、 接入、 处理、 储存来自其境内或
其他任何国家的信息。” 该条款并未没有任何例外。輥輴訛 2020 年生效的 《美墨加协定》 （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 取代了 1992 年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美国的主导下的
《美墨加协定》 增加了 “数字贸易” 章， 该章要求确保数据跨域流动和打击数据本地化。 为推进跨
境数据自由流动， 美国极为强烈的反对数据本地化， 在 TPP 第 14 章 “电子商务” 第 14.13 条和
USMCA 第 19 章 “数字贸易” 第 19.11条均要求禁止对计算设施位置进行限制。

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也体现了这一立场， 在 WTO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规则谈判中美
国提交的提案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1） 跨境数据转移： 互联网用户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
方式传输数据。 贸易规则可以保证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在不受任意性或歧视性限制的情况下跨境传输
数据。 （2） 防止数据本地化： 互联网服务提供的规模经济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服务质量， 加强了企

輥輯訛 参见黄宁、 李杨： 《“三难选择” 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演进与成因》， 载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5期。
輥輰訛 阿里巴巴数据安全研究院： 《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与中国战略研究报告》， 2019年 9月 1日。
輥輱訛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INF/ECOM/19, 24 April 2019.
輥輲訛 徐程锦： 《WTO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与中国的应对方案》， 载 《国际经济评论》 2020年第 3期。
輥輳訛 参见刘颖： 《后 TRIPS时代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 “碎片化”》， 载 《学术研究》 2019年第 7期。
輥輴訛 龚柏华： 《论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的 “eWTO” 规制构建》， 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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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网络安全。 贸易规则可以确保企业不必在它们所服务的每一个辖区内建造或使用独特的资本密
集型数字基础设施， 从而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3） 禁止网络封锁： 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
网能让用户充分利用世界各地丰富的信息和服务。 贸易规则包括确保网络接入的规则， 可以确保政
府既不会任意地屏蔽或过滤在线内容， 也不会要求互联网中介机构这样做。”輥輵訛

极具讽刺的是美国针对 “TikTok” 的一系列行动与其国际立场截然相反。 第一， 在跨境数据转
移方面， 美国媒体指责的理由是 “TikTok” 的 《隐私协议》 明确表示， “TikTok” “可以与我们公司
集团的母公司共享用户信息”。輥輶訛 这种指责是完全建立于断章取义之上， “TikTok” 的 《隐私协议》 中
表示只有在合并或破产的情况下与母公司共享数据。輥輷訛 因此 “TikTok” 跨域传输数据存在限制前提。
退一步来说， 即使 “TikTok” 向境外传输数据也是符合美国对跨境数据自由转移的立场。 同时，
“TikTok” 已经表示不会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 如果被要求也不会共享数据。輦輮訛 第二， 数据本地化是
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常用手段。 2019 年 10 月， 美国参议员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和汤姆·科
顿 （Tom Cotton） 就表示希望美国情报界评估 “TikTok” 和其他中国人拥有的平台的国家安全风险。輦輯訛

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在其国内法中要求数据本地化以避免国家安全问题。 “TikTok” 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发表了一份声明， 回应人们的担忧， 称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存储在美国， 在新加坡有备份。輦輰訛

“TikTok” 主动积极采取数据美国本地化， 美国完全可以采取检查监督等方法维护国家安全， 然而美
国却选择不留余地直接封杀， 反映了美国所谓维护国家安全不过是实施贸易打压的借口。 第三， 在
禁止网络封锁方面， 互联网中介机构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网络运营商、 为网络运营商创建
和维护网络的网络基础架构提供商、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互联网访问提供商 （IAP）、 社交网
络平台和搜索引擎和聚合器等。輦輱訛 其中 “TikTok” 属于社交网络平台之一。 同时， 蓬佩奥给这个 “净
化行动” 新增了五条措施： 包括清理运营商、 清理应用商店、 清理应用软件、 清理云服务和清理光
纤电缆。 这些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要求显然违反了美国 “禁止网络封锁” 的国际立场。

特朗普行政命令中提出三点理由禁止 “TikTok”： 第一， 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视频共享移动
应用程序 “TikTok” 在美国的下载量超过 1.75 亿次， 在全球范围内被下载超过 10 亿次。 “TikTok”
自动从用户那里捕获大量信息， 其数据收集可能会产生中国访问美国人个人和财产信息的威胁， 可
能便于中国追踪联邦雇员和承包商的位置， 从而建立个人信息档案以实施勒索以及进行公司间谍活
动。 第二， “TikTok” 有利于中国进行虚假宣传活动。 第三， 印度政府最近禁止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TikTok” 和其他中文移动应用程序；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在一份声明中声称， 他们“正在以未经

輥輵訛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F/ECOM/5.25， March 2019.
輥輶訛 Tim Baysinger, “TIKTOK” to Sue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Executive Order Ban (Report), August 8, 2020.https://www.thewrap.

com/“TIKTOK” -to-sue-trump-administration-over-executive-order-ban-report/，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輥輷訛 What Is “TIKTOK”’s Privacy Policy? Here’s How The Platform Uses Your Data, JULY 9, 2020.https://www.elitedaily.com/p/what-

is- “TIKTOK” s-privacy-policy-heres-how-the-platform-uses-your-data-29006472，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輦輮訛 Robert McMillan, TikTok Collected Android User Data Using Tactic Banned by Goog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11, 2020.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tiktok-collected-android-user-data-using-tactic-banned-by-google-2020-08-11?mod=home-
page，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輦輯訛 See Sherisse Pham, “TIKTOK” Could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US Lawmakers Say, CNN Business, October 25, 2019.https://
edition.cnn.com/2019/10/25/tech/“TIKTOK” -national-security/index.html，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輦輰訛 See What is “TIKTOK”’s Privacy Policy? Here’s How the Platform Uses Your Data, JULY 9, 2020.https://www.elitedaily.com/p/
what-is- “TIKTOK” s-privacy-policy-heres-how-the-platform-uses-your-data-29006472，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輦輱訛 See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APC）：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Internet Intermediary Liability, May 2014.
https://www.apc.org/en/pubs/apc%E2%80%99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internet-intermed，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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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方式窃取并秘密地将用户数据传输到印度以外位置的服务器。”輦輲訛 事实上， 这些理由尚未有任
何实质性证据支撑。

“TikTok” 事件围绕数据的国家安全问题展开， 由于国际法对数据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未有
明确的法律规则， 特朗普政府利用国际法中的空白， 通过援引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和 《国家紧
急状态法》 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实现政治打压。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第 1701 条规定授予总统的权
力只能用于处理本章中已宣布发生国家紧急状态的异常和非常威胁。 该条表明国家紧急状态只需要
产生威胁即可， 无需实质性损害后果的发生。 但是美国国会没有具体说明 “不寻常” 和 “特殊” 的
标准。 《国家紧急状态法》 第 1601 条规定 “任何有效的国家紧急状态” 一词是指总统所作的一般性
紧急状态声明。 因此， 这种威胁认定交由美国总统自行判断。 在缺乏国际规则的情况下， 美国国内
法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法律支撑。

美国针对 “TikTok” 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与国内立场中的双重标
准。 在国际上鼓励跨域数据自由流动为美国企业收集、 处理和传输等利用他国数据的行为破壁开
路， 在国内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数据利用， 使得外国企业处处掣肘， 以达到保护美国企业的目的。

（二） 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隐私保护是数字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各方对加强个人数据保护达成共识。 APEC 在 2015 年颁
布了 《APEC 隐私框架》， 确立了九项个人数据保护原则。 中国在 WTO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规则谈判中提交的提案中强调对个人信息保护。輦輳訛 我国于今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其中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至第一千零三十九条规定
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同时 《个人信息保护法》 已被纳入 2020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然
而数据利用包括了收集、 处理和流动等行为， 非常容易和个人隐私保护产生矛盾。 特别是跨域数据
流动极其容易引发隐私风险。

“TikTok” 被指责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行为引发了隐私风险。 早在 2019 年 2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提出的申诉称， Musical.ly （现在称为 “TikTok”） 违反了 《儿
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Rule， COPPA）， 该法要求针对儿童的网站
和在线服务在收集 13 岁以下儿童信息之前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 最终 Musical.ly 被处以 570 万美元
罚款。輦輴訛 2020 年 5 月份美国非政府隐私组织数字民主中心 （CDC）、 无商业化童年运动 （CCFC） 以
及其他组织要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调查 “TikTok” 未能遵守承诺， 删除 13 岁及以下用户
的视频。輦輵訛 “TikTok” 在隐私保护方面受到美国巨大的舆论压力。

欧美之间也存在数据利用中的跨域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的矛盾。 欧盟一向强调对欧盟公民的隐
私保护。 2019 年 WTO 数据议题的谈判中， 欧盟将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视为基本权利， 认为个人信

輦輲訛 Addressing the Threat Posed by “TIKTOK”, and Taking Additional Steps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85 FR 48637， 08/11/2020.

輦輳訛 See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INF/ECOM/19, 24 April 2019.
輦輴訛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ideo Social Networking App Musical.ly Agrees to Settle FTC Allegations That it Violated

Children’s Privacy Law,February 27, 2019.https://www.ftc.gov/news -events/press -releases/2019/02/video -social -networking -app -
musically-agrees-settle-ftc， 2020年 8月 15日访问。

輦輵訛 Bradford Betz, “ TIKTOK” Violates Kids’Privacy, Advocates Warn, Fox News, May 14, 2020.https://www.foxnews.com/tech/
“TIKTOK” -violates-kids-privacy-advocates-warn，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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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护措施比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更为重要， 强调为个人提供良好的信息保护。輦輶訛 欧盟 2016 年颁布的
《关于保护处理自然人个人数据和自由流动此类数据的条例》 （GDPR） 对个人数据保护制定了详细
的规则， 明确 “基因数据” 和 “生物识别数据” 属于个人数据保护的范围。輦輷訛

美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中的跨域数据流动屡次威胁了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安全。 2015 年 10 月，
欧盟最高法院裁定欧盟与美国于 2000 年签订的 “安全港” 协议无效并予以撤销。 基于斯诺登事件，
欧盟法院认为美国政府访问从欧盟转移到美国的个人数据超出了国家安全的必要范围， 无法保证欧
盟公民的数据隐私， 侵犯了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中保护个人数据的权利。輧輮訛 随后 2016 年 《隐私盾协议》 为欧美跨境数据流动的合作带来了曙
光。 《隐私盾协议》 中强调三点： 一是处理数据的公司负有严格的义务。 美国商务部将定期对参与
公司进行更新和审查， 以确保公司遵守提交他们的规则。 二是有效保护个人权利。 任何认为自己的
数据在 “隐私盾” 计划下已被滥用的公民将受益于争议解决机制。 三是对美国政府准入予以明确限
制。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通过附加文件进一步阐明了仅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使用大容
量数据收集， 且需要尽可能集中， 特别是使用过滤器时尽量减少非相关信息的收集， 并承诺排除对
根据 “隐私盾” 安排传输的数据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规模监视的可能性。

直至 2020 年 7 月， 欧盟法院宣布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境数据传输协议 《隐私盾协议》 无效。
法院认为， 美国政府仍有可能获取欧盟公民个人数据， 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
欧盟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虽然美国国内法规定了政府当局实施监控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要求， 但是
这些条款并没有赋予数据主体在法院中可以起诉对抗公共机关的权利， 从而达到与欧盟法律所要求
的实质性同等保护水平， 同时未能保证监察员的独立性， 也未能有配套的规则赋予监察员权力以作
出对美国情报部门有约束力的决定。輧輯訛

中美 “TikTok” 事件和欧美 《隐私盾协议》 的撤销都反映了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难以调和
的矛盾， 因此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赖于以多边、 区域或双边合作协议推动各国合作， 在保护个人
隐私的基础上鼓励跨域数据流动， 促进数据的有效利用。

三、 数据与国际投资中的征收

（一） 美国白宫行政命令构成对 “TikTok” 的间接征收

2020 年 8 月 15 日白宫再次颁布 《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 行政命令要求中国的字节跳
动公司在 90 天内出售向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提供撤资证明。 美国政府一系列行政命令已经
构成对 “TikTok” 的间接征收。

首先， “TikTok” 的投资人在东道国的财产权理应受到保护。 在国际法上东道国征收行为具有
正当性基础， 欧洲甚至将对财产权的保护纳入人权之中。 《欧洲人权公约》 第一条指出 “除非处于
公共利益并受到法律和国际法一般原则所规定的条款约束， 否则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輧輰訛

輦輶訛 See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EU Proposal for WTO Disciplines and Commitments Relating to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INF/ECOM/22, 26 April 2019.

輦輷訛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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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輮訛 The Court of Justice Declares that the Commission’s US Safe Harbour Decision is Invalid, Case C-362/14, 6 October 2015.
輧輯訛 See CJEU Documents,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in Case C-311/18, 16 July 2020.
輧輰訛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50, Art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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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 对外国人 “使用、 占有和处置财产不合理干涉” 构成间接征
收。輧輱訛 在国际条约中间接征收的认定通常采取效果标准。 如 《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规定间接
征收是 “一缔约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具有直接征收同等效果”。輧輲訛 又如 《中国和新西兰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 规定 “间接征收发生在政府通过等同于直接征收的方式取得投资者财产的情况……
政府实质上剥夺了投资者对其财产的使用权”。輧輳訛 《美国双边投资协议示范法》 中同样提出 “间接征
收……具有直接征收同等效果”。輧輴訛 不过公共利益通常可作为政府征收的例外情形。 一种方式是直接
将实施公共利益政策的行为排除在间接征收范围之外。 《美国双边投资协议示范法》 中规定， 缔约
方为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而设计和实施的非歧视性监管行动， 不构成间接征用。輧輵訛 另一种方式
是实施公共利益政策的行为不可适用争端解决条款。 2020 年 1 月 17 日香港与澳大利亚签订的 《投
资协定》 中， 分别规定医疗药品福利方面的措施和烟草控制措施不得在 ISDS 条款下提出索赔。輧輶訛

政府剥夺投资者财产的行为构成间接征收一般需要满足两个要求： 严重的或无限期且与公共目
的不相称。輧輷訛 美国政府目前行为虽以国家安全为由， 表面似乎满足公共目的要求， 但由于缺乏实质
性证据， 因此美国政府是否基于公共目的采取征收行为， “TikTok” 仍然可以在法院或仲裁庭中与之
辩论。

其次， 即使美国政府能充分论证其征收基于公共目的， 美国政府也必须支付公正的赔偿。 支付
公正的赔偿正当性依据是征收行为损害了投资人的经济利益。 在 《美洲人权公约》 第 21 条第 2 款
中规定： “除非出于公共事业或社会利益的原因并根据法律规定的形式支付公正的赔偿， 否则任何
人均不得剥夺其财产。”輨輮訛 同时， 征收行为损害了投资人的合理期待。 杰里米·边沁曾经表示： “如果
法律承认了这些预期， 就有必要维护这些预期， 如果它驳回了这些预期， 就必须赔偿那些遭受失望
的人”。輨輯訛

（二） 美国白宫行政命令可能构成对数据财产的间接征收

虽然美国白宫 《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 行政命令已经对企业财产构成征收， 但是引
发的一个新的学理问题是行政命令中要求 “TikTok” 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规定是否构成了对数据财产
的间接征收。

第一， 数据是否构成财产。 在这方面的争议非常大， 有学者认为由于数据主体不确定、 外部性
问题和垄断性的缺乏， 数据不宜财产化。輨輰訛 有学者却认为数据财产化可以用于缓解市场失灵和构建
社会关系。輨輱訛 事实上， 数据财产化是必然的趋势。 在国际市场中， 由于数据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
性， 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公共物品。 非排他性是指一方对数据的利用不能排除其他人对数据的利用，

輧輱訛 余劲松： 《国际投资法》，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90页。
輧輲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附件 12-B第三条。
輧輳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附件十三征收第二条。
輧輴訛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nex B, 3.
輧輵訛 See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nex B, 4 (b).
輧輶訛 See Invest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2020.
輧輷訛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附件十三征收第三条。
輨輮訛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22 November 1969.
輨輯訛 [英] 杰里米·边沁： 《政府片论》， 马兰译， 台海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43页。
輨輰訛 参见梅夏英： 《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6年第 9期。
輨輱訛 See Schwartz, Paul M. “Property,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Harvard Law Review, vol.117, no.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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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竞争性是指一方对数据的利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数据的利用。 如果不对数据这种公共物品财
产化， 会出现 “搭便车者”， 在一方收集数据后， 其他人可以随意利用， 将会损害公众隐私权和初
始收集者的经济利益， 最终导致国际市场中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数据财产化可以保证市场供给的稳
定。 白宫 《关于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 行政命令中承认了 “TikTok” 数据的财产利益和权利，
命令第 2 （b） （ii） 条要求字节跳动剥离的 “利益和权利” 中包括了 “美国的 TikTok 应用程序或
Musical.ly 应用程序用户中获得或衍生的任何数据”。輨輲訛 同时，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要
素， 能够优化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 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中， 肯定了数据资源的社会价值。 《深圳经济特
区数据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四条确立了数据权， 即 “权利人依法对特定数据的自主决定、 控制、
处理、 收益、 利益损害受偿的权利”。 因此， 数据构成财产并被赋予财产权是大势所趋。

第二， 数据财产是否符合投资的标准。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 （以下简称：
《ICSID 公约》） 中未对 “投资” 进行明确的定义， 但在 ICSID 仲裁庭的实践中确立了 Salini 标准以
评估 “投资” 行为， Salini 标准即金钱和资产的投入、 存续时间、 风险要素和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
贡献。輨輳訛 近年来， 无形财产逐步纳入国际投资内涵之中。 美国双边投资协议示范法中征收所指的对
象包括了 “投资中的有形或无形产权或财产权益”。輨輴訛 知识产权是一个典型的无形财产， 在市场导向
下知识产权从贸易语境下向投资语境转变。 1959 年西德和巴基斯坦签署的 BIT 直接首次在 “投资”
的定义中囊括了 “专利和技术知识”。輨輵訛 中国新西兰 FTA、 美国韩国 FTA 和欧洲新加坡 FTA 中将知
识产权纳入 “投资” 的定义之中。輨輶訛 国际投资中出现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国际公司诉澳大利亚政府、
梅赛尼斯公司诉美国政府案和礼来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三起知识产权纠纷， 令学者关注到知识产权
这种无形财产已经成为 “投资” 的内容之一。輨輷訛 同样， 如果数据构成财产权， 那么根据 Salini 标准，
数据这种无形财产极有可能在将来被纳入 “投资” 定义之中。

第三， 东道国对数据财产的处置行为是否构成征收。 跨域数据流动和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从事
数据相关活动可能被认定为财产投资协定下适格的投资。 行政命令第 2 （c） 条中所要求的 “字节跳
动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向 CFIUS 证明其已销毁根据第 2 （b） （ii） 条要求剥离的所有数据， 和此类数
据无论位于何处的所有复制件， 以及 CFIUS 被授权要求以其认为合适的条件对字节跳动进行审计，
以确保完成此类数据销毁。” 由于行政命令已经承认了数据的利益和权利， 因此行政命令中所要求
数据销毁规定极有可能属于不合理干涉数据财产的使用、 占有和处置， 构成了间接征收。

然而， 这只是学理上的分析， 由于目前中美之间并未有条约规定数据保护相关问题， 也未约定
适用国际仲裁规则， 因此数据能否成为被征收的财产对象并获得救济， 需要以相关条约加以规定。

輨輲訛 Order Regarding the Acquisition of Musical. ly by ByteDance Ltd,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4, 2 (b) (ii).
輨輳訛 See Salini Construttori S. P. A v. Kingdom of Morocco, ICSID Case, No. ARB/00/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paras.51-54 (July 23,

2001).
輨輴訛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nnex B, 2.
輨輵訛 See Pakistan And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reaty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1959, Article 8.
輨輶訛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第一百三十五条第四项； U.S. -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2

（KORUS）, Article 11.28.； EFT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3, Article 37 (b).
輨輷訛 See Bryan Mercurio, “Awakening the Sleeping Gi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15, no.3, 2012； 张建邦： 《国际投资条约中 “投资” 定义涵盖知识产权的理论解释》， 载 《法
治研究》 2012年第 6期； 韩书立： 《论 ISDS 机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载 《学术研究》 2018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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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美国打压 “TikTok” 的应对方案

（一） 洞悉美国的国际战略方针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坚信 “无政府状态” 是国际的
常态格局， 认为在 “无政府状态” 下国家一直处于 “战争” 之中。輩輮訛 当然这种 “战争” 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武装冲突， 而是全球贸易冲突。 美国在全球化三个阶段与中国进行博弈， 第一阶段是传统
贸易议题，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议题， 第三个阶段是针对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主要针对跨境
数据流动全球化。輩輯訛 美国近年来在国际条约频繁的 “退群” 行为被解读为 “逆全球化”， 实际上这只
是美国重构全球贸易秩序的手段。 美国希望通过控制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维护美国在国际中的霸权
地位。輩輰訛 中美在数字产业总体规模上位于全球顶端， 中国数字产业中电子商务在行业领域规模位居
全球第一。輩輱訛 因此， 在现实主义的主导下美国将中国列为 “假想敌”， 利用国际规则的不足打压中国
企业， 破坏国际贸易的稳定与和平。

美国除了在国内通过压制 “TikTok” 等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业务， 更在国际范围内通过
“国家俱乐部” 的形式将中国排除在国际合作体系之外。 USMCA 中第 32.10 条称为 “毒丸条款”， 规
定如果美墨加三国中有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另外两国将在六个月内终止本协
议， 并以双边协议取而代之。 美国通过 “毒丸条款” 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签订合作协议。 在 WTO
中并无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 的条款， 美国此举目的是极力阻止中国建立或加入国际跨域数据流动
的合作机制。

（二） 短期中充分利用现行争端解决机制

WTO 通过争端解决机制保障成员方实施 WTO 框架内的实体内容。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
的谅解》 （DSU） 构建了争端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 DSB 具体程序是争议各方
要先通过磋商解决争议， 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端， 则起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 专家小组 6 个月内
提出裁决报告， 最长不能超过 9 个月。 如果某一当事方向 DSB 正式通知其将进行上诉， 则争端解决
进入上诉程序。 然而自 2017 年以来美国一直抗议 WTO 运行机制， 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輩輲訛

最终因两名法官任期结束， WTO 宣布 2019 年 12 月 11 日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停摆。 随后由欧盟、 中
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和乌拉圭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根据 WTO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 第 25 条， 设立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MPIA）， 以保证争端解决机制能够继续运作。輩輳訛 但美国并未加入 MPIA 之中。 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下
中国难为 “TikTok” 寻求救济。

輩輮訛 参见 [法]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 《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版）， 潘革平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32-33页。
輩輯訛 参见徐奇渊、 赵海： 《从全球化三个阶段来理解中美博弈的演进逻辑》， WTO/FTA 咨询网： http://chinawto.mofcom.gov.cn/

article/br/bs/202001/20200102931968.shtml， 2020年 8月 14日访问。
輩輰訛 参见韩书立： 《论 ISDS 机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载 《学术研究》 2018年第 9期。
輩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輩輲訛 See JAMEY KEATEN and PAUL WISEMAN Associated Press, World Trade Without Rules? US Shuts Down WTO Appeals Court, 11

December 2019.https://abcnews.go.com/Business/wireStory/world-trade-rules-us-shuts-wto-appeals-court-67621406， 2020 年 8 月
12日访问。

輩輳訛 See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im Appeal Arrangement for WTO Disputes Becomes Effective, Brussels, 30 April 2020.https://trade.
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43， 2020年 8月 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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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 中国在策略上应利用现行争端解决机制 “以拖待变”， 后发制人。 虽然目前 WTO 上
诉机构停摆， 但中国仍然可以进行专家组审查。 只要中美任何一方对专家组报告有异议才进入上诉
环节， 由于无法组成上诉机构， 此案将在此环节中止， 无法推进。 但即便最终无法形成有法律约束
力的裁决结果， 也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拖延时间。 一方面， 中国通过启动 DSB 程序， 在国际社会形成
舆论压力， 限制特朗普政府下一步措施。 另一方面， 拖延至美国总统大选过后， 也许美国政治格局
会发生变化， 中国可再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方案。

同时， 在国际社会中， 通常采用协商、 调查、 和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但是调查、 和
解和仲裁都以国家自由选择为前提条件。 比如， 《ICSID 公约》 第 44 条规定只有当事各方同意仲裁
规则， 方可进行仲裁。 “TikTok” 以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提起仲裁， 需要中美之间的区域性自由
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中规定了仲裁解决机制， 然而目前区域或中美双边协议中未有明确适
用于该问题的仲裁条款。 不过根据 《ICSID 公约》 第 25 条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ICSID 将对争端事
项具有管辖权， 第一， 需要当事人书面同意， 第二， 提交的法律争端必须由直接投资所引起， 第
三， 争端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公约的缔约国。 字节跳动收购美国社交视频应用 Musical.ly 并与
“TikTok” 合并，輩輴訛 属于字节跳动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和美国均为 《ICSID 公约》 缔约国。 如果
美国政府同意， 在理论上可以将关于 “TikTok” 的投资争端提交 ICSID。

“以拖待变” 的策略也要充分运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TikTok 的股东中如果有母
国与美国存在区域或双边协议， 可以根据协议提起国际仲裁。 不过需要注意协议中争端解决的条
款， 比如 USMCA 的争端解决条款严格限制当事方和争端类型。 在美国和墨西哥投资争端附件中，
第 14.D.3 条规定间接征收引发的投资争端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 第 14.D.1 条要求索赔人必须是合
格投资争端的当事方， 合格投资争端的当事方不包括 “由非附件缔约方 （即非美国和墨西哥） 的个
人拥有或控制的投资者， 该非附件缔约方在本协定签署之日就其贸易救济法而言为非市场经济， 且
没有任何缔约方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同时， 中国应积极推动与美国谈判磋商。 《中美贸易协议》 中采用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
是根据第 7.2 条中美双方建立 “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 其职能是： “评估本协议履行相关的
具体问题、 接受任何一方提交的与协议履行相关的申诉、 尝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 《中美贸易协
议》 下中美争端解决要取得成效完全依赖于中美双方政府的磋商， 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试探美国
意图， 适当拖延时间。

（三） 积极推动国际数据保护体系的构建

各国国际规则差异导致国际数据治理规则 “碎片化”， 难以采取统一的行动规范跨域数据流动。
由于国际上未建立一套国际数据保护体系， 使得跨国互联网企业维权举步维艰。 以至于美国有机可
乘， 对 “TikTok” 等中国互联网企业进行打击， 以实现其政治野心。

数据可以看作是一个公有领域， 因此需要社会和法律共同控制才能构建和维护。輩輵訛 在数据这个
公有领域下， 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有利于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 在全球范围内促成 “公地喜剧”。

輩輴訛 See Taylor Walshe and Shining Tan, TikTok on the Clock: A Summary of CFIUS’s Investigation into ByteDa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3, 2020.https：//www.csis.org/blogs/trustee-china-hand/tiktok-clock-summary-cfiuss-investigation-
bytedance， 2020年 8月 17日访问。

輩輵訛 See supra note輨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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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数据利用与国家安全和隐私保护之间的根本性矛盾难以调和， 各国制度差异和利益诉求不同， 难
以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 使得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 国际贸易中数据的利用已
成为全球治理议题， 有必要构建一套国际数据保护机制， 协调国家安全、 隐私保护和数据利用的三
方平衡， 以维护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指出必须维护网络安全， 主动参与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进程。輩輶訛 《国家安全法》 中十九个国家安全领域包括了网络与信息安全， 要求实现数据的安
全可控。 因此， 中国应在 WTO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规则谈判中坚持已有
立场， 强调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輩輷訛 同时应该协调不同国家的立场和利益需求， 在区域
或双边协议， 特别在未来中美合作第二阶段的磋商中， 共建跨域数据流动规则， 形成网络安全和隐
私保护的共识， 明确关于数据财产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保证 “TikTok” 这类事件能够在国际贸易规
则下拥有解决争端的渠道。

輩輶訛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
cn/xinwen/2018-04/21/content_5284783.htm， 2020年 8月 18日访问。

輩輷訛 See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INF/ECOM/19, 24 April 2019.

