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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法治” 专栏导语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了深重灾难， 也暴露了我国在公共卫生法治建设层面的一些
短板和全球卫生治理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爆发以来多次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全面
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栗战书委员长提出进一步筑牢织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法治防线。 公共卫生法治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一揽子
公共卫生法治立法修法计划需要学者们献计献策。 为了及时展示学界对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研究成
果， 加快中国公共卫生法治化进程， 本刊特开辟 “公共卫生法治” 专栏， 搭建深度交流的学术平
台， 敬请学者们惠赐大作。 本期专栏刊登了四篇文章， 以飨读者。

———专栏主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陈云良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杰， 南开大学法学院 2019级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宋华琳 杨 杰 *

内容提要： 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的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依法治理的关键在
于设计良好的行政程序， 科学、 及时地将其列入 “法定传染病”。 较为理想的法定化方式
是颁布行政基准， 以明确 “暴发、 流行” 的情形； 建构专家咨询组织与完善专家咨询程
序， 为疫情防控提供决策咨询， 精准研判 “危害程度”。
关键词：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风险治理 不确定法律概念 行政基准 专家咨询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1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的依法治理之道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第一、 二、 三款规定了法定传染病类型，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第四
款规定了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面对新兴公共卫生风险， 面对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如
何进行信息治理， 如何依法将其列入法定传染病， 列入法定传染病的基准为何？ 如何发挥专家咨询
在科学决策、 依法防控中的作用？ 这些都成为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课题， 也是本文的关注焦点。

一、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与信息治理

信息是政府治理中极其重要的禀赋资源， 信息治理贯穿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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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王锡锌：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克服》，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譺訛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卫生部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

版， 第 7页。
譻訛 参见金健： 《受规制的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嬗变》， 载 《行政法论丛》 第 25卷，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4页。
譼訛 参见刘刚编译： 《风险规制： 德国的理论与实践》，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22页。
譽訛 参见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 第四条。

程， 依法建构传染病信息监测、 报告、 预警、 公开、 开放利用、 风险交流体系， 对于提高信息治理
能力， 落实风险预防原则， 保护公众健康权和知情权，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现行 《传染病防治
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该条第二款规定了常态的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该
条第三款规定了 “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的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 第三十
条规定了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概念。 然而， 面对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依然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规定了法定传染病的类型。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规定： “本法规定
的传染病分为甲类、 乙类和丙类。” 有学者认为， 当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被纳入法定传染病之前，
无法构成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规定的 “本法规定的传染病”， 因此无法适用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可能会造成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迟滞。譹訛 此观点认识
到从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到确定为 “法定传染病” 存在合理时间差， 揭示了 “法定” 和 “公
开” 之间的逻辑性， 具有积极意义， 但仍可进一步展开探讨。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将传染病以法定方式列举并分类， 这考虑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
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也考虑了不同类型传染病在我国的发病水平和危害程度， 将对人体健康
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作为分类原则。譺訛 该条第四款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 流行
情况和危害程度， 可以决定增加、 减少或者调整乙类、 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 法律对行政
部门的授权， 使得法定传染病类型呈现出动态、 开放的结构。

就我国卫生行政现实和财政保障水平而言， 很难将所有医学意义上的传染病列入 《传染病防治
法》 中所规范和调整的传染病。 依法规定法定传染病病种的调整机制， 也是学习型行政法的体现。
公共卫生行政是 “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譻訛 其通过汲取公共卫生实践知识， 来动态反映传染病防控
的需要。 如果完全希冀于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传染病的种类， 则有可能无法实现弹性、 快速的规范化
任务， 反而使得规则趋于僵化， 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譼訛 因此先将特定法定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法定化，
继而依法公开相应传染病信息， 在制度上是可行的。 在实践操作中， 关键问题在于要设计良好的行
政程序， 以科学且及时地 “增加、 减少或者调整乙类、 丙类传染病病种”， 并决定对特定疾病采取
“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譽訛

简言之，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信息治理面临的制度挑战在于， 如何将 “突发原因不明的
传染病” 及时列入 “法定传染病”。

二、 列入 “法定传染病” 的考量因素与判断基准

在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信息公开的历程中，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公告，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
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国境卫生检疫法》 规定的检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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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中国政府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 （2020 年第 1 号）》， http: //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
21/content_5471164.htm， 2020年 1月 20日访问。

譿訛 李莉、 柳娇娇等： 《法定乙类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 载 《医学新知》 2020年第 1期。
讀訛 卫生部：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 （试行）》 （卫办疾控发 〔2004〕 93号）。
讁訛 参见范玫芳： 《谁的风险？ 谁的管制与检测标准？ 兰屿核废料争议之研究》， 载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7年第 1期。
輥輮訛 参见宋华琳： 《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论对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 载 《当代法学》 2008年第 1期。

染病管理。譾訛 这体现了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先 “法定” 后 “公开” 的逻辑。 但如何根据
“暴发、 流行程度” 将特定传染病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 其判断基准为何， 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 将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纳入 “法定传染病” 时的考量因素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规定了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此规定源自 SARS 疫情时的 “不明
原因肺炎”， 此种肺炎当时是指 “不明病原体或临床及实验室不能做出病原体诊断或明确鉴定的呼
吸道感染所导致的肺炎”。譿訛 “不明原因肺炎” 在体温、 影像学、 白细胞或淋巴细胞以及治疗期限四
个方面具有明显区别于普通肺炎的医学特征。讀訛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并非原因不能查明， 而是
在特定突发阶段原因暂时难以查明， 或者由于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的局限性， 暂时不能完全掌握其
内在机理， 这也体现了风险的不确定性， 这包括 “缺乏知识” “经验现象的易误性” “有限的可观察
性” “不知道事实” “证据不能提供或证明合理性”， 以及难以判断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讁訛

“法定传染病” 是指因暴发、 流行速度快和危害程度较大， 被依法纳入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
条所列举的甲类、 乙类或丙类传染病。 只有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前三款明确列举的 39 种
传染病才是 “法定传染病”。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前三款列举的法定传染病， 不包括 “突发原因
不明的传染病”。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了法定传染病病种的增加、 减少或调整机制。
《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规定， 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 《传染病防治法》
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实
施。 此外， 根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三十条的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新
发现的突发传染病， 根据危害程度、 流行强度，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及时
宣布为法定传染病……。” 由此可见， 将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纳入 “法定传染病” 考量的因
素有二： 一是 “暴发、 流行强度”； 二是 “危害程度”。

（二） “暴发、 流行” 行政基准的缺失

1. 行政基准缺失的表现
一种疾病从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到 “法定传染病” 的认定过程中， 必须判断是否已达到

“暴发、 流行”。 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第七十三条规定： “暴发” 指在一个局部地区， 短
期内突然发生多例同一种传染病病人； “流行” 指一个地区某种传染病发病率显著超过该病历年的
一般发病率水平。 可见 “暴发、 流行” 的核心含义是某种传染病短期突发， 超过正常发病率， 病例
间呈明显的时间和空间联系。 但即便对 “暴发、 流行” 予以具体解释， 实际上仍然属于 “不确定法
律概念”， 如 “暴发” 中 “多例” 到底是几例？ “流行” 中发病率超过多少构成 “显著超过”？ 或可
将此不确定法律概念归为不确定的经验概念或事实性概念。 质言之， 采取法律解释方法也并不能完
全消除 “暴发、 流行” 的 “不确定性”， 得到 “唯一正确答案”。

这就需要在复杂模型和统计学帮助下， 运用感官和传染病专业知识对 “暴发、 流行” 进行推演
和量化，輥輮訛 实现从 “事实” 到 “法律” 的推理。 因之， 实践中往往运用定量方法， 将抽象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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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輥輯訛 例如，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条中的 “醉酒” 是一个不确定
法律概念， 对此，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量化为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 80 毫克， 当属
“醉酒驾车”。輥輰訛 但是， 在北大法宝以 “暴发、 流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不明原因疾病” “不明原
因肺炎” 为关键词分别检索， 查询到的指标均为预警指标和内部报告指标， 未能查找到纳入法定传染
病的 “暴发、 流行” 的具体指标。 因此， 某种传染病何时达到 “暴发、 流行”， 也就欠缺可操作的
基准。 这便直接影响到将某种传染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的进程， 乃至影响相应信息公开程序的启动。

2. 行政基准缺失的原因
第一， 传染病 “暴发、 流行” 标准属于科学技术问题， 本身就容许不确定性存在， 厘定基准困

难。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科学为冲破神学权威的桎梏， 基本上都持怀疑精神———以不确定性来寻
求真理； 而在研究过程中， 保持着不确定性原则， 试图以可控的方式来降低未知风险， 增加期待值
与安全性。 换言之， 科学本身就是 “不确定性之科学化” 过程， 以 “确定的” 知识解释操作 “不确
定的” 的问题现象。輥輱訛 因此， 将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基准予以具体化， 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第二， 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 立法机关为确保法律保留原则不会流于空洞， 同时亦能顾及其力
不能及的专业化事务， 常常于法律条文构成要件中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輥輲訛 尤其进入风险社会后，
科技的发展迅速， 使得立法者或由于立法时效缓慢， 或由于专业判断能力之不足， 大量使用科技性
和技术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正如 《传染病防治法》 中以 “暴发、 流行” “危害程度” 来判断是否
构成法定传染病。 然而随着传染病菌毒种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 新的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不
断出现。 行政机关判断法定传染病的基准需要兼具预防传染病危害与促进传染病研究之双重任务，
而 “暴发、 流行” 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始终处于 “明确性” “安定性” 与 “进步性” “具体妥当性” 孰
轻孰重之矛盾中。輥輳訛

（三） “危害程度” 判断的保守

1. 判断保守的表现
传染病的 “危害程度” 属于价值性不确定法律概念， 须通过主观价值的补充评价才能确定。輥輴訛

我国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规定，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 危害程度、 涉及范
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 重大、 较大和一般四级；” 其中， “发生新传染病或尚未发
现的传染病” 并 “有扩散趋势” 被列为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由此可以推断， 一旦某种不明
原因疾病具有 “扩散趋势”， 就达到了纳入 “法定传染病” 标准的 “危害程度”。

以新冠肺炎事件为例，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前三次通报结果可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共发
现 27 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其中 7 例病情严重， 大部分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輥輵訛 2020 年 1 月 3 日，

輥輯訛 参见郑智航： 《行政法上不确定性概念具体化的司法审查》，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5期。
輥輰訛 参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 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 （GB/T19522-2010） （2017年第 3号）。
輥輱訛 参见周桂田： 《知识、 科学与不确定性———专家与科技系统的 “无知” 如何建构风险》， 载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 2005 年

第 13期。
輥輲訛 参见周佑勇、 熊樟林： 《对裁量基准的正当性质疑与理论回应》， 载 《中外法学》 2013年第 4期。
輥輳訛 参见张智圣： 《科技与法律的介面： 科技性不确定法律概念 “判断余地” 之研究》， 载 《生物产业科技管理丛刊》 2016 年第

2期。
輥輴訛 参见王贵松：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期。
輥輵訛武汉市卫健委 ：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 ，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20010309017， 2020年 10月 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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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20010309017， 2020年 10月 8日访问。

輥輷訛 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20010509020， 2020年 10月 8日访问。

輦輮訛 卫生部：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 （试行）》 （卫办疾控发 〔2004〕 93 号）： 重点人群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③接触野生动物的人员发生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王锡锌文。
輦輰訛 参见陈云良、 陈煜鹏： 《论传染病防治决策的法治化和科学化》，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輦輱訛 参见施佳良、 杜文苓： 《环境管制行政的科学技术框架与决策僵局： 六轻工安事件环评过程析论》， 载 《公共行政学报》

2017年第 52期。
輦輲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条： “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防治结合、 分类管理、 依靠科学、 依

靠群众。”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施佳良、 杜文苓文。
輦輴訛 参见 [加拿大] 布鲁斯·德恩、 特德·里德： 《充满风险的事业： 加拿大变革中的基于科学的政策与监管体制》， 陈光等译， 朱

晓军、 陈光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4页。

共发现 44 例不明肺炎， 其中重症 11 例， 部分病例为华南海鲜市场经营户；輥輶訛 2020 年 1 月 5 日， 不
明原因肺炎诊断者 59 例， 部分患者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輥輷訛 显然， 在较短时间内， 不明原因传染病
已呈现 “扩散趋势”， 且相当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密切相关， 满足 SARS 预警指标中重点监控人群
的条件。輦輮訛

然而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 关于新冠肺炎到底存不存在 “人传人” 现象， 政府和专家都十
分谨慎和保守。 从病毒研究层面来讲， 谨慎和保守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疫情具有高度的不确定风
险， 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险， 会产生广泛破坏性后果。 因此对于疫情风险的预防， 应从风险重大性
及其危害可能性等因素考虑， 适用 “强风险推定” 原则。輦輯訛 只要不存在证据证明无任何扩散趋势，
就可以认定新发疫情具有潜在传染风险， 应积极发挥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灵活调整乙类、 丙类传染
病的制度优势。輦輰訛 但由于 “危害程度” 判断的谨慎和保守， 阻碍了新冠肺炎被及时纳入法定传染病
的可能， 也就可能延误了疫情信息被及时公开。

2. 判断保守的原因
保守的原因在于危害程度判断的结构性弱点： 行政机关有赖于等待专家共识以证成防控决策的

正当性， 而专家因流行病学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和规避自身风险的意识， 需要等待更多证据加以论
证， 从而给予保守的专业意见。

在韦伯式官僚模型中， 行政机关乃是执行法律的 “理性工具”： 恪守法律规则和高效完成任务。
这投射出行政决策的准则是： 始终理性地依据组织内规定的特定方法， 精确地执行职务命令。輦輱訛 因
此， 行政机关一般是墨守成规的， 倾向于照章办事， 以至于早期的疫情信息才会受制于 “未经授权
不得披露”。 但遭遇不明传染病风险时， 行政机关应当决策于未知之中。 为了达成客观性和落实
《传染病防治法》 明令的科学防治，輦輲訛 催生了行政机关依赖于受过科学理性训练的专家提供 “确定”
的认知， 来作为防控决策正当性的依据， 以增加外部公信力。輦輳訛

在技术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专业化要求日增的疫情防控中， 专家意见往往成为防控决策的重要
依据。 这在本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专家宣称未发现明显 “人传人” 之前， 新冠肺炎也
未被纳入法定传染病； 专家指出明显 “人传人” 之后， 新冠肺炎迅速被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
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随之作出封城、 建方舱医院等决策。 可见， 行政有赖于专家共识， 以证
成决策正当性和科学性； 专家对于新冠肺炎危害程度的判断， 直接影响了疫情防控决策。

但是科学的防控决策往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需要包含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专家。輦輴訛 如果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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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某个单一领域的专家在具体情形中发挥作用时， 他们往往很难胜任这种综合化的政策考量任
务， 很难将政策议题所涉及的纯技术方面的内容融入到一个更宽、 更复杂且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整
体图景中。輦輵訛 正如疾控专家对传染病危害程度的判断就很可能仅仅考虑纯粹的科学问题， 而无力统
筹兼顾到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财政保障水平等方面的议题。

而疫情防控常常具有高度的科学不确定性， 兼之议题又受到外界高度重视， 专家也是规避风险
的。 通常情况下， 专家在决策过程中只是 “诚实的幕僚”， 其与决策者的关系是 “谋” 与 “断” 的
关系。輦輶訛 他们只是在决策中发挥了辅助作用， 他们提供政策建议， 最终决定仍由行政决策者作出。
专家有时候在科学政策过程中也会持审慎、 保守的态度， 有时会怀有 “宁可不说” “也不说错” 的
心态， 有时还会去揣摩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的喜好。 专家会基于问题论证的不确定性， 以及需要更
多证据加以验证为由， 给出具有保守性、 模棱两可的审查意见。輦輷訛 2020 年疫情初期， 专家对于新冠
肺炎是否具有传染性的判断上， 坚称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或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
能”， 其间可以得出新冠肺炎不具有传染性、 具有传染性、 传染性很小、 传染性不确定、 传染第三
人概率低等多种意思。

同时， 将某种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纳入法定传染病， 意味着会采取干涉程度更高的传染病防
控措施， 带来更高的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 因此作出此种决策时， 需在不同利益之间加以衡量， 这
也使得这种决策变得更为艰难， 有时还需要行政首长的政治决断。

三、 制定列入 “法定传染病” 的行政基准

在考虑是否将具有不确定风险的传染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的范围时， 较为理想的方式或许是颁布
行政基准， 以明确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情形。 行政基准尽管不具备 “法” 的外形， 亦不直接规
定多元主体的权利义务， 但其往往会成为事实认定和法律结论的重要依据， 从而对风险规制产生比
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更为密切的关联。輧輮訛 判断不明原因肺炎是否达到 “暴发、 流行” 的指标， 实质上
构成了传染病领域的行政裁量基准。 因此需对 “暴发、 流行” 基准加以规范和具体化。

（一） “暴发、 流行” 基准的制定权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制定界定何为 “暴发、 流行” 的基准。 这具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可以
明确将 “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 纳入 “法定传染病” 应具备的要件， 使得作出的调整决定不是建
立在感性认识之上， 让传染病种类调整行为趋于规范化； 二是将疫情防控实践中累积的经验和知识
予以制度化， 从而简化 “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 纳入 “法定传染病” 的决定过程， 使得行政机关
可以更有效率、 可以预期的方式进行疫情防控； 三是有助于提高防控过程的透明度， 有助于相对人
结合自身经验， 识别突发传染病带来的风险。

专家咨询组织可被视为政府机关的重要 “膀臂”， 作为行政决定的重要环节， 它可以为最终的
行政决定提供智识上的补充， 提供专业性、 技术性、 学术性或政策性的建议或指南。輧輯訛 因此， 在卫

輦輵訛 参见 [美] 布鲁斯·史密斯： 《科学顾问： 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 温珂、 李乐旋、 周华东译， 龚旭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54-255页。

輦輶訛 参见 [美] 皮尔克： 《诚实的代理人： 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 李正风、 缪航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施佳良、 杜文苓文。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宋华琳文。
輧輯訛 参见宋华琳： 《行政许可审查基准理论初探》， 载 《浙江学刊》 201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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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参见伏创宇： 《核能规制与行政法体系的变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79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譹訛， 王锡锌文。
輧輲訛 参见宋华琳： 《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法律制度研究》， 载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第 6期。

生行政部门制定 “爆发、 流行” 裁量基准时， 也有赖于咨询专家和专家咨询程序， 专家介入了科学
政策的形成过程。 譬如， 钟南山院士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 披露 “人传人” 信息， 这成为将新冠肺
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的重要 “政策溪流”。

（二） “暴发、 流行” 裁量基准的具体化

立法机关无法在风险规制中独自承担起对权利保护的保障责任， 可以选择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
的形式， 授权行政机关作出更优、 更适当、 更具体的基准。 如果立法作出更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是
对动态基本权利保护的扼制而非促进。輧輰訛

其一， 应对 “暴发、 流行” 予以解释， 对需要考量的因素加以列举， 需要将疫情防控实践、 临
床经验中习得的 “无言之知” 予以提炼， 并将其抽象化， 制定出相应的基准。

其二， 需要关注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风险评估结果。 传染病 “暴发、 流行” 风险评估作为
一种组织形式和程序装置， 将流行病学、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学等诸多专业知识、 科学和技术信息
加以整合， 通过对数据分析和推演来评估 “暴发、 流行” 的概率。 该风险评估结果可以构成裁量基
准中具体指标的依据。