（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In� August� 2020,� US� President� Trump� issued� two� consecutive� executive� orders� to�
block� the�mobile� application “TikTok” opera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addition� to�political�motives,� this�event�also� reflects� the�dilemma� that� it� is�difficult� to� adjust�
the� use� of� data� in� accordance�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The� plight� of “TikTok” in�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s� the�conflict�between�data�utilization�and�national�security,�as�well� as� the�conflict�
between�data�utilization�and�privacy�protection.�At�the�same�time,�due�to�the�property�attributes�
of� data,� administrative� orders� against “TikTok” may� constitute� a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of
“TikTok”.� In� the� future,� data� may� become� a� key� object� of “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Facing�the�current�dilemma,�on�one�hand,�China�needs� to�make�full�use�of� the�existing� interna-
tional�rules� to�fight� for� the� 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f “TikTok”.�On� the�other�han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on�
data�utilization�to�protect�the�legitimate�interests�of�Chinese�Internet�companies.

Key Words: “TikTok”； Data； National�Security； Privacy�Protection； Exprop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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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法学双重视角下 TikTok及微信等
如何突破在美困境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南方金融法治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
项项目 “‘一带一路’ 倡议与国际规则体系研究” （项目批准号： 18VDL002）、 2018 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
研项目之特色创新类项目 （项目批准号： 2018WTSCX095） 和广东金融学院创新强校工程科学研究项目 （序号 39 科学研究
与社会服务项目类别） “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 CAFTA争端解决的机制” 的研究成果。

潘星容 *

内容提要： “字节跳动” 旗下移动产品 TikTok 遭到美国封杀， 背后存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战
略原因、 特朗普 “美国优先” 的个人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经济原因、 美国大选的政治原
因、 阻止中国公司 “字节跳动” 率先达到全球化等复杂因素与博弈。 本文从国际关系与法
学双重视角出发， 探讨 TikTok 及微信突破在美困境的途径和中国政府、 企业的应对策略，
并从具体法律操作层面提出建议， 进而提出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关键词： 国际关系与法学 TikTok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7

TikTok 是中国 “字节跳动” 旗下移动产品走出国门的新模式， 遭到美国封杀存在大国博弈等深
层因素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下， 即便 TikTok 的服务器在美国、
1500 名员工含总裁在内公司高管全是美国人并创造 1 万个就业岗位等纯属美国业务， 但它仍在美被
要求强行出售否则封杀。 TikTok 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海外企业的权益如何维护？ 这是海内外国人关
注的焦点， 亦是理论界实务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从 TikTok 及微信遭封杀背后原因、 中国
政府和企业应对策略、 法律层面上的救济、 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 TikTok及微信遭封杀的原因

（一） 战略原因： 遏制中国崛起

1. 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
（1） 特朗普上任后把中国确定为首要的全面的竞争对手。 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

位不同： 克林顿认为是伙伴； 小布什认为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奥巴马认为是潜在竞争者； 而到
了特朗普则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 他认为， 与美国竞争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这种竞争包括
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 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竞争， 颠覆了 “911” 以来美国政府对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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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白光裕： 《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载 《国际贸易》 2020年第 2期。
譺訛 “301条款” 是美国 《1974年贸易法》 第 301 条的俗称。 一般而言， “301 条款” 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

反协定、 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 是美国在贸易领域的霸道条款。
譻訛 “特别 301条款” 是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 是 “一般 301 条款” 的细化， 两者共同构成一个

完全的体现美国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系， 为美国的利益发挥着作用。
譼訛 陶文钊： 《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 载 《和平与发展》 2018年第 2期。
譽訛 姜国庆、 李淑静： 《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原因及对策研究》， 载 《商业经济》 2009年第 18期。

全的传统认知。 （2） 炮制 《与台湾交往法》， 强烈冲撞一个中国的政策底线。 2018 年 3 月 16 日，
特朗普不顾中方多次强烈反对， 正式签署 “与台湾交往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
访的限制。譹訛 （3） 高举贸易战大棒： 如 2017 年 8 月启动 “301 调查”，譺訛 调查重点在中国企业是否
“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 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
先进技术” 等问题。 这属于 “特殊 301 条款”，譻訛 是美国第六次对中国动用 “301 条款”。 2018 年开
始挑起一系列中美贸易战等等。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用整整十年的时间调整经济结构， 从出口
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 贸易战我们有准备， 有影响但可控制。 （4） 启用极端保守派人士担任政府
要职， 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充斥着对华强硬派。 如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 2011 年出版
了 《致命中国》； 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 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史蒂夫·班农 2017 年
在日本发表演讲： “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 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 2018 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
表的 “政府对华政策” 演说， 被人称为特朗普政府拉下 “新冷战铁幕”。譼訛

2.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1） 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虽有 “中国威胁论”， 但大多数美国人

并未直接感觉到 “威胁”， 或认为最多就是潜在 “威胁”。 如今， 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接近， 如果按
照 6%左右的 GDP 增长速度，譽訛 再过十年左右， 中国可能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
不愿意失去霸主之位。 （2） 美国对中国的失望。 主要是美国的 “和平演变” 没有成功， 中国坚定不
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致使美国在中国意识形态方面操控落空。 （3）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
图的系统性误读和曲解。 如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主权， 美方攻击中国是 “威胁别国主权， 破坏地区
稳定”； TikTok 及微信出海， 美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成功 “出口” 到海外。

（二） 个人原因： 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 （1）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更具孤立主义色彩， 将美国的外部责
任看作是负担。 （2） “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 阻断 “非本土” 因素的介入。 （3） 以实力为导向， 在
处理与各国的关系中 “抓大放小”。 （4） 对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冷漠。 而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 他
这么做是为了美国的 “国家安全”。 但从种种事实分析， 这不过是个借口。 如果问题的要害真的是
国家安全， 那么字节跳动的北美交易方案， 已经使得该理由不再存在。 美国公司运营的产品， 显然
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三） 经济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

其实， 中美对贸易失衡事实认定有差距。 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 美国
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比美方公布的数字减少 1/3。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际上包含了美对日、 韩
等国的部分贸易逆差。

（四） 政治原因： 与美国大选关系

特朗普意图打 “中国牌” 向选民拉票， 以继续维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并争取未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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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另外， 社交媒体对民主国家的选举会造成影响， 特朗普喜欢发 Twitter； 他上任初期亦有政治对
手称， 俄罗斯通过 Facebook 干预大选， 促使其上台； 同样社交媒体属性的 TikTok 当然也不例外地
影响选举。 特朗普正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面子问题， 利用 CFIUS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发现 TikTok
在收购 Musical.ly时的申报程序瑕疵， 贴上危害美国 “国家安全” 标签进行封禁。

（五） 阻止中国公司 “字节跳动” 率先达到全球化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 2020 年 5 月， TikTok 全球下载量突破 20 亿人次； 而在 2019 年第
一、 第三、 第四季度， TikTok 均位列 “全球下载量最多 App 榜单” 的第一名。 特朗普之所以不乐见
北美交易方案成功， 并为其设置种种障碍， 是因为一旦这个交易成功， “字节跳动” 就可以解决其
在美遭遇的法律问题， 进而保留全球其他地区的业务。 也就是说， 现在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命令，
可以强制让美国的实体或个人在全球范围内与 “字节跳动” 切割。 这无疑将很大程度上打击字节跳动
全球化的能力， 因为美国的实体或个人遍布全球。 所以说特朗普签署总统令， 其核心目标是封杀整个
字节跳动公司， 阻止 “字节跳动” 成为全球公司， 而非仅仅是封禁或者强买强卖 TikTok在美国业务。

二、 中国政府和企业层面的应对策略

（一） 政府层面

1. 谴责美国违反 《联合国宪章》 和 《世界人权宣言》
美国即使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各种国际组织， 但是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公认的条文背信弃

义， 在国际社会上是肯定会受到谴责和唾弃的。 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仅仅影响的是阻却了其以理事
会成员这一身份相关联的权利和义务， 但联合国普遍审议机制覆盖联合国成员国的这一特性仍然有
效。 中国政府应以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微信的禁令违反 《联合国宪章》 和 《世界人权宣言》 为由，
在适当场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谴责。 依据是：

（1） 构成种族歧视。 TikTok 含有中华元素深受在美华人青睐， 而微信是在美华人联系亲友客
户， 探讨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工具和交流平台， 大部分都是在美华人在使用， 封杀令造成对在
美华人的歧视性影响， 存在种族歧视。 封杀令严重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 第一章 “宗旨及原则” 第
1 条第 3 款： “促成国际合作， 以解决国际属于经济、 社会、 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且不
分种族、 性别、 语言或宗教，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和第九章 “国际
经济及社会” 第 55 条第 3 款的规定：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 不分种族、
性别、 语言或宗教。”同时违反了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
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
身、 财产、 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和第 27 条第 1 款的规定：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
生活， 享受艺术， 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还有 1976 年生效的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第 2 条第 2 款：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 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 而不
得有例如种族、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 出生或其他
身分等任何区分。”

（2） 构成违反人权。 封杀令切断了在美华人社交网络等交流渠道， 严重影响在美华人的生活和
工作， 超越了美国国际紧急状态经济制裁的合法授权范围。 其违反了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 行政的， 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 托管领土、 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 12
条的规定： “任何人的私生活、 家庭、 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 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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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 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和第 19 条的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
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
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同时违反了 1966 年通过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第 1 条的
规定：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和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第 1 条第 1 款： “所有人民
都有自决权。 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 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
发展。”

（3） 侵犯私人财产。 美国政府强制要求 TikTok 脱售是剥夺私人财产的强盗行径， 严重违反了
《世界人权宣言》 第 17 条第 2款的规定：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2. 在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审议各国执行情况时提请审议并谴责美国的行为
TikTok 只是涉及传播中华文明文化， 被广大在美华人喜爱用于休闲。 总统禁令剥夺了公民享受

科学文化生活的权利， 违反了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 15 条第 1 款： “本公约缔约各
国承认人人有权： 参加文化生活……” 在 TikTok 及微信受禁事件， 中国可以向 《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 的监督机构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提请审议美国对 《公约》 执行情况时的注
意， 责令其停止违反 《公约》 的行为。

3. 积极搭建对外贸易渠道， 广度和深度同时拓展
在中国贸易对象排位中，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已被东盟超过， 东盟位列第二， 美国降至第

三， 与排在第一的欧盟差距拉大。譾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 如 “一带一
路” 倡议战略的价值就已显现， 成为拉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能源。

4. 作为中国企业的坚强后盾， 通过法律机制、 外交机制、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国际机制为企
业维权

外交上， 积极与美国政府对话， 就经济贸易投资等相关问题进行谈判， 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
议评估会提出关于 TikTok 禁令的问题， 通过加强中美双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争取签订双边或多边
贸易协议； 在外国法查明制度上， 通过驻外使领馆收集当地法律法规， 在国内建立数据库。 在对外
宣传的时候， 为企业提供更多精准的信息， 如当地东道国的投资政策、 法律法规及投资风险报告；
对自己企业也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出海企业的规模、 数量、 投资的方式等， 才能更好地为中资企
业出海保驾护航； 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 出台政策让全球华人参与祖国建设与发展， 在国际社会用
不同语言为国家为中资企业发声。

5. 借助中间力量
中美没有双边投资协定 （BIT）， 不方便投资者提起国际投资仲裁， 所以只能通过借助中间力

量， 搭建国际经贸投资争端解决平台， 包括如国际互联网协会 （ISOC） 对 TikTok 是否存在危害国
家安全性质的认定问题等。 最好能通过引入少数投资者的方式增加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的可能性。 这
样， 现有 TikTok 中资小股东就可以通过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向美国提起磋商或申诉仲裁。

（二） 中国企业有所作为

1. “字节跳动” 应正面迎战。 向美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的依据是： 2020 年特朗普颁布的 8 月 6
日行政令援引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没有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 “字节跳动” 在 8 月 7

譾訛 中国海关总署 2019 年 7 月 12 日发布： 数据显示 2019 年上半年 （1～6 月） 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值为 1.75 万亿元 （人民币，
下同）， 下降 9%。 美国被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超过，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降至中国贸易对象的第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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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的声明中称： “特朗普签署的该项命令开了一个有违表达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危险先例。 我们
将全力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 确保法治不被摒弃， 我们的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 如果美国政
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 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 因为公司代表曾表示愿意放弃 TikTok 股权，
特朗普马上表示还要增取佣金， 相当于转让也取不回资金。 明显的强盗行为任谁都不会接受， 而且
一旦接受还会对未来国际业务的进一步开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何况中国政府 8 月 28 日出台了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譿訛 能否转让要看是否符合新规了。 即便中国企业在美 60%败诉
的数据面前， 也要积极寻求法律救济， 师夷长技以制夷。 8 月 25 日， TikTok 正式向美国加利福尼
亚中央区的联邦法院递交诉状， 诉求废除并禁止实施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令。
这是 TikTok 用尽东道国当地法律救济的最直接最集中体现， 为进一步寻求国际组织和机构等进行
国际声援提供有力佐证。

2. 在数据跨界流动与国家安全方面， WTO 已有电子 PPT 章节等相关规定， 允许数据跨界流动。
美国缺乏证据就对 TikTok 进行威胁并制裁， 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 其双重标准严重违反了
WTO 开放、 透明、 非歧视的原则。 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被迫停摆的艰难时期， 对中国
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主导重构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机制， 积极探索寻求国际经贸争端解决的有效
途径，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讀訛 是大势所趋。

3. 全力增强创新能力。 即使 TikTok 在美被政治毒药毒杀而退出美国市场， 或者说 TikTok 为美
国公司购买， 美国政府也无法扼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精神。 没有了 TikTok， 还有更多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及其产品。 从世界科技史的发展看， 科技生产力是最具韧性的， 是任何力
量都无法阻挡的。讁訛

4. 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两个法宝： （1） 我们国内正在深化改革， 不断修正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积
累的漏洞， 也就是我们国内经济， 未来会更健康。 （2） 对外进一步地开放，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
中， 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项目建设， 国内有一些新的经济投资增长点， 如粤港澳大湾区、 一带
一路、 长三角、 京津冀以及东北复兴、 中部崛起等等。 同时在国内的深化改革中， 不断提高适应新
营商环境的能力， 不断壮大和发展自己。

三、 具体的法律救济途径

从国际视角来看， 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主要是在纠纷中能基于公平原则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解
决方法。輥輮訛 根据美国 《宪法》 和 《联邦行政程序法》， 除了字节跳动正面迎战外， 利益受损的在美用
户对特朗普非法禁令亦拥有起诉权。 据 eMarketer 报告显示， TikTok 美国用户群在 2019 年增长了
97.5%； 2020 年将增 21.9%， 达到 4540 万人； 据路透社今年 8 月 14 日消息， 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
司提供数据显示， 美国特朗普威胁禁令下达后， 微信、 QQ 下载量反而都翻倍激增。 TikTok 业务已
与抖音基本独立， TikTok 和利益受损的在美用户提起诉讼可以从以下美国现有法律规定入手维权，

譿訛 中国日报网： 《商务部、 科技部调整发布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44336853
9546417&wfr=spider&for=pc， 2020年 8月 30日访问。

讀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58页。

讁訛 张敬伟： 《美国政治毒药与 TikTok的市场困境》， 载 《北京青年报》 2020年 8月 4日第 A02版。
輥輮訛 何其生： 《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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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司法途径约束膨胀的行政权。

（一） 美国 《宪法》 确立了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 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约束行政权， 维护个
人权利， 允许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

1. 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 TikTok 及微信进行封杀的禁令， 首先违反了美国 《宪法
第一修正案》 第 5 条：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輥輯訛 和 《宪法第五
修正案》 的正当程序条款。 “字节跳动” 按程序可以通过美国的司法系统发起诉讼， 依据宪法赋予
的正当程序权指责美国政府强制脱售是剥夺私人财产的越权行为。 特朗普政府该行政令越权具体还
体现在： （1） 对控股权都不属于中国的美国合法注册公司 TikTok 的正常营运权的僭越。 （2） 对个人
通讯及信息资料传输的限制。 （3） 违反 “禁止授权原则”。輥輰訛

其次， 违背了美国 《宪法》 赋予公民的平权、 程序正义条款和宗教、 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 美
国 《宪法修正案》 第 1 条：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
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輥輱訛

2. 只因为 TikTok 含有中华民族文化， 深受在美华人喜爱就扣上含糊不解释的 “国家安全” 予
以封杀， 存在种族歧视， 亦是与美国 《宪法》 基本法理精神相违背的。輥輲訛

（二） 特朗普对 TikTok 禁令违反了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輥輳訛 强调信息公开， 通过限制行政机关的程序， 扩大司法审査的范围， 进
而强化对政府权力的控制， 以防行政权力的滥用， 从而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 其对因行政机构实
施活动而受到侵害的任何人， 有司法复审权， 法院可以撤销行政机构的决定或行为， 只要认为这种
行为是不公平的、 专断的、 违宪的或不能被事实证明。輥輴訛

1. 特朗普对 TikTok 的禁令是属于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中第 551 条的定义第 10 款规定：
“制裁” 包括机关下列措施的全部或一部： “ ①禁止令、 强制令、 限制令或其它影响人身自由的措
施……”輥輵訛 TikTok 和在美用户可以依据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555 条附属事项第 5 款规定：
“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出与机关诉讼有关的书面申请、 请求或其他书面要求遭到全部或部分否决
时， 应迅速发出通知。 除非维持原否决性裁决或否决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否则， 在发出的通知
中， 必须附上对否决理由的简要说明。” 要求特朗普给出封禁的理由和所依的证据。

2. 启动司法复审权： 约束特朗普政府以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作为政治工具、 泛化和滥用安全审查
的做法。 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7 章司法复审中第 702 条的规定： “因机关行为致使其法定权
利受到侵害的人， 或受到在有关法律规定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 均有权诉诸司法复
审。 如向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要求获得非金钱补偿的救济， 并且说明它控告的是机关或其某个官员

輥輯訛 依照美国 《宪法》 第 5条的规定， 经国会提出和各州州议会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增添与修正条文如下： 第 1-10 条修正
案于 1791年批准生效， 也称为权利法案。

輥輰訛 参见美国 《宪法》 第 2条第 3款： “总统应经常向国会提供有关国情的报告， 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措施， 供其
考虑……”

輥輱訛 依照美国 《宪法》 第 1条的规定， 经国会提出和各州州议会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增添与修正条文如下： 第 1-10 条修正
案于 1791年批准生效， 也称为权利法案。

輥輲訛 参见美国 《宪法修正案》 第 15 条 [1870 年批准生效] 第 1 款：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种族、 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而
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輥輳訛 参见 [美] 《联邦行政程序法》， 徐炳、 刘曙光译， 潘汉典校， 载 《法学译丛》 1985年第 2期、 第 3期。
輥輴訛 邹瑜、 顾明总主编： 《法学大辞典》，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2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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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輥輷訛 龚向前：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 “和平崛起”》， 载 《战略与管理》 2004年第 8期。

或职员以官方身份或打着有法律根据的旗号的作为和不作为， 法院不得以此诉讼是以美利坚合众国
为被告为理由， 也不得以合众国是不可替代的当事人为理由不予受理或拒绝给予救济。 美利坚合众
国在此类诉讼中都可列为被告， 法院可以作出反对合众国的判决或命令， 但任何强制性的、 禁止性
的判决必须具体指定联邦官员 （注明姓名和职务） 及他的工作的继任者个人负责执行。”

3. 一旦诉讼开启， 将会中止特朗普禁令的执行。 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706 条复审范围
是： “当问题已经提出后， 复审法院在必须裁决的范围内应裁决所有有关的法律问题， 解释宪法和
法律条文、 机关行为术语的含义或其适用的范围。 复审法院： （1） 应强制履行非法拒绝履行的或不
当延误的机关行为； （2） 如认定机关行为、 裁决、 结论具有下列性质， 应宣布其为非法， 予以撤
销： ①独断专横、 反复无常、 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不合法的行为； ②同宪法规定的权利、 权力、
特权与豁免权相抵触； ③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 权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规定的权利； ④没有遵
循法律规定的程序； ⑤在处理本编第 556 条第 557 条规定的案件、 或根据法律要求对机关审讯案卷
进行复议时， 没有可定案证据作依据； ⑥没有事实根据， 以致要由复审法院对事实重新审理。 法院
在作出上述认定时， 应复查全部案卷或当事人所引用的那部分案卷， 并应充分注意遵守防止偏见错
误的规则。”輥輶訛 非营利组织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 （美微联会） 在 2020 年 8 月 21 日向加利福尼亚州的
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递交诉状， 向美国总统及其商务部部长罗斯发起诉讼， 对象就是 2020 年 8 月 6
日特朗普颁布的禁止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微信的总统令。 该案已在美成功立案， 这是微信在美用户
诉求的最直接体现。 下一步就是向法院申请对特朗普该总统令的禁止令， 争取法院禁止令的听证会
在总统令 9 月 20 日生效日前召开并颁布有利微信用户的判决， 让封杀微信的总统令失效。 而
TikTok在 8 月 25 日 （北京时间， 美国时间是 8 月 24 日） 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央区联邦法院起
诉特朗普政府。 在 TikTok及微信被禁事件上， 可以形成全美维权统一战线全方位应对。

四、 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 选择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1.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被迫停摆情况下，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如能倡议主导
一种新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含处理国际投资争端）， 势必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 特朗普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对 TikTok 及微信的封杀禁令不仅违反了美国国内法律， 还违背了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
之宣言》 第一编的第三章中安全及正义之原则： “每一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与其他国家之国际争
端， 避免危及国际和平、 安全及正义。” 1982 年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也作了明
确宣告。

2.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能起到有效应对国际挑衅的作用。 中国周边可以说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
交汇地， 地缘政治意义重大， 容易引发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輥輷訛 国际法虽然没有强制执行机制， 即
当事国不可能借助国内法的强制执行机制， 但在应对不法行为的挑衅时能避免暴力冲突， 通过国际
争端解决机制发挥其作用， 借此来抑制国际争端中的不法行为。 争端解决机制中谈到的博弈就是指
用博弈的方法来寻求国际争端中各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从而尽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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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合作博弈。
早在上世纪八十、 九十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基欧汉就曾经尝试着用 “博弈论” 的观点来分析国

际机制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他强调说：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是以独特的环境为基础建立， 而
共同利益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情况普遍出现在一些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身上。 在基欧汉
看来， 国际机制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为了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创立的。 在国际交往中， 许多国家
都会发现其实自己是在 “囚徒困境” 中， 一方面， 各个国家知道合作会使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 但
是不免又担心对方可能会因实现本国利益而做出不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
个国家就建立了国家机制， 试图规避以上的情况发生。輦輮訛 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 各参与国就会在发
生国际争端时首先从 “合作” 的角度出发去寻求争端解决方法而不是像囚徒般地互损、 背叛双方，
从而促使了参与国政治关系更长时间地持续， 不到逼不得已， 一般不会轻易地打破机制中达成的协
议。 因此， 机制的形成使参与国增加了合作意识， 从而使各参与国能从本国长远的目标出发， 规
避了一遇争端或矛盾就背弃对方的情况的发生。

3. 国际投资协定 （IIAs） 一般以双边投资协定 （BITs） 为主， 以自由贸易协定等为名的区域性
投资协定为辅。 目前中美之间没有 BIT， 在形势紧张的态势下， 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不仅提高了成
本， 还会导致区域内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体系的不衔接。 同时新的 IIAs 必然是根据最新的国际范本
制定的， 新老 IIAs 的并存使得原先碎片化的国际投资法体系互相割裂的趋势更为扩大。

4. 全球法治进程的推进有赖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施。 “权力取向” 向 “规则取向” 演变是
总体的趋势， 武力解决始终比不上政治解决， 而法律解决优于政治解决， 将进一步推进国际社会向
法治社会迈进。輦輯訛 此外， 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平及法治与国际和平及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借助
法治原则在国际交往中被广泛运用之势， 国内法治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得到推进。 法治—秩序—和平
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在国际社会的道义性与合法基础。

（二） 构建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丹尼·罗德里克 （美国专家） 认为国际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建立一套在自愿基础上， 使政
策和标准更加融合的法制规则， 此将有助于减少管辖权差异造成的影响， 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深
化。 另外规则中还需包含在国际经济关系法制方面的灵活性与变动性。 所以国际经济的合作应建立
在自愿基础上， 让政策和标准更加融合的一套法制规则。輦輰訛

首先， 中国通过政府层面的外交机制积极与美谈判， 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 寻求促
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 的签署。 其次， 在 BIT 签署和构建全球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均有难度
的情况下， 可以将新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结合在 “一带一路” 战略中予以推进。 因为每一次
“一带一路” 沿线国国际投资协定 IIAs 的签署， 就会有新的条款出现， 而这些条款之间的保障投资
者权益的内容不尽相同还不存在平行关系， 会使得争端解决更复杂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所以先
构建 “一带一路” 国际投资多元争端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借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ICSID 的成立、 运行、 争端裁决的监督履行均离不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所以构建 “一带一路” 投

輦輮訛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45.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龚向前文。
輦輰訛 丹尼·罗德里克： 《经济全球化的治理》， 载 [美] 约瑟夫·S·奈、 约翰·D·唐纳胡主编：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王勇等译， 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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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翔）

Abstract: TikTok,� the�popular�video�platform�owned�by�ByteDance,�will�be�banned�by�the�U-
nited�States.�The�underlying� reasons� indude� the� strategic� reason�of�US�government’s� intention�
to�curb�the�rise�of�China,�Trump’s�personal�reason�of “America�first”,� the�economic�reason�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and� the�political� reason�of�American� election.�Besides,� there� are� also�
complex�factors�and�game�strategies�to�prevent�Chinese�companies�like�ByteDance�from�taking�
the�lead�in�this�globalization�age.�From�the�dual�perspectiv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law,�
this�paper�discusses� the�ways� for�TikTok�and�WeChat� to�break� through� the�dilemma� in� the�U-
nited� State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the�specific� legal�operation� level,� and�at� last�puts� forward� the�construction�of�
a�new�international�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Law； TikTok； Dispute�Settlement�System�of�Interna-
tional�Investment

资争端多元解决机制可以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作为平台基础， 设立丝路基金，輦輱訛 本金来
自 AIIB 的拨款或发放贷款以及有共同意愿成立机构的缔约国家出资认缴。 具体操作是中国可以联
合其他国家一起递交建立机制的书面文件给亚投行行长， 行长认为建议可行再交由董事会会议审
批， 一经批准就可以开展草拟 《“一带一路” 国际投资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公约》 相关工作。

结语

近年来的中美关系成为受世人关注度最大的国际关系， 渗透着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元复杂因
素的 TikTok 事件处于风口浪尖。 如何运用外交、 法律、 民间机制等途径和平解决争端是突破 “囚
徒困境” 的关键。 国际经济合作法律模式具有动态性， 在国际经济投资经贸合作过程中， 组织架
构、 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尝试从国际关系与法律的视角研究 TikTok 事件，
政府外交积极对话结合法律救济， 搭建多元化解争端的机制， 探索其规律性， 提出趋利避害、 寻求
共赢的应对之策， 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輦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习近平报告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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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丹丹，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元华庭审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韩振文，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浙江
大学法学博士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庭审实质化语境下法官认知风格的测验及其改善研究” （项目编号：
18CFX004） 的研究成果。

魏丹丹 韩振文 *

内容提要： 法官预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期待。 法官在经过长期对
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 依靠直觉、 法感等对待决案件作出预测评判。
直觉和态度等不稳定的非理性因素导致法官预判可能出现认知偏差。 法官在当前制度制约
下， 运用预判对案件先定后审， 可能出现庭审虚化现象。 故要防范控制法官预判的认知偏
差， 需要法官自身予以理性反思以及外部制度的监督纠正。
关键词： 法官预判 认知偏差 防控修正 庭审实质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8

庭审实质化语境下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及其防控

当前各国一直致力于实现庭审实质化， 使法庭审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官专业能力得以彰
显。 但是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 让司法界开始怀疑庭审实质化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造成这种现象的
因素有二： 一是庭前阅卷制度， 二是法官个性化因素带来非理性判断。 有学者认为， 法官庭前审阅
案卷不利于庭审过程中专业的发挥。 也有学者认为， 庭前阅卷对案件最终审理结果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 法官有时无意识地出现庭前预判现象， 甚至先定后审的局面， 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 综上
得知， 庭前阅卷是否应该废除主要还是归因于受法官个体性因素影响产生的预判。 上述学者的观点
无非是怀疑在庭前阅卷中法官预判出现认知偏差时， 如何避免庭审虚化、 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等情
况。 就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 冤假错案横生不能只归因于庭前阅卷， 以及法官预判过程中事实认定
错误、 认知出现偏差等原因。 就办案人员而言， 产生上述问题关键在于专业素质较低、 证据推理与
事实论证不充分； 就外部环境而言， 主要有我国司法审判缺乏独立性、 司法机关内部存在行政化现
象、 法官以侦查主义为中心， 过度依赖于卷宗笔录带来的 “安全感” 以及迎合舆论民意等问题。 分
析目前我国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的错案预防机制， 不难发现， 这些措施大多只在表面上为司法机关提
出建议， 并未追本溯源。