其三， 可以参考传染病预警指标和内部报告指标。 虽然传染病 “暴发、 流行” 并无国家标准，
但鉴于我国疫情信息分配 “内紧外松” 的实际，輧輱訛 很多预警指标和内部报告指标已十分明确。 譬如
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全国流感监测方案 （2017 年版）》 中 “暴发疫情” 的报告指标是， 1 周内，
在相对集中区域出现 30 例及以上病例， 或发生 5 例及以上住院病例， 或发生 2 例以上病例死亡。

其四， 可以借鉴域外经验。 在界定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基准制定过程中， 可以收集 WHO
和传染病防治经验成熟国家的数据、 资料， 了解其判断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具体数值或事实依
据， 作为 “暴发、 流行” 基准的重要素材。

其五， 发挥专业文献、 实验数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的效用。 制定 “暴发、 流行” 基准， 应做到
“防治结合、 依靠科学”， 尽管该基准不是纯科学问题， 但仍是以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学等专业研究
结果为基础。 传染病 “暴发、 流行” 基准各项技术指标的设定或应当有明确的专业文献来源， 或以
相关试验数据为基础。輧輲訛

可以以行政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 来制定关于 “暴发、 流行” 的基准。 同时以 “要
点” “指南” “准则” 等形式颁布更为细化的指导性文件， 作为进一步细化的裁量基准。 这些指导性
文件的陈述不一定使用严格的法律语言和成熟的医学术语， 这其间也彰显了相关的防疫安排和防控
理念。 此外， 也需因诊疗技术、 防控经验和政策考量的变化， 对行政基准作出适时修正。

（三） 完善 “暴发、 流行” 基准的形成程序

首先， 应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组织下， 发挥专家们在流行病学、 传染病学、 预防医学、 公
共卫生学、 风险规制等专业领域的知识， 利用科学素养、 知识积累和经验判断， 通过充分讨论， 对
传染病 “暴发、 流行” 中的焦点问题， 从科学、 法律和政策维度给出决断。 同时， 应尽量制定常态
化行为准则， 建立专家的动态更新机制。 完善会议制度， 让专家事先获得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
基础数据。 会议举行前， 应明确会议议题和议程， 屏蔽法定不公开事项和专家意见性信息后， 可将
事实性判断材料公开， 保障各界监督和知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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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汲取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 征求医疗单位、 疾控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见。 医疗单位和疾
控机构处于防控一线， 掌握大量可以判断传染病是否已 “暴发、 流行” 的原始数据。 组织调查分析、
实验和论证时， 须通过实地调研、 座谈会、 研讨会等多种形式， 听取一线意见， 了解初步判断“暴发、
流行” 的方法和困难， 获取初步判断 “暴发、 流行” 的经验和技术， 增强裁量基准的可操作性。

第三， 应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制定 “暴发、 流行” 基准实则并非纯科学问题， 而是科学政策问
题， 需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公众参与。輧輳訛 广泛听取意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民意调查。 通过认真
构建问卷调查的问题与选项， 随机抽取样本，輧輴訛 了解不同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传染病 “暴发、 流行”
的共识和争议及其争议程度， 以便颁布基准时进行深层分析和数据加工。 二是通过举行座谈会的形
式， 听取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 “无言之知” 和朴素体验， 了解他们可能掌握的判断传染病 “暴
发、 流行” 的 “特殊知识”。輧輵訛 三是通过网络、 报纸和电视等形式， 公布传染病 “暴发、 流行” 基准
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及其他必要的资料， 以征求公众意见。

四、 专家咨询程序的完善

建构合理的专家咨询程序， 为疫情防控提供决策咨询， 研判传染病的 “危害程度”。 这 “不仅
需要跨越学科界限整合多个领域的知识， 还要能理解管制科学的局限性以及监管机构面对的政策问
题”。輧輶訛 这就需要建构起一种疫情防控中的专家咨询程序， 既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又不能丧失作为
“外部人” 的专家身份。輧輷訛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20 年 10 月 2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传染病防治法》 修改征求意见
稿中， 已提出组建传染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 并对其人员结构、 工作内容与机制等作出规定。 考
察本次疫情防控的实况， 专家咨询主要为直接咨询模式。輨輮訛 面对疫情需尽快作出防控决策， 可以通
过邀请专家或组建专家咨询团队的形式， 直接获取咨询意见具有可取之处。 但就专家咨询程序而
言， 或许还有完善的空间。

其一， 咨询专家应更好秉承专业性、 技术性和独立性。輨輯訛 为减轻不当的政治压力， 比如遭遇疫
情时的网络舆情、 民意机关施压等， 专家咨询组织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 人、 财、 物受法律保
障， 确保其在防控决策形成、 疫情咨询建议领域可以构成自主决策， 在技术领域恪守自己的专业
性、 技术性和独立性。輨輰訛 更为重要的是， 该组织应当根据既定的防控规则、 程序或实践， 不断将不
确定的情形予以理性化或规则化， 建立一整套连续和统一的规则体系。

其二， 专家咨询组织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由受过系统的风险知识训练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
家组成。 专家人员的构成应均衡、 合理， 不仅要注重专家在学术场域中的学术影响力， 还要注重专

輧輳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条规定： “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防治结合、 分类管理、 依靠科学、
依靠群众。”

輧輴訛 [美]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孙柏瑛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91页。

輧輵訛 参见宋华琳： 《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多元角色———以技术标准领域为中心的研讨》， 载 《浙江学刊》 2007年第 3期。
輧輶訛 [美] 贾萨诺夫： 《第五部门： 当科学顾问成为政策制定者》， 陈光泽译， 温珂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336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布鲁斯·史密斯书， 第 259页。
輨輮訛 参见宋华琳、 牛佳蕊： 《指导性文件是如何制定和演进的？ ———对新冠肺炎七版诊疗方案的跟踪研究》， 载 《公共行政评论》

2020年第 3期。
輨輯訛 参见 [美] 史蒂芬·布雷耶： 《打破恶性循环： 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 宋华琳译，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80页。
輨輰訛 参见宋华琳：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载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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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参见宋华琳： 《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 载 《行政法论丛》 第 12 卷，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55页。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宋华琳、 牛佳蕊文。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宋华琳、 牛佳蕊文。
輨輴訛 Bridget M. Hutter (Eds.), Anticipating Risks and Organizing Risk Reg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9 (2010).

家是否还在临床医学实践一线， 是否能理解医学科学政策及卫生政策的相关问题。 行政部门遴选咨
询专家时， 要注重咨询专家学科背景、 学术立场的均衡， 注重邀请有独立见解、 能够发出不同声音
的专家参与咨询。輨輱訛 每一位专家都应精于传染病防控工作中某一方面的知识， 以组成科学政策共同
体， 对传染病风险评估、 风险规制以及风险交流进行全方位掌控。

其三， 权威的专家咨询组织能够理性、 灵活、 高效地处理复杂的疫情防控事务， 从而不断获得
整个社会的认同， 以增强自身的声望。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专家咨询程序规则。 明确专家咨询组
织、 组织成员、 首席咨询专家的地位与作用， 明确专家咨询的模式及不同模式的适用场景， 特别是明
确专家咨询会议制度， 阐明如何安排专家咨询会议的议题、 流程， 明确专家共识的形成和决定方式。輨輲訛

其四， 建议未来在公布防控决策时， 公布参与决策起草或咨询的专家姓名、 单位和学科背景，
并说明专家不存在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关联， 增强防控决策专业上的公信度和可接受性， 并
有助于明确专家责任。 还可一并公布构成防控决策支撑的制定方法及科学证据， 并公布防控决策的
起草说明或推荐说明。輨輳訛

结语

风险预防原则针对的是因果关系不明确、 破坏范围和程度不可预测、 很可能根本无法补救的威
胁， 面对关于危害性质、 规模、 严重程度乃至是否出现的模棱两可之局，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时， 通过
采取预防性手段来避免风险。輨輴訛 因此面对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预防不足” 或 “预防过度” 都是
不可取的。 应根据传染病暴发、 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 决定是否将这些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纳入法
定传染病。 为此应颁布行政基准， 来界定何为 “暴发、 流行”； 需完善专家咨询机制为疫情防控提
供决策咨询， 来精准判断 “危害程度”， 从而凝聚科学共识， 以更好地实现传染病防控的行政任务。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highly� uncertain� risks� of� “sudden�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 unknown�
causes”,�the�method�of�governance�according�to�law�is�to�design�good�administrative�procedures�
and�scientifically�and� timely� include� them�into� “statutory� infectious�diseases”.�The�more� ideal�
way�of�legalization�is�to�issue�administrative�standards�to�clarify�the�situation�of� “outbreak�and�
epidemic”,� establish� expert� consultation�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expert� consultation�
procedures,� provide�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ccurately�study�and�determine�the�“harm�level”.

Key Words: Sudden�Infectious�Diseases�with�Unknown�Causes； Risk�Governance； Indetermi-
nate�Legal�Concept； Administrative�Standard； Expert�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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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See Debra M. Strauss,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mporting Caution into the U. S. Food Supply,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2006, p.167.

譺訛 董良： 《21世纪是生物经济的世纪》， 载 《中国经济导报》 2005年 11月 15日第 C02版。

刘长秋 *

内容提要： 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是生物经济时
代下生物安全问题所显现出的三个明显特征。 法律之所以被适用于生物安全问题， 其原因
在于法律具有特定的功能， 能够满足应对和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的需要。 由于生物经济发展
客观上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的负面效应并尤其是生物安全问题， 人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
立法应对需求会相对更加强烈。 生物安全法作为国家为应对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之
挑战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必须要承担起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使命： 其一是防范
生物安全问题， 其二是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生物安全 法律需求 生物经济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2

论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法律需求

生物技术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 其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 对
增进人类福祉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产业化发展无疑是所有技术深
入发展以最大化增进其对社会惠益的客观规律。 生物技术也在此列。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促生了生
物技术产业， 而生物技术产业则是增长最快的现代经济部门之一。譹訛 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也在快速发
展之中， 而国家迄今已制定了包括 《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十三五”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等在内的多个政策性文件， 明确提出要将 “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目标， 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生物产业发展的针对性措施。 现在， 生物技术
及其产业化发展正在以其巨大的影响改变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科学家们也普遍认为， 生物产业
（亦即生物技术产业） 是二十一世纪的支柱产业，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经济的世纪。譺訛 言而简之， 现代
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 而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生
物经济形态的出现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辨证地看， 生物技术进步尤其是生物
技术产业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巨大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但另一方面， 生物技术的进步也带来并增加了
很多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便在其中。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生物
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而生物经济则是 “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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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为基础的、 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譻訛 其发展有赖于生物技术的进步， 并同
时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其中自然也包括生物安全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透
过生物经济发展的视角来探讨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对于明确生物安全法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方面
的定位， 科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以保障生物技术乃至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 无疑将具有不言
自明的重要意义。 本文拟从分析生物安全问题之特点入手， 就此浅加研究！

一、 生物安全问题的特点

法律需求是法律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其含义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所引生的、 人们对于立法及以
之为基础的执法、 司法等法律活动的需求。 在一般论著中， 法律需求侧重于指立法方面的需求， 即
经济社会发展所引生的人们对用以调整特定社会关系和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相关立法之需求。 从法
理上来说， 生物安全法是否会出现、 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以及将具有什么样的立法理念与内容， 都
取决于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而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则受生物安全问题特点的直接影响。 易言之，
生物安全问题所显现出来的特点会生成相应的特定法律需求， 并会引发相应的法律供给。 而作为一
种非传统型的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一） 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圈向来存在但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式发展才越来越凸显出来的一类现代
性问题， 所影响的往往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而是不特定的人群， 尤其是在生物经济这一时代
背景下！ 由于生物经济的发展， 生物技术的影响将会超越实验室层面而进入经济流通环节， 而 “这
种传播是没有国界的， 在市场上更没有界限”，譼訛 这必然会使得生物技术的影响对象从以往仅限于实
验室操作人员转而向生物技术产品所及的所有范围内的任何对象 （这一对象既可能是人也可能会是
其他生物） 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生物技术被人滥用， 将会直接危及某个种群甚至是全人类的
安危， 造成大规模性损害、 杀伤甚至毁灭。 以该技术被滥用来生产生物武器为例， 正如有学者所指
出的， 现在 “彻底毁灭的危险变小了， 但大规模杀伤的危险更大了”， 因为生物技术被滥用来生产
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已经使人们 “主要令人担心的不是拥有成千上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对手， 而是
那些拥有少数杀伤性武器的敌人”。 在该学者看来， 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来杀伤大量平民，
因为生物武器比较容易制造、 运输和走私， 很难被发现， 并且杀伤性极强， 典型的就如炭疽热病毒
的传播。譽訛 不仅如此， 对于生物武器而言， “病原体难以检测到， 传染病开始流行的症状可能要过几
天才会显现出来， 故袭击可能被误认为是自然爆发”，譾訛 其造成的危害极大。 由此不难看出， 受生物
安全问题影响的主体范围是非常广泛且往往难以确定的。 这决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必将是一种
极为强烈且普遍的、 具有明显公益性的法律需求。 在生物经济时代， 生物安全问题影响群体的广泛
性会因为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而进一步彰显， 国家对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无疑会更加迫切。

（二） 影响范围的跨国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尽管有个别国家意图

譻訛 邓心安： 《生物经济时代与新型农业体系》， 载 《中国科技论坛》 2002年第 2期。
譼訛 Christian BYK： 《遗传基因： 魔鬼工程？ 或是对欧盟政策的怀疑？》， 韩小鹰译，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

要———2007年 “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54页。
譽訛 Richard K. Betts, 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77 (1), 1998.
譾訛 姜涛： 《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规制》，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年第 4期。

论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法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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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张谨： 《生物安全及我们的对策》， 载 《社会科学》 2004年第 9期。
讀訛 张建伟： 《论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构建》，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4期。
讁訛 参见杨胜利： 《工业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 载 《中国基础科学》 2009年第 5期。
輥輮訛 秦天宝： 《〈生物安全法〉 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20年第 3期。
輥輯訛 杨庆文： 《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性问题及其对策》， 载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3年第 3期。

逆该潮流而行， 采取了很多反经济全球化的举措， 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显然不可逆转。 当代经济全
球化使得各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与此同时， 经
济技术发展的风险也开始跨越各国与各地区的范围而逐步向全球扩散，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技术
发展所必然会引生的一种风险， 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迹。 特别是在各国生物产业发展的推动下， 生物
产业发展客观上所必然要求的生物技术人才、 资本以及产品的跨国流动使得生物安全问题越发成为
一个全球性问题， 其影响范围不断扩散， “在一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它所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 而可能是某个区域内所有邻近的国家或地区， 这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
更为负面的影响。”譿訛 “……目前生物技术及其成果的流通与转移越来越普遍， 生物技术风险的跨地
区性、 跨国界性也越来越严峻。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本国生物技术发展落后， 而大量进口发达
国家的技术及其成果， 缺乏必要的生物技术风险防范措施。”讀訛 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药害事件就是
一个明显的注脚。 近年来， 生物制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这一技术的经济效益倍增， 也使得医药生
物技术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 并成为未来生物经济的先导。讁訛 然而， 另一方面， 对医药生物技术经
济效益的过分追求， 也使得很多药品生产商急于冒进， 开始忽视药品的安全， 甚至受短期高额利润
的引诱而放纵瑕疵药品的生产， 很多危害甚大的药害事件无不是因此而生， 如著名的 “沙利窦迈事
故” （Thalidomide Disaster）、 “万洛事件” “拜斯停事件”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等等。 由于药品是针
对所有具有同类病症的患者所设计的一种特殊消费品， 其销售往往是面向全球的， 而不是或至少不
完全是仅面向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因此， 一旦制药技术在安全方面出现了问题， 则作为这一技术之最
终产品的药品所产生的危害也必然波及全球， 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认真加
以对待并须要合作采取应对策略的全球性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使得生物安全
的法律需求绝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之内， 而必然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法律需求。

（三） 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生物安全问题是现代环境问题乃至生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环境问题与生命问题都具有不可
逆性， 即作为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害对象的生态环境， 其一旦被污染或破坏， 将是无法完全恢复的，
而作为人们最高法益的生命健康， 其一旦受损， 也将难以复原如初。 作为一种以生物为介质和以生
物技术为最重要载体的新型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也具有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即其一旦发生，
就将是不可逆转的， 造成的损害也无法弥补。 当代生物安全最大的问题在于生物技术安全问题。 因
为生物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以改变物种原有遗传特性为特征的现代生物技术阶段， “这种具有中度
干预特征的现代生物技术将有可能引发转基因生物的蔓延以及遗传资源丧失等风险。”輥輮訛 转基因食品
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转基因食品技术产生的转基因作物是能够自行转移和繁殖的生命活体， 一旦
发现释放的转基因作物有害， 便几乎再也无法收回， 反而会随着其种群的扩大而造成更严重的危
害。輥輯訛 而要消除转基因作物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发生在 2003 年的 “非典” 以及
当前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已经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生物安全问题的不可逆性。 换言之， 在生物安
全问题面前， 人类是没有后悔药的。 生物安全问题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危害性及其在生物经济时代所
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的趋势， 决定了人类在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方面是极为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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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黄文平： 《论法律行为的经济基础》， 载 《经济评论》 2000年第 6期。
輥輱訛 冯玉军： 《法律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 6期。
輥輲訛 张辉： 《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论》， 载 《现代法学》 2008年第 6期。
輥輳訛 沈宗灵主编： 《法学基础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42页。
輥輴訛 参见 [英] 马尔科姆·N·肖： 《国际法学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页。
輥輵訛 Christian BYK： 《遗传基因： 魔鬼工程？ 或是对欧盟政策的怀疑？》， 韩小鹰译，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

要———2007年 “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54页。

总体而言， 生物安全问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人类社会对更有可能会引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技
术之发展必然会提出较以往技术发展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 一方面， 人们希望生物技术的发展能
够极大地增进人类自身的福利， 这是生物技术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 另一方面， 对于生物技术这种
高风险的、 容易引发生物安全问题的技术， 人们希望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避免
或至少是减少因为该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 以保障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与生态和谐。 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 这使得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 上述要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对于生物技术进步所提出的客观需求， 必然会借助立法的
方式得到表达。

二、 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不仅是社会现象的产物， 而且也是经济现象的
产物。輥輰訛 立足于经济学的视野， 立法是由作为公民代言人的国家应社会之需要而经由立法部门向社
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社会需求决定着法律供给。 “从理论上讲， 法律的需求决定法律供给， 当
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法律这种社会调整手段产生需要并积极谋求法律秩序对其利益的维护时， 就必
然要求法律供给发生。”輥輱訛 而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需求亦由此而发生。 “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
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輥輲訛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在极大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 也引生并加剧
了生物安全的风险， 对人类社会乃至整个生物界都带来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客观上必然会产生
社会对于生物技术发展方面的安全需求， 而由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使
得这种安全需求最终上升为一种通过法律来加以表达和实现的规范性需求。

（一） 法律的功能视野下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功能一词的一个基本含义， 是指能力和作用。 当我们把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
时， 就会很自然地涉及到它的功能问题。 所谓法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法律在调整现实社会关系时所实
际发挥的能力与可能会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 从法的功能的一般学说来看， 任何法都有规范作用和
社会作用之分，輥輳訛 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所具有的调控功能、 指引功能、 评价功能、 预
测功能、 强制功能及教育功能， 后者则指法律作为一类社会行为规范所具有的管理及服务社会公共
事务的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法律在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稳定和消除社会混乱方面一直都
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 无论大小、 强弱都为其自己制定了据以发展的原则框架。
何为可为， 何为不可为； 哪些活动是被允许的， 哪些活动是被禁止的， 都被一定社会的意识进行了
明确区分。 社会的进步正是在于它拥有一套能够组合一定的群体去追求被普遍接受之目标的规则体
系， 而法律则是约束团体成员固守被认可价值与标准的重要因素。 通过设定权利与义务， 法律既能
够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引导， 又能够对那些违法行为进行惩罚。輥輴訛 尽管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诸如政策、 伦
理道德等在内的各类不同社会规范的共同支撑， 但 “法律则在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它使社
会选择公共化， 并且使它在现实中得以实施。”輥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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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葛洪义主编： 《法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83页。
輥輷訛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491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讀訛， 张建伟文。

从法理上来说， 法律需求理论的支点在于法律具有特定的功能； 换言之， 人类社会之所以会产
生对法律的需求， 其原因就在于法律承担了某些特定功能， 从而使其自身具有了其他社会行为规范
所没有的特点与优势， 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家
和社会， 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在调整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輥輶訛 而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基点显然也在于
生物安全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具体来说， 生物技术发展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诸
种负面效应尤其是直接关涉人类生存状况的生物安全问题， 客观上需要法律尤其是生物安全法这类
以确保生物安全为自身特殊使命的专门法通过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来予以防范和抑制。 这是法治之
法作为当今时代下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内含之义。 “法治之法作为一种价值理性， 所蕴含的对人
的生存状态、 自由、 权利、 尊严和价值的关怀和尊重， 就构成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 非人道利益的
抑制， 对因过度强调技术理性而导致的人的技术化、 客体化和社会生活的技术化的矫正。”輥輷訛 生物技
术尤其是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日益广泛应用， 必然会且事实上已经对
于良好的法律制度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这是因为， 在法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国内社会主旋
律的宏观背景下， 要限制和克服生物技术尤其是生物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
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 正确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就必须要重视法律尤其是作为生物安全风险的最后
一道 “防护网” 的生物安全法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从制度上重视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与防范。 而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一类重大安全问题客观上所具有的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影
响范围的跨国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决定了只有且必须通过法律这一法治社会中之最重要的
社会控制手段才能够使其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才能将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内。 基于此， 为了防范和降低生物安全事件， 在生物技术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
法律显然有必要设置某些 “禁区” 与 “红线”， 以此来防范生物技术的滥用， 减少和控制生物安全
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降低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生物技术发展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被
控制在人类社会可以承受的水平之内。

（二）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生物安全立法的降生主要应因于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尽管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应对
和防范所有生物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立法需求是人类社会为应对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
题而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实立法需求， 是确保生物安全最为理性和有效的手段。 在生物经济时代，
由于生物经济发展客观上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的负面效应并尤其是生物安全问题， 从而给人类社会
的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立法应对需求会相对更加强烈， 对立法的要
求也会更高。 生物安全立法作为国家为应对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之挑战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
公共产品， 其目标就在于保障生物安全， 它一经产生就必须要承担起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使命： 其
一是防范生物安全问题； 其二是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亦即 “生物技术安全立法一方面要考虑到
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不能过于苛刻， 另一方面要针对其潜在的风险， 加强安全管理。”輦輮訛

1． 防范生物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法， 顾名思义， 就是用以维护和确保生物安全的法律， 因此， 其核心使命应在于防范

生物灾难， 确保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法必须要对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或可能会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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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李恒： 《试论生物技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挑战》， 载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年第 1期。
輦輰訛 曹丽荣：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呼唤着法律》，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要———2007 年 “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

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68页。
輦輱訛 秦天宝： 《论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规制之完善》，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輦輲訛 刘长秋：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载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10年第 2期。
輦輳訛 [日] 植木哲： 《医疗法律学》， 冷罗生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96页。
輦輴訛 Deryck Beyleveld, Roger Brownsward, Human Dignity in Bioethics and Bio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19.

作出提前预判， 并通过设置相应法律制度及时予以回应， 以避免生物安全问题真正发生而给人类社
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灾害， 或者尽量减少生物安全问题发生后所带来的损害。 生物技术作为一种现代
高新技术， 在其应用中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一旦引导不利或规范不好， 将极有可能会给整个人类都
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灾难。 不仅如此， 生物技术的进步在改善人们的生命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 也引生了诸如人类遗传资源的窃取与买卖、 克隆人、 代孕以及转基因食品泛滥等在内
的众多伦理问题， 对人类传统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与冲击， 使人类传统生命伦理面临垮
塌的巨大风险。 除此之外， 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 有
关生物技术 （如转基因食品技术、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等） 的安全和潜在的危害虽然还无法得到有力
的科学论据的论证， 但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公众对它一直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事实上， 释放
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工程生物都会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 而生物经济的出现不但没有消除
这些威胁， 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生物技术的潜在危害， 因为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意味着很多原本处
于实验操作状态的、 其危害仅及于实验操作人员的生物技术开始借助产业的形式大规模的走向市
场， 其危及的范围开始无限放大。 生物技术发展所潜藏的这种巨大风险性注定了以防范生物安全问
题为主旨的生物安全法必然会成为生物技术的规范法， 亦即 “生物技术的应用必须沿着健康的方向
前进，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輦輯訛 “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坚决抵制严格防范生命
科技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輦輰訛 由于生物安全问题所具有的跨国性， 使得各国在保障生物技术健康
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注意相关国际措施尤其是国际法作用的发挥。

2． 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生物技术恰似一柄双刃剑， 在创造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其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

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輦輱訛 为此， 需要立法谨慎对待。 就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来说， 生物安
全法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必须以不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妨害作为准线。 即 “对
生命科技活动的法律规制不应当在事实上妨害该类技术的进步”，輦輲訛 这是因为， “法的规则和药物对人
体的药理作用一样， 具有双刃剑的性质。”輦輳訛 作为专门规范生物技术发展以抑制和减少生物安全问题
的生物安全法， 一旦其规则设置不当， 将直接会压制和打击人们从事生物科技活动的积极性， 影响
生物技术的进步。 而生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生物安全这类负面问题， 更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
益。 具体而言： （1） 生物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与各种疾病与灾难做斗争的能力， 有助于提升人们
的公共卫生福利。 “科学的进步使得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治愈或不可改变的疾病之治愈成为可能， 并
使得可能治愈的疾病之范围不断扩展。 然而， 由于新的治疗手段越来越依赖于有关分子和遗传学方
面的基础知识， 以致他们不仅带来了减轻或治愈那些威胁人们生命、 致使其身体和精神虚弱或痛苦
的疾病的可能性， 也使得 （至少在理论上） 明显提高人们的身体或精神状态或带来纯社会性的或美
学上的利益成为可能。”輦輴訛 （2） 生物技术发展促进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生物技术产业既是高
科技产业， 也是高效益产业， 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例如， 一个基因可能形成并带动多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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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德]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 丁小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1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伯恩·魏德士书， 第 21页。
輦輷訛 [美] M·弗里德曼： 《法律制度》， 李琼英、 林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359页。
輧輮訛 王铁崖主编： 《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6页。

业， 一个基因药物可能治疗几千种基因病症， 一个重组蛋白质可能创造几百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财
富。 目前，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 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其产业化的浪潮已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
的快速发展。 （3） 与传统技术相比， 生物技术发展使人们能够开发出更加适合人们需要的生物品
种。 以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为例， 农业转基因技术带来了农业生产能力的革命， 转基因操作允
许科学家们在植物和动物中加入新的特性并在物种中植入 DNA， 如将某种细菌或动物的性状转入植
物之中， 从而使得转基因农作物具有较传统农作物更强的适应性， 不仅可以增加单产， 且增强了抗
旱、 耐碱、 抗病虫害的能力， 增加了农作物的营养； 而一些原本具备高营养但产量偏低或不易培育
的农作物品种现在经过改良后也已不仅可以大规模生产， 且由于在农产品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生物的
特性而增加人们所需要的养分。 而动物产品经过应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 其品质也得到了根本改
良， 抗病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产量亦大幅度增加。 一些原本不具备饲养价值的动物经过改良也已能
够大规模饲养。 总体来看，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不仅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且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的健康状况， 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国际社会消灭贫
穷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 推动生物技术进步以发展生物经济无疑
应当成为当代法律的一项基本使命， 而这一使命使得生物安全法又必然会承担起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之保障法的角色。 作为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保障法， 生物安全法不是也不应当成为以限制生物技术
进步为目标的法律， 而更应当成为协调生物科技发展正面影响与负面效果， 以实现生物科技发展效
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法律。 这显然应当成为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内含之义。

三、 结语： 兼对 《生物安全法》 的简要评价

“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存形式， 也就是社会结构， 并影响所有生活领域和法律领域。”輦輵訛 而 “社
会所有领域的快速的结构变迁产生了许多新的、 需要法律调整的利益冲突。”輦輶訛 站在法律经济学的角
度上， 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之需要而产生的， 法律的变化和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且
归根到底根源于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
构成法律的是要求， 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輦輷訛 “法律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强制力量的规则的总
体”，輧輮訛 其产生和发展来自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尤其是现实的利益需要。 生物安全法作为现
代法律的一个特殊而极为重要分支， 显然也遵循此律。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风险以及这
类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福利， 决定了人们对待这类技术既不能简单对待、 一禁了之， 也不能
不管不顾、 放任自流。 生物安全法不仅要成为生物安全问题的防范法， 令其自身履行防范生物技术
风险、 防范和避免生物安全灾难的基本使命， 也要成为生物技术进步的保障法， 承担起促进生物技
术理性应用和最大限度发挥生物技术进步惠益的重要职责。 这显然对生物安全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生物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并同时抑制其风险、 减少和避免生
物灾难， 生物安全立法必须努力寻找保护生物技术进步与管制生物科技活动之间的 “黄金分割点”，
帮助人类平衡好生物技术发展 “机遇” 与 “安全” 之间的关系， 以便在帮助人们或缺生物技术发展
惠益的同时， 最大可能地处理好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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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五条。
輧輰訛 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六十七条。
輧輱訛 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

2018年底发生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以及迄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充分看到了生
物安全问题的危害性和严峻性， 也再次将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凸显出来， 将广受关
注的生物安全立法一次次推向前台。 在此背景下， 我国自 2019 年启动了生物安全立法的步伐， 并
在 2020 年 4 月下旬全文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 在经过广泛征
求意见并修改完善的基础上， 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以下简称 《生物安全法》）。 就其内容来看， 该法紧
承我国 《国家安全法》 精神，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将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
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
将生物安全保障纳入了法治轨道之内。 在此基点之上， 《生物安全法》 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 对包
括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等可能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
关注和严密防范， 不仅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包括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 生
物安全风险调查评估制度、 生物安全信息共享制度、 生物安全信息发布制度、 生物安全名录和清单
制度、 生物安全标准制度、 生物安全审查制度以及统一领导、 协同联动、 有序高效的生物安全应急
制度和生物安全事件调查溯源制度等在内的生物安全防范应对制度， 运用制度理性构筑起了强大的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还特别设置了严厉的法律责任制度， 极大地提高了生物安全违法成本， 将
风险防范、 以防为先的理念注入到我国生物安全工作之中。 另一方面， 《生物安全法》 并没有因噎
废食， 基于生物技术自身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之考量而禁止生物技术发展， 相反， 其为生物技
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充足的立法空间。 为此， 《生物安全法》 明确规定， “国家鼓励生物科技创新， 加
强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和生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生物产业发展， 以创新驱动提升生物科技水
平， 增强生物安全保障能力。”輧輯訛 “国家采取措施支持生物安全科技研究，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御与
管控技术研究， 整合优势力量和资源， 建立多学科、 多部门协同创新的联合攻关机制， 推动生物安
全核心关键技术和重大防御产品的成果产出与转化应用， 提高生物安全的科技保障能力。”輧輰訛 “国务
院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加强生物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和生物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推动生物基
础科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輧輱訛 由此来看， 《生物安全法》 坚持了发展生物技术与抑制生物技术风险
且通过发展生物技术来提升国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的思路。 通过建立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严密
防范生物安全问题的发生， 以期避免或至少是减少生物安全灾难的出现， 降低其危害； 而通过鼓励
生物科技创新， 加强生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确保生物
技术发展产生的惠益， 另一方面则以此提升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换言之， 《生物安全法》 将生
物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之根本性解决寄希望在了生物技术自身的进步上， 即通过生物
技术本身进步必然带来的人类应对能力的提升来解决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 而这显然合乎我国
生物安全立法之现实需求， 也是生物经济时代生物安全法所理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当然， 目前来看， 《生物安全法》 在内容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其有关生物
安全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以现行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为基础的， 内容上似乎是对现行法律法
规与规章的融汇与杂糅， 而对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制度涉及的生物安全领域则规定不多。 例如，
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上， 国务院 2004 年制定了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但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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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 extensive�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the� transnational� scope� of� influence� and� the�
irreversibility� of� harmful� consequences�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at� bio-safety� problems� have�
shown� in� time�of�bio-economy.�The� reason�why�bio-safety� could� trigger� legal� demands� results�
from�the�function�that� law�possesses,� that� is� law�could�meet� the�people’s�demand�to�cope�with�
bio-safety� problems.� As� the� development� of� bio-economy� could� amplify� the� side-effects� of�
bio-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problems� of� bio-safety,� stringent� demands� will� be� posed� on�
bio-safety�law.�As�a�public�product�offered�by�states�in�the�course�of�fighting�with�risks�incurred�
by�bio-technology,�bio-safety�law�should�assume�the�following�two�tasks:�one�is�to�fight�against�
bio-safety�risks�and�the�other�is�to�ensure�the�healthy�development�of�bio-technology.

Key Words: Bio-safety； Legal�Demand； Bio-economy

并未制定 《转基因食品研发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等其它生物实验室方面的法规或规章， 为此，
《生物安全法》 只是关注并强调了现行立法已经关注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
而对于其他也可能会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实验室， 如转基因食品研发实验室、 种子实验室等，
则关注有限， 只是设置了 “企业对涉及病原微生物操作的生产车间的生物安全管理， 依照有关病原
微生物实验室的规定和其他生物安全管理规范进行。 涉及生物毒素、 植物有害生物及其他生物因子
操作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 参照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规定执行”輧輲訛 这样一条兜底性条
款。 再如， 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必然会带来各种伦理问题， 而伦理审查制度则是国际上公认且通行
的、 解决这些问题并更好地应对和防范生物安全问题的一种最重要制度， 为此， 我国在生物医学领
域专门建立了伦理审查制度， 并专门制定了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但迄今并未
制定非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规则， 而 《生物安全法》 尽管也关注到了生物安全工作中的伦理问
题， 且强调相关活动要 “符合伦理原则”， 但显然更多地只是将视角限制在了生物医学领域， 要求
“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应当通过伦理审查”，輧輳訛 而对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规章尚未涉及的
非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 （如转基因食品研发领域的伦理审查） 则没有任何要求。 这不仅会极大
地限制伦理审查在应对和防范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使得 《生物安全法》 的法网出现疏漏， 也
表明了该法制度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对于生物安全问题预判能力的欠缺。 这些作为即将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生效的 《生物安全法》 尚存在的显见不足， 显然是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方面。 但很
显然， 作为我国生物安全领域一部综合性、 基础性、 系统性、 统领性的立法， 《生物安全法》 在防
范我国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无疑值得期待！

輧輲訛 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五十二条。
輧輳訛 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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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健康信息码是在我国初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势头， 全面实施社区封闭管理、
人员流动管控、 公共交通管制等应急处置措施已没有绝对必要性，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成为可能， 有
序恢复生活、 生产、 教学秩序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大局， 首
次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领域进行的数字化治理技术创新成果。 该技术创新成果是科学防控和数
字化治理相结合的典型样式， 推出以后迅速从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并在全国推行。① 蕴
含其中的理念、 制度和技术等创新要素， 凸显了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和制度优势， 必将在国家治理、
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诸领域的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并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可以借
鉴的经验。② 对其经验进行法律分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数字时代政府、 企业、 社区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重大疫情防控和社会
共治的创造性成果，③ 具有科学的治理理念、 丰富的制度内涵、 先进的技术支撑、 显著的治理成效和
广泛的应用前景。 人们可以从治理理念、 组织方式、 技术创新和法律保障等方面进行研究， 也可以
从政府、 企业、 社区和个人等主体角度进行研究。 从法律角度研究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性
质， 对于总结依法防疫与科学防疫相结合的创新经验， 完善疫情防控的法律制度， 推进数字政府的
法治建设、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描述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特

*程睿，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炜，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合作与协调研究” （项目编号： 19BFX201）、 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 “广州市社会治理创新的
行政行为法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2019GZYB17）、 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法律问题研究” （项目
编号: ZDPY202034）、 “双一流” 建设项目 “数字技术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法律保障” （项目编号： K5200890） 的阶段性
成果。

譹訛 2020年 2月 7日， “余杭绿码” 上线； 2020年 2月 11日， “杭州健康码” 上线； 2020年 2月 17日， 浙江健康码上线； 2020
年 3月 2日，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上线； 2020年 4月 29日， 个人健康信息码国家标准发布。

譺訛 杨春华、 沈晓白： 《从封锁到复工———中国健康码 APP或引发英国思考》， 载 《科学世界》 2020年第 5期。
譻訛 王涛、 赵彦云： 《基于健康码区块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与评估研究》， 载 《应用数学学报》 2020年第 3期。

程 睿 胡 炜 *

内容提要：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是行政相对人为依法履行疫情防控义务， 请求放松应急
处置措施管制， 通过电子政务信息系统， 向疫情防控机关申请确认其涉疫情健康风险状态
的行政确认行为。 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个人健康信息码既是一项义务， 也是一项权利。 个
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是一种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 不附属于后续行为。 根据应用场景的不
同，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后续行为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关键词： 个人健康信息码 法律性质 行政确认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3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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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史晨、 马亮： 《协同治理、 技术创新与智慧防疫———基于 “健康码” 的案例研究》， 载 《党政研究》 2020年第 4期。
譽訛 王琦： 《“健康码” 需要全国 “一盘棋”》， 载 《中国人口报》 2020年 2月 24日第 3版。

征， 辨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属性， 释明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效果， 意在阐明：
尽管疫情防控机构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视为督促行政相对人依法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
行政事实行为， 但从依法防控和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 宜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认定为行政确认
行为， 以此为理论基础完善个人健康信息码制度， 并为信息码技术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应用提供制度
化经验。

一、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特征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领域进行的数字化治理技术创新成果， 认识
其法律性质， 首先需要对该创新事实的法律特征进行分析， 进而可根据其实际的法律效力确定迭代
升级和其他应用场景的法律规则。

从个人健康信息码的运行实践来看， 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社区、 企业、 学校等单位
为了履行疫情防控协助义务， 要求相关人员予以配合而制作的个人健康信息码。 此类个人健康信息
码的主要功能是代替人工登记表格的健康信息电子登记表， 只具有健康风险信息记录功能， 目的是
收集疫情信息用于履行疫情防控协助义务或为政府的疫情评估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持。 对于个人而
言， 该健康信息电子登记表不能作为个人离开该单位责任范围， 为出行、 复工、 复学等活动请求他
人放松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措施的有效电子凭证， 因而只具有内部效力。 第二种类型的个人健康信息
码是经个人申报、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自动生成， 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出行、 复
工、 复学等应用场景时， 实时负载个人疫情风险信息的数字化健康凭证。 该凭证一般用二维条码作
为储存媒介， 可根据防控要求向应急处置措施实施主体进行展示或授权其访问。 本文讨论的是第二
种类型的个人健康信息码。