笔者的观点是， 法官作为案件判决的最终决定者， 虽然庭前阅卷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预判， 产
生一定概率的认知偏差， 但其更能够促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发现、 争点的整理， 继而提高审判效
率。 不可否认， 法官预判可能会出现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 但是不可完全否定， 与其通过改
变案卷移送制度不如修正庭前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 这对目前现状的改善更加有效。 对于职业法官
而言， 践行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审理原则、 合理利用卷宗、 更主动履行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职责，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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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效的限制阅卷所带来的 “预断和先见”。譹訛 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有误的因素， 存在两个基本假
设： 一是认知偏差； 二是制度异化。 针对前者， 法官在庭前阅卷， 事先了解案件， 并基于以往的直
觉、 经验以及认知能力 （年龄、 价值观等）， 运用技艺方法与思维规则， 得出庭前预判， 而这些不
稳定的主观因素导致预判具有不确定性。 针对后者而言， 直接言词原则不完善、 流水化诉讼构造、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等导致庭审流于形式， 使实体审查发生于庭前。 本文试图围绕上述问题， 从法官
预判的形成入手， 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工具， 分析刑事案件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如何产生
预判认知偏差， 并在了解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的基础上， 重点在制度建设以及在法官自身如何防范、
修正偏差上给予一些学理建议。

一、 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形成

对于刑事案件而言， 法官预判指法官在庭前通过阅读公诉方移送的卷宗材料等， 形成的暂时性
初步结论。 卷宗材料主要内容为侦查阶段形成的书面证据材料和公诉方的审查起诉结论。 庭前阅卷
预判的形成离不开法官自身的思考， 在此过程中法官认知能力、 直觉、 个性等都对预判起到重要作
用。 实体性暗示、 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控方对案件的初选因素都使得司法公职人员对案件当事
人是否有罪的最终结果早有心理准备和预期。譺訛 实验测量发现， 在庭前阅读过卷宗笔录的法官比没
有阅读的， 更倾向于对案件当事人作出有罪判决。

这种倾向的预断显然是不合理且要力求排除的。譻訛 同时， 即使法官通过预判形成初步结论， 也
不免会受到外在制度的约束： 比如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无法实现转换；譼訛 来自媒体、 公众
的舆论压力； 司法内部行政化色彩严重； 证据信息获取不对称等， 均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下面笔者
分别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对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形成给予阐述。

（一） 内因

1. 经验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经验积累。 它来源于生活， 具有公共性， 是社会的一种共

识， 经验法则也受制于个人的阅历、 教育背景等。 因此， 经验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色彩， 据
此认定事实存在概率性错误风险。 事实认定在每一个阶段都包含错误风险， 证据规则或事实认定者
不可避免地要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错误风险或不利后果。譽訛 另外， 经验法则也包含归纳推理的运
用， 所以并非绝对正确。 经验法则是法官在运用推理对事实进行认定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判断方
法。 自由心证的形成应依经验法则。 例如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 第五条对于界定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其中一项要求就是，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譹訛 黄河： 《裁判者的认知与刑事卷宗的利用———直接审理原则的展开》， 载 《当代法学》 2019年第 5期。
② 白建军： 《司法潜见对定罪过程的影响》，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1期。
③ 预断防止的本旨， 乃是禁止法院在公判审理之前， 以单方之形式， 取得以追求被告有罪为目的之检察官所准备的笔录文书

等卷证资料， 并因此形成有罪之 “预断” 之意， 亦即禁止就案件之实体预先形成心证之意。 参见 [日] 酒卷匡： 《公判前整
理程序之理论基础———与起诉状一本主义之关系及证据开示制度之旨趣》， 载 《司法周刊》 2018年第 1911期。

④ 在无法转换到审判中心主义机制下， 证据调查迁就检察官提出的笔录卷证、 书面资料等等， 或仅于证据调查过程提示笔录
书证冗长朗读或供阅览， 以致造成参与审理判断者难以掌握重点， 并难维持专注、 理解审判。 参见林裕顺： 《卷证不并送下
审判程序的论理———以日本 “裁判员” 检讨评估为中心》， 载 《检察新论》 2014年第 15期。

譽訛 陈林林： 《证据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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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五条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 对被告人犯罪事实认定， 必须达到证据确实、 充分。 证据确实、 充分是指： （一） 定
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 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证据与证据之间、 证据与案件事实
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 被告人的地位、 作用均已查清； （五）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
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⑦ 张顺： 《直觉主义法律发现模式及其偏差控制》，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17年第 2期。
⑧ 韩振文： 《司法假定的认知心理学阐释》， 载 《学术探索》 2015年第 7期。
⑨ 参见前引譿訛， 张顺文。
⑩ 李安： 《司法过程的直觉及其偏差控制》，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5期。
輥輯訛 元轶： 《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制度异化及裁判者认知偏差》， 载 《政法论坛》 2019年第 4期。

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譾訛 在日常审判中， 无论是强制性有意
识的做出还是无意识的， 法官都会在认定事实、 评价证据中运用经验法则。 在当今社会， 错综复杂
的案件迫使法官的思维走捷径运用经验、 直觉， 而法官认知的事实就是其最满意的答案， 但是却不
一定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 法官的认知过程受自身已有知识架构和经验的指导， 从而更加快速地对
案件作出判断， 与此同时依赖于可能与当前案件事实无实际联系的知识与经验， 不可避免的对案件
事实认定有误， 并产生认知偏差。

2. 直觉
直觉的产生依赖于法官丰富的个人阅历、 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逻辑上受到人类认知规律的束

缚。譿訛 直觉思维有太多的个体性弱点， 究竟为何物很难说清楚， 而且在经验、 阅历未曾涉及的地方，
也无法起到应有的预测功用。

笔者认为直觉是一种卡尼曼式快思考。讀訛 也有学者将法官的直觉称为 “法感”， 例如德国利益法
学派主张， 法官在尝试运用司法解释和利益衡量之际， 需要依靠一种 “经验与法律的感觉”， 这种
感觉是法官在长期实务经验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法律发现。 与英美法系学者所持态度有所不同， 大陆
法系学者通常对直觉、 法感等个体的主观因素持谨慎态度。 但是不可否认， 直觉在法官审理案件时
不可避免， 对于直觉的功用不可忽视。 正如张顺所述， “通过直觉思维获得具体的法律规则， 然后
再根据法律规则 （寻绎法律文本） 推导出个案判决， 是最为理想的状态。”讁訛 直觉偏差的产生过程一
方面不受意识控制， 通过已确认的结果与思想意识层面沟通， 这一过程存于无形、 虚幻， 因此人们
不易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否存在对事实的误解； 另一方面偏差的产生过程发生于精神层面， 难以用言
语表达。⑩ 直觉存在于法官的潜意识中， 与认知心理学中 “首因效应” “锚定效应” “既得性启发”
“可得性启发” 等捷思法类似， 往往根据最先得到的信息， 对案件和当事人进行初步认识和评价，
从而极易发生预判的认知偏差， 使法官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误解。

（二） 外因

1. 审判中心主义缺失
以侦查为中心的观念仍然存在， 主要表现在以检察机关提交的卷宗笔录为主要审查内容的法庭

调查， 证人不出庭， 过度依赖控方移送的案卷笔录材料等现象。 目前， 我国刑事审判中， 仍将检察
机关移交的案卷笔录材料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 侦查案卷仍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支点。 庭审
程序中检察官由于其身份的权威影响， 使其在法庭上如鱼得水。 相比之下， 辩方、 证人在法庭上内
心只有对法庭的惶恐和对检察官的恐惧。 检察官自带的强势主导地位， 导致法庭辩论过程中后者远
没有前者能够给法官带来权威暗示效应。輥輯訛 法官在此效应下， 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认知偏差， 从而
更大程度倾向控方所控， 阻碍司法改革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过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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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间有限性
波斯纳认为， 法官的人生阅历、 生活经验会培养他们对案件事实认定的直觉， 阅历越丰富， 他

们就越会坚信其直觉给予的答案， 可能很难受到法律决策思维的影响。 因为这些严格的思维程序相
比直觉决策会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另一个说法是， 司法判决的直觉主义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法官
功利性的考虑， 即法官每天通过繁琐的程序对各种疑难案件进行审理、 裁决中， 不免会有各种权
力、 利益的冲突， 时间的有限性使得其无法衡平各方利益， 法官可能只能依靠直觉思维压缩时间，
作出符合大众主流价值观的判决。輥輰訛 概言之， 法官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下， 受时间压力影响， 更容易
通过直觉思维对案件做出审判， 从而提高自身办案效率。 但一定程度上， 由于缺乏合理的论证过
程， 法官的预判可能会偏离事实真相， 产生认知偏差。

基于我国法院 “案多人少” 背景， 由于开庭审理时间有限， 需要法官在庭前做好大量的准备工
作， 例如了解整个案件过程、 明确案件争议焦点、 梳理证据材料等都要在庭前做充分的了解和准
备。 法官在案情梳理过程中， 精力有限， 无法进行理性地慢思考。 法官在直觉的指引下， 对案件做
出基础的判断和确信， 加之时间的压力， 法官无法对自己的预判作出相应的论证， 从而可能对案件
事实认定产生认知偏差， 甚至出现冤假错案。

3. 媒体舆论压力
由外界评价带来的职业风险成为法官裁判的无形锚点。 随着错案追究机制的建立和推行， 法官

更意欲选择在成本低、 风险低的策略中处理案件。 法社会学的调查显示， 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加剧了
中国法院审判不独立， 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请示汇报明显增多。輥輱訛 媒体、 民意輥輲訛 通过 “政治合法
性” 转化， 给上级法院施压， 下级法院无意识地受到上级法院批复的影响， 以批复为 “锚定值”，
比较自信固执地坚守最初的判断。 同时， 我国社会公众更关注于判决结果， 对裁判过程中的规范性
和程序性关注甚少。 对于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会公众来说， 他们对于案件的理解、 裁判是否公正
往往只能感性地从原被告的经历、 身份、 地位等出发， 过度地运用其同情心责备法律。 媒体和公众
盲目地追寻 “同情弱者” 及 “否定强者” 的朴素情感， 使得法官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结果导向的裁判
思维， 采取规避损失策略， 竭力使判决结果迎合社会的普世价值观。輥輳訛

二、 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后果

目前， 庭审虚化仍然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难题。 法官在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下， 无意识地在庭前对
各类案件做出预判。 但是这种评判因为受双重加工模型系统 （直觉加工机制） 无形、 发散、 自动化
等特点的影响， 在进行事实与法律的发现时， 无法与法律论证有效衔接， 导致我国法官预判缺乏证
立验证过程。 同时， 在制度异化的压力下， 法官无法审慎地慢思考， 各类法律异象开始显露出来。
下面笔者就认知偏差产生的后果进行简略阐述。

（一） 庭审虚化

1. 先定后审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譿訛， 张顺文。
輥輱訛 王伦刚、 刘思达： 《从实体问责到程序之治———中国法院错案追究制运行的实证考察》， 载 《法学家》 2016年第 2期。
輥輲訛 民意是公众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的态度和意见，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舆论， 它既可以反映出 “公意”， 也可能由于

“合成谬误” 而与 “公意” 相背离。 参见郭春镇： 《感知的程序正义———主观程序正义及其建构》，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年第 2期。

輥輳訛 侯猛： 《不确定状况下的法官决策———从 “3Q” 案切入》， 载 《法学》 2015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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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上述 “首因效应” “锚定效应” 等的影响下， 对庭前阅卷先入为主。 在刑事案件中， 公
诉方的起诉材料会在庭前进入法官视野， 我们不能明确地说， 公诉方的起诉材料都是对被告人有罪
的指控。 但如果公诉方提供的材料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法官的 “表征”， 就会使法官无意识地对此案
贴上 “有罪推定或疑罪从有” 标签， 法官更加不愿浪费时间在大量信息中搜寻有利于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的信息， 并随性遵循 “疑罪从无” 原则。

同时， 由于时间的有限性， 法官在案多人少的压力下， 会减少慢思考的时间， 更多地运用直觉
加工机制进行决断。 法官在庭审之前， 事先因庭前阅卷自由心证的影响， 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认知
偏差。 法官于庭前做出是否受理起诉的决定， 一旦受理，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其默认甚至认可检控方
的指控。 法庭审理实际上也只是法官再一次明确检控方的指控 （有罪）。 在这种状态下呈现出先定
后审的现象， 庭审流于形式趋于虚化。

2. 弱化证人出庭制度
审判过程中仅注重形式上适用直接审理原则。 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亲力亲为在庭审中形成整

体印象， 在普通民事案件中， 当证人或者鉴定人能够出庭作证时， 法官应当在审理过程中亲自询问
证人或者鉴定人， 而非单纯的听取一方代理人书面证言的宣读， 从而避免出现庭审流于形式趋于虚
化现象。 在刑事案件上， 除了法官屈服于检察官自带的威严光芒， 刑事证据印证证明模式也存在漏
洞。 庭前书面证言与庭审证言不一致， 法官在 “首因效应” “锚定效应” 等因素的影响下， 对庭前
证言产生的预断先入为主， 继而呈现证人庭前供述处于优先地位的情形。 法官在作出庭前预判后，
往往否定自己当庭自由心证下裁判的结论。

另一方面， 证人一旦出庭， 其所带来的 “未知的信息”， 有可能将矛头指向案卷笔录的真伪性、
证据的合法性， 而裁判者的思维流畅度和认知精力无法应对接踵而来的心证压力。 因此法官为了主
动避开心证压力， 就会弱化证人出庭制度， 选择 “单方” 的证言笔录。輥輴訛 在实体审中， 采取形式化
地适用直接审理原则， 出现庭审趋于虚化的困局。

（二） 增加辩护难度

法庭审理目的在于查清事实， 这离不开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 目前在法庭审理之前， 对于刑事
案件来说， 由检控方提交相关案卷， 辩护方与控方直接对抗。 受检察官权威性身份的影响， 检察官
自带的强势主导地位， 导致控辩双方力量悬殊， 辩方举证能力不足。 法官一旦被控方提交的证据材
料吸引住眼球， 出现 “首因效应”， 就很难在庭审过程中转变已认定的结论， 错失对辩护方提交证
据的敏感性。 介于检察官身份的特殊性， 法官很容易信服其提出的指证， 法官在未知证据是否符合
合法性、 关联性、 真实性的情况下， 事先认定案件事实， 支持控方起诉， 留下 “有罪推定” 的心理
暗示。 在形成有罪预判后， 辩护方很难再次操纵法官心理从已有的有罪认知中挣脱出来， 加大辩护
的难度。 从另一角度来讲， 证据在未经充分质证就被法官所采用， 加之我国司法对于案卷中心主义
的追求， 证据脱离证人， 那么该证据有可能就与案件事实无关或者印证相左， 在此基础上的事实认
定缺乏说服力和公正性。 事实认定错误必然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三） 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

舆论技巧不仅在历代君王登位中发挥作用， 更在权力争斗中作为一把 “合法性” 的利剑发挥其
作用。 当权者运用舆论， 使其政治具有合法性； 公众亦利用舆论， 达到自己的利益。 例如 “于欢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元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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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判决中， 舆论对于法官裁判的影响， 迫使法院做出符合社会民意的判决。 一些民事法律案件
中， 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或者代理人为维护自己当事人利益， 可能会用一些技巧策略 （非法律技巧），
试图通过 “社会印象” 干预法官自由心证。 借助媒体渲染气氛， 合成谬误， 试图激起公众的同理
心， 以此来扭转裁判局面。 而法官深嵌于社会环境中， 必定沾染尘世凡俗气息， 受到社会印象、 社
会舆论的影响， 从而对案件事实认定产生认知偏差， 偏离事实真相。

舆论的运用不仅出现在公众中， 还在当权者中。 比如下级法院不自觉受到上级法院指示的影
响， 法院也受各种权力机关的影响。 社会舆论风向在 “政治合法性” 的掩饰下， 受制于权力支配。
法院响应党政机关做出的决定， 以此来表明其政治立场。 在这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下， 法官自由心
证受到限制与约束。 我国社会公众对于法律知识的缺失， 对裁判程序规则关注甚少。 法官为求符合
社会公众 “普世价值观”， 主动避开自由心证的风险， 在裁判中为 “普世价值观” 的合法性找到法
律依据， 以此来迎合舆论风向。

三、 庭审实质化语境下法官预判认知偏差的防控

法官预判总是无意识、 难以捉摸， 因此在分析了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情况下，
在对法官预判认知偏差进行纠正时， 笔者就法官内在修正以及外在制度的防范纠正方面提出建议。

（一） 内在修正

直觉偏差具有无意识性。 在司法上， 其修正需要法官遵守自检、 自纠、 自控和自防四要求。 法
官可以在自己的良心、 职务、 价值观下对自己的预判 “发现” 负责， 进行审慎鉴别、 证立与修正，
从而控制其认知偏差。 法官自检， 通过对其之前的判断反复的反思质疑、 类案比较， 对其判决的结
论事先进行理性论证和逻辑解说； 自纠， 解释在司法裁判中所存在的某些偏差， 承担错案追究责
任， 以提高其觉察与监控的敏感性；輥輵訛 自控， 控制直觉加工机制的运用， 审慎运用系统思考； 自防，
防止侦查中心主义的出现， 严格遵守事实高于经验原则。 对此， 考夫曼认识到， 法官通过直觉所得
出的推论是暂时性的， 其具有不确定性， 法官要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分析、 论证、 修改， 才能得
出既合法又合理的最终结论。輥輶訛 而这也说明直觉可以在规范论证下， 找到合法依据， 而未曾论证、 测
验的直觉判断会使法官的认知偏差有所扩大。

法官接触案卷后， 根据自身的 “经验—直觉” 机制推论出预断的结果，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这一
部分可以采用卡尼曼等人提出的直觉决策的五步骤程序，輥輷訛 来有效控制潜在的偏差。 一部分人认为，
直觉判断可以约束在经验主义中， 依靠经验主义做出偏差校正。 对此波斯纳认为， “对于直觉的理
解， 最好是作为一种潜意识应该培养的能力， 人们可以在实践中获得， 作为一种储备力量， 从而使
法官能够在无须清醒状态下考量各种因素。”輦輮訛 笔者主张， 法官在庭前阅卷时， 坚持经验直觉与理性
分析双管齐下， 直觉作为发现问题机制， 推理作为分析论证机制。 实现 “经验—直觉” 机制与 “理
性—分析” 机制的有机统一。 在精力充足且时间允许下， 理性机制首当其冲， 论证检验初步结论，
并作出认可、 纠正、 拒绝三种处理结果。 如果依赖 “理性—分析” 机制的运作， 没有对初步结论做
出否定性的评价， 一般认定该直觉结论是比较准确的， 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方向是正确的。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李安文。
輥輶訛 [德] 考夫曼： 《法律哲学》， 刘幸义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28页。
輥輷訛 [美] 卡尼曼等编：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 启发式和偏差》， 方文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66-469页。
輦輮訛 [美] 波斯纳： 《法官如何思考》， 苏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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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法官心证的公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纠正偏差的形成。 法官判决至少要包含事实、 推
理、 正当性三个要件。 同时， 因法官心证的公开主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中， 这就需要法官加强自身素
养， 能够把信息加工处理以文本化的形式呈现于裁判文书上。

（二） 外在修正

分析了内在自我修正后， 笔者主张， 内在修正的进行需要借助外在制度的督促规制。 倘若能与
具体的法律制度相衔接， 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实现对法官预判认知偏差的有效监控。 目前， 有观点认
为错案形成仅受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影响， 笔者认为此可作为其一， 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法官自身
有自律、 自控和自治管理能力； 二是法官预判认知偏差具有可控性。 长期以来， 公众想起法官， 就
会认为其刻板、 固执、 不近人情， 对我国法官的形象产生误解。 上述内在修正已对法官预判认知偏
差可控性做出解释， 不作赘述。 笔者提出法官迫于司法大环境可能无意地做出误判。 因此从外部制
度上规制司法预判， 更有穿透力来纠正法官认知偏差。 主要做法如下。

1. 加强庭审对抗
我国司法存在一种现状， 法官是否支持检控方起诉，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控方提交怎样的证

据。 侦查机关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就呈递什么样的卷宗， 法院就依据什么样的材料，
为其找出合法依据， 继而作出判决。 造成法官在庭前已对案件做出推定， 辩护方很难在庭审中让法
官从已定的结论中抽身。 显然， 案卷中心主义的追求不利于辩护方， 也增加了辩护的难度， 极易造
成对被告人不公正的裁判结果。 因此， 要降低法官庭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 必须加强庭审的对抗
性， 增强被告防御权力度， 实现庭审的彻底化质证辩论， 由案卷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首先， 国家公诉案件， 杜绝笔录宣读制度。 作为笔录宣读者的检察官， 其在宣读时必然会在法
庭上产生一种权威性心理暗示。 法官对检察官所述容易产生可得性依赖， 这往往不利于刑事被告
人。 同时， 欠缺专业知识的被告人在面临交叉询问时势必占弱势， 面对检察官凌厉攻势下的提问，
刑事被告人若没有辩护人的辅助或者辩护人能力较弱， 不但会出现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的情
形， 甚至精神崩溃， 无意识地认同控方指控。

其次， 采用直接言词原则， 尽可能保障法庭上原始证据的呈现。 在证据运用上， 举证、 质证方
式需要改革。 在举证方面， 需重点是完善证人、 鉴定人出庭制度； 在证据调查阶段， 对卷宗中证人
证言进行检验， 法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方能认定此项证据合法、 真实， 具有关
联性。 若任何一方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或者法官在庭前阅卷时就某证据存在疑问时， 应当运
用直接言词原则， 选择最原始的证据方法———证人出庭作证， 来进行证据调查。輦輯訛 庭前证言与庭审
证人所述无法相互印证时， 采取庭审中证人所述。

再次， 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实现证据信息对称。 律师不享有调查权且阅卷权不完善， 若
无法保证其对于证据信息的获取， 则其在承担帮助犯罪嫌疑人辩护、 被告人程序上强制措施的变更
等职责时将会举步维艰。輦輰訛 司法实践中对于律师的权利能够更全面地予以保障， 应当给予律师在刑
事案件中充分的阅卷权、 调查取证权等权利， 如果禁止律师调查取证， 刑事被告方就没有利己的证
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将会使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 律师在法庭上只能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证
据， 进行 “突击” 辩护。 落实阅卷权制度， 不仅让律师在庭前掌握更多的案件信息， 搜集更多有利
于被告的证据， 还使律师在法庭上呈现出更加专业的一面， 增加庭审的对抗性。 同时， 律师自身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黄河文。
輦輰訛 熊秋红： 《审判中心视域下的律师有效辩护》， 载 《当代法学》 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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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较高的素质和专业知识， 掌握更多的辩护技巧并提高专业能力和辩护能力。
最后， 法官转变思维方式。 法官作为案件的最终决定者， 不能仅依赖于卷宗， 应更多地将关注

点放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举证、 质证、 发问、 辩论等环节， 控制自身在庭前阅卷中直觉加工机制
的运用， 承担起错案追究责任。 在庭审认定案件事实时， 对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与检验， 获得信用
性心证， 以此接近事实真相， 严格公正司法。

2. 全案移送制度的阅卷规则———指定阅卷人制度
学界对于 “阅卷人制度” 一直争论不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适用阅卷人制度也一直没有做

出明确的规定， 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遐想空间， 法官在运用此制度时， 也可以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
笔。 法官在没有权力限制的情况下， 自行组织人员阅卷， 人员资格的未知性带来的是各法官自由心
证决议下的冲突和矛盾。 阅卷人之间意见、 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不同等都将促成裁判的发展。 主审法
官受合议庭观点、 从众心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极易形成迎合大多数阅卷人观点的预判， 这种预判
可能会贯穿整个庭审之中。 届时， 无论代理人、 辩护方进行多少有效辩护都将成为 “无效”。 而指
定阅卷人制度正可以弥补上述空白。 由院长指定院中一名法官作为阅卷人， 召集控辩双方并主持庭
前会议， 力求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 以避免阅卷人对事实认定产生偏差时及时给予纠正。 同时， 阅
卷人的资格也有明显限制， 即： （1） 法官身份； （2） 具有丰富庭审经验 （7-8 年）； （3） 具有较高业
务水平的法官； （4） 二审阅卷人不可为一审阅卷人员。

只有满足这四个条件的法官才拥有进入阅卷人资格的选择机会。 庭前预审法官与审判法官分
离， 职责分明。 庭前法官需阅卷， 组织庭前会议， 制定可行的审理计划， 同时对阅卷情况作出书面
报告。 庭前法官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证据与争点的归纳整理， 明确证据调查的方式和重点。 审判法官
要阅读庭前阅卷法官关于该案件的报告。輦輱訛 这一制度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庭前预判， 也可以很好避免
审判分离的极端现象 （只阅不审）。 指定阅卷人制度， 将更有利于庭审的有效进行， 增强庭审对抗
性， 解决时间有限性等问题， 实现以争点为核心的直接集中审理。

3. 加强舆论规制
国家规范媒体报道， 营造清正的舆论环境。 在我国舆论更多地运用在媒体、 公众对于司法的监

督上。 一方面， 这项监督措施防止了法官肆意裁判的发生； 另一方面， 过度的舆论监督也给司法环
境带来了 “污染”。 如对于某些案件的报道明显超出了案件事实， 失去法律控制， 造成舆论凌驾于
法律， 例如 “张扣扣案”。 公检法都有可能将案卷泄露给外界， 将案件进程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
引发公众对案件的讨论。 公众因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 运用感性思维， 一旦法官的判决不符合公众
的 “同理心”， 公众就开始指责法律的不公正， 迫使法官在舆论的压力下， 进行后果导向的思考，
迎合社会公众。

外部规制———立法明确规定禁止各方在未公开审判前向媒体披露案件信息， 尤其是可能出现司
法预判的案件信息。 同时， 对于媒体报道予以法律规范， 舆情民意得以正确引导， 例如出台 《新闻
法》。 政府应加强网络信息监管， 按照 “谁经营谁负责， 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 规范网络秩序，
防止因虚假信息、 谣言猜测、 恶意操作误导公众， 同时贯彻落实 《网络安全法》。

内部规制———公检法注意保护案卷信息， 防止信息泄露， 恪守自律原则。 设立官方披露平台，
规范各权力机关决策制定、 发布程序， 法官对于未审判案件应慎言。 必要时在认为自己压力崩溃
时， 申请回避， 防止舆论挤压法官心理健康， 产生预判偏差， 影响判决结果。 媒体部门加强媒体工

輦輱訛 宣刚： 《从 “形式印证” 到 “实质检验” ———庭审实质化改革中事实认定模式的转变》， 载 《宁夏社会科学》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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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judge’s�prejudgment�meets�the�public’s�fair�expectations�for�dispute�resolution�to�
some�extent.�In�the�process�of�hearing�the�case�for�a�long�period,�it�is�easy�for�a�judge�to�form�a�
set�of�thinking�and�rely�on�intuition�and�legal�sense�to�make�prediction�and�judgment.�Unstable�
ir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intuition� and� attitude� may� lead� to� cognitive� bias� in� the� judge’s�
prejudgment.�Under� the� restriction�of� the�current�system,� judges�use�prejudgment� to�decide� the�
case� before� trial,� which� may� lead� to� the� virtual� phenomenon� of� trial.�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cognitive� bias� of� the� judge’s� prejudgment,� the� judge� needs� to�make� a�
rational�reflection�and�the�external�systems�need�to�give�proper�supervision�and�correction.�

Key Words: Judge’s�Prejudgment； Cognitive�Bias； Prevention�and�Control； Substantive�Trial