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由申请、 生成、 领取三个环节构成。 申请行为是行政相对人为了出行、 复
工、 复学等目的， 向指定的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申请领取个人健康信息码的行为。 在个人健康信息码
诞生之前， 行政相对人为了出行、 复工、 复学等目的， 需要向疫情防控部门或其授权的组织开具纸
媒通行证明。 而向疫情防控部门或其授权的组织申请开具纸媒通行证明会出现以下弊端： 一是行政
相对人到属地疫情防控部门或者授权的组织的办公地点开具纸媒通行证明会增加感染风险， 削弱应
急处置措施的实际效果， 不利于疫情防控。 二是增加疫情防控部门或其授权的组织的工作量， 分散
疫情防控的人力和物力， 降低行政效能， 弱化疫情防控效果。 三是个人纸媒通行证明不符合公共数
据的 “聚、 通、 用” 特征， 转化为防疫公共资源的难度比较大， 疫情信息分享程度低， 难以实现精
准防控。 行政相对人通过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申请领取个人健康信息码可以克服上述弊端， 这是个人
健康信息码迅速从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因。④ 申请行为是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的起
点和基础， 个人身份信息和电子政务信息系统要求填写的涉疫情健康信息由行政相对人填写， 内容
必须真实可靠， 一旦失实， 必将使疫情关联信息失真，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 故应将行政相对
人填写个人健康信息的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对填报虚假健康信息的行政相对人施行失信惩戒措
施。⑤ 因此， 行政相对人必须如实填写个人健康信息， 确保个人健康信息码也是诚信码。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由电子政务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的。 在个人健康信息码生成过程中， 有两种行
政行为起决定作用。 一种是行政委托行为， 一种是由机器自动完成的全自动行政行为。 个人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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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史亚娟： 《湖北解封！ 健康码会成 “居民健康身份证” 吗？》， 载 《中外管理》 2020年第 4期。
譿訛 查云飞： 《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6期。
讀訛 知新： 《“健康码” 是精准防疫的一把利器》， 载 《西江日报》 2020年 2月 25日第 6版。

息码的生成过程是公私合作框架下的新型行政应急管理方式。 标准的制定、 效力的确定由政府主
导， 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政府与科技企业之间是委托与受托关系， 可以按照行政协议或者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方式确定其法律关系，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⑥ 政府与科技企业之间按照行政委托由行政
机关行使权力， 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受托人存在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 行政机关在承担法律责任后
有追偿权。 随着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被机器自动完成的全自动行
政行为覆盖。 关于全自动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 我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 但其适用条件、 法律
程序、 法律效力、 算法歧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应受法律规制。 2017 年， 德国修改后的 《联邦行
政程序法》 第 35 条专门设置了全自动行政行为条款， 对该行为的适用条件、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该法规定， 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羁束
行政行为范围内才能使用全自动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若无法律明确授权， 或在裁量行政行为范围内
适用全自动行政行为， 则为非法适用， 该行为应被判无效或被撤销。 同时，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
适用全自动行政行为时享有知情权、 选择适用权、 要求人工介入权等程序性权利， 行政机关必须予
以保障。 对于行政机关非法适用全自动行政行为， 或者侵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选择适用权、 要
求人工介入权等程序性权利， 行政相对人有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权。⑦ 鉴于个人健康信息码使用的广
泛性， 可能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其他场景， 我国应以此为契机， 总结实践中的具体经验， 科学预测未
来的应用场景， 加强全自动行政行为的立法， 而不能以技术进步为理由放松对全自动行政行为的法
律规制。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领取与自动生成后的送达具有同步性。 按照行政法的规定， 行政决定的法律
效力应受送达制度的约束， 送达程序、 送达方式和送达效力由法律规定。 法律对直接送达、 留置送
达、 委托送达、 邮寄送达、 转交送达、 公告送达等送达方式的程序、 时间和效力等均有明确规定。
实际上，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通过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直接向行政相对人的个人电子终端送达的， 应受
直接送达制度约束。 同时，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领取行为是通过个人电子终端被动接收的， 事实上行
政相对人不可能拒绝接收。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概括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 该行为是行政相
对人在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过程中为请求放松应急处置措施， 申请数字化健康证明的行为。
该行为既是行政相对人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⑧ 也是行政相对人行使请求权的行为。 第
二， 该行为以行政相对人如实填报个人涉疫情健康信息为基础。 故应将行政相对人填报个人健康信
息的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对填报虚假健康信息的行政相对人采取失信惩戒措施。 第三， 该行为
以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行政委托行为或全自动行政行为为实现条件。 根据依法防疫原则， 应以此为
契机加强公私合作行为和全自动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 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属性

关于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属性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
为属于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使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第三
种观点认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本文认为， 在疫情防控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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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齐爱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载 《河北法学》 2005年第 6期。
輥輮訛 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 载 《现代法学》 2013年第 4期。
輥輯訛 李晓楠： 《“数据抗疫” 个人信息利用的法律因应》， 载 《财经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輥輰訛 程关松： 《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权利话语》，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 5期。
輥輱訛 杨学山： 《从健康码看政府数字资源建设》， 载 《中国信息化周报》 2020年 5月 11日第 10版。
輥輲訛 查云飞： 《健康码： 个人疫情风险的自动化评级与利用》， 载 《浙江学刊》 2020年第 3期。
輥輳訛 应松年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 （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891页。

内，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实施的 《个人健康信

息码 参考模型》 （GB/T 38961-2020） 第 3.9 条将个人健康信息码定义为： “与行政相对人身份网络
可信凭证绑定， 表达用户授权他人或组织临时访问特定个人健康信息的一串数字或字母的序列。 通
常使用二维条码作为其储存媒介。” 个人健康信息属于典型的个人信息，⑨ 该定义是从个人信息权利
行使角度对个人健康信息码所作的界定， 重在强调个人的知情同意权和他人对个人健康信息的法律
保护义务。

这一界定以民事权利为基础， 既是为了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要求， 也是为了确定政府和信
息业者的行动边界和相应义务。⑩ 根据这一理论，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
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在疫
情防控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 个人健康信息具有公共性， 疫情防控可以作为豁免数据控制主体部分
义务、 减少信息主体部分权利的合法事由，輥輯訛 因此， 仅仅从私法角度无法全面、 完整地理解个人健康
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属性。 由于个人信息权在主观上表现为个人对其信息有目的的支配， 客观上表
现为个人信息在特定场景中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运动状态。輥輰訛 故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实现放松应急处置
措施目的的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信息权利行使的私法行为， 宜将其理解为平
衡个人信息权利与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公法行为。 实际上， 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既是行政
相对人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 也是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放松应急处
置措施的数字化健康证明。輥輱訛 申言之， 个人信息权利行使行为不能全面、 完整地概括个人健康信息编
码行为的全部法律特征， 也不能反应其全部法律属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其判断标准是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生
成本身没有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和消灭。輥輲訛 这种认识是基于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法教义学
的理解。 根据行政法教义学的定义，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 履行服务职能
过程中作出的不以设定、 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輥輳訛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经个人申
报、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自动生成， 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出行、 复工、 复学等应
用场景时实时负载个人疫情风险信息的数字化健康证明。 其制作不仅涉及到行政机关履行防疫职责
的方式， 也涉及到行政相对人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方式， 以及疫情期间行政相对人行动自
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受限制的程度和行使的方式。

基于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法律特征， 认定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存在如下缺
陷： 第一， 个人健康信息码作为行政相对人请求放松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措施的数字化健康证明， 其
制作行为直接影响应急处置措施的选择， 而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措施确立的行政法律关系源于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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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輥輴訛 个人依法申请、 行政机关依法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都是履行疫情防控法律义务的行为。
故不能认定该制作行为没有设定、 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 在疫情防控期间， 采取应急
处置措施属于行政机关的职责， 遵守应急处置措施的规定也是行政相对人的守法义务。 当疫情蔓延
势头得到控制， 全面实施社区封闭管理、 人员流动管控、 公共交通管制等应急处置措施已没有绝对
必要性，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成为可能， 有序恢复生活、 生产、 教学秩序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时， 行
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根据个人的涉疫情健康状况放松应急处置措施， 以保障其行动自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的行使。 第三， 疫情防控属于应急状态， 需要全民团结、 公私合作、 共同
防疫， 不能按照常态法的要求仅以行政机关的主观目的作为认定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法律属性的
唯一根据， 而应综合考虑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在疫情防控与有序恢复社会秩序中的法律地位和法
律功能。 即， 不能剥离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具体情境和先决条件抽象地讨论其法律属性。 第
四， 行政相对人申请的个人健康信息码所显示的不同风险状态直接影响到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采
取何种类型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措施， 以及其行动自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是否应该受到
应急处置措施的限制和限制的程度。 第五， 行政相对人申请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为放
松防疫应急处置措施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认定其涉疫情健康状态的请求。 故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不
仅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基于疫情防控所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 也关涉其行动自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
育权等权利是否应该受到应急处置措施的限制。 综上， 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认定为行政事实行
为既不符合该行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实际情形， 也不符合该行为的法律特征。

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通说认为， “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
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特定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和确证， 并以法定方
式予以宣告的行政行为。”輥輵訛 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认定为行政确认行为符合行政确认行为的法律
特征。

首先，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制作具有合法性。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突发事件的
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停止执
行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 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 防止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
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 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个人健康信息码正是在我国
初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势头， 全面实施社区封闭管理、 人员流动管控、 公共交通管制
等应急处置措施已没有绝对必要性，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成为可能， 有序恢复生活、 生产、 教学秩序
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大局， 首次在应急管理领域进行的数字
化治理技术创新成果。 该 “必要措施” 是在政府主导、 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个人积极参与、 社会协
同的条件下施行的新举措， 该举措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 符合法定条件的要求， 属于合法的应急行
政行为。

其次，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确认， 其内容是一种数
字化的个人健康证明。 证明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关系存在状态或者法律地位、 法律事实
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明确的肯定和确认。 从申请个人健康信息码环节看， 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

輥輴訛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十一条规定：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 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
危害的性质、 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 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
措施。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輥輵訛 应松年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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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应松年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339页。

关确认其涉疫情个人健康状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法律效力， 以便确定其是否有权
请求放松应急处置措施， 取消或减少对其行动自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的限制。 从生成个
人健康信息码的环节看， 行政机关运用标准算法将行政相对人提供的个人健康信息与相关疫情信息
在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中进行对比和甄别， 以全自动行政行为方式确认其健康状态， 并以二维条码的
方式展示。 实践中， 行政机关和其他疫情防控义务人均默认该数字证明与纸质证明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实际上，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本质属性是数字化涉疫情健康证明， 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则具有电子
通行证的功能。

再次，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关系的确认， 是一种数字
化的公共卫生安全证明。 个人健康信息码不是关于个人身心健康的纯粹医学状况的确认， 而是涉及
公共卫生安全的数字化证明。 如果个人身心健康信息只具有纯粹个人的医学意义， 则属于私法调整
范围， 并不具有公法属性。 实际上， 个人健康信息码之前的疫情信息收集方式是报表， 目的是获得
公众的涉疫情健康风险信息， 以便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由于报表制度完全无法
适应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传播范围如此之广、 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如此之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变化， 也无法满足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复学的复杂局面， 在此背景下， 个人健康信息码作为一
种全新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措施和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技术被创制出来。 因此，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首
要功能是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控制功能， 使之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条件下， 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风险，
防止疫情再次蔓延。 故个人健康信息码是疫情防控从应急处置措施向 “必要措施” 转变的数字化治
理技术。

三、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效力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法律效力包括个人健康信息码本身的法律效力和个人健康信息码作为其他行
为基础根据的法律效力。 个人健康信息码本身的法律效力是行政确认的法律效力， 个人健康信息码
作为其他行为基础根据的法律效力是行政确认行为作为后续行为合法根据的法律效力。 这两种法律
效力在观念上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但在实践中是相互融合的。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 其确认的事实是个人涉疫情的健康状态。 该确认行
为不是其他行为的一个环节或者附属于其他行为的程序行为， 而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 行政确认
行为一经作出， 就具有公法效力， 个人可以据以作出私法行为或者公法行为， 行政机关也可以据此
作出受益行政行为或者负担行政行为， 但后续行为以其自身的构成要件为合法性标准， 行政确认行
为是否属于后续行为的构成要件或者某一个构成要件的要素， 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明确授
权， 这是行政确认行为的中立性特征决定的。 即， 行政确认行为只关注自身的合法性， 而不保证后
续行为的合法性。

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法律效力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价值各有侧重。 对行政相对人而言， 行
政确认行为属于行政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职能，輥輶訛 行政相对人因此受益还是增加负担， 取决于行政确
认的内容本身。 一方面，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个人健康信息码为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放松应急
处置措施提供了初步法律根据， 行政相对人可以据此主张放松对其行动自由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权
等权利的限制。 另一方面， 行政相对人可以据此建立与他人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信任关系，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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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沈岿： 《风险影响了法律什么》， 载 《中外法学》 2014年第 1期。
輦輮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 《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 第 6.4.2 条建议用

“高” “中” “低” 三个等级来描述个人健康风险。
輦輯訛 王瑞雪： 《行政评级及其法律控制》， 载 《法商研究》 2018年第 3期。

以据此对抗第三人对其权利的限制或侵犯，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对行政机关而言， 制作个人健康
信息码是疫情防控的一种全新管理方式。 一方面， 制作个人健康信息码是行政相对人履行公共卫生
安全注意义务的一种方式， 该行为不仅具有私人性， 也具有公共性。 因此， 在申请个人健康信息码
过程中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提供虚假健康信息的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
依托个人健康信息码负载的个人疫情风险信息所形成的大数据， 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风险监测、 风
险评估、 风险沟通和风险预防能力，輥輷訛 并为跨区域防疫合作提供基本信息。

现行个人健康信息码以二维条码的方式来表示个人健康风险等级， 实践中一般采用绿、 黄、 红
三种颜色显示。 绿色表示 “低” 等级的个人健康风险， 黄色表示 “中” 等级的个人健康风险， 红色
表示 “高” 等级的个人健康风险。輦輮訛 每一个等级对应疫情防控的相应义务和应急处置措施。 个人可以
据此选择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具体方式， 行政机关也可以据此选择不同的应急处置措施或
者其他必要措施。 由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健康信息码的行政确认无法做到常态法时期所要求的绝对
精确， 个人健康风险的评级方式就只能是一种初步确认措施，輦輯訛 这是将行政确认行为应用于风险预防
的一种新方式。 因此， 在应用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后续行为中， 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机关还需要结合
具体应用场景的疫情防控要求补充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才能满足履行公共卫生安全注意义务的具体
要求。 例如， 行政相对人赴医院看门诊时个人健康信息码显示的低风险者可以据此就诊， 但欲住院
治疗则需要增加核酸检测和 CT 扫描等风险预防措施。 也就是说， 由于个人健康信息码并不是对行
政相对人的疫情健康风险进行严格甄别所形成的确证， 而是将个人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通过技术处
理后形成的相对确定信息， 故其只能作为个人健康风险评估的初步证据， 但不能作为行政相对人或
者行政机关后续行为的唯一根据。

结论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首次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领域进行的
数字化治理技术创新， 其应用和推广可以看作国家数字治理的一场大规模试验， 蕴含其中的理念、
制度和技术等创新要素， 必将在国家治理、 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诸领域的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得到广
泛应用， 并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不仅是数字技术的应用， 也是法律规范的运用， 其数字技术的应用必须
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 个人健康信息码涉及到政府、 企业、 社区和个人的法律地位、 法律关系和法
律责任，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 政府的数据服务能力、 公私合作的方式、 全自动行政行为的规制、
个人健康信息码应用的限度等诸多法律问题。 其中， 确认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的法律性质是厘清
诸多法律问题的基础。 从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创制背景、 功能设定、 构成要件、 行为特征、 应用场
景、 应用方式和未来前景等方面来看， 宜将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认定为行政确认行为。 该行政确
认行为并不具有教义学意义上的典型性， 而是以处理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风险信息为中心， 以行政
评级为表达方式的初步确认行为， 因其与教义学的定义之间存在偏差， 就需要在理论和制度方面进
一步完善。 在个人健康信息码的具体应用场景中， 其对后续行为的法律效力并不具有唯一性，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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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oding� behavior� is� the�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behavior�that�the�administrative�counterparts�request�to�relax�the�control�of�emergency�response�
measures�in�order�to�fulfill� the�obligation�of�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according�to� law,�
and�applies�to�the�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organ�to�confirm�its�health�risk�status�related�
to�epidemic�situation�through�e-government�information�system.�It� is�not�only�an�obligation�but�
also�a�right�for�administrative�counterpart�to�apply�for�personal�health�information�code�according�
to� law.� 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oding� behavior� is�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behavior,� which� is� not� attached� to� the� follow-up�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oding� behavior� has� different� legal�
effects�on�the�follow-up�behavior�of�administrative�counterparts�and�administrative�organs.

Key Words: Personal�Health�Information�Code； Legal�Nature； Administrative�Confirmation

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必须结合该具体应用场景的法律要求确定后续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 进一步说，
个人健康信息码在治理领域的迭代升级和场景转换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 使技术理性符合法律理性
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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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法制化研究” （项
目编号： 14JZD025）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威廉·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 余新忠、 毕会成译， 中信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350页。

胡国梁 *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上频繁出现政治性疫情谣言， 这种 “政治甩锅” 行为不
仅无助于推进全球疫情防控， 还将冲击本已脆弱的社会经济秩序。 疫情谣言频现反映出当
前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对疫情谣言治理的缺失， 在后疫情时代补足这一治理短板乃当务之
急。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国际法律共同体、 互联网平台技术赋能分别从共识之维、 规则之
维、 技术之维为全球疫情防控中的谣言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演变
规律来看， 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谣言治理国际规则构建的阻力， 是将疫情谣言治
理融入 《国际卫生条例》 的难得契机。 就 《国际卫生条例》 的既有体系而言， 在第 11 条
后增加一条疫情谣言的治理规范是可行路径。 此外， 互联网平台在切断疫情谣言传播链条
上具有独特作用，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向度强化合作型的技术治理可实现疫情谣言治理关口
前移。
关键词： 疫情谣言 公共健康 国际卫生条例 技术治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4

政治性疫情谣言的治理

一、 抗疫歧途： 全球疫情防控中的 “政治甩锅” 现象

人类历史的演进时常因为疫病的蔓延而极其偶然地发生转向， 以致出现很多用传统史学理论难
以解释的重要历史时刻。 威廉·麦克尼尔在从全球视角梳理瘟疫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后断言， “技术和
知识， 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 但就本质上看， 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 把人类从它
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① 2019年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及其给全球带来的深重灾难让我
们再度想起了威廉·麦克尼尔的这一论断， 人类要彻底摆脱疫病的威胁恐怕是不可能的。 威廉·麦克
尼尔的上述论断其实也暗含着一个隐喻， 即人类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在 “生态龛” 中求得生存并持续
繁衍。 然而， 面对这场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突发传染病，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却企图 “甩
锅” 中国， 频繁制造针对中国的疫情谣言， 严重撕裂了人类共同抗疫的统一战线。

（一） 西方政客歪曲事实攻击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在寻求内部体制改革和国际合作交流中不断崛起， 逐步成为了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在科技、 政治等各个领域产生着日益突出的世界性影响。 这种世界性影响的扩大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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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朱峰： 《面对中国的崛起， 西方为什么忧虑》，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第 11期。
譻訛 王炯： 《用事实说话， 让谎言现形》，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5月 17日第 8版。
譼訛 《美国要求安理会决议明确写入 “新冠病毒源于中国” 遭到拒绝》，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c/7vBL5ba3szQ， 2020 年 6

月 9日访问。
譽訛 韩显阳： 《俄专家： 美国威胁制裁中国是 “不正当竞争行为”》，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5月 17日第 8版。
譾訛 《英外相逼问中国 “病毒源头”， 有人撺掇拿华为 “算账”》， 新浪网： https: //k.sina.com.cn/article_1887344341_707e96d502000v3mh.

html?cre=tianyi&mod=pcpager_tech&loc=28&r=9&rfunc=100&tj=none&tr=9&from=news&subch=onews， 2020年 6月 11日访问。
譿訛 《欧洲国家也出现 “甩锅” 言论》， 载 《环球日报》 2020年 3月 31日第 3版。
讀訛 2020年 10月 7日， 权威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 发表的文章 《在领导力真空中死去》 指出， 美国政府的糟

糕应对， 让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一步步演变成为一出 “悲剧”。
讁訛 世界卫生组织用 “信息疫情” 一词形容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交媒体虚假信息， 并呼吁人们警惕谣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

来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源于担心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
二战后国际秩序对西方的利益满足。② 通过各种手段攻击中国以抑制中国崛起成为某些西方政客对华
政策的基本立场，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再度给了某些西方政客攻击中国的籍口。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将新冠病毒称为 “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毫无科学根据地宣称中国武汉
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并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没有及时、 透明地向世界公布疫情信息。 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在 2020 年 5 月 13 日对以色列进行闪电访问期间， 仍不忘散布 “病毒源头论” “隐瞒疫情论”
和 “投资威胁论” 等反华言论。③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有
关新冠病毒的决议中增加措辞， 明确写入 “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④ 虽然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 但
却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处心积虑歪曲事实以攻击中国的图谋。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与另外 8 位
共和党人还联合炮制了 《2019 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案》， 声称将对中国隐瞒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制裁措
施。⑤ 一些主张向中国索赔的荒谬诉讼趁机入局并且甚嚣尘上。

除美国以外， 一些主要欧洲国家也在抗击新冠病毒中出现了 “甩锅” 中国的杂音。 英国外交大
臣多米尼克·拉布声称， 中国应就 “病毒源头” 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答复， 并声称疫情过后英中关
系不可能一如往常。 英国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甚至提议， 英国应该利用华为向中国表达更为强硬的
态度。⑥ 言语之间无不暗指中国是病毒的源头并企图让中国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法国和德国也出现
类似 “甩锅” 言论， 指责中国传播错误信息， 导致民众防疫松懈。⑦

在新冠病毒泛滥的紧急时刻， 各国政治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疫情防控措
施， 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并逐步恢复几乎停滞的社会经济秩序。 但遗憾的是， 基于各种政治利
益的考量， 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却罔顾事实真相， 频频制造政治性疫情谣言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
象、 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 新冠病毒在疫情谣言泛滥和防控措施缺位中不断蔓延， 民众生命健康在
“政治甩锅” 中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现实威胁。⑧ 新冠疫情和 “信息疫情”⑨ 交互作用使全球卫生治
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如何从国际法层面规制 “政治甩锅” 行为， 抑制政治性疫情谣言的产生与
传播是全球卫生治理中须完成的制度补漏任务。

（二） 西方媒体操控舆论抹黑中国

除了来自官方的造谣以外， 西方一些媒体也极力通过各种渠道散布疫情谣言， 企图抹黑中国。
《纽约时报》 2020 年 3 月 8 日发表推文： 中国 “封城” 是 “以牺牲人民生计和自由为代价”。 4 月 1
日， 英国 《每日电讯报》 发表 《新冠肺炎意味着我们要把中国作为敌人对待》 的文章。 该报首席外
交专栏作家孔·昆库林通过不实报道和无端指责， 歪曲、 抹黑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 甚至呼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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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新冠肺炎疫情下看英国媒体如何造假抹黑中国》， 环球网： https: //world.huanqiu.com/article/3xfgUP0ACze， 2020年 6月 15日访问。
輥輯訛 《强行 “甩锅”？ 法右翼媒体抹黑中国疫情数据， 专家： 不顾事实， 跟风美国》，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3911861

06_162522， 2020年 6月 26日访问。
輥輰訛 陈柏峰： 《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年第 3期。
輥輱訛 参见侯耀文： 《“后真相” 语境下中国抗疫的话语维护》， 载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方长平：

《美国抹黑中国的新表现与新特点》，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16期。
輥輲訛 赵月枝：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载 《新闻大学》 2008年第 2期。
輥輳訛 据外媒报道， 自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开始以来， 在爱尔兰、 塞浦路斯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5G 通信基站桅杆被破坏或

摧毁； 这一问题在英国尤为严重， 那里数十座基站成为袭击目标， 工程师也在工作时遭到虐待。

将中国列为威胁经济和人民健康的敌对国家。⑩ 继 21 日发表调查报道， 诋毁武汉 P4实验室的管理制
度和科研行为准则后， 《费加罗报》 24 日又在所谓调查报道中指责 “中国未在疫情暴发后说实话，
隐瞒病毒起源、 规模及数据”。輥輯訛

在现今这信息大爆炸和信息不对称并存的互联网时代， 媒体的存在对信息清理和舆论引导发挥
着重要作用， 并进而为社会公众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信息层面的 “基础设施”。 尤其是对于新冠疫
情这种事关每一个人生命健康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媒体所呈现出的功能不仅是 “社会公众行使包
括知情权、 表达权等在内的言论自由权的体现和必要保障”，輥輰訛 还会延伸至疫情防控的现实场景之中。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所传达出的客观而正面的媒体报道对凝聚疫情防控共识和防控力量
具有重要价值。 反之， 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事实并旨在操控舆论的媒体报道不仅抽离了社会公
众行使知情权和表达权的信息基础， 还不可避免地给疫情防控带来了重建舆论环境的社会成本。 一
旦舆论环境未能得以重建， 负面而错误的舆论甚至极有可能借助民主机制渗透进疫情防控决策之
中， 导致疫情在错误的防控决策中持续蔓延。

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甚至 “甩锅”， 国内不少学者义愤填膺地表示要反制西方叙事逻辑，
建构中国抗议话语。輥輱訛 中国的形象固然需要极力维护， 但抹黑中国的媒体报道所损害的其实并不仅仅
是中国形象， 还会在集体理性偏差中导致疫情无法得到及时控制， 损害的将会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
体。 虽然西方传媒宣称客观性， 但在实质上， 所谓客观性兴起的过程 “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
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 并已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
劳工新闻边缘化， 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 ‘普遍利益’、 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
化为不需对其 ‘客观’ ‘中立’ 与 ‘平衡’ 的 ‘社会共识’ 的过程”。輥輲訛 对狭隘利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取代对客观事实的探知成为了某些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内在驱动， 这一内在驱动转换的危害
在新冠疫情蔓延中暴露无遗。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 中国无论是内控还是外援都无不展现了生命至上的理念和应有的大国担
当， 但这恰恰反衬出某些西方国家疫情处置不力的现实窘境。 一些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为寻找本国
疫情失控的遮羞布， 极力 “祸水东引”， 企图把疫情泛滥之锅甩向中国。 这不但无助于从客观上降
低疫情传播速度， 反而会让越来越多的无辜平民在疫情信息失真中 “惹祸上身”， 进而加剧当地人
道主义危机。 病毒所攻击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 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人， 政治藩篱只能隔绝真实的疫
情信息和宝贵的抗疫资源， 而不能隔绝病毒的无情扩散。 此外， 政治谣言的衍生品还从多个维度冲
击着本已脆弱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西方一些国家， 5G 通信基站被谣传可以传播新冠病毒， 由此引
发了攻击 5G 通信基站的破坏行动。輥輳訛

以 “政治甩锅” 为鲜明代表的疫情谣言给疫情防控和秩序重建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不断在实践中
得到印证。 在生命健康遭受重大威胁的情境之中， 人们总是急于寻找到危险的源头及其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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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 [美] 托马斯·韦斯、 [英] 罗登·威尔金： 《反思全球治理： 复杂性、 权威、 权力与变革》，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15 年第
10期。

輥輵訛 《世卫组织称新冠是百年一遇的人类公敌： 谭德塞称没有团结就无法战胜病毒》， 光明网： https: //m.gmw.cn/2020-07/08/
content_1301346578.htm， 2020年 7月 8日访问。

輥輶訛 陈颖健： 《公共卫生全球合作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9页。
輥輷訛 张勇安： 《国际卫生大会与国际疫情通报制度的缘起》，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3月 30日， 第 14版。
輦輮訛 Hugh S.Cumming， M.D.Surgeon General，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ume XVI, No.10, October 1926, p.976.
輦輯訛 赵磊：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 载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0年第 3期。

疫情谣言的横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甚至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因而天然地容易被接受并继续
传播。 这其实也是疫情谣言得以生长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这也同样让疫情谣言的负外部性不断外
溢。 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谣言同样没有国界。 一国对疫情谣言的内部治理并不足以重塑国际舆论环
境， 如何从国际层面构建普遍认同的疫情谣言治理机制就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新使命。

二、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机制的缺失： “政治甩锅” 何以发生

虽然全球治理依然是一个松散而不清晰的概念，輥輴訛 但在人员、 物资和信息等全球流动加速的进程
中， 以全球治理范式回应和解决由此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已成各国共识。 当前， 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称为百年一遇的人类公敌的新冠病毒仍旧在全球肆虐， 以 “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团结”輥輵訛 为核
心的全球治理则是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选择。 由此，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否成为人
类能否快速走出疫情阴霾的关键变量。

（一）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历史演进阶段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 各国处理公共卫生问题主要通过国家治理的形式，輥輶訛 虽偶尔出现一些双边或
多边的低层次合作治理， 但尚未生成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 随着 1851 年第一届国际卫
生大会的召开，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方才在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开启了制度化的演进历程。 以标志性历
史事件为节点， 可以将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划分为三个阶段。

1.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勃兴： 1851 年至 1945 年
1851 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 制定了第一个地区性 《国际卫生公约》， 标志

着世界朝公共卫生治理之 “集体行动的逻辑” 迈出了关键一步。 霍乱、 黄热病等流行疫病是国际卫
生大会关注的核心议题。 1893 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卫生大会上， 针对霍乱病例和各
国应对政策的国际疫情通报制度， 第一次被正式写入 《国际卫生公约》輥輷訛。 国际疫情通报制度反映出
各国对传染病全球治理方略的深刻认知， 也是当今国际疫情报告机制的制度源头。 1902泛美卫生组
织在美国华盛顿设立， 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区域性公共卫生机构。 1907 年国际卫生大会决定在巴黎组
建各国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并建立了编印和分发卫生防疫通报的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輦輮訛 这是世
界上第一个非区域性国际卫生组织。 1920年在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要求下， 各成员国在伦敦举行了一
次国际卫生会议， 成立了国际联盟卫生组织。輦輯訛 这一阶段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初具雏形， 但依然呈现
出比较明显的 “各自为营” 的割裂现象。 一方面， 欧洲和美洲之间由于主要的传染病类型不同， 在
公约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立方面都存在分歧； 另一方面， 即便在欧洲内部国家之中， 国际卫生治理的
模式也以各自建立免疫隔离区为主。

2.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成型： 1946年至 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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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张清敏： 《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 载 《国际政治研究》 2015年第 2期。
輦輱訛 曾瑞声：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国家利益》， 暨南大学 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6页。
輦輲訛 贺嘉：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成员遵约机制研究》，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輦輳訛 有些国家因担心疫情影响本国国际贸易而选择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信息。
輦輴訛 徐彤武： 《全球卫生： 国家实力、 现实挑战与中国发展战略》， 载 《国际政治研究》 2016年第 3期。

两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毁了各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国际卫生合作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染
病的发生和流行提供了场景。 二战结束以后， 全球卫生治理便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议题。 1946 年联
合国组织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世界卫生组织据此设立。 《世界卫生
组织组织法》 在序言中强调， “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为谋求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是有赖于个人的与国家
的充分合作”， “各国在增进健康及控制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方面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共同的
危害”， 充分彰显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基本理念。 1948 年第一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在日内瓦召开， 标
志着有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来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领域的合作。輦輰訛 1951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了 《国际卫
生规章》 （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 以下简称 ISR）， ISR 是联合国体系下第一个以国际法形
式规制传染病传播的法规， 旨在以对国际交通运输与贸易发展最小的干扰方式， 最大限度地防止疾
病在国际间传播。輦輱訛 世界卫生组织的设立对消弭全球卫生治理当中的割裂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以世界
卫生组织为中心构造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逐渐成型并对协调全球卫生行动具有指导意义。 2020 年新
冠疫情全球防控实践也充分彰显了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 遗憾的是， 2020
年 7 月 7 日美国逆势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 对自 1946 年以来所构建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
和全球公共卫生秩序带来了重大冲击。

3.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完善： 1969 年至今
1969 年 ISR 被修订为 《国际卫生条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以下简称 IHR）， IHR

（1969） 创新性地建立了全球疫情监控系统， 并对成员规定了通报义务。輦輲訛 但随着全球化加剧和公共
卫生基础设施差距的拉大， IHR （1969） 在实践中因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逐渐被架空。輦輳訛

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恶化也让 IHR （1969） 在制度层面的短板日益彰显， 尤其是 2003 年SARS 疫情
的全球性爆发充分暴露出 IHR （1969） 面对新型突发传染病时应对失据的无力感。 正因如此， 2005
年 IHR （1969） 被进一步修订， 即现行的 《国际卫生条例》。 IHR （2005） 在既有的疫情通报制度基
础上， 引入了流行病预警与应对策略， 对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 通报、 磋商、 核实以
及其他来源的报告都作了规定， 是当代防控跨国疾病传播、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基本规范， 在
抗击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輦輴訛 在新冠疫情的全球防控中， IHR （2005） 对促进疫
情信息的全球流动和疫情防控的全球合作继续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勃兴时期呈现出的是欧美之间版块割裂的全球卫生治理格局， 这一格局在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成型时期有所转变， 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设立和运行。 IHR 的修订与完
善是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卫生问题的及时回应， 客观而言， 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飞跃式变迁是在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倒逼下以 IHR （2005） 的出台为标志的。 15 年过去了， 2020 年出现了比 SARS 疫情
更为严重的新冠疫情。 截至 2020 年 10 月 8 日，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3672 万人，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全球疫情防控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局之中。 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疫情防控中的糟糕表现不仅
加重了本国疫情的蔓延， 还拖累了全球疫情防控的进展。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对全球卫生治理
机制尤其是 IHR （2005） 的反思殊为必要。 新冠疫情全球防控中所暴露出的一个新问题就是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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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赵青娟： 《重大疫情中谣言治理的法治理性》， 载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年第 3期。
輦輶訛 参见王锡锌：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克服》， 载 《法学》 2020 年第 3 期； 张志丹： 《抗疫舆情风险的治理之策》，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 3期。
輦輷訛 邱卫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在限度与中国策略》， 载 《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 9期。
輧輮訛 Obijiofor Aginam, “Diplomatic Rhetoric or Rhetoric Diplomacy”, in Andrew F. Cooper, John J.Kirton, and Ted Schrecker, Governing

Global Health: Challenge, Response, Innovation,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147.

治甩锅” 为典型代表的谣言泛滥现象。 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历史演进来看， 似乎尚未来得及关注
疫情谣言的问题。

（二） 依然存在的缺失： IHR （2005） 与疫情谣言规制

谣言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物种，輦輵訛 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构成与之相关的谣
言产生与传播的两大核心变量。 新冠疫情事关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而人类对其产生源头与传
播机理等关键问题仍然无法确定， 由此便给疫情谣言的生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无论是西方政客还
是西方媒体所捏造的谣言都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与心理环境中蔓延并致害的。 既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从
本国内部治理的视角阐述如何解决疫情谣言的问题，輦輶訛 但对于 “输入型” 的疫情谣言尤其是在全球蔓
延的疫情谣言， 内部治理的视角恐难应对。 从全球卫生治理的维度观察和解决疫情谣言的生成与传
播问题进而变得十分迫切， 但既有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并未对此给出回应。 如上所述， 在全球卫生
治理机制的演进过程中， 疫情谣言的问题尚未来得及得到足够关注。

与疫情谣言规制稍有关联的国际规则体现在 IHR （2005） 第 10 条的 “核实” 部分， 该条第一
款规定： “根据第九条的规定， 世卫组织应当要求缔约国对除通报和磋商以外的其它来源的、 声称
该国正发生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进行核实。 在此情况下， 世卫组织应就正
设法核实的报告通知有关缔约国。” 这条规定的目的在于确认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在
特定缔约国发生， 以使世界卫生组织尽可能全面、 准确地掌握疫情分布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及时采取
应对措施。 对于发生在特定缔约国之外但涉及该缔约国的造谣行为， IHR （2005） 第 10 条无法适
用。 换言之， 作为全球卫生治理 “基本法” 的 IHR （2005） 在面对疫情谣言时显得无能为力。 笔者
冒昧揣测， IHR （2005） 作为各国卫生治理行动的合作指南， 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互协作、 共
同治理， 恐怕当初谁也难以想象在面对全球卫生问题时居然会有国家或地区 “造谣生事”， 干扰全
球卫生治理行动。 新冠疫情蔓延至美国以后， 特朗普政府不是想方设法控制病毒传播， 而是紧锣密
鼓炮制谣言， 甚至公然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负有责任并最终选择 “退群”。

新冠疫情谣言的流传自然有政治、 社会、 心理层面的原因， 但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对谣言规
制的缺失也关联甚密。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疫情谣言规制的认识不足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生成期是一
个尚未来得及讨论的问题， 那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和全球性疫情谣言开始泛滥的今天， 谣言规制已经
构成了疫情防控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不得不思考如何将疫情谣言规制方式植入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之中。

首先， 疫情谣言将给 “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团结” 造成裂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包括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已越来越成为相互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輦輷訛 “相互交
融的命运共同体” 不仅仅指向经济发展， 也越来越指向生命健康。 人类的经济发展是在特定并不断
变化着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行的， 以经济发展为主线构筑起的全球化网络因而也是在特定并不断变化
着的生态环境之中运行的。 生态环境的变化则时刻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并且威胁的是“相
互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 跨国传染病威胁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
生物海洋。輧輮訛 这在自然意义上已经决定人类只有坚持团结合作才能维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存续。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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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晋继勇：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 特点与挑战》， 载 《当代世界》 2020年第 4期。
輧輰訛 谢长安、 丁晓钦： 《逆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 ———基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载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年第 10

期。
輧輱訛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56页。
輧輲訛 马忠法、 葛淼： 《论 “和” 文化语境下的国际法治建设》， 载 《河北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輧輳訛 参见 《美高官 “中美文明冲突论” 一出， 舆论吐槽不断》， 观察者网： https: //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07_500606.shtml，