作人员的职业素养， 每月进行学习、 训练， 树立尊重司法、 维护司法的理念， 引导公众从激昂的感
性认识转向理性的思考。

结语

在卷宗笔录中心主义的境遇下， 法官预判若不能得到良好的防控， 庭审虚化、 形式印证、 舆论
侵扰等势必会使司法裁判公信力变得异常脆弱。 就目前的司法现状， 冤假错案横生不能仅归因于庭
前阅卷， 以及法官预判过程中事实认定错误、 认知出现偏差等原因。 是否能够消除法官预断并不是
庭审是否实质化的判断标准， 也并非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关键； 实际上， 即便法官审前接触案卷材料
而对事实认定有了一些预断， 只要各种证据在庭审中按照严格证明方式进行举证、 质证， 保障控辩
双方对证据能力、 证明力的争执、 辩论， 就能够使庭审真正实质化， 从而对法官的预断进行验证或
修正， 防止因错误的预断而导致认定事实偏差。輦輲訛 法官作为案件判决的最终决定者， 虽然庭前阅卷
会形成预判， 但其更能够促进法官发现争点， 提高审判效率。 波斯纳认为， “看住入口是与认知错
觉作斗争的方法之一； 另一方法就是对抗制程序本身。”輦輳訛 对于直觉的控制只能在我们已有的阅历中
加以限制， 我们无法避免， 只能依靠制度来控制内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 因此， 笔者提出在法
官自身修正的基础上， 重点放在 “看得见” 的制度上予以规制， 实现由 “书审” 到 “人审” 的机制
变革。 加强庭审对抗， 使法庭辩论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真正实现法官的作用； 立法明确对阅卷
人制度的规定， 缩小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 加强对舆论的控制， 在刑法中设立涉及新闻领域的法律
条文， 来规制媒体部门的肆意报道。 法官认知偏差消极影响的消除离不开法官自身的自律和调试能
力， 制度的构建仅是一个方面， 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信息技术时代， 智慧法院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
消解了法官自身主观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 庭审实质化语境下法官预判的认知偏差的防控离不
开各方的携手努力， 只有配合一系列制度建设协同推进，輦輴訛 才能实现庭审实质化， 获致司法公平正义。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宣刚文。
輦輳訛 [美] 波斯纳： 《证据法的经济分析》， 徐昕、 徐昀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7页。
輦輴訛 “审判中心主义” 机制运作配合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确保法院不受侦查卷证资料的干扰， 辅以传闻法则证据法则， 排除法

院受制笔录书证成见干扰， 避免法院不合理预断维护公平审判可能。 参见前引譼訛， 林裕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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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与竞争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譹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反垄断法的特点》， 中国政府网： http. //tfs.mofcom.gov.cn/article/bc/200504/20050400081089.

shtml， 2019年 11月 28日访问。
譺訛 吴秀明： 《竞争法研究》，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版， 第 74页。

赵 丰 *

竞争基本法视野下一般条款的制度衔接与规范适用

内容提要： 两部竞争基本法的前后修订， 体现了我国重视竞争规则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中
的关键作用。 而在法律的修订中， 囿于 《反垄断法》 强烈的公法属性及对反垄断行政资源
的合理考量， 相比于一般条款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的突出地位， 垄断行为一般条款并
无在 《反垄断法》 中进行规定的必要性。 但如低价倾销行为、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存
在， 会导致两部竞争基本法在具体适用时存在规范竞合的制度困境。 要解决此问题， 一方
面， 在分立立法模式下， 应依据竞争行为正当性评价并在尊重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和正当
理由基础上， 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 另一方面， 在合并立法构想下， 可从规
范地位、 构成要件、 适用方法、 适用标准和责任配置上完善竞争行为一般条款， 从而提升
竞争规则适用的协调性。
关键词： 一般条款 制度接口 分立立法 竞争法典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09

现代社会商业竞争的复杂性， 往往导致纠纷难以被法律的具体条款所涵盖和规制， 而一般条款
则以尽可能普遍的方式涵盖所有拟规范的事实， 即， 为正确反映社会情势索性委于法官进行判断，
从而在实现个案正义方面提供了规范供给， 这也凸显出一般条款在立法上的经济性及灵活性特征。
随着 2019 年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的结束， 另一部竞争基本法 《反垄断法》 也进入紧锣密
鼓的修订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学界将一般条款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与适
用问题上， 但事实上对于反垄断法领域的一般条款及竞争基本法之间的制度接口问题， 实务界与理
论界也早有关注和发声。 譬如， 我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在其早期的调研文章中就曾强调， “现代反
垄断法之所以能够在不断发展的经济活动中， 维持其认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能力的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 就在于其实体性规范大多是由高度概括性的一般术语组成的， 如此也使其能够随着时代发
展， 吸收和引进新的法律与经济的理论和解决方法以应对时代变化。”譹訛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台
湾地区的 “公平交易法” 在历经修订后， 其一般 （概括） 条款已实现了由规范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功
能扩展至亦可用于排除限制竞争之案件， 甚至附带及于消费者直接保护之功能，譺訛 从而使得该一般条
款真正成为了统一竞争法意义上的一般条款。 而在当前我国 《反垄断法》 修订之际， 总结前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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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王艳林：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向统一竞争法修改的取向———兼评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 隐含的新冲突》， 载 《法治研
究》 2016年第 6期。

譼訛 王先林： 《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完善的宏观思考》， 载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14 年第 7 期。
譽訛 王学政： 《对竞争立法模式的比较研究》， 载 《中国法学》 1997年第 5期。
譾訛 于连超： 《反垄断法的一般条款解读———中国反垄断法第 4条释义》， 载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年第 2期。
譿訛 宁立志： 《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调问题》， 载 《竞争政策研究》 2017年第 5期。
讀訛 郭传凯： 《美国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认定经验之借鉴》， 载 《法学论坛》 2016年第 5期。

和启示， 进而明确在商业竞争视角下， 两部竞争基本法如何通过一般条款更好地实现制度衔接， 并
探讨 《反垄断法》 是否具有借助一般条款这一兼具立法论与方法论规范的空间， 具有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 《反垄断法》 总则中设立一般条款的必要性质疑

从两部竞争基本法的修法过程来看， 修法方向始终处在分立立法的路径上， 但学界对于分立立
法还是统一立法的争论并没有停止。 事实上， 对于我国以公法与私法相合、 侵权救济与行政执法共
存的 “混融一体” 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来说，③ 实行删除、 切割等 “外科手术式” 的立法治疗还是
转向统一竞争立法的方向， 各有支持的声音。 对于前者来说， 主要认为该法的症结为 “在体例上存
在过渡性、 应急性的问题亟待处理” 等，④ 同时倡导分立立法在明确立法目的、 划分立法界线和便宜
操作上的优点。⑤ 但其遗留下来的问题是， 竞争法子系统的制度接口如何安置？ 显然， 与其他法律之
间的关系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与 《反垄断法》 二者虽有诸多差异， 但在立法目的上却殊途同
归， 即共同担负着维护市场竞争的自由与公平的重要使命， 而反映在对具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制
中， 可以发现两法之间有着一定的规范交叉和逻辑重叠。 对此， 有学者曾提出一个解决路径， 即为
提升我国 《反垄断法》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应将该法第四条改造为一般条款。⑥ 而事实上， 在 《反垄
断法》 总则中是否有必要设置一般条款的问题， 虽然并未在我国学界引起较大争论， 但从体系规范
和域外经验的角度来看， 仍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一定的回应， 以明确该问题的重点和本质。 基于前
文对于一般条款的解析及反垄断规则的特性， 本文认为在 《反垄断法》 总则中规范一般条款的做法
并无必要， 甚至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竞争法体系的紊乱。

（一） 竞争基本法法律属性的视角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法律属性上的本质区别， 决定了一般条款在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的
适用中更为重要， 而在反垄断规则的框架下， 一般条款的确立无疑会挑战传统上严格法定主义的约
束。 相比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较强的私法属性， 反垄断法则因强烈的公法属性而被视为 “经济宪
章”， 且这种强干预功能是一种实际的深度干预， 甚至影响着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结构， 因此反垄
断法的规则适用常常强调其谦抑性。⑦ 而与之相反的是， 一般条款则是以其灵活的兜底功能而被立法
者所青睐。 更重要的是， 从实践需求和发展来看， 历史已经证明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囿于国情的差
异、 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 在行为的表现形式上有所发展而难以归类到具体条款之内， 而一般
条款的功能在于弥补此类不足从而具有了必要的规范空间。 但反垄断规则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稳定
性和通约性， 主要遵循列举原则。 固然在我国的竞争法规范上也存在竞合的情况， 不过从实际运行
来看， 其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灵活性、 扩展性， 而是竞争法体系化的问题未能得到合理安置， 故采取
一般条款的规范也不能直接、 妥善的解决该问题。 正如有学者在分析中心辐射型协议等新问题时，
最后落脚点仍在于增补及完善现行相关条款，⑧ 而非借助于在总则中设计抽象的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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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奥] 伊姆加德·格里斯：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接口》， 张世明译， 载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2期。

輥輮訛 廖义男、 吴秀明等： 《公平交易委员法施行九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版， 第 362页。
輥輯訛 Kohler： “Zufall Zwischen Unlanterem Wettbewerbsvecht und kavtellrechtlichen Vorschriften”， “Wettbewerbsvecht Und-praxis”，

Ausgabe 2， 2005.
輥輰訛 刘展、 李会广： 《关于新增 “不得利用相对优势地位” 的条款解读及其对商业实践的影响浅析》， 环球律师事务所网： http: //glo.

com.cn/content/2019/12-23/1846097555. html， 2019年 12月 18日访问。

（二） 竞争基本法规范冲突的视角

作为灵活的法律适用规范， 设置一般条款会增加新的规范冲突。 诚然，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重
点厘清了该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规则交叉问题， 忽视了规则空白的困境， 而一般条款本身又具有补
遗之功能。 但问题是， 囿于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及我国具体化实践的惰性， 一般条款的设计无疑会增
加新的规范冲突。 最为明显的是， 两部竞争基本法均设有一般条款的情形下， 应由哪一部法律进行
调整呢？ 虽然部分竞争行为可以通过两法的立法目的、 一般条款要件进行区分， 但仍然存在竞合、
甚至均难以调整的情况。 尤其是相对于美国、 我国台湾地区统一的竞争立法体系而言， 分散的立法
体系很难完成双重一般条款调和的任务， 因此， 从域外情况来看， 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在分立立法
体系下， 在卡特尔法中未设置总则性的一般条款， 而是借由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 作为与反
垄断法连接的有限度的接口。⑨ 但即便如此， 欧洲学界对于这一接口的合法合理性也提出了质疑，
欧盟成员国之间对此所采取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故， 与其在反垄断法中新设一个模糊的一般条
款， 不如借此修法契机， 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空间， 并在反垄断法的具体规则修订
中进行合理的安排。

（三） 反垄断行政资源考量的视角

基于反垄断行政资源的考量， 一般条款的适用空间也极其有限。 事实上， 即便我国台湾地区的
学界已认同了第二十五条为 “公平交易法” 的一般条款， 但学者们还是强调应严格限制该条款在排
除、 限制竞争行为上的适用。 尤其是当初行政执法机关 （“公平交易委员会”） 在成立时， 担心案源
太少， 而以公平自居介入诸多案件， 使行政资源严重错配。 而实际上行政执法机关作为一专业机
关， 理应多注意联合行为、 结合行为的管制， 将其资源和精力主要集中于此。 同时， 就长远而言，
如行政执法机关的见解与法院见解常不一致， 对行政执法机关的信用也将有伤害之危险。⑩ 考虑到
我国行政资源的条件及公法领域的界限， 一般条款的规范也会存在上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这无疑
会导致其设立的结果是走向首鼠两端的适用境地。

二、 《反垄断法》 一般条款缺位下的规范竞合难题

竞争基本法之间的体系性问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正如有德国学者认为， 在竞争
法概念的架构下，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任何一个问题都至关重要。輥輯訛 但事实
上， 我国的学理与实践过于注重二者不同点的描绘， 甚至认为二者间具有清晰理论界限， 是泾渭分
明的规则体系， 但修法遗留下来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两部竞争基本法之间的接口和关联性问题需要进
一步挖掘和明晰， 其中一般条款由于其包容性而扮演着制度接口的角色。

（一） 立法空白说与法律疑难说的辩驳

值得指出的是， 关于我国竞争基本法规范间的立法问题， 有学者提出立法空白说，輥輰訛 即认为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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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黃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565页。
輥輲訛 马得华： 《法律空白与法官造法》， 载 《法律方法》 2005年第 1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讁訛， 伊姆加德·格里斯文。
輥輴訛 吴秀明： 《竞争法制之发轫与展开》，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版， 第 83-84页。
輥輵訛 范长军：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45页、 第 162页。
輥輶訛 See Kohler， supra note 輥輯訛.

市场竞争行为可能既难以满足反垄断法的规制条件， 也难以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 譬如， 认
为缺乏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条款就属于我国立法上的空白。 但严格来讲， 在具有一般条款
兜底的情形下， 虽然有学者主张一般条款为法律漏洞， 但相比之下德国学者认为一般条款仍属于法
律解释的范畴， 其理由在于 “即便一般条款有其抽象及不确定性， 但它总算是作了规定， 也不能说
它未做法律上的指令， 而这一点恰恰是法律漏洞之范围的划分标准。”輥輱訛 也正如德沃金强调的， “在
没有明确的规则而可以适用原则的情况下， 并不代表法律空白， 而是司法上的法律疑难”。輥輲訛 只不过
在我国竞争基本法分立立法的模式下， 我们常常将适法思维局限于宏观上的应不应该适用， 而非微
观判定符不符合构成要件。 但实际上对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 部分域外国家和地区早已将该行
为具体化为一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或限制竞争行为， 本质上显现的并不是法律空白的问题， 而是在非
类型化规范的情况下，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法疑难及潜在的法律竞合问题。 同时， 这在分
立模式的德国与统一模式的我国台湾地区来说， 主要的焦点问题也在于此规范竞合问题， 因此， 本
文也主要就我国竞争基本法规范间的竞合问题及其处理进行分析。

（二） 规范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困境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只是剔除了基于历史原因存在的明显竞合的规范条款， 但从学术理论与域
外实践来看， 修改后的竞争法规范仍然存在以下两种竞合的情形： 一是行为事实同时符合反垄断法
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构成要件的情况， 如低价倾销等， 所引发的问题是， 当违反反垄断法时是
否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进行救济 （亦即违反法律原则）； 二是某一行为事实不完全符
合反垄断法的构成要件， 却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构成要件情况， 如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
为等， 那是否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管辖呢？輥輳訛 关于此， 最明显的莫过于德国 《反限制竞争
法》 规制的占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企业的阻碍行为 （第 19、 第 20 条）、 联合抵制行为 （第 21 条）
与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四条第十项有目的地阻碍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也被视为是宽泛的一
般条款式规定） 之间的竞合关系。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统一立法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各
款行为之一， 而有限制竞争之虞者， 事业不得为之： 以低价利诱或其他不正当方法， 阻碍竞争者参
与或从事竞争之行为） 与第三章不公平竞争行为规范之间的竞合。輥輴訛 而德国的处理方式为基于竞合关
系两法均可以适用， 产生了请求权的竞合， 但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必须考虑是否会导致反垄断法
所规范限定条件的落空， 即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和正当理由。輥輵訛 当然， 欧洲学界对于不完全符合反垄
断规范的情形是否可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救济的问题也在分歧， 争议中形成了一个主流观
点， 即反垄断法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不具有排除作用的前提是， 该行为事实的相关情况在
反垄断法规范的构成要件中并未被考虑， 以及该考虑按照竞争法的规范位阶不能被排除。輥輶訛 也就是
说， 上述处理模式通过特定条件的限制明确了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不正当性， 以及依据反不正当竞
争法一般条款再评价的可能性。 而我国台湾地区在统一立法模式下可直接利用一般条款的功能， 即
具体规则适用后的结果将导致明显的利益失衡或违反正义时可再适用一般条款进行救济， 来解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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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情况》 《法律委、 财经委、 法工委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意
见》， 载王瑞贺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39页、 第 161页。

輦輮訛 袁嘉： 《新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 “遵守法律原则” 的限缩解释———以德国法为参照》， 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8年第 3期。

輦輯訛 王瑞贺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5页。
輦輰訛 沈德咏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条文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42页。

范竞合下的行为评价问题。 与上述处理模式对应的是， 我国立法及学理上都没有明确竞争基本法规
范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接口以及具体的适用规则。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对规范竞合的处理

“遵守法律” 是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法中唯一增加的基本原则， 而这一基本原则的增加主要
是源于对社会公众意见的征求和反馈，輥輷訛 现有资料虽然不能证明是立法者深思熟虑或坚持己见的结
果， 但却为规制其他违法行为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从立法背景来看， 当初 《反不正当竞争法》 立法
时虽然大量吸收了 《民法通则》 中关于基本原则的内容 （主要是第四条、 第七条）， 但是却并不包
含 《民法通则》 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的规范。
至于本次增加遵守法律原则的理由， 有学者解读为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在 “海带配” 案中指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任何人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可以和其他任何人开展竞争”， 其裁判思路凸显了
“遵守法律原则” 作为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标准之一。輦輮訛 当然，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 理由到底为
何， 守法原则作为一项适用于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 在此次修法中予以特别强调， 并在 《民法总
则》 的制定中也进行了规范和完善， 其具体内容和规范意义确实值得进一步研读， 尤其是对于规范
竞争问题处理的影响值得关注。

（一） 谨慎适用一般条款中新增的遵守法律原则

按照体系解释的逻辑， 一般条款中 “违反本法规定” 的用语也应涵盖 “遵守法律原则” 的内
容， 既然前后采取了 “法律” 与 “本法” 不同的说法， 那么自然遵守法律并不限于本法了， 进而实
现了由 “本法” 到 “法律” 的范围拓展， 这也意味着从法律解释的角度，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中
“本法” 的评价范围也并不限于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过， 这样的逻辑解读仅得到少数学者认可，
在我国尚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 事实上， 该原则理应从禁止性规范角度来规范和解读。
关于本次修法所确立的守法原则的内容， 有学者解读为是 “要求经营者尊法、 信法、 守法， 依法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輦輯訛 事实上这是对守法原则这一规定的正面解读， 而且
该解读其实有扩大守法原则内容的嫌疑， 即增添了市场主体 “尊法、 信法” 的道德负担及 “依法维
权” 的行为负担。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在 《民法总则》 和 《民法典》 中， 立法者已将 《民法通
则》 规定的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 修改为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其理由
就在于， 在私法领域， 法无禁止则自由， 民事活动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 不宜规定 “从事民
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这也使得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规定守法原则的表述被最终采纳。輦輰訛 同样， 在
市场竞争领域， 也强调竞争自由与竞争公平， 这就意味着法律没有禁止的竞争行为， 市场主体就
可以实施。 因此， 从禁止性规范角度来阐述市场主体的守法原则的做法， 才符合法理， 也对于保障
竞争自由具有宣示意义。

（二） 回归竞争行为正当性评价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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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吴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模式》， 载 《法学研究》 2016年第 2期。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袁嘉文。
輦輳訛 范长军： 《违法行为与不正当竞争》， 载 《知识产权》 2014年第 10期。
輦輴訛 竞争者、 竞争者团体、 消费者团体、 工商业公会和手工业公会可以主张不作为与排除妨碍请求权 （第 8 条第 3 款）； 竞争者

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 9条）； 团体可以主张利润返还请求权 （第 10条）。
輦輵訛 此处可参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曾长期坚持的判断原则， 即 “制裁违反其他法律的行为， 并不是一般条款的任务， 该法律与

竞争有关且该行为为竞争行为。” 参见前引輦輳訛， 范长军文。
輦輶訛 郑友德、 王活涛： 《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载 《知识产权》 2018年第 1期。
輦輷訛 [德] 安斯加尔·奥利： 《比较法视角下德国与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近发展》， 范长军译， 载 《知识产权》 2018年第 6期。

《反不正当竞争法》 关于守法原则的规范并不能与 《民法总则》 规定的 “不得违反法律” 原则
一样产生 “违反其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使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的法律效果， 其在 《反不正当竞争
法》 立法中更像是一种价值性的宣示。 不过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为 “守法原则” 提出了特别的适用
路径， 包括 “将违反其他法律的行为视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輦輱訛 或 “可将违法行为推
定其损害了消费者、 其他市场参与者或者竞争者的利益”輦輲訛， 其实质都是将违反法律的行为作为某一
种正当性标准的证明依据， 一定程度上又将 《反不正当竞争法》 从与其他法律的体系切割中拽入到
法律体系的泥淖中。 同时， 也有学者曾借鉴德国的立法模式， 认为应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中增设 “违法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輦輳訛 但事实上， 我国与德国的立法模式及
救济设定并不相同， 德国法中此条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律救济的互补考量， 即一方面对于违
反市场行为法 （德国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行政监管法律规定） 的救济绝大部分设计的是行政责任， 而
另一方面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相关主体主要获得的是民事救济 （这也是德国法传统上的主要
救济模式），輦輴訛 故将两者结合并不会存在所谓重复制裁的问题， 也能实现其法律目的与效果。 而这一问
题在我国显然并不完全成立， 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并未设定行政责任， 所谓重复制裁
的问题也不明显， 但是该法亦未赋予竞争者团体、 消费者团体、 工商业公会和手工业公会等民事救
济的权利， 所以法律适用效果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该条对于竞争者的不作为与排除妨碍请求
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来说， 德国法亦要求该违法行为对权益构成明显损害。 因此， 此问题亦可以通
过侵权救济的方式实现， 当然， 如符合我国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定， 竞争者也可依此寻
求民事救济。輦輵訛 同时， 按违法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去扩容一般条款也会引发如何认定、 认定主体是
谁以及如何防止向新法一般条款另行 “逃逸”輦輶訛 等诸多问题， 这在德国判例中也常出现宽严不一的情
形而饱受诟病。 因此， 德国学者也直言， 与中国情况相比， “违法行为” 这一行为类型在德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实践中更为重要。輦輷訛 综上， 不管是基于立法目的的分析， 还是从我国法律体系的视角出
发， 在一般条款未赋予消费者团体、 行业协会等诉权的情况下， 上述超越立法表述的 “当然证明关
系” 都不应被特别强调或论证成立， 而应立足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之目的和要义， 回归竞争行为不正
当性评价的基本范式。

（三） 尊重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和正当理由

正如前文解析， 虽然违反或不足以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基于立法初衷与现实考量， 并不当然证
成该行为的不正当性， 但是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范式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条款 （甚至
是具体条款） 的构成要件的话， 《反不正当竞争法》 当然具有调整适用的空间， 这主要因为一方面
立法技术上两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排除条款， 另一方面也符合二者共同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的立
法目标。 不过， 值得指出的是， 囿于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的适用主体与权限限制，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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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孔祥俊：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完善的若干思考》， 载陈云良主编： 《经济法论丛》 2017 年第 1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01页。

輧輯訛 吴振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解读》，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3页。

事人寻求该规范的民事救济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行政救济， 这也符合引导及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法私法
救济的精神。輧輮訛 与之相比， 《反垄断法》 的行政救济更为强大 （较重的罚款幅度） 但适用条件却更为
严苛， 而民事责任方面却无太大差异， 故实践中适用条件与举证责任的限制会刺激竞争对手寻求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 但同时须注意的是， 放弃或丧失反垄断法的救济并不意味着逃离了反垄断法
的约束， 基于两法的差异性及避免立法上的冲突， 对于同样受反垄断法规范的竞争行为， 其反不正
当竞争规则视角下的正当性判断， 也须顾及反垄断法的目标价值和正当理由。

四、 统一立法构想下一般条款的规范设计与实践适用

市场经济在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通过制定一部统一的竞争法规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运用独
立竞争政策调节经济发展和市场稳定， 呈现出大范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 如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芬兰、 瑞典等。輧輯訛 对于处在经济转轨和全面开放的新时代的中国来说， 对这一趋势核心内
容的回应亦有其必要性。 本文将基于统一立法的构想， 对竞争法典中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规范
与适用提出以下思考及建议：

第一， 规范地位上， 应从立法理念与规范结构层面确立竞争法典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规范
地位。 关于前者， 须指出的是，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二者虽有诸多差异， 但在立法目的上却
殊途同归， 这就使得竞争法典有明确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为统摄所有市场竞争行为之规范的必要
空间。 而关于后者， 则是汲取我国 《反垄断法》 垄断协议规则制定与我国台湾地区 “公平交易法”
立法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果， 二者的共同缺点是囿于一般条款的规范位置摆放问题， 引发了学界的不
同解读和实践适用争议， 也对一般条款的统摄性和权威性产生了冲击。 譬如我国现行 《反垄断法》
中垄断协议的一般性条款仅规范在横向垄断协议中， 而引发能否当然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争论。 同
样的， 我国台湾地区 “公平交易法” 中有关不公平交易行为的一般条款的规范也因置于第三章 “不
公平竞争” 之后， 使得学者产生了该一般条款仅为第三章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还是 “公平交
易法” 整部法律的一般条款的争执。 上述问题虽然最终通过学界与实务界的磨合， 能在一定程度上
形成主流意见， 进而得以明确其规范定位并指引其适用规则。 但作为经验教训， 在未来竞争法典的
立法时理应避免， 即将 “公平竞争行为” 的一般条款在规范结构上置于竞争法典的总则中， 而非置
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章之中。

第二， 构成要件上， 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适用应明确 “足以影响交易秩序” 之核心要件，
并逐渐摒弃道德性的判断， 缩减原则的设立范围。 首先， 作为立足于市场竞争领域的基本法， 其根
本目的在于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的交易秩序， 因此， “足以影响交易秩序” 因素理当作为市场竞争行
为公平与否的核心要件之一， 亦即要考量市场竞争行为对市场秩序利益的影响情况。 其次， 从一般
条款的规范趋势来看， 其与传统上道德性原则的路径愈来愈远， 与反垄断法的效率竞争等现代观念
愈发契合， 倘若该条款负荷的抽象价值过多， 其利益平衡的复杂性及价值因素的主观性会对司法实
践造成一定困扰， 同时现有的原则如只是反映民法原则而欠缺本身特质， 则不如像意大利 《反不正
当竞争法》 一样直接设计援引民法典条款， 但这显然并不符合竞争法典作为一部重要经济法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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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宁立志： 《继往开来： 变迁中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载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6期。

立法的要义。 同时， 从抗辩的角度来讲， “自愿、 平等、 公平” 等原则不仅成为裁判者的判定难题，
更是当事人的抗辩盲点， 缺乏抗辩权的功能发挥将无法实现竞争法的保护目的， 即保护所有市场参
与者行动和决定自由。 最后， 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抽象原则性内容的界定困难不应被过分强调， 因为
大多数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已在具体规范中有所规定， 实践中更细致化的原则解释几乎没有必要， 而
是其应考虑所有的市场因素， 如规模、 相关竞争者数量、 行为性质、 严重性、 持续性和重复性等，
因此说更多原则的确立实在徒增困扰。

第三， 适用方法上， 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适用方法应予以规范明确化 （如我国台湾地区）
或促成理论共识 （如德国）。 我国理论与实务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一般条款如何适用的问题理应通过
包括上述办法在内的路径进行回应和解决， 否则仍将持续陷入立法论的泥淖中去。 譬如， 在竞争法
典出台后， 竞争执法委员会或最高人民法院应立即出台关于竞争法典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的解
释， 当然该适用方法不能脱离一般条款固有的立法功能和适用方法， 主要内容应包括前文所述及的
适用权限及主体、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与具体条款的关系等， 尤其是应明确确立具体的适用一般条
款的方法是利益衡量的方法论， 而关于利益衡量的详细操作、 考察因素等可以参考学界意见， 以形
成具有合理性、 可操作性的适用规则。 当然， 考虑到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修法足足等待了二
十年的时光， 基于理性预期， 统一竞争法典的制定也需要未来较长时间的呼吁， 这也意味着， 促成
理论共识的空间和时间也较为充裕， 如能像德国一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方法论的大辩论而最终确立
一套较为统一的一般条款适用方法论， 亦能为竞争法典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适用提供坚实的理
论基础。

第四， 适用标准上， 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适用应坚持严格主义的适用标准， 本质上反映两
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为成文立法的技术进步与规则打磨。 事实上， 通过分立具体规范的一般条款以
及不断在修法过程中吸收典型的违法市场竞争行为， 已经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市场对于规制不公平
竞争行为的需求。 这也意味着曾经作为灵活性规范代表的一般条款的适用空间将被不断地挤压， 同
时意味着未能经过立法者选入认为亟需规制的市场竞争行为， 也必须进行严格地审视才能作为限制
竞争权利的合法理由。 其二， 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市场自由与权利限制， 甚至是与公权介入之间的矛
盾， 尤其是在竞争法典体制下， 基于其发展走向和立法宗旨， 对于消费者诉权的进一步保障以及行
政机关赋权也将顺势而为。輧輰訛 但囿于立法者对于个体滥诉以及执法质量的担忧， 这些问题都在本次修
法中进行了保守处理， 这也意味着未来竞争法典对消费者、 公共利益等的保障需要扩大， 也将压缩
竞争行为人的竞争自由的空间。 从上述情形以及域外经验来看， 竞争法典坚持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
款严格主义的适用标准也将是未来之需。

第五， 责任配置上， 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应明确界分不同类型市场竞争行为下民事责任与行
政责任的配置问题， 即适当限制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而提升处罚力度， 并打通司法救济的有效途
径。 事实上， 从域外市场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的划分趋势来看， 其责任配置的区分
并不完全在于行为主体的不同， 也在于利益损害的差异。 正如有学者曾指出， 如果某些市场竞争行
为如虚假宣传、 商业贿赂等， 损害了公共利益且私力救济保障程度不够， 那么公权力的介入和行政
救济就有了必要性及空间。 反之， 如司法救济的途径足够有效和有力， 行政救济的空间就应当进行
适当限缩， 毕竟其惩罚性和剥夺性远大于民事救济措施， 如主要以损害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仿冒、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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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基本法视野下一般条款的制度衔接与规范适用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revision�of�the�two�basic�laws�on�competition�shows�China's�emphasis�on�the�key�
role�of�competition�rules�in�the�improvement�of�the�market�business�environment.�In�the�revision�
of� the� law,� because� of� the� strong� public� law� attributes�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and� the�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of� anti-monopoly�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compared� with� the�
prominent�position�of�the�general�clause�in�the�Anti-unfair�Competition�Law,�it�is�not�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general�provisions�of�monopoly�behavior� in� the�Anti-Monopoly�Law.�However,�
the�existence�of�low-price�dumping�and�abuse�of�comparative�advantage�will�lead�to�the�system�
dilemma� of� normative� concurrence�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two� basic� laws� of�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mode� of� discrete�
legislation,�the�general�clause�of�the�Anti-unfair�Competition�Law�should�be�applied�on�the�basi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competition� behavior� a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target� value� and� legitimate� reasons�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conception�of�merger�legislation,�the�general�provisions�of�competition�behavior�can�be�improved�
from� the�normative� status,� constitutive� elements,� applicable�methods,� applicable� standards� and�
liability�allocation�so�as�to�enhance�the�coordination�of�the�application�of�competition�rules.