2020年 7月 3日访问。

卫生治理机制的勃兴与演进其实体现的就是这一理念， 但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却吃惊地发现， 竟然
还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逆流而动， 频频制造疫情谣言。 有学者对此批评道， 个别国家将卫生问题政
治化， 恶化了全球卫生治理所需要的国际合作政治基础。輧輯訛

其次， 疫情谣言可能让社会经济秩序重建与疫情控制陷入恶性循环。 近年来虽然出现了英国脱
欧、 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等逆全球化现象， 但这仅仅是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扭转不利形
势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短期策略， 紧随其后的将是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輧輰訛 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
中， 全球社会经济秩序在交融演化中呈现出更加明显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样态， 本次新冠疫
情对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即为此例。 全球社会经济秩序的震荡反过来又给疫情控制造成多种层
次的压力，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生活秩序难以全面恢复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将会呈 “累进
式” 增长， 疫情控制所处的舆论环境可能会悄然异化。 疫情谣言的传播极有可能让社会经济秩序在
错误信息的引导下毫无章法地演变， 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建异常艰难并又在深层次上制约着疫情拐点
的到来。 就此而言， 清理疫情谣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打破社会经济失序与疫情泛滥恶性循环的
重要着力点。

最后， “文明冲突论” 构成疫情谣言持续生成的顽固症结。 疫情谣言尤其是来自西方政客的谣
言所展现的是一种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 “文明冲突论” 的政治立场。 与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不同，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 但种族、 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
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 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輧輱訛。 文明冲突论当今深刻影响西方世界看待东方
或者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态度， 也在潜移默化中指引着西方国家的外交战略。輧輲訛 近年来， 以美国为代表
的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行动隐含的就是 “文明冲突论” 的逻辑。 2019 年 4 月 29 日， 美国国务院政
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在智库 “新美国” 召开的论坛上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
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 的理念， 制定对华战略。輧輳訛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针
对中国的污名化战略显然是其单方面同中国展开的 “文明与种族的较量”， 因而 “文明冲突论” 构
成疫情谣言持续生成的 “内在动力”。 本文认为， 对疫情谣言的国际性规制旨在切断 “文明冲突论”
向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流动， 让生命至上的理念贯彻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之中。

三、 全球疫情防控中谣言治理何以可能： 共识、 规则与技术

在主权国家内部散布的疫情谣言， 可以通过内部治理的方式得当妥善解决。 疫情期间我国也出
现了各种谣言， 对疫情防控造成了严重干扰， 但通过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的方式有效地压制了疫
情谣言的生成。 然而， 如果主权国家内部的疫情谣言散布到了其他国家或本身就是针对其他国家的
疫情谣言， 内部治理恐怕并非谣言治理的通途。 在全球视野中超越主权国家对谣言治理殊为必要，
并且从共识之维、 规则之维和技术之维来看， 全球疫情防控中的谣言治理亦属可能。

（一）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共识之维：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33· ·



法 治 社 会 2020年第 6期

輧輴訛 《海外看战 “疫”： 出手 “严打” 假消息世卫组织为哪般？》， 中国新闻网： http: //www.chinanews.com/gj/2020/02-18/9095417.shtml，
2020年 7月 10日访问。

輧輵訛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 2020年 7月 9日 COVID-19大流行疫情评估专题会员国通报会上的开幕讲话》， 世界卫生组织网： https:
//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 -director -general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mber -state -briefing -on -the -covid -19 -
pandemic-evaluation---9-july-2020， 2020年 7月 11日访问。

輧輶訛 《各国领导人在世卫大会上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疫》， 中国新闻网： http: //www.chinanews.com/gj/2020/05-19/9188188.shtml，
2020年 7月 11日访问。

輧輷訛 参见 《“甩锅” 升级也无助美国政治 “脱困”》，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6月 1日第 12版。
輨輮訛 例如史军认为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冲突： 个体善与公共善的冲突； 个人自主与政府干预的冲突；

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冲突；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冲突。 参见史军： 《生命伦理与公共健康伦理的冲突》， 载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1期。

輨輯訛 朱海林： 《公共健康伦理： 关于公共健康问题的伦理解读》， 载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1期。

主权国家内部谣言治理的共识并不当然地能支撑起疫情谣言的全球治理， 寻找疫情谣言全球治
理的基本共识依然是构造全球性谣言治理机制的首要任务。 只有国际社会对疫情谣言全球治理形成
了基本共识， 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全球性谣言治理机制。

1.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共识的实践面相
对于疫情谣言全球治理基本共识是否形成， 只能从全球卫生治理相关实践的角度进行判断。

2020年 2月 18 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向假消息 “开炮”， 表示假消
息比新冠病毒传播得还快还容易， “我们抗击的不止是流行病疫情， 我们还在抗击一场信息疫情
（infodemic）”。輧輴訛 的确如此， 新冠病毒的传播还需要依托有形的宿主， 而疫情谣言的传播借助的是无形
的互联网， 并且疫情谣言的传播是不可逆转的， 不像新冠病毒那样可以通过医疗技术将其从人体中
清除。 代表全球卫生治理最权威组织的谭德塞的此番论断所反映的就是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基本共
识。 2020 年 7 月 9 日， 在 COVID-19 大流行疫情评估专题会员国通报会上， 谭德塞再度强调， “我
们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病毒本身， 而是全球和国家缺乏领导和团结”。輧輵訛 带有政治色彩的疫情谣言不断
涌现其实就表明全球各国缺乏足够的领导和团结， 这一点其实也引起各国共鸣。 在第 73 届世界卫
生大会上，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新冠疫情颠覆了我们的社会。 此时此刻， 我们不能分裂！ 我们肩
负高效行动的集体责任。” 韩国总统文在寅说， “新冠病毒正在威胁我们的自由， 但正是自由的团结
与合作被证明是我们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强大武器。”輧輶訛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也不断对“传言和事
实” 进行更新， 从科学的角度破除了流传甚广的疫情谣言。 事实上， 就在某些西方政客制造疫情谣
言攻击中国的时候， 不少西方主流媒体积极地站了出来予以反击。 美国主流网络媒体 Slate.com 在其
报道中将特朗普 “狂喷中国” 的记者会形容为 “没有价值”， 抨击特朗普不顾美国国内的问题， 就
知道对中国 “甩锅”。輧輷訛

2. 共识背后的共识：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从上述国际言论和行动来看，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基本共识可以说已然形成， 而这种表面上的

疫情谣言治理共识的背后， 还隐含着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构成对疫情谣
言全球治理共识的伦理支撑。

公共健康伦理是从生命伦理中生发出来的一个伦理范畴， 并且学术界通常认为公共健康伦理已
经发展成了独立于生命伦理的概念， 二者内含的基本理念存在日益明显的分野。輨輮訛 在国内很多学者的
话语体系中， 公共健康这个概念是缺位的， 为大家所广为接受的概念是公共卫生。 无论是从 “捍卫
人的生命尊严” 这一 “把握公共健康伦理的逻辑起点”輨輯訛 的角度， 还是基于矫正社会对这一话题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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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考量， 公共健康都是比公共卫生更妥帖的概念。輨輰訛 公共健康所指向的是整体意义上的人口健康，
在此意义上其超越了医学层面而成为了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 公共健康伦理则是指在实现公共健康
过程中在制度构造和制度实施中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 当前对公共健康伦理的讨论主要局限于主权
国家内部的视野， 研究的重点是国家应该如何促进公共健康以及在促进公共健康中应该避免的雷区。

然而，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疫情全球化， 让公共健康伦理必然要突破地理上的界限， 上升为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并指引全球卫生治理行动。 某些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坚守极可能导
致其隐瞒自身的疫情或夸大他国的疫情， 甚至直接针对他国制造疫情谣言， 将疫情作为抑制竞争对
手发展的 “天赐良机”。 这种做法违背了陈述实情的伦理原则， 从而严重地延误和阻碍了社群所需
要的公共健康措施。輨輱訛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并不是要构建一种全球意识形态的伦理体系， 而是要寻求一
种人类在公共健康伦理学领域的基本的道德共识。輨輲訛 对于这些基本的道德共识， 有学者从三个维度进
行了解读： 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伦理目标、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价值观以及公正与关
怀的伦理原则。輨輳訛 这些道德共识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一点从世界卫生组
织和各国领导人的表态中可以得到印证。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的累积在根本上构成对制造疫情谣
言的反对和对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支撑。 在全球公共健康受到严重且紧迫的威胁之时， 无论是政治
性疫情谣言还是技术性疫情谣言都会造成这种威胁加持。 此外，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共识还将在多
边交流与求同存异中不断叠加， 对疫情谣言的治理也将越来越深刻地渗透进各国的 “卫生外交” 政
策之中。 因此， 从共识之维来看， 疫情谣言的全球治理有其日益增强的可接受度。

（二）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规则之维： 国际法律共同体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反映的是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主观期待， 这种主观期待能否在客观上实
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需依托一套规则系统。 因此， 从规则之维来判断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可
行性就亦有必要。

全球治理的规则系统主要表现为国际法，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并非源自一个处于
超然地位的纵向立法机构， 而是各个国际行为体协商谈判的结果。 因此， 国际行为体所塑造的国际
秩序便构成国际法产生与演变的基础。 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确立的，
基本理念在于对民族国家主权地位的强调。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 国际社会一直是一种横向的
国家间社会。輨輴訛 “横向的国家间社会”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呈现出一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 与之
对应的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敌对甚至是战争后果的修复。 然
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所导致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 其逻辑演绎不只是相互敌对
和相互竞争的国家间关系， 还可以是相互为友的国家间关系。輨輵訛 尤其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 国际秩
序相互合作的一面日益繁荣， 国际法普适性也为各国各文明圈共同接受， 由此构成了一个国际法共
同体， 成为全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輨輶訛 在全球化时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主权国家的过分强调

輨輰訛 笔者参与的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理论研讨会上，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何
群提及公共健康概念时， 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

輨輱訛 Charles B. Smith. Are There Characterist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Raise Special Ethical Issues？ 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
Vo.l 4, No.1, 2004, p.14.

輨輲訛 朱海林：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载 《道德与文明》 2015年第 2期。
輨輳訛 张肖阳、 肖巍：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建构危机时刻的全球伦理共识》， 载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 4期。
輨輴訛 曾令良： 《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 载 《中国法学》 1998年第 1期。
輨輵訛 姚勤华： 《冲破威斯特伐利亚围墙？ ———从欧洲联盟看现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载 《社会科学》 2008年第 10期。
輨輶訛 何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载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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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造成的以狭隘国家利益为基础的 “各自为营” 格局已经无法适应全人类发展所需的秩序要
求。 甚至有学者在反思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后认为， 全球化时代对新世界秩序的吁求
使得早期现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的万国法观念有必要被认真研究和对待。輨輷訛 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
电车公司案中也明确指出了各国对于国际社会的整体义务。輩輮訛 随着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化，
国际法的理念与规则正在发展成为 “国际法律共同体”。輩輯訛

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来自传染病的威胁是全人类所需集体面对的底层问题， 人类已经发展出的
国际法系统是解决这一底层问题的共识性制度工具。 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的 《我们的全球之家》 也
曾提出， 在国家社会化过程中法治曾起到巨大的开化作用， 因此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法治。輩輰訛 由此
形成的国际法律共同体将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全球卫生治理共识，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共识可通过
国际造法程序以国际法原则或规则的形式进入国际法律共同体。 就疫情谣言全球治理而言， 国际法
既是将共识升级为规则的容器， 也是让共识贯彻于行动的保障。 毕竟， 即使在崇尚国家权力的新现
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里， 也承认国际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輩輱訛 全球卫生法的发展其实
已经展现了全球卫生治理共识是如何转变为全球卫生治理规则并解决全球公共健康问题这一过程
的。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法律共同体既构成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规则支撑， 也将会因疫情谣言全球
治理规则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二者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

（三）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技术之维： 互联网平台技术赋能

以共识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构造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规则系统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的基
本范式， 这套基本范式也被移植用于国际社会的治理。 然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技术对社
会治理的嵌入日益加深， 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维度———技术治理。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 对
技术治理的理解存在两种进路： 一是政府机构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原有的治理模式； 二是互联网平台以
信息技术为手段分担社会治理任务。 在前一条进路中， 技术依然附着并受制于原有的 “科层制”輩輲訛

体制， 本质而言应当被理解为治理技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 这一进路的技术治理也随之
剧变， 以算法治理为表征的一种新型的技术治理形态 輩輳訛正在浮现。 在后一进路中， 技术乃脱离“科
层制” 的束缚而旨在独立实现社会治理功能的一股全新力量。 在此意义上， 技术是对规则的部分替
代。 传统社会治理中需要通过反复博弈和精雕细琢达成的规则予以解决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中正越
来越多地可以单纯地借助客观、 清晰和精准的技术手段予以快速解决。 技术治理的兴起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了规则在解释和适用中的主观性和任意性， 增强了社会主体对自身行为的可预期性。 同时，
技术治理的展开也防止了一些社会主体因不懂规则而在无意中破坏规则， 因为在技术治理的视野
中， 违法行为或危害后果已被技术所事先控制住， 这可以被看作是其内在的 “善治” 逻辑。輩輴訛

技术治理的核心在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赋能， 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社会

輨輷訛 许小亮： 《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3年第 2期。
輩輮訛 谢海霞：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的发展》， 载 《法学论坛》 2018年第 1期。
輩輯訛 肖永平： 《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輩輰訛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X、 VI， pp．303-304．
輩輱訛 古祖雪： 《国际造法： 基本原则及其对国际法的意义》，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2期。
輩輲訛 参见吴晓林： 《技术赋能与科层规制———技术治理中的政治逻辑》， 载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2期。
輩輳訛 陈鹏： 《算法时代的国家治理： 在算法与法律之间》， 载 《法治社会》 2019年第 6期。
輩輴訛 宋辰熙、 刘铮： 《从 “治理技术” 到 “技术治理”： 社会治理的范式转换与路径选择》， 载 《宁夏社会科学》 2019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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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主体。 在新冠病毒的蔓延和变异过程中， 疫情谣言也在借助各种互联网平台不断蔓延和变
异， 换言之， 互联网平台构成疫情谣言的温床， 而这也恰恰给了我们实现疫情谣言治理的新思路。
“败也萧何， 成也萧何”， 互联网平台既可以作为疫情谣言的温床， 也自然可以成为疫情谣言的 “囚
笼”， 通过互联网平台技术将疫情谣言的传播渠道封住是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实现谣言治理的另一
选择。 这一思路也可以运用至疫情谣言全球治理中来。 当前，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具体规则尚未系
统构建， 即便未来能够在广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构建相对完善的具体规则， 其是否会在同某些 “国
家利益” 的冲撞中败下阵来尚未可知。 采纳技术治理范式， 借助互联网平台对疫情谣言予以治理将
能有力地弥补规则的短板， 增强疫情谣言全球治理技术层面的可行性。 事实上， 面对严峻的新冠疫
情形势， 世界卫生组织正与脸书、 推特、 谷歌等一众互联网巨头合作， 遏制谣言和不实信息的传播。

四、 作为契机的危机： 全球疫情防控中谣言治理的展开

（一） 将疫情谣言治理植入 《国际卫生条例》 之中

由于全球治理不像国内治理那样可以依赖政府的权威和强制力， 制度对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是
各国协调行为， 进行合作的平台和依据。輩輵訛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以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为
基础的制度优化。 当前凝聚最多共识的全球卫生治理制度就是 《国际卫生条例》， 但其尚未将疫情
谣言治理纳入其中。 如此， 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一是是否有必要将疫情谣言治理纳入其中； 二是
将疫情谣言治理纳入其中是否可行； 三是若前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如何将疫情谣言治理
纳入其中？

对于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前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回应。 此次新冠疫情再度提醒我们， 面
对未知的生物病毒， 恐慌的应急反应会让疫情谣言乘虚而入， 疫情谣言的传播会给全球公共健康带
来不必要的二次灾难。 谭德塞在 2020 年 7 月 13 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 “来自领导
人的混杂信息正在破坏任何应对行动中的最关键的因素： 信任。”輩輶訛 从全球卫生治理视角来看， 相互
信任是凝聚抗疫力量的基本要求， 也是让有效的抗疫经验得到普遍接受的基本前提。 《世界卫生组
织组织法》 也强调， 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为谋求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是有赖于个人的与国家的充分合
作。 疫情谣言则极有可能弱化国际间的相互信任， 进而延缓抗疫进程。 因此， 从国际制度层面对此
予以及时回应极为重要， 无需多言。

对于第二个问题， 在国际制度的话语权争夺中， 将疫情谣言治理纳入 《国际卫生条例》 是否可
行呢？ 有学者担忧， 重新开放对 《国际卫生条例》 全文的修订将会导致长达数年的谈判过程， 耗费
大量资源， 并且可能削弱 《国际卫生条例》 规范， 弱化人权保障。輩輷訛 诚然， 各国都希望借规则调整之
机将自身的意志贯彻进去以增强话语权， 由此极有可能导致长期博弈， 这一点从 《国际卫生条例》
的演变过程亦可看出。 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将疫情谣言治理纳入 《国际卫生条例》 的可行性。 其一，
日益增强的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共识使得疫情谣言全球治理具备比较充分的基础共识， 进一步将疫情
谣言治理予以制度化没有明显的分歧。 其二， 作为公共卫生危机的新冠疫情也给疫情谣言治理制度
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严重破坏了全球社会经济秩序， 这种

輩輵訛 孙吉胜：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 5期。
輩輶訛 《世卫组织： 太多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 领导人的混杂信息正在破坏信任》， 界面网： https: //www.jiemian.com/article/

4669780.html， 2020年 7月 15日访问。
輩輷訛 [美] 劳伦斯·戈斯汀、 丽贝卡·卡茨： 《〈国际卫生条例〉： 全球卫生安全的治理框架》，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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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状态会刺激对秩序恢复和制度重建的需求，輪輮訛 使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凸显、 阻力隐退以及变革失
败风险的降低。輪輯訛 一切有利于重建全球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都会在这种特殊的危机环境中获得更多认
同， 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于全球公共健康的维护。 这其实也一直是全球公共
卫生机制生成与演变的动力所在。 此外， 全球疫情防控实践还让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 “复合
相互依赖机制”輪輰訛 深入人心， 对这种 “复合相互依赖机制” 造成巨大破坏进而影响全球疫情防控的疫
情谣言自然会遭致更多抵制。 因此， 我们应当努力抓住当前这一制度变迁的 “关键节点”，輪輱訛 将谣言
治理融入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之中。

如何将疫情谣言治理纳入 《国际卫生条例》 中呢？ 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回答应从三个层次逐步展
开： 一是对疫情谣言进行概念界定； 二是对疫情谣言治理规则设计的基本思路； 三是将疫情谣言治
理规则融入 《国际卫生条例》 的既有体系。

1. 疫情谣言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虽然谣言一词逐渐转变为一个规范用语， 但对其内涵的界定依然并不清晰。 尤其是当其与言论