Key Words: General�Clause； System�Cohesion；Discrete�Legislation；Code�of�Competition

业诋毁， 甚至是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应当主要保障其司法救济的路径， 而不再纳入行政处罚的适
用范围，輧輱訛 除非其损害已经达到了侵害不特定经营者利益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程度。 同理， 对
于市场竞争行为一般条款的适用也应根据不同利益损害的程度和情况规范公权力的介入空间， 而不
是像修法期间出现的 “全部赋权” 或 “全不赋权” 的极端反复情况， 如此才能通过体系完善及责任
配置更好地实现相关利益的平衡。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孔祥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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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 2019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成文法体制下判例运用的理论与实
践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19ZDA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刘飞： 《行政协议诉讼的制度构建》， 载 《法学研究》 2019年第 3期。
譺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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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期。

徐泳和 *

内容提要： 2015 年 《行政诉讼法》 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但其沿用的单向
诉讼结构使得行政主体不能因相对人的不履行提起诉讼。 为了确保行政协议的履行， 行政
协议强制执行制度应纳入立法考量。 构建行政协议强制执行制度， 需明确行政协议判断标
准， 并充分考量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与协议性， 建立作出行政命令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非诉执行程序。
关键词： 协议相对人 不履行行政协议 行政命令 强制执行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10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

一、 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与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法释 〔2018〕 1 号， 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解释》） 将行政协议明确列入可
诉范围， 协议相对人可以就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的
执行规定，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行政协议的， 协议相对人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以上规定引出了一
个问题： 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协议的， 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但相对人不
履行行政协议的， 行政机关尚无司法救济途径； 在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 如何执行行政协
议？譹訛 在行政协议实践中， 行政协议相对人违反行政协议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有碍行政目的与公共
利益的实现。 那么在当前单向诉讼结构模式下， 如何构建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程序？

二、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之辩

在行政机关无法依据 《行政诉讼法》 起诉协议相对人的情况下， 国内外学界就强制执行程序有
以下几种观点。

（一）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可直接强制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协议。譺訛 该主张适用于以下两种行政协议： 行政强制
执行和解协议与治安处罚担保协议。 其原因是这两种协议以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为基础，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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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行政行为的延续。 笔者认同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与治安处罚担保协议的强制执行， 但是以上
两种协议是否可以纳入行政协议的范畴？ 就形式而言， 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其他行政主体或相对
人间缔结的协议； 就实质而言， 行政协议是发生、 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譻訛 而执行和解
协议与治安处罚担保协议是以单方行政行为作基础的， 其实质是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就行政行为具体
执行过程的协议， 并非就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 所以不能认定为行政协议， 而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执
行可否适用于行政协议有待下文论述。

（二） 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可就行政协议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譼訛 该做法引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 直接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否具备 《行政诉讼法》 与 《行政强制法》 层面上的依据？ 其二， 协议相对人的
救济程序何在？ 协议相对人如何进行申辩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 作出执行命令

行政机关先行向相对人发出具有行政行为效力的命令， 命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 如若不
然， 行政机关便以该命令为执行依据， 申请非诉执行。譽訛 就该做法而言， 具有行政行为效力的命令
使得申请强制执行具备了正当依据， 但仍然面临以下问题： 行政机关既是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又是
协议管理者， 但能否因管理者身份而作出具有行政行为效力的命令仍有待探讨。

（四） 民事诉讼执行程序

该做法适用于以下协议： 一是政府采购合同。 有学者主张政府采购行为应适用 “双阶理论”，
即按照行政活动的性质区分为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涵盖了从发布采购文件到中标成交的过程， 其中
的执行预算、 采购程序、 中标供应商均由行政机关决定； 第二阶段涵盖从中标成交到合同履行完毕
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 行政机关以纯粹的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合同的订立与履行。譾訛 因此， 当供应商
不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时， 采购人即行政机关可以先行提起民事诉讼， 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是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五条未明确诉讼是民事诉讼抑或行政
诉讼， 亦未排除行政主体作为起诉主体， 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主体以民事诉讼程序起诉协议相对人
的案件， 比如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西华街道办事处诉四川小天鹅饮食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等房屋
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譿訛 西华街道办向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履行 《企业拆迁补偿协议》， 将房屋
腾空并交付原告进行拆除。 又如在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诉康凤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纠纷案”中，讀訛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要求依法确认其与被告康凤泉签订的 《孙河乡城市
化建设项目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 第四条第 1、 2、 3、 6、 7 项无效， 并要求被告返还对应的
户口奖励款346400 元。

就该做法而言， 以双阶理论将政府采购合同进行二分并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执行问题具备学理
上的依据， 但这可能会降低司法效率。 就一项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并申请执行的采购合同而言， 若该
合同在招投标环节存在问题， 而民事诉讼程序又无法审理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则该案件

譻訛 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3-28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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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吴恩玉： 《论行政合同强制执行的路径》， 载 《法学杂志》 2010年第 8期。
⑥ 参见前引譺訛， 周雷文。
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2015） 金牛民初字第 7292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 京 0105民初 43907号民事判决书。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

93·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5期

讁訛 余凌云： 《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 “亚鹏公司案” 为分析样本的展开》，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3期。
⑩ 张庆彬、 肖念华： 《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 载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年第 3期。
輥輯訛 李颖轶： 《论法国行政合同优益权的成因》， 载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期。
輥輰訛 李昭： 《德法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 载 《河北法学》 2004年第 3期。
輥輱訛 张锦锦：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3年第 3期。
輥輲訛 应松年： 《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载 《法学家》 2006年第 3期。
輥輳訛 马怀德：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0年第 2期。

就应转由行政诉讼程序审理， 这浪费了司法资源。 实际上， 当合同纠纷与签订程序以及行为有着内
在联系时， 可以依据签订程序与行为的行政性来认定合同属性。讁訛 因此， 政府采购合同完全可以从
整体上认定为行政协议， 而不必认定为民事合同、 申请民事强制执行。 另外，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具
有明显的行政协议特征， 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并强制执行的做法并不妥当。

（五） 域外强制执行方式

英美作为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 素有公私法不分的法律传统， 行政协议同私人合同一并适用普
通法规则。⑩ 因此， 协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并予以强制执
行。 法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 在行政法核心的 “公共服务” 原则指导下，輥輯訛 当合同相对方不按约定
履行义务时， 不论合同中是否约定， 行政机关都可以依职权强制执行合同， 而无须事先请求法院判
决。輥輰訛 考察以上各国的救济措施， 英美国家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不履行问题的作法显然不适合我国，
而法国的救济措施对我国是否有借鉴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程序的理论基础

（一）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的特殊性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既不同于德奥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模式， 也不同于
英美等国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輥輱訛 而是一种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 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行政
强制执行程序。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司法审查制度纳入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有利于实现公平公正的
裁决，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需有法律的授权， 该种执行方式有助于负有
特殊任务且专业性较强的行政机关及时达成执行目标， 提高行政效率。輥輲訛 “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 以
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 的强制执行方式形成于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然而 1989 年 《行政诉讼
法》 尚未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 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与申请法院执行的执行方式是否适用于行政
协议仍有待分析探讨。

首先， 关于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能否解决相对人不履行协议问题。 行政直接强制执行通常仅适用
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科以普通义务和法律法规确定的义务。輥輳訛 行政协议相对人义务当然不属于法律
法规确定的义务， 而其是否属于行政机关科以的义务？ 协议相对人在与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后，
即承担了行政法上的义务。 但其行政法上的义务产生于与行政主体的 “约定”， 而并非行政法的规
定， 为此该约定义务并非行政直接强制执行的适用范围。 而且， 虽然行政协议性质上属于行政行
为， 但该行政行为是基于平等协商产生的，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应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若行政机关将该约定义务视为科以义务并纳入行政直接强制执行的范畴， 则违反了行政协议的合意
基础且对协议相对人不公平。 进一步说， 从行政协议的发展脉络来看， 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 行
政改革的推进， 行政协议作为一项可以建立行政与人民沟通机制、 实现官民合作的行政手段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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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輥輴訛 行政协议的价值在于扩大行政参与， 实现行政民主化， 塑造亲民行政； 补充甚至替代传统的
高权行政行为， 解决复杂问题和非常态的法律关系。輥輵訛 为此， 对于行政协议这种平等、 柔和、 富有
弹性的行政活动， 不适宜采用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方式。

其次， 关于申请法院执行是否可行。 根据 《行政诉讼法解释》 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申请执行的
规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是 “行政行为”。 而根据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关于申请执行
的规定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是 “行政决定”。 “行政行为” 与 “行政决定” 的使用表明两部法
律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上存在不同。 《行政强制法》 中的行政决定应当如何界定？ 《中国行政
程序法典试拟稿及立法理由》 就行政决定作了如下解释： 行政决定是指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规范， 就
具体事务作出的影响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輥輶訛

可见， 行政决定并非受理、 催告、 听证等程序性决定， 亦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在性质
上属于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中的 “具体行政行为”。輥輷訛 具体行政行为是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的
重要概念， 是相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单方行政行为。 但 2015 年 《行政诉讼法》以 “行政行为” 取代
了 “具体行政行为”， 并且将行政协议纳入其范畴。 而且， 2015 年 《行政诉讼法》 在执行一章中也
将 “具体行政行为” 修改为 “行政行为”。

在此背景下， 《行政强制法》 是否应当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 《行政强制法》 是
1999 年开始酝酿制定、 2011 年表决通过的， 在此期间， 我国行政法学界就行政行为的主要分类标
准仍然是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 而且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亦是采用 “具体行政行为”
的概念。 为此， 《行政强制法》 中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是以 “具体行政行为” 为中心构建的， 主要
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 而如今 《行政诉讼法》 中的执行规定已经采用 “行政行为” 这一
新的概念， 这凸显了两部法律就执行对象所存在的分歧。 另外， 若协议相对人的不履行是行政主体
的不履行或其他违约行为造成的， 而行政主体在相对人未起诉的情况下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这极有
可能会损害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 直接申请法院执行行政协议的方式亦不适宜解决协议相
对人不履行协议的问题。

（二） 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申请法院执行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该强制执行方式可以同时符合 《行政诉讼法》 与 《行政强制法》 的执行规定， 避免了
两部法律的执行规定冲突。 另外， 以行政命令强制执行行政协议， 协议相对人可以在行政命令作出
过程中进行陈述申辩， 亦可以在行政命令作出之后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就执行依据与执行效果而
言， 该执行方式既使得行政协议得以强制执行， 又使得协议相对人具有维护合法权益的途径。 然而
当前仍需厘清的问题是， 行政主体是否可以因协议相对人的不履行而发出具有行政行为效力的行政
命令？

当前我国学理上对行政命令的研究较少， 法律就行政命令的规制亦不成熟， 尚未形成统一立
法， 行政命令效力、 程序等规范尚欠完备。輦輮訛 从少数几位学者就行政命令的界定来看， 主要观点有： “行
政命令是指行政机关依照职权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 从而对行政客体发生强制拘束力的行政行为。”輦輯訛

輥輴訛 参见江嘉琪：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契约法制之建构与发展》，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4年第 1期。
輥輵訛 参见翁岳生： 《行政法》 （上册），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745-747页。
輥輶訛 王万华：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试拟稿及立法理由》，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0页。
輥輷訛 杨红： 《行政决定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及其救济》， 载 《法治研究》 2013年第 6期。
輦輮訛 曹实： 《行政命令地位和功能的分析与重构》， 载 《学习与探索》 2016年第 1期。
輦輯訛 陈泉生： 《我国行政命令初探》，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199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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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命令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课以特定义务的行为， 是一种基础性的、 典型的行政决定行
为。”輦輰訛 “行政命令指有权的行政主体要求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威指示。”輦輱訛就行政命令的分类
来看， 第一种是 “职务性命令”， 即行政主体内部行使行政职权， 实现行政职能的行为， 该命令主
要发生于行政主体上下级之间， 一般不会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 第二种是 “规则性命令”， 即行
政主体根据授权或职权对普通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设定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行政命令行为； 第三
种是 “补救性命令”， 即行政主体在执行行政职权的过程中， 对于违反法律、 法规、 规章及行政规
定的行为应依法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輦輲訛 从学者就行政命令的界定与分类来看， 除了行政主体上下
级之间的 “职务性命令”， 行政命令可以视为一项行政行为，輦輳訛 其主要内容是行政主体依职权要求行
政相对人为或不为特定行为。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法上的手段， 协议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所约定的义务实质上是行政法意义上的
义务， 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实际上是不履行行政义务。 因此， 根据上文就行政协议以及第二种
“规则性命令” 的界定， 行政主体可以向协议相对人发出行政命令， 要求协议相对人履行协议项下
的行政义务。 综上， 关于协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 笔者倾向于采用行政命令的
方式， 即行政主体向协议相对人发出履行协议的行政命令， 并以该命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协议
相对人可以因不服行政命令而提起行政诉讼，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 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构建

（一） 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

由于行政命令程序性规定的缺失， 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并借鉴其他行政
行为的作出程序。 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应遵守以下三项要求， 即程序中立性、 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
开性。輦輴訛 首先， 行政主体应当尊重行政协议的平等性， 客观公正地查明不履行协议的客观事实与原
因。 其次， 协议相对人可以参与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 进行陈述申辩。 最后，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将
行政命令的依据、 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公开， 以使其知悉并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进行监督。

就具体作出程序而言， 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第一， 确认。 在行政协议履行
期届满后， 行政主体需要确认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
约定。 第二， 相对人陈述申辩。 在确认协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后， 行政主体应当听取协议相对
人的陈述申辩， 即不履行行政协议的理由。 第三， 决定。 在查明协议相对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行政
协议后， 行政机关可以发布行政命令。 在查明协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确有正当理由后， 行政主
体应与协议相对人重新协商履行期限或行政协议内容。 第四， 送达。 在作出行政命令后， 行政主体
应当将行政命令文书交付受送达人签收。

（二） 行政协议的审查程序

在收到行政主体的执行申请后， 法院执行庭首先应判断该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 2014 年 《行

輦輰訛 曹实：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性质界分》， 载 《学术交流》 2016年第 2期。
輦輱訛 胡建淼、 胡晓军：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责令” 是常用的表示命令的用语， 责令行为也被认为是典型的行政命令行为。
輦輲訛 胡晓军： 《论行政命令的型式化控制———以类型理论为基础》， 载 《政治与法律》 2014年第 3期。
輦輳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发 〔2004〕 2号）。
輦輴訛 周佑勇： 《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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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诉讼法》 修正以后， 学界就行政协议判断标准的讨论颇多， 但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李福忠法官主
张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对行政协议享有的行政优益权， 即签订协议选择权、 履行
过程指挥权、 单方解除协议权、 违约行为制裁权。輦輵訛 于立深教授主张行政协议的核心标准是 “公权
力的作用”。輦輶訛 韩宁教授主张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应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核心， 并考量以下因
素： 该协议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内容； 权利义务的来源； 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中哪些有行政权的 “潜
能”？輦輷訛 余凌云教授主张要证成行政协议， 应结合传统的 “主体说” “目的说” 并最终落实到 “具有行
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 这一个重要标准上。輧輮訛

以上各学说所提及的行政协议判断标准均体现了行政协议的要素， 反映了行政协议的主要特
征， 然而笔者更认同余凌云教授所提及的行政法上权利义务标准。 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意
思表示一致的行政行为。 其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优益权， 而与单方行政行为的区别在于
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约定作出。 因此， 行政协议判断标准的核心应是行政优益权与双方约
定。 根据陈无风教授对行政合同案件所作的统计分析， 司法实践中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就行政
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判断标准， 都遵循以合同内容来判断合同性质的思考方式， 即有无行政优益权、
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輧輯訛 据此， 余凌云教授所提出的行政法上
权利义务内容标准既可以判断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属于行政行为， 又可以判断该协议是否存在
行政优益权。 同时， 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标准应当结合主体说与目的说， 笔者认为： 主体说可
以作为首先使用的标准， 从形式上对协议进行判断； 而目的说可以作为权利义务标准的辅助标准，
而不宜作为主要标准。 这是因为公共利益、 行政管理目标属于宏观且模糊的概念， 理论与实务界尚
未就公共利益与行政管理目标作出明确清晰的界定。 但该标准可以辅助认定行政协议， 即协议中的
权利义务内容是否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实现行政管理目标。

（三） 行政命令的审查程序

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标准可以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合理
运行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1〕 15 号） 第九十五条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12〕 4 号） 第六条的规定。 前者
规定主要采用两项标准： 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后者规定的标准更加详细： 明
显缺乏事实根据； 明显缺乏法律、 法规依据； 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 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严重
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 超越职权。 而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命令应当采用何种标准？ 笔者认
为， 行政命令并非对协议相对人予以惩戒或执行相对人财产， 所以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命令时应重
点关注是否存在不履行行为。 另外， 当前行政协议已经在行政活动中普遍使用，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
案件量亦会不断增加， 因此行政命令判断标准应尽可能简易明确， 从而降低法院执行的工作负担、
提升工作效率。 因此， 非诉执行程序中的行政命令审查标准可由以下两项内容构成： 协议相对人不
履行行政协议、 不履行行政协议没有正当理由。

（四） 协议相对人的起诉程序

輦輵訛 李福忠：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初探》， 载 《山东审判》 2015年第 4期。
輦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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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輦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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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輮訛 参见前引讁訛， 余凌云文。
輧輯訛 陈无风： 《行政协议诉讼： 现状与展望》，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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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程序中， 协议相对人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协议
相对人可以在行政命令的作出阶段和法院的审查阶段进行起诉。 具体而言， 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命
令的阶段， 若协议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在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或者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存
在违约行为， 协议相对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提起诉讼后， 行政主体应当中止行政命令程
序。 在行政命令作出以后， 人民法院裁定执行以前， 若协议相对人认为行政命令违法， 可以就行政
命令向法院提起诉讼。

结论

《行政诉讼法》 对行政协议诉讼仍然沿用单向诉讼结构， 行政主体无法通过起诉的方式解决协
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问题。 为实现行政协议的行政管理目标， 应构建协议相对人不履行行政
协议的强制执行程序。 在构建过程中， 应充分考量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及其行政性与协议性特
征， 建立由行政主体向协议相对人作出行政命令， 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执行程序。 该非诉执
行程序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即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 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 协议相对人的起诉程序。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2015� includes�administrative�agreements� into�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but� the� one-way� litigation� structure� that� has� been� used�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o� initi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because� of�
the� non-performance� of� the� counterparty� in� the� agree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performance� of� the� counterparty� to� the� agreement,� enforc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
gree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struct� the� enforcement� system� of� administra-
tive�agreements,� it� is�necessary� to�clarify� the� judgment� standards�of�administrative�agreements,�
fully�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ve� and� agreement� nature�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and� es-
tablish� non-litigation� enforcement� procedures� in� which�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make� adminis-
trative�orders�to�counterparties�to�the�agreement�and�then�apply�to�the�court�for�enforcement.

Key Words: Counterparty� to�Agreement； Failure� to� Perform�Administrative�Agreement； Ad-
ministrative�Order；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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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譹訛参见 《民法典：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5/c04b717af9824e7a98ca1e5648bc64e4.

shtml， 2020年 5月 29日访问。
譺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 该强制性规定不

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叶雄彪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对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进行了选择
性继承， 对该条 “强制性规定” 的理解是解决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的关键。 该条将 “强制性
规定” 的法律位阶限制为 “法律、 行政法规” 存在诸多弊端， 有必要进行扩张， 将行政规
章等低位阶规范纳入 “强制性规定” 范围中。 此外， 理论上将 “强制性规定” 引致范围限
定在公法领域的理由并不充分， 也不符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实践情况， 在适用 《民法
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时， 公法与私法都应当属于 “强制性规定” 的引致范围。 司法
实践提出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存在体系上的漏洞， 不利于违法合同效力问题解
决， 《民法典》 没有采取这一概念， 应当视为对这一理论的抛弃。 法典的出台及对该条规
定的研究却并不意味着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的解决， 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还需仰赖裁判经验
的积累， 而案例的类型化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
关键词： 强制性规定 法律位阶 引致范围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类型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11

违反 “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最新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 集我国民法学理论之大
成， 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譹訛 《民法典》 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民事立法任务基
本完成， 而且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民事审判将以系统的法典作为判决
依据， 从而结束四处找法的局面； 民法理论研究将从立法构建转向法典解释， 以 《民法典》 为基
础， 理解和发掘法典条文的内涵。 正是领会到 《民法典》 颁布的深远意义和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
响， 本文尝试从颇为常见的违法合同效力问题切入， 站在 《民法典》 颁布的时点上， 回顾 《合同
法》 及 《民法总则》 时代的违法合同理论和司法审判， 对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进行解析，譺訛 并对法典时代的违法合同效力判定问题进行展望。

事实上， 违法合同效力判定是一个 “外表” 简单， 但 “内在” 相当复杂的问题， 理论众多、 观
点林立， 且不同时代立法规定出入较大。 只要对违法合同效力的立法演进做一个简单梳理即可发
现， 立法对违法合同效力的规定从来就没有过坚定的立场， 总是随着经济形势、 政策方向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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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对于我国在无效合同立法方面的历史梳理， 可以参见漆晓昱：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问题———以 〈合同法〉 第 52
条第 5项为中心》， 载 《私法研究》 第 13卷，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83-187页。

譼訛 《民法典》 第五百零八条规定： “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 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譽訛 参见王利明： 《合同无效制度》，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2年卷第一辑，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68-69页。
譾訛 参见麻昌华、 王文利： 《无效法律行为规则的历史演化及其发展趋势———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 153 条的解读》，

载 《南海法学》 2017年第 3期。

变化。 譻訛 而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在创造新的规则， 带来了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无法阐明等难题。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九民会议纪要》） 第三十
条中再度提出了关于识别强制性规定的看法， 以指导法院的违法合同审判工作。 《民法典》 也并未
辟出专条来规定违法合同效力问题，譼訛 而是适用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部分的规定， 即违法合同
效力的判定适用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因而， 对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
一款的理解就成了法典时代违法合同效力判定问题的关键。 本文将从违法合同问题切入， 尝试详尽
回顾 《合同法》 和 《民法总则》 时代的立法、 司法裁判和理论学说， 对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作解释论上的分析， 并深入讨论违反 “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效力问题。

具体而言， 本文将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 “强制性规定” 的位阶问题。 目前 《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三条将 “强制性规定” 定位在 “法律、 行政法规” 层面， 不允许低位阶规范进入合同效力判定
体系， 这样的限制是否合理？ 合同与低位阶规范相冲突时， 其效力应当如何确定？ 第二， “强制性
规定” 的引致范围问题。 有观点认为应当对 “强制性规定” 做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只有公法中的
“强制性规定” 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 这样的区分是否合理？ 私法规范是否属于本条的引致范围？
第三，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问题。 司法实践提出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和 “管理性强制性规
定” 二元界分理论是否合理？ 还能否适用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 应当采取什
么方法解决违法合同效力难题？ 目前的理论研究方向倾向于以类型化的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 这种
方法是否可行？

一、 “强制性规定” 的法律位阶

对违法合同效力的立法梳理表明， 在此问题上， 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着一个不断收缩限制的趋
势， 即不断限缩可以影响合同效力的 “法” 的范围， 从不问规范等级性质到严格限定规范的等级位
阶， 以最小限度地影响合同效力， 鼓励交易。譽訛 而在这一点上， 《民法典》 《民法总则》 的规定与 《合
同法》 第五十二条保持了一致， 严格限制了可以影响合同效力的 “强制性规定” 位阶， 规定只有法
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否定合同效力， 低位阶的规范无法经由此通道成为合同效力判定的依据。 自
《合同法》 颁布以来， 理论上就一直存在着异样的声音， 质疑将行政规章、 地方性法规等低位阶规
范排除出合同效力判定体系的合理性， 但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仍然选择了遵循旧例，
对法源位阶进行了限制， 以下将对此作一定的评述与反思。

（一） 限制法源位阶的局限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对法源位阶的规定， 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在私权意识普遍欠
缺、 公权力量过分强大时代， 这样的规定对于遏制公权力泛滥， 防止法院无限度否定合同效力具有
重大意义。譾訛 但此规定保留至 《民法典》 时代， 是否还具有当然的合理性， 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第一， 限制法源位阶可能导致低位阶规范立法目的落空。 行政规章、 地方性法规等低位阶规范
为了行业或地区事务管理， 可能会作出限制性、 资格性等规定， 若完全将低位阶规范排除在合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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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王卫国： 《论合同无效制度》， 载 《法学研究》 1995年第 3期。
讀訛 参见马俊驹、 余延满： 《民法原论》，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9页。
讁訛 《民法典》 第十条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輥輮訛 参见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2014） 太民一初字第 02193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参见谢鸿飞：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 “适法规范” ———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6期。
輥輰訛 参见朱庆育： 《〈合同法〉 第 52条第 5项评注》， 载 《法学家》 2016年第 3期。
輥輱訛 参见王利明：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载 《法律适用》 2012年第 7期。
輥輲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提字第 6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九民会议纪要》 第三十一条规定： “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 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 市场秩序、 国家宏

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 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力判定体系之外， 则违反低位阶规范并不会导致合同效力瑕疵， 这将极大减损低位阶规范的法律效
力和法律权威， 甚至导致立法目的落空。 抬升强制性规定位阶的理由之一在于避免公权力过多地干
涉民商事交易，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保护交易自由和交易安全， 防止法院和行政机关借由低位
阶规范侵入到交易中， 造成大面积合同无效的情况。譿訛 但需要指出的是， 低位阶规范的立法初衷在于
更好地管理社会、 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 而非任意介入民事交易。 完全排除低位阶
强制性规定在判定合同效力中的法源地位， 会导致低位阶规范对合同效力、 民事行为不产生影响，
一定程度影响其社会管理意图。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遵循旧例， 将 “强制性规定” 的位阶限
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上， 将低位阶规范一律排除， 实有矫枉过正之嫌。