自由发生纠缠的时候， 如何确定其意义边界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 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来审视谣言
概念的时候， 基于具体国家宪制安排的言论自由对疫情谣言边界划定的干扰基本消失。 全球卫生治
理不会对个体的言论自由造成过多压制， 其主要着力于防范和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在此情境中
对疫情谣言作更加宽泛的理解并不会造成 “寒蝉效应”， 这是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第一个特殊语境。
全球卫生治理中疫情谣言虽然基本脱离了与言论自由的纠缠， 但却又陷入了国际政治的漩涡。 无论
是来自政府的谣言还是来自媒体的谣言， 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政治倾向， 皆旨在借助疫
情 “契机” 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 有学者甚至认为， 某些国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或 “武
汉病毒” 本质上是一种 “种族仇恨言论”。輪輲訛 就此而言， 全球卫生治理所需面对的谣言通常表现为一
种政治性谣言， 这是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第二个特殊语境。 学界对谣言的概念界定通常考虑行为模
式、 主观态度、 危害后果三个要素，輪輳訛 我们可以结合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两个特殊语境分别从这三个
角度进行分析。 就行为模式而言， 疫情谣言体现为捏造不符合事实的疫情信息、 扭曲事实的疫情信
息和传播未经证实的疫情信息。 “捏造” 和 “扭曲” 本身就反映了造谣的内在动机， 将其表达的信
息认定为谣言当无疑义。 对于国际主体和新闻媒体而言， 发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
疫情信息而言， 在传播之前有义务去证实， 如果无法证实就应该保持沉默。 这一点同国家内部谣言
治理的规则有所差异， 如果要求普通公民在传播信息之前履行信息证实义务， 极有可能构成对公民
监督权的限制。 就主观态度和危害后果而言， 如果出现了前述行为则可推定其主观上是恶意的， 并
在客观上给全球公共卫生秩序造成了损害。 从 《国际卫生条例》 规制逻辑看， 这里的疫情谣言更多
的是政治性疫情谣言， 非政治性疫情谣言的规制主要交给国内法和下文的技术治理完成。

2.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规则设计的基本思路
疫情谣言全球治理规则主要是对缔约国相关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 从缔约国的义务层面来看，

輪輮訛 王红霞： 《作为契机的危机———制度变迁视域下的 “大萧条” 之于经济法》， 载 《政法论坛》 2012年第 5期。
輪輯訛 徐晓军： 《社会秩序视角下的公共危机与制度变革》， 载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1期。
輪輰訛 参见李巍： 《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 载 《外交评论》 2016年第 1期。
輪輱訛 关于关键节点在制度变迁中的讨论， 参见段宇波、 赵怡： 《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研究》，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16年第 7期。
輪輲訛 参见 《人权专家学者研讨疫情给抗击种族主义带来的挑战》， 新华网： http: //m.xinhuanet.com/2020-07/03/c_1126194313.htm，

2020年 7月 17日访问。
輪輳訛 参见刘宪权： 《网络造谣、 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载 《法学家》 2016 年第 6 期； 孟凡壮： 《网络谣言扰乱公

共秩序的认定》，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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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缔约国应当努力禁止国内个人、 媒体等制造和传播疫情谣言， 通过各种措施制止疫情谣言的蔓
延， 营造国际社会积极合作的社会舆论环境。輪輴訛 二是缔约国自身应当秉持诚信原则， 坚决杜绝针对他
国制造和传播疫情谣言的行为。 从全球治理层面来看， 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诚信合作是应对全球
各种挑战的基本路径，輪輵訛 以诚信合作取代政治对抗在面对疫情危机时尤为重要， 而 “不造谣、 不传谣”
则是各国实现诚信合作的基本前提。 从缔约国的权利层面来看， 当其遭到疫情谣言攻击的时候应当
为其提供权利救济渠道。 在求生欲望和恐慌情绪的支配下， 人们对疫情谣言的辨识力会不自觉地降
低， 并由此影响到其行为选择， 最终极有可能损害被疫情谣言指向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因此， 疫情
谣言全球治理的规则应当包括对缔约国的权利救济方式。 此外， 既然是从全球治理角度规制疫情谣
言， 就不能回避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第 2 条的规定， 世
界卫生组织的任务包括 “提供卫生领域的情报， 咨询及协助” “协助培养各国人民对于卫生问题的
正确舆论。” 在疫情谣言泛滥之际，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任务尤其重要， 应当及时、 准确地向世界
公开疫情信息， 为被污名化的国家正名。

3. 将疫情谣言治理规则融入 《国际卫生条例》 的既有体系
《国际卫生条例》 的最新版本 IHR （2005） 总共 10 编 66 条。 如果要采用疫情谣言的概念， 则

需在第 1 编第 1 条的定义中进行细致的描述。 但同第 1 条其他被定义的概念相比， 疫情谣言的概念
很难得到那么精准的描述， 因此不建议直接使用疫情谣言的概念。 IHR （2005） 中与疫情谣言治理
关联紧密的是第 2 编 “信息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的第 5 条至第 11 条， 主要规定的是缔约国向世
界卫生组织通报公共卫生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向缔约国和有关政府组织发送上述信息。 这是正常
的公共卫生信息流转机制， 而疫情谣言是一种 “信息瘟疫”， 建议在第 11 条之后增加一条对疫情谣
言的规制予以独立调整。 具体可以分三款予以表述： （1） 缔约国不得捏造不符合事实的公共卫生信
息、 扭曲事实的公共卫生信息和传播未经证实的公共卫生信息， 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上述信息
的传播； （2） 缔约国受到来自其他缔约国不实公共卫生信息影响时， 有权请求世界卫生组织和总干
事采取协调措施； （3）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影响广泛的不实信息应当及时予以澄清， 对于影响广泛且
未经证实的信息应当及时核实并予以公布。 根据 IHR （2005） 第 55 条的规定， “对本条例的修正可
由任何缔约国或总干事提出”。 我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的谣言攻击最为严重， 可以依据第 55 条规
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将疫情谣言治理规则融入 《国际卫生条例》 的修正建议。

（二） “上帝的不一定归上帝”： 疫情谣言的技术治理

规则治理虽是疫情谣言全球治理的基本方式， 但并不排斥同时展开的技术治理。 无论规则制定
得有多么完善， 在谣言治理方面依然主要呈现为一种事后治理模式， 即通常当某种疫情谣言已广为
流传时才能启动谣言治理机制。 技术治理则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在谣言大肆传播之前及时封住其传
播渠道， 抓住疫情谣言治理的时间窗口。 因此， 技术治理可以较好地弥补规则治理对疫情谣言事
前、 事中控制方面的不足。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 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
维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 同时也不断赋予社会治理更高的智慧、 更强的动能。輪輶訛 全球性疫情谣言主要
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平台传播的， 特朗普的诸多荒谬言论也主要依托的是著名社交网站 Facebook， 借
助互联网平台实现疫情谣言的技术治理无疑是一种更加短平快的做法。

輪輴訛 张清敏：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载 《东北亚论坛》 2020年第 4期。
輪輵訛 曾令良： 《论诚信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适用》， 载 《现代法学》 2014年第 4期。
輪輶訛 邓少君：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理论逻辑及现实路径》， 载 《法治社会》 201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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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political� rumors� in� the�
world.� This� kind� of “ political� dumping� pot” behavior� will� not� only� help� to� promote� global�
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but�also� impact� the�already�fragile�social�and�economic�order.�
The�frequent�occurrence�of�epidemic�rumor�reflects�the�lack�of�governance�of�epidemic�rumor�in�
the�current�global�health�governance�mechanism.�It�is�urgent�to�make�up�for�this�short�board�in�the�
post� epidemic� era.� Global� public� health� ethics,� international� legal� community� and� Internet�
platform� technology� empowerment�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rumor� control� in� global�
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 from�the�perspective�of�consensus,�rules�and�techn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new� epidemic�
situation�weakens�the�resistance�to�the�establishment�of�international�rules�for�rumor�control�to�a�
certain�extent,�and�is�a�rare�opportunity�to�integrate�epidemic�rumor�governance�into�international�
health�regulations�(IHR).�As�far�as�the�existing�system�of�IHR�is�concerned,�it�is�feasible�to�add�a�
regulation�on�epidemic�rumor�after�Article�11.� In�addition,� the� Internet�platform�plays�a�unique�
role� in� cutting� off� the� spread� chain� of� epidemic� rumor.� Strengthening� cooperative� technical�
governance�from�both�international�and�domestic�dimensions�can�realize�the�gateway�of�epidemic�
rumor�control�to�move�forward.

Key Words: Epidemic� Rumor；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Technic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李广德）

本文所论乃疫情谣言的全球治理， 这里的技术治理并非指主权国家内部通过要求网络平台删帖
的方式展开的命令型治理。 互联网平台作为一国内部的民事主体， 并没有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 因
此， 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疫情谣言的技术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型治理， 而新冠疫情也给技术治理
的展开带来了契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2020 年 6 月 6 日， 143 名接受陈·扎克伯格基金会 CZI 资
助的科学家致信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信中这些科学家敦促扎克伯格应该更好地执
行社交媒体平台遏制错误信息、 打击煽动性言论的政策。輪輷訛 世界卫生组织也正通过多种渠道与国际著
名互联网平台合作， 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正确的疫情信息， 遏制错误疫情信息的传播。 据国外媒体
报道，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表示， Facebook 将为世界卫生组织免费发布应对冠状病毒的相
关广告， 并删除有关该病毒的虚假言论。輫輮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疫情风险的加剧， 这种合作型的技术
治理将会在疫情谣言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为此， 一方面要从国际层面塑造达成合作
型技术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让合作型技术治理意向的达成逐步规则化； 另一方面各国内部应该通过
法律和政策等多种方式鼓励、 支持本国互联网平台参与疫情谣言的全球治理。

輪輷訛 《143名美国科学家联名督促扎克伯格： 请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上》， 凤凰网： https: //tech.ifeng.com/c/7x7PZatuoil， 2020 年 7
月 6日访问。

輫輮訛 《Facebook 为世界卫生组织免费提供新冠病毒广告》， 新浪财经网： http: //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20-03-04/doc-
iimxxstf6385636.shtml， 2020年 7月 1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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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荣春 *

内容提要： 在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的启示下， 基于事实行为和规范行为的二分、 规范行
为与犯罪论体系不可分割， 且犯罪论体系是对行为事实作整体评价的体系， 故犯罪行为认
定的整体性思维便应运而生。 因与犯罪论体系 “从事实到规范” 的整体性运作同步， 故整
体性思维是犯罪行为认定的基本思维： 整体性思维能够确定单人行为的罪与非罪和共同行
为中的罪与非罪； 整体性思维不仅能够确定单人犯罪的罪名和共同犯罪的罪名， 而且能够
确定单人犯罪和共同犯罪的犯罪阶段形态； 整体性思维能够通过抓住 “牵连关系” “事实
认识错误” 和 “犯意转化” 以及 “犯罪现场的延长” 来确定罪数。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
思维是对个案事实全面、 客观评价的思维， 最终是为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提供事实基础的一种思维， 故其是犯罪行为认定的一种 “章法”。
关键词： 犯罪行为认定 整体性思维 罪名 罪数 犯罪阶段形态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5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在迄今为止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 一罪与数罪以及犯罪阶段形态等有关
犯罪行为认定的失出失入， 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实践现象。 造成前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缺失
整体性思维是其中一个原因， 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一、 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提出

犯罪行为的认定是对犯罪行为的规范性认知， 而这又是透过现象且超越 “细枝末节” 的 “价值
抽象” 与 “价值整合” 过程。 因此， 犯罪行为的认定， 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整体性思维过程。

（一）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对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启示

基于行为的事实性和规范性的二分， 有学者指出， 某个行为在事实层面上实现某个 “构成要
件”， 却未必在规范层面上该当此构成要件， 即 “构成要件实现性” 并不必然导向 “构成要件该当
性”。 例如， 法条竞合与 “事实行为” 无涉， 而具有包含关系的构成要件之间的竞合也须防止行为
的重复评价。① 究其原因， 犯罪行为的认定具有规范性质， 是对行为作整体性的价值抽象， 而整体性
价值抽象必然不会纠缠于行为的阶段性或局部性表象， 也不会纠缠于行为的 “细枝末节”， 即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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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前引①， 郑逸哲文。
譻訛 参见刘霜： 《刑法中的行为理论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52页。
譼訛 刘艳红主编： 《刑法学》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04-105页。

纠缠于行为的 “举止”。 于是， 作为刑法方法论的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便给了我们犯罪行为认定
整体性思维的方法论启示。

在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看来， 由于司法实践对犯罪行为的认定是 “事后” 的， 故犯罪行为认
定是对 “整件事” 的观察， 故该思维过程也必定遵循着 “整体性”， 即必定采用整体性思维。 正是
由于遵循整体性事实的方法论即采用整体性思维， 犯罪行为认定便遵循 “递移时间点观察” 的分析
方法。 例如： 甲计划购买铁锤一把， 闯入乙宅， 以锤毙之。 次日， 甲未能找到售卖铁锤的商店， 故
买入一把砍刀， 劈开大门， 闯入乙宅， 先踹昏乙， 后取乙宅中的菜刀杀之 （砍刀因劈门损坏）。 甲
正要离去， 乙的朋友丙来访， 甲为灭口， 持刀追杀丙， 但丙身手敏捷， 逃过追杀， 仅胳膊被砍伤。
本案中， 依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计划犯罪时”， 则甲 “仅有犯意”， 而无
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寻找售卖铁锤的商店时”， 则甲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
人罪 （预备）；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买到砍刀” 时， 则甲的行为仍构成故意杀人罪 （预备）， 并且
甲 “买砍刀” 的事实行为与原 “买铁锤” 的计划虽有所出入， 但在刑法上具有相同的规范意义， 因
为刑法并不关心 “具体细节的同一性”；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劈开大门” 时， 则甲 “举刀劈门”
的事实行为已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杀人罪 （预备）、 非法侵入住宅罪 （预备） 三个构成要件，
且由于事出同一举止， 故属于想象竞合；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闯入住宅” 时， 则甲的行为符合故
意杀人罪 （预备）、 故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踹昏乙” 时， 则甲
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 （预备）、 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伤害罪；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将乙砍成
重伤” 时， 则甲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杀人罪 （未遂）、 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将乙砍死” 时， 则甲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侵入住
宅罪、 故意杀人罪 （既遂）； 若将观察时点落于 “甲追杀丙不成而砍伤丙” 时， 则甲的行为符合故
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杀人罪 （既遂） 和故意伤害罪。②

在前例中，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选取了同一案件过程中不同的时空截点， 并先后对贯穿整个
犯罪过程的行为事实作出分析。 显然， 无论是犯罪行为的实现形态， 还是犯罪行为的性质与罪数，
随着行为事实要素的不断添加， 刑法规范评价的视野在不断扩张， 且结论也在不断变化中越发不断
“丰实”。 而前述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跨越行为的阶段性或局部性， 即不断跨越行为举止的， 性质凝练
与价值整合过程， 从而是一个整体性认知过程。 于是，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向我们启示了犯罪行
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二） 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观念前提

在 “递移时间点观察法” 所给予我们的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启示中， 暗含着行为的事实性
与规范性相区分的启示， 而行为的事实性与规范性相区分或事实性行为与规范性行为相区分， 是犯
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观念前提。 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 “危害行为” 与欧陆刑法理论中在构
成要件之前、 作为构成要件评价对象的 “举止” （Verhalten） 不同， 但常被混淆。③ 在我国传统刑法
理论的语境下， “危害行为” 具有规范意义， 因为 “危害行为” 不仅具有 “有意性” 与 “有体性”，
而且具有 “有害性”。④ 根据《刑法》 第十三条， 首先， 犯罪是行为， 即刑法以行为为评价对象； 第二，
要认定行为为犯罪， 则行为需具备社会危害性。 因此， 犯罪行为是具有刑法规范意义的， 且其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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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意] 切萨雷·贝卡里亚：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第 43页。
譾訛 参见陈兴良： 《行为论的正本清源———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载 《中国法学》 2009年第 5期。
譿訛 参见 [德] 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修订译本）， 徐久生译，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76-177页。
讀訛 参见许玉秀： 《当代刑法思潮》，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10页。
讁訛 参见前引⑧， 许玉秀书， 第 110-111页。
輥輮訛 参见李世阳： 《行为论的新展开》，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2期。
輥輯訛 参见前引⑧， 许玉秀书， 第 110-111页。
輥輰訛 参见 [德] 雅科布斯： 《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 冯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68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雅科布斯书， 第 99页。

于犯罪论体系的检验。 进一步地， 犯罪行为并非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 “举止” （Verhalten） 或曰事
实性行为， 而是符合犯罪构成的规范性行为。 例如， 妻子乙误食有毒食品， 丈夫甲袖手旁观， 导致
乙因未及时就医身亡。 在事实意义上， 甲 “袖手旁观” 的一系列举止仅仅是刑法的评价对象， 而将
之定性为 （不作为） 故意杀人罪， 则是评价结论且具有规范色彩， 但该评价结论需依据夫妻间救助
义务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才能作出。 再如， 司机甲边开车边看手机视频， 由于看得入迷而发生
追尾事故， 且致乙车毁而人亡。 边开车边看手机视频这本来是中性无色的事实行为， 但当其被定性
为交通肇事罪， 便属于刑事规范性行为， 而据以定性为交通肇事行为的便是交通运输的相关规范。
可见， 行为在不同层面上是可以赋予不同属性的： 在物理层面上， 行为只具有事实属性或自然属
性； 而在价值层面上， 行为则具有规范属性。 但由于传统刑法理论不区分危害行为与犯罪构成之前
的 “裸的行为”， 故在犯罪论体系中行为既是评价对象， 又是评价结论。 这便造成了事实行为与规
范行为即行为的事实性与行为的规范性被相互混淆， 且此相互混淆对应着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长期对
事实与规范的相互混淆。 由此， 规范行为包括危害行为没有获得独立地位。 因此， 按照评价对象和
评价结论来区分行为概念是 “必须” 的， 即行为 “必须” 区分为事实行为与规范行为。 区分事实行
为与规范行为， 意味着先予肯定事实行为的地位， 因为事实行为是规范行为的基础或 “胚胎”， 正
如贝卡利亚强调 “犯罪是一种行为”。⑤ 为了区分事实举止和规范行为， 古典刑法学家尝试将行为作
为首要的、 独立的检验犯罪的步骤。⑥ 在李斯特时代， 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的行为需具备 “有意性”，
并据此排除神经反射、 梦游等无意识举止。⑦ 对于区分事实行为与规范行为， 我们可以找到的例证
是： 在德国刑法理论上， 实行行为的 “举止” 与具有规范属性的实行行为本身是有区别的。

事实行为与规范行为的区分， 是随着实行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演化而强化的。 纵向考
察， 实行行为概念经历了从独立于不法阶层的努力， 到不得不融入不法判断的妥协， 故独立的行为
阶层是逐渐被 “放弃” 的阶层。⑧ 例如， 在德国刑法学中， 当因果行为论被批评为缺乏规范性之后，
目的行为概念、 社会行为概念、 人格行为概念均被批评缺乏刑法意义上的规范性， 而更进一步的消
极的行为概念、 沟通的行为概念和有责的行为概念则完全将行为融入刑法的归责体系中。⑨ 更为甚者，
实行行为概念的实质化趋势使其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且可被风险概念取代，⑩ 以至于学者认为行为概
念是对刑法理论资源的浪费， 是非必要的。輥輯訛 事实上， 由于行为具有定型化功能， 故否定 “行为论”
是冲动的、 不明智的， 而否定行为论便是否定从行为的事实性到行为的规范性这么一个 “行为属性
层次论”， 从而否定 “从事实到规范” 的犯罪认知进程。 但是， 行为论的学术史已经说明： 不仅规
范行为不可能独立或 “游离” 于犯罪构成， 而且区分事实行为与规范行为可以更好地解决归责问
题。 于是， 在与事实行为相互区分之中， 规范行为有赖于犯罪论体系所形成的规范评价的整体性或
整体性规范评价。 正如雅科布斯所认为的， 刑法上的行为概念必须把社会和刑法纳入其中， 行为概
念属于不法理论，輥輰訛 且行为以责任归属为前提， 而责任归属又以不法归属为前提。輥輱訛 由此， 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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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 [德] 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 蔡桂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46页。