第二， 破坏法律适用的规则体系。 根据法学基本理论， 民法上的法源包括宪法、 狭义的法律、
法律解释、 行政法规、 行政规章、 地方性法规等，讀訛 这一基本原理在 《民法典》 第十条中亦得到了体
现。讁訛 从该条的规定来看， 此处的 “法律” 应当做最广泛的理解， 毋需进行限缩， 在物权法、 侵权法
等民法分支中， 这一规则得到了遵守和贯彻。 譬如在侵权案件中， 法院可以直接援引交通部制定的
部门规章 《内河避碰规则》 作为案件的裁判依据。輥輮訛 那么， 为何在合同效力判定上就需要限缩法源的
位阶， 排除行政规章等低位阶规范？ 对合同效力评判的法源位阶做特殊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司
法适用的一般规则相抵触， 造成法律适用体系的混乱，輥輯訛 “撕裂” 民法法源理论体系。 而有研究进一
步指出， 尽管行政规章等低位阶规范被排除出了法源范围， 但在裁判实践中， 司法解释却获得了与
法律、 行政法规同等 “待遇”， 总能成为合同效力的裁判依据。輥輰訛 这一做法无疑加深了民法法源体系
的张力， 进一步破坏了法律适用的规则体系。

由此可见限制法源位阶的理论局限， 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 被 “抛弃” 的部门规章等低位
阶规范如何在合同效力判定中适用？ 过去一段时间， 理论逐渐发展出了一种 “曲线救国” 的应对策
略， 即将低位阶规范与公共利益挂钩， 将低位阶规范解释到公共利益中去。 具体而言： 如果低位阶
规范旨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违反低位阶规范， 可以通过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
四项的公共利益限制条款来否定合同效力。輥輱訛 而司法实践也接受用公序良俗条款涵摄违反低位阶规范
的合同效力的解释进路，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在法律、 行政法规没有规定， 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的行政规章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 可以参照适用其规定， 若违反其效力性禁止性规
定， 可以以违反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輥輲訛

《九民会议纪要》 第三十一条亦采取了向公序良俗靠拢的思路。輥輳訛 而由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
在 “强制性规定” 的位阶限制上采取了 《合同法》 同样的做法， 因而这样的裁判策略毫无疑问会顺
延至 《民法典》 时代， 但本文认为这种裁判进路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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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易军： 《论私法上公序良俗条款的基本功能》， 载 《比较法研究》 2006年第 5期。
輥輵訛 参见苏力： 《解释的难题： 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 4期。
輥輶訛 参见何海波： 《何以合法？ ———对 “二奶继承案” 的追问》， 载 《中外法学》 2009年第 3期。

第一， 将违反低位阶规范与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挂钩， 会造成法律体系混乱。 长久以来， 违反法
律与违背公序良俗是作为两项独立的合同效力检验条件而存在的， 分别对合同效力起控制作用。 尽
管 《合同法》 中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较多， 但基本还是沿着违法与悖俗两种情形展开，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回归了传统民法理论， 分两款规定了违法合同无效和违反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情形。
可以说， 立法者是有意在 《民法典》 中对违法与悖俗两种情形做区分的， 以厘清 《合同法》 所产生
的合同无效情形复杂纠缠的局面。 因而，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 合同有违法情形与合同违背公序良俗
应当区分， 分别对应到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的两款中。 但如果继续将违反低位阶规范的合同
解释到违背公序良俗条款中， 则无疑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适用第一款的
规定， 违反部门规章等低位阶规范的合同适用第二款的规定， 同属违法情形， 为何做这样的区分？
这在法理上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而进一步讲， 这种为了解决 《合同法》 时代现实问题的司法策略
将造成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的体系混乱， 混淆该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间的界限。

第二， 以公序良俗规则来检验违反低位阶规范的合同效力， 会产生极大的裁判难题， 并可能导
致司法裁判恣意。 民法上的公序良俗规则被看作是原则性规定， 其作用之一在于防止法律规定的遗
漏， 为社会新问题提供基本的参照。輥輴訛 方法论上认为， 裁判只有在穷尽具体规则而不得时才能援引一
般条款， 即法官必须要对所有规则进行完全检索， 在确定无具体规范可供适用的情形下， 才能进行
法律续造， 通过具体化的方法来解释一般条款以作为裁判依据。 其理由在于， 对法律原则及一般条
款的适用， 本质上是法官在立法基础上进行的二度立法， 尽管有法律的精神作为指引， 但法官的生
活经验、 阅读前见、 感情偏好等个性化认识还是会进入到具体化过程中。輥輵訛 尽管有经典的法学方法论
作为操作指引， 但对一般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仍然是千人千面， 并不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 而公序良
俗原则的适用也不会逃脱上述一般条款具体化的基本框架， 法官在判定合同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时， 依然会将个性化的理解带入其中， 得出个性化的结论。 以上分析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推
演， 司法实践的经验已经证明， 涉及到公序良俗的案件， 一般都会成为法院裁判的难点， 且最终结
论也难以统一， 曾经的泸州 “二奶案” 即为例证。輥輶訛 既然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是司法裁判中的
一个难点， 那么采取公序良俗进路来判定违反低位阶规范的合同效力， 无疑是将法官引向了 “险
途”， 让法院在裁定违反低位阶规范的合同效力时失去确定的 “大前提”， 只能在模糊的原则性规定
中摸索裁判依据。 进一步讲， 当大量违法合同效力进入公序良俗规则项下时， 其有效与无效则只能
由法官的价值观念决定， 极有可能导致裁判的恣意。

当然， 有论者认为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以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或
者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依据来判定合同效力， 同样面临规范性质无法准确界
定的难题， 也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考量， 依然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 但需要指出的是， 法律对违法合
同无效的规定并不是一个一般条款， 而是具有确定性的裁判指引， 不需要法官进行具体化， 而舍弃
该规则， 转向公序良俗进路则属于向一般法逃逸， 违背了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 因而， 尽管适用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来判定违法合同效力， 同样面临诸多困境， 但至少遵循一
般法理， 不存在方法论上的错误。

（二） 拓展 “强制性规定” 位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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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428-430页。
輦輮訛 参见耿林： 《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 载 《私法研究》 第 13卷，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16页。
輦輯訛 参见唐健飞：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进路》， 载 《社会科学》 2014年第 9期。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王利明文。
輦輱訛 参见许中缘： 《禁止性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载 《法学》 2010年第 5期。

对于限制法源位阶所带来的诸多理论及现实困境， 《民法典》 并没有做出调整和改变， 《合同
法》 中对法源位阶的限制性规定仍然延续了下来， 因而基本可以确定， 未来一段时间试图从修法的
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希望渺茫。 但本文认为， 在法律规定难以修改的情况下， 解释论仍然可以为裁判
中妥适处理这一问题提供思路。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在 “强制性规定” 之前做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位阶限制， 但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 遗漏行政规章等低位阶规范会产生一系列理论及实践问题， 实为立法的一大疏
漏。 而且，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态度来看， 这一法律选择是有意为之， 因而可以看作是自始存
在的、 立法有意为之的法律漏洞。輥輷訛 但立法的选择却并不意味着合理， 司法裁判中的混乱与疑惑即可
看出， 这一立法选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事实上， 过去一段时间， 围绕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学界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
研讨， 其中不乏反对限制 “强制性规定” 位阶的声音。 例如有学者提出， 可以将 《合同法》 第五十
二条第五项所列举的法律、 行政法规看作是有限列举， 在此之外还存在其他法律规范也可以用于否
定合同效力。輦輮訛 这一观点尽管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但在 《合同法》 时代却并不可行。 因为， 即便
可以将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看作有限列举， 但 199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条的规定却无法忽视， 该条明确规定了 “法
律” 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 “行政法规” 必须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 故而，
司法解释实际上堵塞了上述解释的通道， 使之在 《合同法》 时代无法实行。

但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在 《合同法》 背景下， 上述解释无法取得可行性， 并不意味着在 《民法
典》 时代， 低位阶规范依然要遁入公序良俗制度中。 《民法典》 生效时 《合同法》 将失去效力， 与
之相伴的司法解释也将不再具有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 将违反低位阶规范的合同纳入到违法合同效
力判定体系也就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可供选择的思路大致上有两种： 第一， 采取上述观点， 将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 “法律、 行政法规” 看作是法律的有限列举， 除此之外还包括
部门规章、 地方性法规等低位阶规范； 第二， 采取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 允许法院在案件裁判中进
行规则续造， 具体手法包括探究法理及法律思想、 借鉴国外立法等，輦輯訛 以恢复低位阶规范在法律适用
中的 “正位”。

二、 “强制性规定” 的公法与私法界分

理论上对 “强制性规定” 边界的争论不仅在于上述 “纵向” 的法律位阶， 也包括 “横向” 的引
致范围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争议点在于， “强制性规定” 可以引介的规范是否仅限于公法， 抑或是
同时包括私法的规定？ 过去一段时间， 理论上对此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主要是将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引致民法中来， 使得公法与私法对具体行
为的调整保持一致性。 輦輰訛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
没有进一步限缩的必要， 公法与私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均可以借由此通道影响合同效力。輦輱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未对 “强制性规定” 作细化规定， 因而有必要对理论上的争论进行一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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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谢鸿飞文。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谢鸿飞文。
輦輴訛 参见孙鹏： 《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论 〈合同法〉 第 52条第 5项的理解与适用》， 载 《法商研究》 2006年

第 5期。
輦輵訛 参见王利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 载 《中国法学》 2014年第 5期。

析， 以更好地理解和适用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文认为， 作为引致规范，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可以同时引介公法和私法规范， 以下将先对上述第一种观点进行
检讨， 然后再从正面给出支持第二种观点的理由。

（一） 将 “强制性规定” 限制在公法的理由

理论上认为应当将 “强制性规定” 限制在公法范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将 “强制性
规定” 限制在公法范围， 可以减少对无效法律行为的认定， 以保护私法自治。輦輲訛 第二， 限制 “强制性
规定” 的范围， 有利于彻底区分违反私法强行法与违反公法的 “无效”。輦輳訛 第三， 民法中大部分强制
性规定是赋权规范， 而这些赋权规范不可能包括在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 “强制性规定”
中。輦輴訛 上述观点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 以下做具体分析。

首先， 上述第一点理由的基本逻辑是减少 “强制性规定” 的数量就可以减少被认定为无效的法
律行为的数量， 以达到保护私法自治的目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上推崇私法自治的前提是当事
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意思表示，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中进行各种民事活动。輦輵訛 也就是说， 私法
自治必须以遵纪守法为前提， 而不应当是为了保护意思自治， 减少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数
量。 仅从这一点来考虑， 上述第一点理由即有倒果为因之嫌， 不具说服力。

其次， 上述第二点理由认为将 “强制性规定” 限制在公法范围， 有利于区别违反私法而导致的
合同无效和违反公法而导致的合同无效， 这样的区分在理论上当然极具意义， 但其实益有多少则有
待考量。 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 法学这样一门社会性极强的科学， 应当强调学术研究与立法、 司法
及社会生活相结合， 在探讨 “强制性规定” 范围这一问题时， 也应充分考虑实践的情况和需要， 而
不能是学者的逻辑游戏。 区别因违反公法而导致的合同无效和违反私法导致的合同无效， 在裁判后
果上有什么区别？ 我国法院是否有接受这样区分的倾向？ 或者说当前不做区分是否产生了不利后
果？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那么， 贸然提出收缩 “强制性规定” 的范围， 对其做公法
与私法的区分， 就有可能只是学者的臆想， 不具有实践意义， 甚至为司法裁判添乱。

最后， 上述第三点理由认为民法中大部分规范是赋权规范， 而赋权规范不属于 《合同法》 第五
十二条第五项中的 “强制性规定”， 这一观点至少存在如下漏洞： 其一， 是否民法中大部分规范属
于赋权规范有待考量， 至少 《侵权责任法》 通篇是对侵权归责、 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 而并非赋予
权利的规则； 其二， 即便承认民法中的赋权规范不属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 “强制性规
定”， 也难以在逻辑贯穿的情况下得出私法规范不属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 “强制性规
定”， 因为毕竟民法中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规范， 特别是 《公司法》 等有大量非赋权规范。

（二） “强制性规定” 可以引致私法规范

以上分析简要驳斥了支持限缩 “强制性规定” 在公法范围的逐项理由， 一定程度上已经足以得
出本文所支持的结论， 即可以否定合同效力的 “强制性规定” 包括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 但仍然有
必要对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 “强制性规定” 应当同时引致公法和私法这一命题做正
面回应， 以下做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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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王泽鉴： 《民法总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2-13页。
輦輷訛 参见梅夏英： 《民法权利思维的局限与社会公共维度的解释展开》，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 1期。
輧輮訛 参见高圣平： 《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2期。
輧輯訛 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粤 20民再字第 15号民事判决书。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谢鸿飞文。

第一， 理论上区别公法与私法具有相当的难度， 在裁判中进行这种区分难以实现。 尽管学理
上一直存在公法与私法的界分， 通常认为民法等属于私法， 而行政法等属于公法。 但需要指出的
是， 理论上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没有给出界分公法与私法的方法。 尽管理论探索已有了不
少成果， 形成了一些学说， 较为典型者有利益说、 从属规范说、 主体说、 特别法规范说等，輦輶訛 但学
说的芜杂更表明了区分难度之大。 理论研究者旷日持久的努力尚且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 又怎么能
要求法官在裁判中处理这一问题？ 因而， 在理论为界分公法和私法指明道路之前， 要求限缩 “强制
性规定” 在公法领域， 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第二， 从立法现状来看， 我国立法一直存在着公法与私法杂糅的现象， 且有加剧的趋势， 因而
要求区分公法与私法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以 《物权法》 为例， 该法属于民法的重要部分， 在
一般观念上属于私法无疑， 但需要指出的是， 该法中存在大量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 这些规定亦
具有公共管理性质， 甚至主要是为了国家对不动产进行管理。 因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传统观念
中的私法也已经 “渗入” 了公法的内容， 变得 “血统不纯” 了。 甚至 《民法典》 中也掺杂了大量公
共管理内容， 例如其中对人格权、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同时兼顾了社会治理与个人权利保护功
能， 已不再是纯粹的、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了。輦輷訛 而进一步观察社会形态发展， 围绕互联
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科学技术展开的社会经济样态及社会关系模式变化， 很大程度上更迭了传
统商品经济背景下诞生的法律关系和治理理论， 也不断冲击着以往相对简单的、 公共管理与私法利
益调整二元区隔的立法模式。 这就要求当下及今后的社会治理和国家立法必须做出模式上的调整，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部法律需要兼顾多重利益， 兼具多种职能， 实现公共管理与私人关系调整
的融合， 形成一种公私结合的立法模式， 新近的 《网络安全保护法》 《App 违法违规收集适用个人
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等立法即遵循此立法路径。

第三， 从司法经验来看， 不区分公法与私法中的 “强制性规定” 更符合我国法院的审判习惯。
尽管一直以来不少学者主张将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 “强制性规定” 限制为公法中的强制
性规范， 但对法院裁判的梳理可以发现， 实践中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倾向。 相反， 在裁判过程中， 法
院并不在意被引用的规范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领域， 只要合同与法律规定相冲突， 即属于 《合同
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涵摄范围。 例如， 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公司越权担保问题， 尽管此类合同违
反的是 《公司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按照一般的观念， 该条属于私法范畴）， 但一种普遍的裁判思
路是对 《公司法》 第十六条的规范性质进行考察， 讨论其是否属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下
的 “强制性规定”， 以及是否属于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輧輮訛 再如婚姻忠诚协议效力纷争， 这样典型的
契约问题， 法院在裁定协议效力时， 同样是直接考察协议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进而确定其
效力， 而不会在意其违反的法律是公法还是私法。輧輯訛 以上例子展示了我国法院在判定合同与法律相冲
突时不计较法律公私属性的 “粗糙”， 但这正是实践的常态， 不区分公法和私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都包含在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 “强制性规定” 中， 借此否定合同效力。 当然， 学者认
为， 区分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和私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可以有效区隔违反公法的无效和违反私法的
无效，輧輰訛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理论意义的， 但从实际立法情况来看， 典型的私法， 如 《合同法》 《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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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合同法解释 （二）》 第十四条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 项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 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輧輲訛 该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注意 《合同法解释 （二）》 第十四条之规定， 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

定。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
其效力。”

輧輳訛 例如， 对于 《公司法》 第十六条的规范性质， 有的法院认为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具体可参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2013） 澄滨海民初字第 0629 号民事判决书； 有的法院则认为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具体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9） 民
提字第 99号民事判决书。

輧輴訛 这样说理不清的判决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法院在判决中往往直接叙述某项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 但并不阐述为什么， 具体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4） 民申字第 304 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二终
字第 129号民事判决书。

法》 中也有大量的规范并未直接规定与之相冲突的法效果， 必须借助 《合同法》 《民法典》 的规定
来确定合同效力。 因而， 如果学者更 “务实” 一点、 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情况多关注一点， 就会发
现， 不区分公法和私法中的 “强制性规定” 更符合我国的实际， 也更有利于法律的适用。

因此， 无论是从区分公法与私法的难度， 还是从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 抑或是从我国法院的审
判经验等角度来看，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强制性规定” 所引致的规范都不应当限于公法，
私法规范同样可以成为转引的对象， 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也应当做相同的理解。

三、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的检讨

随着认识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 司法实践对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 可以导致合同无
效的 “强制性规定” 也做了创新探索。 200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 《合同法解释 （二）》） 第十四条中提出了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概念，輧輱訛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法发 〔2009〕 40 号） （以
下简称 《合同纠纷意见》） 第十五条中相对应地提出了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概念，輧輲訛 自此形成了合
同效力判定的二分法， 即违反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无效， 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
有效。 自此理论提出后， 法院在审理违法合同效力案件时， 无不遵从这一理论， 按照 “先分析规范
性质， 再判定合同效力” 的程式运行。 但事实上， 这一审理模式并不完美， 从理论上的二分到实践
的运行， 均存在不少问题， 以下将对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进行简要评析， 并探讨该理论是否
仍可用于解释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一）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的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所提出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 须经由规范性质判断， 从而达到合同效力
判定的目的， 这便将规范的性质认定摆在了重要地位。 事实上， 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多个文件，
试图指导各级法院掌握法律规范性质判断的方法， 但显然收效不佳， 表现在： 相同条文的规范性
质， 不同法院理解并不统一；輧輳訛 裁判文书中， 规范性质判定的理由含混不清， 缺乏说理。輧輴訛 司法实践
中的问题实际上暴露了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的缺陷。

第一，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判定方法的含混。 为了指引法院合理判定规范的性质， 最高人民
法院在 《合同纠纷意见》 第十六条中给出了指引， 该条要求法院 “应当综合法律规范的意旨， 权衡
相互冲突的权益”， 从而 “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 可以看到，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制定指
导标准， 但事实上其所给出的答案新意甚少， 并未逃脱学界所倡导的观察立法目的、 衡量利益关系
的规范性质判定方法。 如何考量规范的意旨、 权衡规范所保护的利益， 这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 要
求法官从法条中揣测出立法者在规范设计时的所思所想、 忖度立法者在规范中嵌入的价值取向，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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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法理学问题》，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28-133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朱庆育文。
輧輷訛 参见史尚宽： 《民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330页。
輨輮訛 参见曹守晔： 《〈关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的理解与适用》， 载 《人民司法 （应用）》 2009年第 13期。

按照立法者的想法解释条文， 进而判断规范性质。 但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法律解释学提出了不少解
释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释法提供工具和依据， 让法律解释更为客观科学， 驱散其中的主
观性， 但这仍然无法掩盖法律解释的 “个性化”， 即法律解释本质上依然是法官的想象性重构。輧輵訛 因
而， 尽管法律解释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 但这些方法仍然无法保证法官就同一法条解释出相同的
含义， 也难以凭借给定的解释方法得出相同的规范性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 《合同纠纷意见》 第十
六条所给出的判定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标准， 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意义， 其概括性用语、 粗线条
的解释方法对法官解释规范性质帮助不大， 结果只能是将解释权又交到了办案法官手中， 也将规范
性质判定的难题 “踢回” 到各级法院。

当然， 《合同纠纷意见》 第十六条也尝试给出了一些例子供法院参考， 譬如规制 “市场准入”
资格的强制性规定、 规制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等。 但遗憾的是， 即便是这些给出的例
子， 最高人民法院依然无法准确判定这些规范的性质， 只是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应当慎重把
握， 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这也就难怪有学者批评该条的
规定， 直言此判定标准模糊含混， 甚至似是而非。輧輶訛

因而可以说，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所给出的规范性质判定标准， 无论是一般性的操作指引， 还是
举例式的特例展示， 都不是确定可靠的， 难以在审判中为法官提供明确指引。

第二， 违反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的效力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 《合同法解释 （二）》 中
提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后， 随之又提出了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概念， 以此二分 “强制性规
定”。 “效力性” 与 “管理性” 的二分来自于史尚宽先生所提出的效力规定和取缔规定： 效力规定着
重于违反行为的价值， 以否定其法律效力为目的； 取缔规定着重违反行为的事实行为价值， 以禁止
其行为为目的。輧輷訛 但对比之后可以看到， 即便是借鉴了取缔规定的用法，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内
涵也并不与之相同。 取缔规定目的不在于否定合同效力， 而在于禁止行为； 但 “管理性强制性规
定” 的目的就是为了评判合同效力， 可以被解读为 “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但实际上， 对 《合同
纠纷意见》 第十五条进行解读， 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传递这种观点， 其并没有斩钉截铁地
说违反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有效。

所谓 “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可以被解读为违
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 合同未必无效。輨輮訛 即，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可能有效， 也可能无效。
那么就需要思考了， 既然违反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也可能无效， 那么这种 “管理性强制性
规定” 与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有何差别？ 而以对合同效力影响为标准， 对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强制性规定” 进行的分类在此便产生了模糊地带。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通过识别规范性质的方法
来判定合同效力的方法也因此不具有确定的说服力， 因为即便是法官论证了某一规定属于 “管理性
强制性规定”， 也并不能当然地得出合同有效的结论。 那么，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意义又在哪里？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 试图进一步缩小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强制
性规定” 的范围， 建构起新的违法合同效力判定体系， 但该理论不管是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判断
方法， 还是对于违反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效力的认识， 都不甚明了， 而司法实践对该理论的

107· ·



法 治 社 会 2020 年第 5期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高圣平文。
輨輰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2-243页。
輨輱訛 参见蔡睿： 《违法合同的效力评价与无效类型———〈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解释论》，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

版）》 2019年第 1期。
輨輲訛 参见 《民法总则草案 （三审稿）》 第一百五十五条。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书， 第 242页。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蔡睿文。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高圣平文。

适用更是问题迭出， 因而有学者直言此规则是制度设计的一个败笔。輨輯訛

（二）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不适用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违法合同效力的规定， 在行文表述上迥异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那么就需要思考， 条文形式上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合同效力判定规则的实质性改
变。 对于这一问题， 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民法总则》 关于违法合同
效力的规定脱胎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在对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则进行理解
时， 应当延续之前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该条所称导致合同无效的就是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而不
导致合同无效的则是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輨輰訛 第二种则观点认为，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
款已经抛弃了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和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的概念， 并否定了司法解释创造的合
同效力判定进路， 走出了规范性质分析的迷雾。輨輱訛 本文赞同后一种观点， 除了上文已经分析过的“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的诸多缺陷之外， 还在于以下理由。

第一， 立法过程中对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舍弃， 说明立法者并不认同此概念及相关规则。
在 《民法总则》 制定过程中， 立法者直到三审稿使用的表述都是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輨輲訛 但最终通过的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却并没有采用 “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用法， 而换成了现在的表述， 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此前司法解释创造的 “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体系的不认同， 要对违法合同判定的规则进行重新设计。 当然， 有观点提
出， 只是因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概念比较模糊， 所以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才改
换为目前的表述， 但并不影响实质内涵， 对该条的理解仍然应当坚持此前的司法经验。輨輳訛 这一说法
有待商榷， 因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概念提出已有相当时间， 理论和实践对其都已经有了共识，
比较法上亦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概念， 其内涵是很清楚的。 因而， 认为立法者因为概念模糊而弃用 “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 这一语词， 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相反， 立法者在最后阶段放弃了 “效力性强制
性规定” 的概念， 不仅是对这一概念的舍弃， 而且应当看作是对此概念背后一整套理论的不认可。

第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则已经较为清楚地指明了法典时代的违法合同效
力判定路径， 即在个案中对规范目的进行考察。輨輴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对法官进行了授
权， 即授权法官衡量立法目的，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进行取舍之后判定合同效力。 这样的判定路径
与此前对规范性质的判断， 有相似之处， 但仍有所区别。 规范性质的判断路径， 是在衡量各种因素
后， 得出违反该规范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 再确定规范性质， 最后确定合同效力， 无疑是曲折了
合同效力判定的思维过程。輨輵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再采取这种迂回判定模式， 而
是要求法官考量规范目的 ， 直接判定违法合同有效还是无效 ， 判定模式更为直接 。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到产生于 《合同法》 时代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论具有诸多缺陷，
《民法总则》 最终没有选择这一概念， 可以看作是对该理论的扬弃， 因而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理
论不再适用于 《民法总则》 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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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輶訛 参见苏永钦： 《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0年卷第一辑，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1-14页。
輨輷訛 参见李祖坤：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具体化和类型化》， 载 《重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11期。
輩輮訛 参见石一峰：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分析》，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2期。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朱庆育文。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輨輷訛， 李祖坤文。
輩輱訛 参见前引輩輮訛， 石一峰文。

四、 违法合同的类型化方向

违法合同效力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德国民法制定已逾百年， 但在违法合同效力判定问题
上， 依然没有找到合理方案。 《民法典》 放弃了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模式， 开始向德国
法靠拢， 在没有成熟的域外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 我国理论和实务还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探
索。 然而， 尽管域外没有确切的答案供参考， 但其探索方向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
区在违法合同效力问题上， 经历过多种尝试后， 开始行进在类型化的道路上。輨輶訛 对近年来我国法学理
论成果的观察可以发现， 违法合同效力类型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和趋势。 例如， 有学者认为可
以导致合同无效的 “强制性规范” 包括刑法规范以及刑法之外可以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輨輷訛 另有学者
认为可以将违法合同分为当事人资质类、 行为禁止类、 行为方式不当类等类别进行讨论；輩輮訛 还有学者
提出了私法权限型、 生效管制型、 纯粹秩序型、 刑民交叉型等司法案型。輩輯訛 而司法实践也在接受这种
尝试， 并做相同的努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九民会议纪要》 第三十条中已经开始对过去一段时
间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违法合同种类进行总结， 以指导法院的审判。

违法合同的类型化总结是一种较为可取的方法， 对于形成理论共识、 指导审判实践具有较大裨
益。 但类型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违法合同效力问题， 还有待观察， 从现阶段各种类型化尝试来
看， 类型化的方法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分类标准的不统一、 不确定。 目前对违法合同进行类型化研究的成果不在少数， 但需要
指出的是， 研究成果之间往往不具有多少交集， 通常是自说自话， 在此问题上无法形成连续的、 递
进式的研究， 因而从这一点来看， 尽管类型化成果不少， 但对于审判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 目前的
类型化研究大多没有说明进行此种分类的理由， 或者仅仅简单说明分类的标准， 不进一步说明分类
的理由。輩輰訛 这也就导致， 后续的研究者并不认可先前研究的分类标准， 亦难以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继
续推进。 因而， 尽管对违法合同进行效力类型化的尝试不少， 但实际收效却并不明显。

第二， 分类之后， 仍然无法准确认定各类型违法合同的效力。 尝试对违法合同进行类型化， 无
非是想分门别类， 确定各类型违法合同的效力， 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即便是进行了分类， 依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各类型违法合同的效力。 譬如， 对于违反准入资质类的
合同， 一般情况下无效， 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第五条的规定， 事后取得资质的合同仍然有效。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 类型化的
研究总是尝试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 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类违法合同进行整理， 以形成抽象的理论。
而类型化理论的形成天然具有少分类的倾向， 即以较少的类型涵盖全部违法合同， 这也就难免产生疏
漏： 越是抽象的分类， 越容易出现特例， 越是难以保证某一类别下违法合同全部有效或者全部无效。

尽管目前的类型化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 对司法审判工作还不具备实质的指导意义， 但本文仍
然赞同类型化的方法， 并认为类型化是解决违法合同效力难题的出路。 目前各种类型化的尝试普遍
偏重于理论上的创造， 对于指导法院审判的作用还不够重视， 这也就导致各种抽象的类型化理论难
以被法官接受， 也无助于法官的审判工作。 有学者指出， 对违法合同的类型化需要反复进行， 经历
“类型化—再类型化” 的过程之后才会臻于成熟， 真正指导审判活动。輩輱訛 这一观点殊值赞同。 反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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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selectively� inherits� item� 5� of�
Article�52�of�the�Contract�Law,�and�the�proper�understanding�of�the “mandatory�provisions” of�
this�article�is�the�key�to�solve�the�problem�of�the�validity�of�illegal�contracts.�This�article�limits�
the� legal� rank�of “mandatory�provisions” to “ laws� and�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here� are�
many�drawbacks�in�this�article.�It�is�necessary�to�expand�the�scope�of “mandatory�provisions” by�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other� low-level� norms.� In� addition,� there� are� not� enough�
reasons� to� limit� the� scope�of “mandatory�provisions” in� the� field�of�public� law� in� theory,� and�
they�are�not� in� line�with� the� legislative�and� judicial�practice�of�China.� In� the�application�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both�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should� fall�
within�the�scope�of “mandatory�provisions”.�There�are�loopholes�in�the�system�of�the�theory�of
“ effective� mandatory� provisions” put� forward� in� judicial� practic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olving�the�problem�of�the�validity�of�illegal�contracts.�The�civil�code�does�not�adopt�this�concept,�
which�should�be�regarded�as�the�abandonment�of�this�theory.�However,�the�promulgation�of�the�
Civil�Code�and�the�study�of�this�provision�do�not�mean�the�solution�to�the�problem�of�the�validity�
of� illegal� contracts.� The� judgmen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illegal� contracts� still� depends� on� the�
accumulation�of�judicial�experience�and�the�typification�of�cases�is�an�alternative�way�out.

Key Words: Mandatory�Provisions； Legal�Rank； Scope�of�Causes； Effective�Compulsory�Pro-
visions； Typification

型化可以做到不断细化分类， 对目前过分粗线条的分类模式进行细分、 调整。 同时， 类型化与再类
型化的过程应当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为导向， 即类型化的研究是为了达到以研究成果指导
司法审判的目的。

在类型化研究成熟以后， 由于分类的细化， 类型化的结果甚至会呈现出 “案型化” 的模样， 类
似于目前的 “公报案例”， 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学界有共识的违法合同效力类型予以确认， 后续的
裁判予以参照。 实际上， 类型化方法与英美判例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 类型化后的案例即为先例，
后续的裁判应向先例看齐， 遵循类型化成果中的社会共识， 适当限缩法官在适用 《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三条第一款过程中的解释权限， 以保证司法的稳定性。 对司法裁判的观察可以发现， 过去一段
时间内， 很多疑难问题的裁判发展轨迹其实就是一个凝聚共识的类型化过程， 譬如公司越权担保的
问题、 对赌协议问题等。

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 立法者对法官判定违法合同效力进行了充分
的授权， 允许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探索立法目的、 衡量各种利益， 以确定合同的效力。 而对司法案例
的总结， 通过不断类型化的方式， 对常见的违法合同效力进行固定， 则能帮助法官找到思考的方
向， 减少裁判的任意性与盲目性， 确保司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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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刑罚观下环境犯罪刑罚重设之思辨

内容提要： 从功利主义刑罚观出发， 深刻阐述边沁刑罚观的核心要旨和 “超越式” 刑罚观
的边界。 在肯定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同时， 提出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应在吸收边沁功利主
义刑罚观的基础上， 兼采与之相对立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思想， 实现两者的充分融合。 进而
可以延伸出环境犯罪刑罚设置的原则， 并依照原则指引， 优化我国环境犯罪刑罚配置， 为
后续刑罚裁量和执行奠定基础， 从而遏制环境犯罪。
关键词： 边沁 功利主义 环境犯罪 刑罚配置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12

杰里米·边沁 （以下简称边沁） 是十七、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 哲学家， 是英国近代法律
改革的先驱和领袖， 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 他总结前人的法律思想， 开创了 “功利主义” 法律思
想的先河， 把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观点运用到刑罚理论中。 近代法律思想在其影响下， 形成
了功利主义刑罚观。 然而， 是否这样一种刑罚观就没有任何瑕疵的呢？ 功利主义刑罚观延伸到环境
犯罪刑罚的设置上， 是否能很好地融合和发展呢？ 事实上， 任何理论都存在自身缺陷， 在对环境犯
罪刑罚设置的研究中， 除了运用功利主义刑罚观之外， 还要适当地补充与之相对立的报应主义刑罚
思想， 这样的结合才能使环境犯罪刑罚的设置得到优化， 从而有效遏制环境犯罪。 虽然如此， 也不
可否认功利主义刑罚观对于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影响， 它在刑罚的设置及其后续的裁量和执行
上仍然起到了无法超越的作用。

一、 边沁刑罚观的要旨与边界

（一） 边沁刑罚观的基本主张

1. 关于刑罚思想的主张
从古至今， 多种刑罚思想在不同时期刑罚的创设和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推动了社会的发

展， 促进了法律的进步。 按照时间先后，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刑罚思想： 奴隶制社会的 “神罚说”，
卢梭等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提出的 “契约说”， 报应论的典型代表 “法律报应说” 等。 边沁在总结
以上刑罚思想基础上， 提出了有别于众多刑罚思想的功利主义刑罚思想。 他认为刑罚的设置， 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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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报应目的， 刑罚更多的是为追求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最大幸福在法律上的表现。 边沁认为， 刑罚
本身是一种 “恶”， 如果这种 “恶” 可以作为正义而被认可， 那就要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刑罚的运
用能够避免更大的 “恶”。 刑罚为了能够避免这种更大的 “恶”， 允许刑罚作为更小的代价得以实行，
从而把社会民众的痛苦降到最低， 最终实现边沁刑罚观的核心： 实现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最大幸福。

2. 关于刑罚目的的主张
报应主义和预防主义是目前刑罚目的理论的两大重要思想。 报应主义刑罚理论较传统， 认为刑

罚的存在价值就是对犯罪的一种报应。 功利主义刑罚理论摒弃报应刑罚思想， 认为刑罚的意义在于
对犯罪的预防而不是报应。 边沁对于刑罚目的的主张， 倾向于主要是针对犯罪行为的预防， 并在一
定程度上兼带少许报应补偿目的。 人们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 如果意识到行为有可能带来痛苦， 可
能会避免将要实施的犯罪行为。 而行为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抉择， 刑罚可以因为痛苦的存在而使犯罪
人放弃构成犯罪的行为。 因此不难看出， 边沁认为刑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般预防， 而不是特殊预
防。 原因是按照边沁的刑罚思想主张， 如果刑罚的主要目的是特殊预防， 针对已经实施犯罪的行为
人而实施刑罚， 无疑是用一种 “恶” 来惩罚另一种 “恶”， 这是不符合 “实现大多数社会民众的最
大幸福” 宗旨的。 而刑罚作为一般预防， 可以用刑罚来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安全， 这显然实现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 边沁认为在主张预防主义刑罚观的同时， 要兼顾报复性补偿的目的。 但这种补偿只
能限定在法律界限之内， 否则一旦超出， 哪怕是超过一点点， 这种快乐在超出的部分也变成了一种
“恶”。 这种报复性补偿的提出， 实质上并不能改变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边沁仍然是刑罚预防主义
的坚定捍卫者。 报复性补偿其实是一种 “不得不” 的附带， 是刑罚自身所具有的， 而不是人们所赋
予的。

（二） 边沁 “超越式” 刑罚观的边界

上文提到，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是历史的发展， 是边沁凝练升华各时期思想流派而提出的带有
“超越式” 特征的刑罚观。 边沁对于这些刑罚观的超越体现在不仅仅是总结提升， 在某种程度上还
实现了对传统刑罚观的摒弃。

人们对刑罚权正当性的理解， 通常来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被引入到刑罚的理论
中， 被解释为： 人们交出自己权利和自由的一部分， 赋予国家以权力， 这也是刑罚权的由来。 边沁
对这种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在边沁看来， 所谓的 “社会契约” 是虚拟的， 而在虚拟意
志下制定的任何事物或权利都是坏的。 社会契约的承诺履行的途径就是惩罚， 而这种惩罚本身就是
一种 “恶”， 功利主义刑罚观才是维护大多数民众最大幸福的正确思想。

关于刑罚目的， 边沁受贝卡利亚影响很大。 贝卡利亚对于刑罚目的的主张是以功利主义为主，
但同时也包括报应主义。 有的学者认为贝卡利亚实际上是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折中观点的拥护者，
也有学者认为贝卡利亚只是在一般情况下更倾向于功利主义。 边沁对于刑法目的的主张， 虽然受贝
卡利亚功利主义的影响， 但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对贝卡利亚刑罚思想的超越。 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
义， 是坚定不移的。 所延伸出来的立法、 司法、 执法等原则， 从未偏离功利主义的轨道。 边沁认
为， 刑罚目的不应有报应观念的存在， 刑罚本身是一种 “恶”， 它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
的作用， 只会增加痛苦。 立法者试图用刑罚更大的 “恶” 来消除犯罪较小的 “恶” 是荒谬的。 刑罚
应该是预防犯罪的， 而不是带有报复的目的。 边沁还提出， 刑罚如果在 “恶” 的指引下设立， 那么
很有可能促使犯罪分子重新犯罪。 比如犯罪危险性较小， 犯罪人因惧怕刑罚， 在压力之下重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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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刑罚的目的根本得不到实现。 因此， 边沁主张刑罚的目的应建立在功利主义思想之上， 报应主
义应该被摒弃。

二、 基于功利主义的环境犯罪刑罚观新诠

功利主义刑罚观和报应主义刑罚观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 报应主义刑罚观因满足人们朴素的
刑罚期待而长期存在。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的提出， 打破了报应主义刑罚观一直以来的统治地位。
两种理论观点旗帜鲜明地对立， 理论上针对的预防对象不同， 适用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 那么，
在这种差异背景下， 是否两者就天然的具有排他性， 无法融合呢？ 笔者认为， 功利主义刑罚观和报
应主义刑罚观本质上是有融合的前提和基础的， 尤其是在环境犯罪刑罚中更有融合的必要和可能。

（一） 报应主义刑罚观在功利主义刑罚观上的自洽

上文中， 笔者针对功利主义刑罚观与报应主义刑罚观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对比阐述。 虽然两者在
理论上有所不同， 但在刑罚思想上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 报应主义刑罚观在功利主义刑罚观上可以
实现自洽。 首先， 两种刑罚观在目标上具有同一性。 功利主义刑罚致力于对犯罪的预防， 是对道德
恶性的遏制。 报应主义刑罚倾向于对犯罪的报复， 本质上也是对道德恶性的遏制。 两者在刑罚目标
上具有同一性。 其次， 两种刑罚观在渊源上具有同一性。 功利主义与报应主义都是一种刑罚思想，
与之相对应的都是存在于法律之中的制裁手段。 再次， 两种刑罚观对罪的评价具有同一性。 无论是
功利主义刑罚还是报应主义刑罚都对犯罪持否定的态度， 共同代表了对善的一种价值追求， 虽然对
罪的惩罚思想上存在报复和预防的差别， 但这种差别也是建立在两者共同对罪的否定性评价上的。

另外， 功利主义刑罚中的罪刑相称和报应主义刑罚中的罪刑等价在对罪与刑的衡量上具有可融
合性。 罪刑相称主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 所以对于罪的刑罚设置也要在一定的框架内， 不得超出预
防的界限。 刑罪等价主张朴素的法律价值追求， 即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罪与刑要求必须是对
等的。 不难看出， 两者在理论上具有自洽性。 无论是罪刑等价还是罪刑相称， 在理论上是不矛盾
的。 报应主义追求的是公正， 功利主义追求的是预防。 传统刑罚中，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
人的罪责程度决定着刑罚， 这是报应刑的观点。 这种刑罚的实施， 使行为人受到惩罚， 同时使社会
大众的朴素的法律价值观得到实现， 进一步提升了民众对于法律的敬畏感和守法的使命感， 因此报
应刑罚也是一般预防的措施之一， 也证明了报应刑和功利性是可以融合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 刑罚具有动态品格， 刑罚在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呈现出的品格也不尽相同。
宏观考虑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刑罚在立法阶段、 司法阶段和执法阶段所起到的作用是有变化的。 在
立法阶段， 普遍认为是发挥了一般预防的作用， 即通过刑罚的制定， 告诉公众实施某一行为就要受
到什么程度的惩罚。 这无疑是对公众的一种教育与威慑。 而通过具体刑法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 刑
罚在刑法中不仅仅有一般预防作用， 也带有特殊预防和报应主义的色彩。 比如量刑区间的设置， 就
是考虑犯罪的程度不同须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 再比如对累犯、 自首等量刑情节的规定， 也是在立
法中充分考虑特殊预防和报应主义的体现。 在司法阶段， 对个案的处理， 其实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
防的结合， 而这里更加重视特殊预防。 立法不能穷尽一切， 无法把所有的情节都规定到法律条文
中， 在量刑阶段充分考虑某一特定犯罪行为的犯罪情节， 就注定了特殊预防的重要性。 在执行阶
段， 针对那些有立功表现的、 积极改造的罪犯， 利用执行阶段的相关制度， 比如减刑、 假释， 在充
分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的同时， 让犯罪人回归社会， 不再犯罪。 综上， 功利主义刑罚观与报应
主义刑罚观可以在刑罚变化中实现融合与自洽。

（二）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对我国环境犯罪刑罚配置原则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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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法律思想对于刑罚立法十分重视。 他认为刑罚立法决定了刑罚的方向， 刑罚立法思想在
刑罚配置中起了引领和指导的关键作用。 刑罚配置在功利主义刑罚观和报应主义刑罚观视野下， 所
呈现出来的具体立法也会有所不同。 功利主义主张预防配刑论， 报应主义主张报应配刑论。 只是单
一选择一种模式，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尤其是针对环境犯罪这一较为特殊的犯罪类型。

环境犯罪作为区别于传统犯罪的一类犯罪， 自身存在着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特殊属性。 环境犯罪
客体和对象具有特殊性， 犯罪行为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无法恢复、 不可逆的。 因此犯罪预防在环境犯
罪刑罚目的中要特别予以关注。 在对该犯罪类型进行刑法规制时， 刑罚的配置十分重要。 单采报应
配刑论或者预防配刑论都是不妥当的。 一方面， 要考虑到环境犯罪刑罚的预防目的， 与边沁的功利
主义刑罚观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 也要兼顾环境犯罪刑罚的公正需求， 人们希望通过刑罚对那些不
可逆转的犯罪结果寻求一种正义上的共鸣。 因此， 在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过程中要兼顾公正与预防
两大价值。 环境犯罪的刑罚配置， 在严格遵守我国传统刑法的基本原则外， 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充分
考量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对于预防犯罪的原则意旨， 兼顾报应主义刑罚观对公平正义、 朴素法律价
值的追求。 这样全面的考虑对我国刑事立法在思想和原则上有鲜明的指引作用。

1. 罪刑均衡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这一原则明确要求行为人的罪的程度要与所需承担

的刑事责任以及要判处的刑罚相适应， 不能出现罪责不均衡、 同案不同罚。 罪责均衡原则体现的实
质内容正是现代刑法所蕴含的内在法治精神， 被害人一方可以且只能期待对行为人的惩罚与自己被
伤害的程度大致相同。 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刑罚观思想， 也再次明确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罪刑均衡
实际上是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提高了要求。 受边沁功利主义刑罚思想的指引， 我国的刑事
立法也要坚持严格的罪刑均衡原则， 从而规避刑罚本身作为一种 “恶”， 不超过罪本身的限度， 才
能实现边沁功利主义刑罚的宗旨。 如果一旦超出限度， 那么惩罚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在环境犯罪刑
事立法中， 要贯彻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所要求的罪刑均衡原则。

首先， 在刑罚种类上做到罪刑均衡。 在立法中， 对刑罚设立合理的法定刑种类， 以适应形形色
色环境犯罪惩罚的需要。 我国 《刑法》 中明确规定主刑有管制、 拘役、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死刑
等五种， 附加刑有罚金、 没收财产、 剥夺政治资格、 驱逐出境等四种。① 环境犯罪刑罚在刑法规定的
刑罚框架下设置刑罚种类， 存在一定的不适性， 主要问题就是目前环境犯罪刑罚设置不合理， 我们
将在后文提出建议。

其次， 在刑罚梯度上做到罪刑均衡。 在环境犯罪刑罚中体现罪刑均衡原则， 实际上是满足人们
享有公平公正的环境权利， 同时也不阻碍人们生活生产的发展权利。 罪刑均衡原则的实现， 需要自
身进行动态比较， 才能在环境犯罪刑罚设立中找到适合环境犯罪这一特殊犯罪的标准。 环境犯罪刑
法中对于刑罚梯度的设立是实现罪刑均衡的重要条件， 不同刑种根据不同的环境犯罪需要， 要做到
轻重有别， 主次分明， 切忌吃 “大锅饭”， 不同类型犯罪的刑罚设置要呈现出梯度， 从而形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 在此刑罚观指引下， 一方面从纵向上审查环境犯罪个罪的刑度是否合理。 在设置刑罚
时， 要充分考虑环境犯罪行为不同、 环境犯罪对象不同、 环境犯罪情节不同、 环境犯罪人主观认识
不同等方面， 设置有轻有重的、 罪刑均衡的法定刑幅度。 另一方面从横向上审查类型相似环境犯罪
个罪间的刑度配置是否均衡。 哪怕是犯罪行为相似、 犯罪对象相似、 犯罪结果相似的个罪之间， 也
要注意刑度的区分， 而区分的标准就是罪刑均衡原则。

譹訛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第八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3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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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因环境犯罪侵犯的法益与传统犯罪不同， 环境被害人自身所感受到的犯罪结果比自
然犯犯罪结果要弱， 在刑罚配置上也应考虑实际犯罪结果被公众谴责的程度。 最后还要做好环境犯
罪刑罚与环境违法处罚的区分与衔接。

2. 预防优先原则
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功能及目的， 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主张， 刑罚

本身的真正目的是一般预防， 理由在前文已提到， 如果刑罚的主要目的是特殊预防， 针对已经实施
犯罪的行为人而实施刑罚， 无疑是用一种恶来惩罚另一种恶， 这是不符合 “实现大多数社会民众的
最大幸福” 宗旨的。 而刑罚作为一般预防手段， 可以用来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安全， 这显然实现了
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

环境犯罪具有自身特殊性， 犯罪对象如环境一旦被污染和破坏， 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因
为环境的破坏一般都具有作用时间长、 治理费用高、 恢复难度大甚至不可恢复的特点， 环境犯罪刑
罚的目的如果是对环境犯罪人的惩罚或者是特殊预防， 对恢复环境、 挽回环境损失已经意义不大。
同时我们要考虑到， 环境犯罪人多数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一种间接故意或者是过失的行
为， 对其惩罚也要考虑罪刑均衡原则。 因此，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在指引环境犯罪刑罚立法中具有
重要作用。 既然环境犯罪结果大多不可逆， 那么在环境犯罪实害结果发生之前， 应当通过刑罚的一
般预防， 达到预防环境犯罪的目的。 基于以上理由， 环境犯罪刑罚立法之初， 应该充分考虑预防机
制的刑罚配置， 比如对危险犯的刑罚处罚等， 重视在环境实害结果发生之前的一般预防目的， 使公
众充分认识到环境犯罪刑罚的震慑力。 目前世界范围内环境犯罪预防做的比较完善的国家有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我国应借鉴上述各国立法经验， 适度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罚立法， 确立预防优先
原则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适当考虑对行为人惩罚的报应主义思想， 打破 “有结果才惩
罚” 的传统立法思路。

3. 成本收益原则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在主张罪刑均衡、 预防优先的同时， 也传递出另外一种思想。 功利主义本

身就是一种衡量与计算， 边沁所倡导的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和避免刑罚 “恶” 的一面， 其实是人们
在行为时， 对 “利” 和 “害” 的一种成本收益的计算。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 刑罚给犯罪人带来
的痛苦必须大于其犯罪的快乐， 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 因此在犯罪行为开始之前， 让行为人预先知
道其行为结果及承担什么样的痛苦， 让他在犯罪的快乐和被惩罚的痛苦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一种有
效预防犯罪的做法。 这种思想对我国刑罚立法影响深远， 我国传统上有重刑倾向， 一般情况下刑罚
带来的痛苦都是重于犯罪带来的快乐的。

在环境犯罪刑罚立法阶段， 我们倾向于刑罚的设立目的是一般预防， 也要充分考虑罪刑相称。
成本收益原则要具有公众威慑力， 确保绝大多数人在计算环境犯罪成本时可以放弃犯罪。 随着经济
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刑罚的设立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刑罚要满足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需要， 当犯罪
的快乐大于刑罚的痛苦， 应该依照成本收益原则变革刑罚。 对于环境犯罪， 犯罪结果所带来的不可
恢复性促使我们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 不能只看到人身伤害， 而忽视了犯罪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作
用。 在环境犯罪刑罚设置时， 把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可修复程度纳入到成本收益计算中， 才能有效
地实现环境犯罪刑罚的预防目的。

三、 我国环境犯罪刑罚之重设

充分汲取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思想， 对我国刑罚立法进行审视和完善， 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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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刑罚设置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法治是否公正， 关系到犯罪能否被有效遏制， 更关系到社会的安
定与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环境犯罪日益增多， 环境犯罪刑罚如何配置就显得尤为重
要。 在衡量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时， 要按照上文总结出的三项原则即罪刑均衡原则、 预防优先原则以
及成本收益原则展开， 据以查找现行立法不足， 探究符合我国国情并且能最大化遏制环境犯罪的立
法模式。

（一） 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现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专门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类罪。 这一类罪共有十五个罪名， 现
对这些罪的刑罚配置做简单梳理。 环境犯罪刑罚种类的基本模式是 “主刑 +财产刑”， 除 《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第三百四十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第三百四十一条非
法狩猎罪以外， 全部都采用并科式刑罚模式。 这种模式旨在对行为人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同
时， 针对环境犯罪 “趋利” 的特点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环境犯罪刑罚主刑只有有期徒刑、 拘役和管
制三种， 没有设置无期徒刑和死刑。 其中八个罪可以适用管制， 七个罪最低刑罚是拘役。 而附加刑
只规定了罚金和没收财产， 没有涉及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 关于罚金刑， 十五个罪名全部规定
罚金刑的内容， 这也与环境犯罪特殊性相符合。 但不足就是只规定了并处或者选处罚金刑， 而没有
对数额和比例进行限定。 没收财产刑适用较少， 仅仅对 《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 第三百四十六条
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进行配置， 而且是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条件下配置。譺訛

（二） 环境犯罪刑罚的优化与重置

从我国目前环境刑法中的刑罚相关规定， 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惩治不力的现实中不难发
现， 我国环境犯罪刑罚设置存在不足， 有完善和调整的必要。 对我国现存环境犯罪刑法配置进行梳
理可见， 目前我国环境犯罪刑罚存在的问题集中在刑法种类以及设置结构上。 因此， 笔者在前文总
结的三大原则指引下， 提出对我国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进行优化和重置的建议。

1. 关于主刑的改进
（1） 确立针对性加重刑罚的思想。 受经济目标的影响，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在社会经济发

展、 公众改善生活条件面前逐渐被忽视。 环境刑法立法初期至今， 仍无法摆脱以人类为中心的考量
方式， 因此在刑罚的设置上呈现出一种轻型化特点。 再有， 人们对于环境、 资源的保护意识虽然加
强， 但比起人身财产等切身利益， 公众还不能接受破环环境的法定刑高于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法定
刑。 这就直接导致生态利益处在可保护可不保护的境地， 人们不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不太相关的利
益。 目前我国环境犯罪刑罚也呈现出了轻型化特点， 为了能够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环境犯罪， 同时
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应在不违反罪刑均衡原则的基础上， 针对性地对那些不可逆的、 严重的环境
犯罪行为加重刑罚。

（2） 主刑中增设无期徒刑。 纵观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罚立法， 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国家
不同的国情， 采取了或轻或重的刑罚措施。 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往往重视环境犯罪
的治理， 刑罚的设立也偏向于重刑， 如美国、 日本、 德国等环境犯罪最高法定刑包括死刑或无期徒
刑。 在环境犯罪中设置死刑显然不妥当， 这与目前倡导的死刑废除法律思想相悖。 而且环境犯罪的
主观恶意普遍集中于趋利， 因此我国没有在环境犯罪中设置死刑， 笔者认为是妥当的。 但是， 部分

譺訛 参见前引譹訛， 高铭暄、 马克昌书， 第 584-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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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犯罪结果造成了不可恢复的环境灾难， 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
利， 甚至造成了不特定群体的伤残或死亡， 如果在刑罚配置上还仅仅在目前的刑罚设置框架下进行
处罚， 即最高只能判处有期徒刑， 就会导致惩罚不足， 与罪刑均衡原则相背离， 也无法达到一般预
防的刑罚目的， 同时在成本收益计算中犯罪成本也过低。 因此， 笔者认为在现今废除死刑的大趋势
下， 在环境犯罪刑罚设置中增加无期徒刑的刑罚选项， 与现存的有期徒刑相衔接， 可以很好地弥补
这一缺憾。

（3） 对危险犯配置刑罚。 边沁功利主义刑罚观对我国环境犯罪刑罚设置的最大启示就是， 环境
犯罪刑罚的目的是要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预防是针对环境犯罪成本最低的刑罚设立思想。 因为环
境犯罪结果的不可逆或者恢复慢等特点， 对有潜在危险、 目前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犯进行刑罚
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对环境危险犯进行相关刑罚处罚的大趋势下，
我国刑法并未在该领域有所突破。 在对环境犯罪刑罚进行调整时， 应该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惩治环境
危险犯的有益经验， 只要从事禁止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 足以对人身财产、 环境资源造成威胁
的， 就可以构成犯罪。 对环境危险犯的刑罚配置是预防环境犯罪成本最低的方式。

（4） 增设特殊缓刑制度。 环境犯罪特征之一就是犯罪结果具有隐蔽性和扩张性， 即犯罪之初所
呈现的危险结果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或者是局限在一定范围的，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治理， 则后患无
穷， 危害极大。 据此， 立法者在设置刑罚时， 也要充分考虑环境犯罪这一特性， 避免更大的危害结
果的发生。 因此， 可以增设特殊缓刑制度， 对环境犯罪行为人判处刑罚但缓期执行， 责令在缓刑期
间对其之前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尽最大能力进行治理和修复。 如在缓刑期内治理手段及时得当， 环境
受损程度得到缓解和改善， 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考虑原判刑罚不再执行。 如果在缓刑期间不予治理
或者治理不充分， 则执行原判刑罚。 增设特殊缓刑制度， 可以及时有效使受损的环境得到治理， 不
增加社会及政府的负担， 同时也在环境犯罪行为人身上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

2. 关于附加刑的改进
（1） 完善罚金刑体系。 罚金刑在环境犯罪刑罚中运用十分广泛， 环境犯罪所有罪名都涉及罚金

刑。 虽然罚金刑普遍存在于环境犯罪治理中， 但也存在很多问题， 如只规定了并处或选处罚金， 而
并未规定金额的限制、 具体的标准等。 在司法实践中， 罚金刑数额存在普遍偏低的现象， 尤其是对
单位犯罪主体， 过低的罚金金额根本无法与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均衡， 成本收益比较一目了然， 导致
目前在企业经营者中普遍存在一种思想： 罚款或罚金仅仅是生产成本之一。 因此， 针对目前罚金刑
无法遏制环境犯罪的现实状况， 可以考虑对罚金刑体系进行调整。 不仅要提高罚金金额， 同时针对
不同的环境犯罪， 采用日罚金的形式使犯罪成本增加。 另外， 计算企业盈利数额， 使罚金数额与盈
利数额大致相同， 切断环境犯罪人的利益驱使思想， 建立行之有效的罚金刑体系。

（2） 增设资格刑。 在我国现有刑罚体系中， 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 对我国环境犯罪刑
罚进行梳理可见， 对环境犯罪的刑罚配置没有考虑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 相关的资格惩罚措施
仅仅出现在行政违法处罚中， 刑法没有涉及。 资格刑在世界各国环境犯罪刑罚设置中基本都处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 我国在环境犯罪刑罚配置上也应增设资格刑。 在资格刑的配置方面， 我国可以借鉴
其它国家的经验， 增设停止职业权利的刑罚规定， 即如果有某种程度的危害环境的行为或者导致了
某种程度的环境损害后果， 就终身禁止从事某一职业。 这样上升到刑罚的规定， 显然比目前仅停留
在行政处罚措施上对环境犯罪更有威慑力， 同时也比罚金刑等附加刑更能制约环境犯罪行为继续从
事环境犯罪活动， 从根源上切断其犯罪的可能， 对环境犯罪潜在的可能犯罪人也是一种警示与威
慑， 实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双重效果。

3. 关于恢复环境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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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规定的非刑罚措施主要包括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责令赔偿经济损失、 训诚、 责令具结悔
过、 责令赔礼道歉以及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 刑罚本身具有局限性， 我们也很
清楚， 再完备的刑罚配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犯罪的发生。 因此， 在刑罚主刑和附加刑之后， 仍
然要重视非刑罚处罚方法。 针对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 在以上传统刑法规定之外， 建议增设
恢复环境、 生态补偿等方法， 与环境犯罪刑罚相衔接， 使那些主观过失、 危害不大的环境犯罪人通
过对环境资源的私力救济和补偿， 达到教育和惩治的目的， 体现出法律温情的一面。

结语

社会不断发展变化， 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刑罚思想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刑罚的功利性已
经渗透到我国刑罚立法中， 对功利主义深入研究使我国刑罚更加趋于理性。 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
是在吸取众多先贤的思想精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环境犯罪刑罚的设置也应在功利主义刑罚观指导
下得到优化。 而因环境犯罪本身具有特殊性， 在刑罚的设置过程中， 不仅仅要站在功利主义刑法观
视角看待问题， 而且要兼采报应主义刑罚观思想。 这不仅克服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局限， 同时也
使环境犯罪刑罚设置更加完善。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影响下， 遵守特定的刑罚配置原则， 对我
国环境犯罪刑罚进行优化和改善， 从而推动我国环境犯罪刑罚立法， 为环境犯罪刑罚裁量和执行奠
定基础、 指明方向。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Starting�from�the�utilitarian�view�of�penalty,�this�paper�profoundly�expounds�the�core�
gist� of� Bentham’s� view� of� crminal� penalty� and� the� boundary� of “ transcendental” criminal�
penalty.�While� affirming� Bentham’s� utilitarian� penalty� vie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legislation�of�environmental�crime�should�base�on�absorbing�Bentham’s�utilitarian�penalty�view,�
adopt�the�opposite�retributive�penalty�view�and�demonstrate�that�the�two�can�be�fully�integrated.�
Furthermore,� the� principles� of� setting� penalty� for� environmental� crimes� are� extended� and� the�
allocation� of� penalty� for� environmental� crimes� in�China� should� be�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so�as�to�lay�a�foundation�for�the�discretion�and�execution�of�subsequent�penalties�so�as�
to�curb�environmental�crimes.

Key Words: Bentham； Utilitarianism； Environmental�Crime； Penalty�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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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澳门特区的法制建设应融入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切实发挥出葡语法律文
化和国际交流平台的优势， 不仅服务于澳门， 更应以内地和整个葡语世界为服务对象， 使
澳门法制发展获得 “新动能”。 澳门特区应积极探索建立葡语国家法律和澳门法律查明中
心，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开展和完善金融法制建设， 促进澳门商法和金融法的全面现代
化， 织密澳门特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网。
关键词： 澳门特区 法制发展 全面开放格局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5.013

澳门法制发展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思考

一、 澳门特区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格局和澳门法制发展的意义

（一） 澳门特区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格局满足 “国家所需”， 发挥 “澳门所长”

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报告中提出， 要
推动形成国家全面开放格局， 其重要内涵是： 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2018 年 11 月， 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代表团时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港澳特区
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把港澳国际联系广泛、 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同内地市场广阔、 产
业体系完整、 科技实力较强等优势结合起来， 努力把港澳打造成国家双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2019
年 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澳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的具体
内容做了全面规划。 粤港澳三地将携手扩大对外开放， 打造 “一带一路” 建设重要支撑区。

国家赋予澳门特区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使命和新定位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 建设落实
中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中国已成为葡语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澳门应建设成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服务平台以及经贸合作会展中心、 中小企业商务服务中心、 葡语国家商品
集散中心。 第二， 发挥 “一国两制” 的优势发展金融服务业，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澳门特区应结合
产业适度多元化的目标， 利用低税地和货币自由兑换的优势， 积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部分功能，
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平台， 成为 “一带一路” 重大项目投资企业的注册地和建设资金的募
集地， 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 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 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
中心， 发挥中葡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 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服务， 发展融资租赁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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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融业务， 研究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 绿色金融平台、 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二） 澳门特区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格局和澳门法制发展的关系

基于历史、 文化和语言的三大优势， 澳门法制在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 文化交往中应扮演重要
的沟通 “平台” 和 “中介” 角色。 但是， 澳门法制发展是一个典型的 “后殖民” 问题， 法律语言问
题、 本地法律文化弱势和既得利益垄断问题交织纠缠。 如何将澳门法制的 “平台” 地位战略落实为
具体实施措施， 又不影响 “一国两制” 原则， 且对澳门本地利益各方能有 “帕累托改进” 之功， 谋
划殊为不易。 首先， 澳门的法律体系正式建立于回归之时， 回归前后的澳门法律本地化是将葡萄牙
法律强行植入澳门地区的仓促过程， “葡萄牙化” 的澳门法对澳门本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回应不足，譹訛

导致虽然澳门现有整套的法律条文， 形式上的法律本地化已经完成， 但缺乏本地法律教义学说、 本
地法律文化尤其是本地专业法律文化的支持， 继续依附于或寄生于葡萄牙法律教义学说和葡萄牙法
律文化中， 排斥和限制澳门法制的发展。譺訛 其次， 澳门法律职业准入限制和对中葡双语的职业要求
形成了相对于内地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法律职业保护壁垒，譻訛 同时也导致澳门法学人才和法律服务
人才面临技能专用性过强， 职业发展机会成本高而流动性弱的困难， 法律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再
次， 澳门地域狭小， 博彩业一业独大， 对其他产业形成资源挤占，譼訛 难以产生丰富的本地法制实践
和发展需求， 也导致本地法律服务市场容量有限。 复次， 澳葡殖民政府采用 “华洋分治” 措施、 澳
门作为移民社会和澳门居民 “难民化” 历史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常由民间社团解决， 当居民之间或居
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 习惯上通过其所属的社团或界别团体出面调停协商解决， 甚少通过司法正
式途径解决，譽訛 相应地， 社会总体对法律专业服务需求不足。 最后， 澳门法律改革存在许多主客观
的困难和掣肘。 在主观方面， 法律改革可能打破某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格局， 导致法律改革动力
不足； 客观方面， 澳门作为微小城市维持相对独立的澳门法律体系这个宏大命题相当困难， 难以创制
出独特理论和思想原则， 也难以在有限的法律实践中积累形成具有标志价值的制度主张和判例实践。譾訛

在澳门法制发展的过程中， 关于葡语作为澳门法律语言的争论最多。 一方面， 澳门的双语法律
制度是历史、 政治和文化的产物， 基于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庄严承诺， 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少
数居民的保护以及社会制度的延续， 在公共和法律领域维护双语制是必须的。譿訛 另一方面， 法律职
业既得利益者夸大葡语作为法律语言的意义以保持其垄断利益。讀訛 根据文化人类学后殖民理论， 翻
译过程本身暗含着文化的压迫和支配， 作为对 “原本” 有忠实义务的 “译本”， 澳门法律中文本天
然地具有或被认为具有从属和衍生的地位， 因此， 澳门法律本土化过程中的 “葡译中” 导致的澳门

譹訛 参见何志辉： 《法律本地化之回顾与反思》， 载米健： 《澳门法律改革与法制建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20-123页。

② 参见谢耿亮： 《澳门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与法律发展———澳门法现状的批判》， 载 《比较法研究》 2009年第 5期。
③ 参见詹宏海： 《澳门律师入职制度研究》， 载 《港澳研究》 2016年第 4期。
④ 谢四德： 《澳门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研究———以改革促发展的视角》， 澳门理工学院 “一国两制” 研究中心， 2017年版，

第 235-271页。
譽訛 参见娄胜华、 潘冠瑾、 赵琳琳： 《自治与他治： 澳门的行政、 司法与社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330-365

页； 谢广汉： 《澳门地区的仲裁机制为何停滞不前》， 载韩波： 《民事程序法研究》 （第八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68-281页。

⑥ 参见许昌： 《澳门法律改革仍需着力解决 “本地化” 遗留问题》， 载饶戈平： 《燕园论道看港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的国际
法视角澳门特区的政制发展与法律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49页。

譿訛 参见唐晓晴： 《澳门法制发展之路———在后殖民的困惑中探索一国两制的法治思想》， 载 《中研院法学期刊》 2015年第 17期。
讀訛 参见米健： 《澳门法律语言与法律利益》， 载米健： 《澳门发展中的法治利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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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发展受制于其葡文本及其背后的葡萄牙法律文化背景和学术语言。讁訛 葡语法律语言、 法律职业
既得利益和葡萄牙法律文化三者之间形成了互相促进和强化的循环， 阻碍了澳门法制的发展。 葡语
作为澳门法制发展的独特优势和资源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但其作为澳门法制发展的阻碍因素则
饱受批评， 究其根源还是澳门法制发展空间本身受限所致。

如同经济发展， 法制发展亦需要 “腹地”， 即法制发展需要足够的澳门本地社会经验实践不断
提出法律新问题， 在没有澳门本地充分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利用葡语法律文化传统发展 “比较法学乐
园” 飞地的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 若仅将眼界关注于澳门一地， 安于受葡语和市场准入壁垒保护的
“小天地”， 则澳门法制的发展、 澳门法律职业发展和法学教育的发展亦只能偏安于祖国一隅， 陷入
自我封闭的循环。 因此， 澳门法制发展的思路不能局限于 “存量优化”， 而更应着眼于 “增量改
革”， 澳门法制工作者们应将澳门法制的发展结合到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具体工作中来， 获得法
制发展 “新动能”。 笔者建议， 可从建设葡语国家法律和澳门法律查明中心、 健全澳门离岸金融法
制、 完善澳门特区参与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三方面入手， 将澳门法制的发展融入国家全面开放新
格局。

二、 探索建立葡语国家法律和澳门法律查明中心

（一） 建设葡语国家法律和澳门法律查明中心的主要内容

澳门法律查明中心 （以下称 “查明中心”） 的功能是服务于中国其他法域各法院和仲裁机构，
为其在案件审理中查明葡语国家和澳门法律所需出具专家法律意见。 同时， “查明中心” 可兼作为
中国国家葡语法律研究和培训服务中心， 为内地与葡语国家和澳门地区发生经贸往来的企业和为之
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提供投资环境法律调查公共服务和短期非学历培训， 为中国其他法域的法官提
供相关法律查明培训， 提高查明中心的司法认知能力。 该 “查明中心” 可由澳门特区政府或特区政
府委托之公法人或基金会等半官方法人机构筹建为常设机构， 对葡语国家法律查明进行长期稳定的
建设和投入， 利用信息化技术， 通过与葡语国家交换法律信息， 积极收集、 整理相关国家的法律资
料， 建立葡语国家国别法律资料库和专家库。 “查明中心” 的常任工作人员应提供葡语国家法律和
澳门法律的比较法研究等公共服务。 具体的查明工作， 如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服务可由该 “查明中
心” 建设之葡语国家律师和澳门本地律师的专家服务平台网络中介完成。

“查明中心” 建设的关键步骤， 是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签订相关查明合作安排。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十条的规定， 查
明域外法的主体以人民法院为主， 当事人为辅。 查明域外法的内容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 但在司
法实践中， 域外法查明仍带有 “程序工具主义” 和 “诉讼功利主义” 的倾向。輥輮訛 究其原因， 法院对
域外法的查明职责对经办法官的查明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经办法官承担较高的工作责任风险。 目
前，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与内地高校合作安排建立健全域外法律查明机制， 即由人民法院委托独立第
三方域外法查明机构查明域外法或就域外法发表法律意见。 不同于当事人提交的专家意见，輥輯訛 此举

讁訛 参见王千华： 《澳门特区法制建设中的正式语文问题》， 载 《“一国两制” 研究》 2014年第 1期。
輥輮訛 王克玉： 《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外国法查证的国际本位理念与规则再塑》，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1期。
輥輯訛 为破解涉外审判实践中域外法 “查明难” 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已联合西南政法大学东盟国家法律研究基地、 深圳蓝海港澳

台和外国法律查明基地、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基地、 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外国法查明中
心等五家机构共建统一的域外法查明平台。 2019年 11月 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域外法查明平台在国际商事法庭网站 （http://
cicc.court.gov.cn） 上线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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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例见， “田晓玲与何某某投资合作合同纠纷案” （2013） 深中法涉外初字第 26 号； “深圳市创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香港伟
美集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2016） 粤 03 民再 43 号； “EVENT I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与豪杰投资有限公司
（ELEGANTTOPINVESTMENTLIMITED） 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5） 乌中民三初字第 64号； “深圳市汇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香港胜天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016） 粤 0391民初 905号。

輥輱訛 向明华：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实证研究》， 载 《法治社会》 2018年第 2期。

在各方当事人分别提供了结论意见冲突的域外法法律意见书时具有重要意义。 从公布的相关判决
看， 独立第三方域外法查明机构提供域外法查明服务的实践丰富， 人民法院使用第三方查明机构资
源的经验已较成熟。輥輰訛 若 “查明中心” 得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共建成立， 将是内地法院首个与
境外第三方机构合作设立的域外法律查明基地。 此举将开辟内地与澳门司法合作的新领域， 树立
“一国两制” 下跨法域合作创新的新典范。

（二） 建设 “查明中心” 的意义

首先， 建设 “查明中心” 是配合国家全面开放和 “大国司法” 建设的需要。 中国与葡语国家的
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密切， 跨国民商事争端不断增多。 内地法院在审理有关适用葡语国家法律
和澳门地区法律的案件时， 可将 “查明中心” 视为符合资格的法律查明机构， 向 “查明中心” 发出
查明请求。 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 “查明中心” 亦得接受有关当事人的申请作出法律查明意
见或中介有关专家作出法律查明意见。 此外， 随着 “一带一路” 投资建设所形成的资本输出， 东道
国法律尽职调查法律业务成为中国内地律师和东道国律师合作完成的重要业务。 对于 “走出去” 的
中国企业而言， 应高度重视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及其国家安全的实际状况。輥輱訛 葡语国家作为
东道国的投资法律环境 （包括外部合规风险控制） 需要有机构和人员持续进行跟踪研究并提供公共
咨询服务， 在中国只有澳门特区具备如此人才条件。 “查明中心” 的建设将带动澳门作为中国的葡
语国家法律研究和比较法研究的中心和培训中心， 为内地与澳门法律服务界携手合作走出国门， 为
中国企业迈向 “一带一路” 沿线葡语国家保驾护航， 提供法律服务做好踏实的前期组织准备、 人才
储备和经验储备。 同时， 通过 “查明中心” 的转介工作， 将切实地带动澳门本地法律服务业者参与
到国家全面开放格局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中来。 只有在共同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利益关联中，
内地法律服务界和澳门法律服务界才能建立更深度的信任， 才能落实共建、 共享原则， 充分吸纳澳
门法律服务界中的建设性因素。

其次， 建设 “查明中心” 是澳门特区积极参与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
的跨境交通设施建设使得 “环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 成为现实， 跨境市场准入壁垒逐步降低， 将增
加大湾区内不同法域之间的人员流动和商业往来， 三地区际民商事法律查明和适用将逐步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内各法院的重要日常工作。 内地法院需要有稳定的澳门法查明机制。 “查明中心” 的建设
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者的携手合作， 为澳门法律服务业积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通
畅渠道。 下文将要提及， 从内地人民法院适用澳门法的实践看， 其对澳门本地法存在因概念术语不
对等而产生 “想当然” 的误解或对制度细节 “盲人摸象” 缺乏整体认知的现象。 内地人民法院， 尤
其是广东人民法院可通过 “查明中心” 引入澳门法律师资进行澳门法的查明培训， 提高对澳门法查
明结果的认知判别能力。

最后， 建设 “查明中心” 将为国家立法提供比较法支持。 中国国家立法和内地立法研究需要充
分吸收人类文明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只有澳门特区具备较充足的常备葡语法律人才条
件， 能够胜任葡语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法研究工作。 “查明中心” 的建设将使得澳门成为中国的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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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邱庭彪： 《澳门博彩法律制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44-46页、 第 142-150页。
輥輳訛 例见： “贺利维等诉杜勇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7） 冀 07民终 767号； “卢建春与翁克雄、 陈群、 陈金玉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6） 闽 0181民初 1431号； “宋恺与李世隆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6） 最高法民终 152号。

国家和地区比较法研究的中心， 服务于国家立法研究， 积极为国家立法机关建言献策。

（三） 建设 “查明中心” 的必要性

尽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法律及判例数据的发展， 查明域外法的可及性提高了 （如对
某法律条文或判例的真实存在进行查询）， 甚至部分软件可自带翻译功能， 但术语语义障碍、 法律
适用条件限制障碍、 法律发展动态障碍仍难以克服。 首先， 法律术语是每个国家不同法律文化的凝
聚， 法律术语的翻译客观上无法实现完全对等 （译入语和译出语在外延和内涵方面的完全重合），
因此仅靠域外法的本地语言译本， 法官无法确知术语翻译中是否存在语义遗漏或增添。 其次， 从司
法认知角度看， 适用法律的前提是解释法律， 对部分法律的解释很多情况下需以对其制度环境有整
体理解为前提， 这就是认知和解释上的 “部分-整体” 的循环， 这就导致域外法律查明工作的任务
范围不可能仅限于找到某个法律条文或判例。 例如， 某个域外国家对中国内地法进行查明或澳门法
进行查明， 不能仅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澳门立法会制定的立法， 而无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制度和澳门统一司法见解制度。 再如， 在内地习惯用语中， 无论是民间借贷用作赌资， 还是博彩
“庄家” 与赌客之间因博弈形成的债务， 均一概被视为 “赌债” 而不做区分。 但根据澳门 《娱乐场
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 （第 5/2004 号法律）、 《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 （第 16/2001 号法
律） 产生的博彩法定之债效力和根据 《澳门民法典》 第 1171 条规定的赌博自然之债的效力之间存
在区别。輥輲訛 诸多内地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澳门 “赌债” 的案件中， 想当然地假定举凡内地语境下的
“赌债” 根据澳门法律都是合法的， 却不了解上述澳门法中的法定之债和自然之债的差别。輥輳訛 再次，
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任何一法域的法律发展动态往往都需要以判例来体现。 任何一
个域外查明平台或数据库都不可能如本地法律工作者对本地判例的动态演进保持持续跟踪， 人工智
能的数据抓取和分析技术尚远未达到对遥远他国判例进行实时跟踪的能力。 最后， 高效法律检索的
前提是根据案情归纳涵摄出关键词， 这要求本法域检索者需事先了解需检索的域外相关法律术语和
法学术语， 这部分工作目前尚无法为软件所替代， 要求所有被请求国开放数据库供数据抓取和人工
智能分析亦不现实。 “查明中心” 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查明具体某个法律规范或某个判例， 更
在于能提供法律规范的立法背景和适用场景， 能使用区别技术提供判例发展树 （对相类似的法律问
题经区别技术收集总结出判例集合的不同发展方向）， 而后者的功能是国家间建立的 “外国法查明
在线平台” 所无法企及的。

三、 健全澳门离岸金融法制， 促进商法和金融法的现代化

澳门依托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金融业， 将有助于改变澳门目前单一的产业结构， 实现 《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设定的 “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业” 的战略规划。

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的进口常年大于出口， 存在较大贸易逆差， 且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低，
有利于推动以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 在澳门推广各类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 有利于拓宽人民币跨境
有序回流渠道， 推动澳门建设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2019 年 5 月末， 澳门人民币存款余额约 467 亿
元人民币， 高峰时期约 1300 亿元人民币 （2014 年）。 2018 年末， 金融机构人民币债券投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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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亿元人民币。輥輴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輥輵訛 澳门特区
《金融体系法律制度》 （第 32/93/M 号法令） 颁布于回归前， 建立了从事金融活动的总法律框架， 但
该法不调整保险、 证券法律事务。 目前， 澳门人民币证券市场的基础法律设施仍不齐备。 首先， 证
券法及其配套法律体系 （包括相关刑事法律规范、 中介机构民事责任规范） 和相关技术性操作规则
（如信息披露规则、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规则等） 未在澳门建立； 其次， 《澳门商法典》 中缺乏上市公
司的相关规范； 最后， 《澳门民事诉讼法典》 中的破产制度在比较法上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輥輶訛 其中， 证
券法及其配套法律和操作规则的制定必将费时最巨， 须循序渐进。 内地证券法自 1999 年生效至今
经历三次修订， 内地证券监管部门具有与时俱进的充分实践经验和比较法研究成果， 在立法起草体
例、 起草技术和规范内容方面都值得澳门借鉴。 发行人民币证券必然要求内地和澳门特区的金融监
管部门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两地证券法和证券监管方式的衔接是设计澳门证券法制度时必须考虑的
因素。

此外， 为适应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满足离岸投资型公司注册的需求， 可考虑修订 《澳门商
法典》 和 《澳门商业登记法典》 的相关内容。 《融资租赁公司法律制度》 （第 6/2019 号法律） 和 《融
资租赁税务优惠制度》 （第 7/2019 号法律） 修订后， 将刺激跨境人民币融资租赁的发展， 必将在融
资租赁实践中通过个案不断对澳门合同法、 担保法、 保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提出完善的需求， 也提
高了内地法院查明澳门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法律的需求。

四、 完善澳门特区参与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国家全面开放格局的具体落实， 尤其是 “一带一路” 倡议建设， 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对外基础
设施投资， 促进自然资源勘探开发和贸易， 输出资金、 产能、 技术、 标准和人才， 积极发展中国与
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上述具体落实图景， 澳门应发挥其所长， 成为项目投资企业的
注册地和建设资金的募集地， 形成中国对外输出的 “澳门资本”。

对外投资涉及众多非商业风险， 包括战争或内乱、 征收、 征用或类似措施、 外汇管制措施等。
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框架下， 认真研究通过法律手段防范投
资东道国的非商业风险， 为参与国家全面开放格局战略的澳门企业或居民在投资东道国的投资安全
方面提供保护。 投资保护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形式是资本输出地 （国） 和东道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投
资保护协定。 目前， 中国已与 “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国家分别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BIT）， 未
来可预期在 “亚投行” 框架下参照 “世界银行” 现有机制建立新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多边投资争
端解决机构。 随着 “澳门资本” 的输出， 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应考虑根据投资东道国的国别特
殊情形， 针对不同国家分别采取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
的做法， 推动澳门特区织密澳门特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网。 具体而言， 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澳门特区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两个途径： 第一， 根据 《澳门

輥輴訛 舒友军、 杨燊荣： 《澳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新动力和新机遇》， 载 《中国银行业》 2019年第 12期。
輥輵訛 经澳门金融管理局审核， 根据澳门第 94/2018 号行政命令， 2018 年 12 月， 中华 （澳门） 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但是， 该交易股份公司目前主要作为债券发行和交易的金融平台， 尚未有股票发行和交易。
輥輶訛 刘德学： 《澳门法律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 载饶戈平主编： 《燕园论道看港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的国际法视角澳

门特区的政制发展与法律改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26 页； 马哲： 《论澳门法中的破产预防制度———以其与现
代破产重整制度的区别为视角》， 载 《澳门法学》 2018年第 2期。

124· ·



澳门法制发展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思考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 经中央政府授权以 “中国澳门” 的名义单独与投资东道国缔
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第二， 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中央政府征询澳门
特区政府的意见后， 在征得对方缔约国同意的条件下， 将中国已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适用于澳
门特区。輥輷訛

在缔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方面， 澳门特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经中央政府授权签订的双边投资
保护协定网过疏。 澳门特区经中央政府授权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数量非常有限。 截止至目前，
澳门特区政府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只有两个： 2000 年 5 月 17 日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议》 和 2008 年 5 月 22 日签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荷兰王国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议》。

新加坡法院判决澳门 “SANUM 公司” 案体现了澳门特区政府编织澳门特区与外国双边投资保
护协定网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93 年， 中国与老挝缔结 《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议》。 彼时，
澳门尚未回归。 中老两国在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没有约定将此协议适用于澳门。 澳门回归后， 中
老两国也未达成补充协定将此协定适用于澳门特区。 尽管中国先后两次以外交照会形式确认该双边
投资保护协定不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投资者， 老挝也不承认该协定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投资者， 但 2016
年 9 月， 新加坡上诉法院就澳门 SANUM 公司针对老挝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作出的判决， 却认定 1993
年中国与老挝缔结的 《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议》 适用于澳门。輦輮訛 姑且不论新加坡上诉法院的
做法是否正确， 这个案件实际体现了 “一国两制” 下的澳门特区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因缺乏必要的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 澳门特区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六
条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过少， 保护网过疏， 未与众多潜在的投资东道国建立有效的投资保护救济途
径和机制； 另一方面， 中央政府已缔结的众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未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八条适用于澳门特区。 投资争端的申请方之所以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保
护协定提出仲裁而产生争议， 就是因为缺乏上述投资保护救济途径和机制。

相比之下， 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虽然谈判成
本更高， 但有利于引入适应澳门特殊情况的个性化条款， 有利于发挥 “一国两制” 下充分利用澳门
特殊地位拓展我国对外事务空间的优势， 更好地保护来源于澳门的投资和企业； 根据 《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八条将中国已缔结的众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方式谈判成
本相对较低， 有利于澳门投资和企业尽快得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保护， 但个性化不强， 而且由于
“一国两制” 下税收和外汇管理权均已由中央授权特区行使， 实践中可能存在对 “澳门企业和投资”
的定义困难。

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应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尽快协商推动澳门特区双边投资保
护协定的完善， 考虑根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别特殊情形， 针对不同国家分别采取适用 《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的做法， 织密澳门特区双边投资保护协
定网。

輥輷訛 目前， 中国已签订 145 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其中 110个已生效。 中国已与 “一带一路” 沿线 68个国家中的 60个国家签订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UNCTAD：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countries/42/china， 2020
年 5月 5日访问。

輦輮訛 徐宏： 《国际条约适用香港和澳门特区的实践》， 载 《法制日报》 2016年 10月 22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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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坚守 “一国” 之本， 善用 “两制” 之利。 在国家全面开放格局形成和澳门回归 20 周年之际，
澳门特区的法制建设应切实地发挥出葡语语言和国际交流平台的优势， 不仅服务于澳门， 更以内地
和整个葡语世界为服务对象。 只有将澳门法制的发展方向融入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才能使澳
门法制发展获得 “新动能”， 才能使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人才对自身人力资源投入澳门法制建设的
产出产生更高预期。 同时， 在外语优势和国际化学术评价指针的驱动下， 推动澳门法制发展融入国
家全面开放新格局， 也将有助于澳门成为中国法律实践和法学对外交流宣传的重要窗口， 使澳门成
为中国的葡语法律和大陆法系法律研究重镇。

（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The�construction�of�the�legal�system�in�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MSAR)�
should�be�integrated�into�the�new�pattern�of�China’s�all-round�opening�up,�and�give�full�play�to�
the�advantages�of�Portuguese-speaking�legal�culture�and�international�exchange�platform,�not�only�
to�serve�Macao,�but�also�to�serve�Chinese�Mainland�and�the�whole�Portuguese-speaking�countries,�
so� as� to�gain “new�momentum” for� the�development�of�Macao’s� legal� system.�MSAR�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gal� investigation� center� for�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and�Macao�laws,�promote�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RMB,�carry�out�and�improve�the�
construction�of�the�financial�legal�system,�promote�the�comprehensive�modernization�of�Macao’s�
commercial� law�and� financial� law�and� tighten� the� framework�of�bilateral� investment�protection�
agreements�for�MSAR.

Key Words: 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Legal�System；All-round�Opening-up�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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