看出， 犯罪行为和犯罪论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且犯罪行为认定的规律与犯罪论体系自身的规律
是一致的。 其实， 在犯罪论体系中， 当行为阶层试图独立于 “不法” 和 “有责” 阶层， 其或是在
“事实性” 中固守独立 （如因果行为论）， 或是在不具有 “刑法意义的规范性” 中固守独立。 但既然
犯罪论体系是对行为事实的规范认知体系， 则犯罪论体系中的行为势必身陷 “规范性” 之中。 而在
三元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中， 行为的规范性也并非仅限于不法阶层， 而是贯穿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
判断、 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和行为有责性的判断， 即贯穿于三元递进式犯罪论体系的整个展开或运行
过程。 事实性行为与规范性行为的对应和递进， 即行为的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对应和递进， 呼应着犯
罪论体系内具的 “事实—规范” 的逻辑构造。 犯罪论体系逻辑构造中的规范性判断是从 “事实” 这
一极所对应的表象性和零散性走来的实质性和整合性判断， 故事实性行为与规范性行为相区分， 便
构成了犯罪论体系中规范性判断， 从而是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观念前提。

（三） 犯罪行为认定整体性思维的犯罪论体系证成

前文已经将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与犯罪论体系勾连了起来， 但尚需进一步深入。
在本文看来， 犯罪行为的认定遵循 “从事实到规范” 的认知规律在三大犯罪论体系中都是实际

存在的。 具言之， 在传统四要件整合式犯罪论体系中， 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这两个要件本
来所对应的只是价值无色的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 而只有附加了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这两个要件，
前述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才生成或形成了刑事规范性， 即演变成规范事实， 或事实行为演变成刑事
规范行为。 易言之， 在传统四要件整合式犯罪论体系中， 行为的规范性对应着犯罪构成的完备性或
齐备性， 故行为的规范性认知即犯罪行为的认定对应着行为评价在该体系中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在
德日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中， 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和有责性分别对应着事实判断、 价值判
断和责任判断， 故构成要件那里的行为即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原本只是事实性行为。 而只有
当经历了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肯定判断， 才能说构成要件那里的行为生成或形成了刑事规范性。 因
此， 规范性行为在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中同样对应着刑事评价的全面性与完整性。 而在英美双
层式犯罪论体系中， 居于上层的 “犯意” 和 “犯行” 要件所对应的也只是行为人的主观事实与客观
事实， 而只有当经历了居于下层的 “排除合法辩护” 的肯定判断， 则居于上层的主观事实与客观事
实所结合成的 “行为本体” 才演变成刑事规范性事实。 因此， 在英美双层式犯罪论体系中， 规范性
行为依然是完整评价的结果。 可见， 三大犯罪论体系所映现出来的是行为如何从事实性走向规范性
的认知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事实行为与规范行为的区分及其地位便得到了直观的揭示或说明， 正
如探讨行为人是否有构成犯罪的行为， 不必在审查之初即判定其相应的规范行为， 而应将之当作符
合构成要件事实的一部分。輥輲訛 可以认为， 事实行为是描述性行为， 规范行为是评价性行为， 而评价性
行为已经包含了描述性行为， 即以描述性行为为衬底。 但两相比较， 行为的描述性可以是片段性或
分割性， 从而是表象性； 但行为的评价性只能是整体性与一体性， 从而是内在性， 因为任何一种犯
罪论体系包括现有的三大犯罪论体系， 最终都是行为评价体系， 即赋予行为以规范性并且是刑事规
范性的体系， 故最终都是犯罪行为认定体系。

由于犯罪论体系本身是完整的， 故其对行为的规范评价或行为被规范评价自然也是完整的。 相
应地， 作为刑法规范评价的犯罪行为认定， 自然也是完整的， 而非支离破碎的。 于是， 当犯罪行为
认定是一种针对或围绕事实行为的规范评价， 则其必然采用规范性评价所对应的完整性思维， 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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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或应该穿透行为的表象性和舍弃行为的 “细枝末节性”。 因此，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最终
是抽象性思维和提升性思维。 又当犯罪行为认定包括罪与非罪的认定、 罪名即此罪彼罪的认定、 犯
罪阶段形态的认定和罪数的认定， 则完整性思维便先后或依次得到采用与体现。 由此可见， 犯罪认
定的整体性思维是犯罪行为认定 “从事实到规范” 的当然结论， 同时也是内具 “事实—规范” 逻辑
构造的犯罪论体系的当然结论。 与犯罪论体系及其 “事实—规范” 逻辑构造相对应的是犯罪行为认
定的整体性思维， 其总体要求是： 禁止将完整的行为事实通过 “行为阶段” 甚或 “行为举止” 予以
分割， 从而禁止 “分割评价” 和 “片段评价”， 最终禁止犯罪行为认定的失出失入， 以保障罪刑法
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是犯罪行为认定的一种 “章法” 或 “方法论”， 其势必在犯罪行为
的认定上得到具体的体现或验证。 而如果立于整体性思维予以反观， 则沉湎或迷失于行为事实的
“物理性细节” 即行为举止的便是 “片段性思维” 或 “切割性思维”， 而 “片段性思维” 或 “切割性
思维” 是 “文学描述性思维” 和 “一叶障目性思维”， 其必然导致犯罪行为认定的失出失入。

二、 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指的是在对单人行为和共同行为中的部分人行为进行罪与非罪认
定时应秉持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罪与非罪的认定偏差。

（一） 单人行为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单人行为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在对单人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认定时， 应秉持
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罪与非罪的认定偏差。

例如： 1990 年 4 月 30 日， 邵建国与本所部分干警及联防队员沈某某 （女）， 应邀到苏某某家喝
酒。 酒后几个人在返回派出所途中与邵建国的妻子王彩相遇。 王彩原来就怀疑邵建国与沈某某关系
暧昧， 看到邵与沈又在一起， 更加怀疑二人关系不正常， 便负气回家。 当晚 7 时许， 邵建国与王彩
在家中为此事争吵不休。 争吵中邵建国说： “我不愿意见到你。” 王彩说： “你不愿见我， 我也不想
活了， 我死就是你把我逼死的。” 邵说： “你不想活了， 我也不想活了， 我们两个一起死。” 邵把自
己佩带的 “五四” 式手机从枪套里取出， 表示要与王彩一起自杀。 王彩情绪激动地说： “要死就我
死， 你别死， 我不想让儿子没爹没妈。” 王彩两次上前与邵夺枪没有夺到手， 邵即持枪进入卧室。
王彩跟着进去说： “要死我先死。” 邵说： “我不会让你先死的， 要死一块死， 你有什么要说的， 给
你们家写个话。” 王彩便去写遗书， 邵在王快写完时自己也写了遗书。 随后， 王对邵说： “你把枪给
我， 我先打， 我死后你再打。” 邵从枪套上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 使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王
彩见此情景， 便从邵手中夺枪。 在谁也不肯松手的情况下， 邵建国把枪放在地上用脚踩住。 此时，
王彩提出和邵一起上床躺一会， 邵表示同意， 但没有把地上的枪拣起。 邵躺在床里边， 王躺在床外
边， 两人又争执了一会。 大约晚 10 时许， 王彩起身说要下床做饭， 并说： “要死也不能当饿死鬼。”
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彩的双肩， 不让王彩拣枪。 王说把枪拣起来交给邵， 邵便放开双手让王去
拣枪。 王彩拣起枪后， 即对准自己的胸部击发。 邵见王开枪自击后， 发现王胸前有一黑洞， 立即喊
邻居前来查看， 同时将枪中的弹壳退出， 把枪装入身上的枪套。 王彩被送到医院， 经检查已经死
亡。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邵建国犯故意杀人罪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
后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邵建国有期徒刑七年。 邵建国不服一审判决， 其上诉理由： “主观上没
有诱发王彩自杀的故意， 客观上没有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 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人邵建国在与其
妻王彩争吵的过程中， 不是缓解夫妻纠纷， 而是以 “一起死” “给家里写个话”、 掏出手枪等言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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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案例选 1992 年至 1996 年合订本》 （刑事卷），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79-284页。

輥輴訛 参见阮齐林： 《刑法总则案例教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45-247页。
輥輵訛 参见陈兴良： 《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之定性研究———邵建国案分析》，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第 6期。

动激怒对方， 在王彩具有明显轻生念头的情况下， 邵建国又将子弹上膛， 使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
态， 为王彩的自杀起了诱发和帮助作用。 邵建国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彩自杀的结果， 但他对
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 以致发生了王彩持枪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 邵建国诱发、 帮助王彩自杀的行
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輥輳訛 对前例， 法院内部曾形成多种意见： 一是认为， 邵建国构成 （间接） 故意
杀人罪， 因为邵建国明知王彩有轻生念头却提供枪支、 将子弹上膛， 客观上帮助了王彩自杀， 且其
对王彩的自杀主观上持放任态度。 二是认为， 邵建国无罪， 因为王彩属自杀身亡， 邵建国无杀人故
意， 也无杀人行为。 此外， 邵、 王属相约自杀， 却只有一方自杀， 故邵建国无罪责。 三是认为， 应
类推定违反枪支佩戴规定致人死亡罪或 “帮助自杀罪”。輥輴訛 实务界另有人指出， 本案中邵建国夫妻双
方争吵时间较长， 夫妻俩都存在多个行为。 而考察邵建国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 只有王彩开枪自杀
前后较短时间段内邵建国的行为才具有评价意义， 而绝对不允许笼统地把整个吵架过程中的行为组
合起来， 以形成一个 “邵建国诱发并帮助其妻自杀的行为”， 否则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在王彩
实施开枪自杀这个行为之前， 邵建国是阻止王彩捡枪自杀的。 王彩曾有从邵建国手中夺枪的动作，
但邵建国并没有让王彩得逞， 这充分说明了邵建国并不真正希望王彩自杀。 在谁也不肯松手的情况
下， 邵建国把枪踩在地上是相对安全的， 两人抢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比较危险。 然后， 王彩提出两
人一起上床休息。 到了晚上十时许， 王彩起身说要下床做饭， 并说： “要死也不能当饿死鬼”。 邵建
国并没有放松警惕， 而是坐起来双手扳住王彩的双肩， 不让王捡枪。 王又骗邵说把枪捡起来交给
他。 此时， 双方吵架已经冷静了一段时间， 邵建国又听王彩说 “要死也不能当饿死鬼” 的话， 其有
理由相信王彩已经放弃了自杀念头。 在这种情形下， 邵建国才同意王彩去捡枪交给自己。 因此， 在
邵建国的实时行为中， 既无诱发王彩自杀的行为， 也无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 无法归纳提取邵建国
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要件， 故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邵建国说过一些火上浇油的气头话， 例如
“要死一起死” 和 “给家留个话” 等， 还实施了从枪套中取出手枪， 将子弹上膛的行为， 但这些都
是邵建国针对王彩自杀吵闹的无理言行而毫不示弱的强硬表现， 并非是真心企图诱导或者帮助王彩
自杀的行为。 邵建国将枪支上膛的意气之举， 客观上是被王彩利用了。 王彩欺骗了邵建国， 取得枪
支后随即开枪自杀， 这事无法预料且来不及阻止。 王彩开枪自杀， 邵建国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只成
立意外事件。 该案司法机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即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都不是从一个行为中提
取的， 而是从二个以上的行为中分别提取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拼凑起来的， 违反了刑法意义上的故
意杀人行为只能是一个行为， 而不是二个以上行为的组合。

陈兴良教授认为该案使用三阶层体系不构成犯罪， 使用四要件体系成立故意杀人罪， 但使用不
同定罪方法能够改变案件性质属 “不可想象”。輥輵訛 其关于邵建国 “诱发、 帮助自杀的行为” 不具有故
意杀人罪构成要件该当性而无罪的观点， 也不符合案件事实， 因为所谓 “诱发、 帮助自杀行为” 其
实是从整个案件事实中拼凑出来的， 且无论是 “诱发行为”， 还是 “帮助行为”， 都没有直接造成法
益被侵害， 故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 王彩自杀时， 邵建国的实时行为既没有诱发其妻自杀的行为，
也没有帮助其妻自杀的行为。 这种情形无论使用何种犯罪论体系， 邵建国的行为都是无罪。 可见，
这种观点犯了拼凑 “实行行为” 的错误， 故出现使用不同的犯罪论体系结果不一样的奇怪现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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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肖佑良： 《四要件体系之浴火重生》， 见 “法学在线” 肖佑良博客：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SpaceArticleDetail.
aspx?AuthorId=148527&AID=85115&Type=1， 2019年 2月 14日访问。

此案例抨击四要件体系不如三阶层体系， 自然经不起推敲。輥輶訛

在本文看来， 通过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以不具有构成要件的 “该当性” 而对本案行为人作出无罪
结论， 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 当然， 以前述结论来质疑四要件犯罪论体系， 也显然是牵强的。 但
是， 异议者局限在被害人开枪自杀前后较短时间段内行为人的行为即所谓 “实时行为” 来得出行为
人无罪的结论， 也显然是不客观的， 因为对于此类发生过程 “一波三折” 的刑事案件， 且行为人的
犯罪心理 “扑朔迷离”， 正需要 “整体性思维” 来客观、 全面地认定个案行为以避免对个案行为的
“断章取义”， 而运用 “整体性思维” 来客观、 全面地认定个案行为绝非 “拼凑” 个案行为。 这里，
异议者将故意杀人行为视为 “只能是一个行为”， 存在着对犯罪行为的误解， 因为犯罪行为可以在
时空上表现为具有接续性的多个行为 “举止” （事实行为）， 故其 “拼凑” 的批评难经推敲。 就本案
而言， 若采用整体性思维， 则我们不仅会将行为人从其说 “我不愿意见到你” 到被害人捡起枪的
“言” 与 “行” 紧密结合起来， 而且会将被害人从其说 “我也不想活了， 我死就是你把我逼死的”
到被害人捡起枪的 “言” 与 “行” 紧密结合起来， 进而将行为人的言行与被害人的言行紧密结合起
来。 如此， 我们将得到一个行为人先强化被害人自杀念头， 而后又制造了被害人捡枪自杀的客观危
险这一基本行为事实： 当被害人没有抢到枪而行为人持枪进入卧室后， 行为人为何不把枪放到一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 当被害人说 “你把枪给我， 我先打”， 行为人就从枪套上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而
使得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行为人的用心何在？ 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一起上床躺一会之前， 行为
人为何不将手枪捡起且让被害人躺在床外边即更加接近手枪的位置？ 难道行为人仅仅是扳住被害人
的双肩通过言语不让被害人捡枪， 行为人就能足以确信被害人不会捡起枪来自杀？ 因此， 在本案
中， 行为人即使不构成 “诱发、 帮助型的故意杀人罪”， 也至少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而绝非无罪，
并且将行为人的行为视为 “诱发、 帮助型的故意杀人罪”， 也同时体现了个案行为认定的 “矛盾论
（矛盾的主要方面）” 哲学思维。

行为不同于行为的举止， 且行为往往是由一系列举止所构成的。 窥视举止， 我们往往感受到的
是行为的现象性与事实性； 统揽行为， 我们才可能对举止运用价值进行 “有机串联”， 从而作出行
为定性， 亦即 “统揽” 才能使得我们捕捉到行为的实质性与价值性。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正
是防止我们迷失或沉湎于行为举止甚至是部分行为举止之中， 从而对整个行为及其性质形成盲视。
而由前例可见，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较为或极其隐秘的刑事个案， 整体性思维能够防
止我们罪与非罪的认定偏差。

（二） 共同行为中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共同行为中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在对共同行为中的某一方行为即部分行为人
的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认定时， 应秉持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罪与非罪的认定偏差。

例如： 甲大摆宴席贺儿满月， 同事纷纷前来捧场， 觥筹交错至深夜方散。 甲大醉， 送同事丙出
门。 丙发现自己的摩托车不见， 到处找寻无果。 此时， 甲见旁边另有几辆摩托车即回家拿来扳手、
榔头等工具。 甲叫丙给他递送工具， 将其中一辆摩托车的车锁撬开， 然后将此车交给了丙， 叫他骑
走。 第二天， 甲的弟弟乙发现甲的摩托车 （价值两万元） 丢失，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 甲的摩
托车被甲、 丙前夜 “盗走”。 对丙如何处理？ 周光权教授认为， 按照四要件说， 即便因摩托车是甲
的而对甲不处罚， 也不能免除丙的盗窃罪责任， 因为丙帮助甲实施盗窃行为， 丙有盗窃故意， 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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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周光权： 《刑法总论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39-340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肖佑良文。

施了帮助行为， 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四要件说实际上是纯粹的引起说立场， 即共犯行为只要与
正犯的违法性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对于共犯就需要处罚。 至于正犯的行为， 只要属于某种
违法行为即可， 而即便正犯没有构成要件符合性， 共犯也能够成立。 丙的帮助行为与甲的违法性法
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故丙需要处罚。 但是， 这一结论无视盗窃罪的规定， 也不符合犯罪支配
说和共犯从属性理论。 纯粹引起说的问题在于： 如果将 “纯粹引起说” 贯彻到底， 会得出 “没有正
犯的共犯” 的不合理结论。 在本案中， 财物本身就是甲所有， 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明知是 “他人的
财物” 而窃取的构成要素， 故其不是正犯。 而甲盗窃自己的财物， 说明其对自己的财物所有权有所
放弃， 故其财产权益不需要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认为丙的帮助行为通过正犯甲实施了构成要
件行为， 并通过该行为媒介导致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 故对丙追究刑事责任就缺乏理论依据。輥輷訛 实务
界有人指出， “没有正犯的共犯” 的观点及对丙追究刑事责任缺乏理论依据的观点， 脱离了司法实
际。 事实上， 盗窃室外停放的摩托车， 实行行为应是将摩托车从车主停放的位置 “移走” 的行为，
而撬锁仅仅是盗窃摩托车实行行为的 “准备工作”。 因此， 前述观点颠倒了主从犯， 进而攻击四要
件犯罪论体系不能正确处理共同犯罪问题。 本案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处理， 甲无罪， 丙构成盗窃
罪， 理论上无可挑剔。輦輮訛

先撇开阶层式 （包括三阶层） 犯罪论体系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争执不谈， 在本文看来， “没
有正犯的共犯” 当然是将正犯与共犯予以割裂， 而正犯与共犯的割裂意味着将完整的共同犯罪事实
予以割裂， 但 “没有正犯的共犯” 未必是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结论。 就本案而言， 如果是甲单独作
案， 即将自己的财物当作他人的财物予以 “盗窃”， 则可藉由财物所有权的放弃即财产权益不需要
保护， 或 “对象不能犯” 而将甲的行为认定为无罪。 但在本案中， 丙将摩托车从现场骑走的行为，
即其将摩托车从车主停放的位置移走的行为， 才是盗窃罪的实行行为。 丙构成盗窃罪既遂毫无疑
问， 而甲回家拿来扳手、 榔头等工具且将车锁撬开的行为， 显然属于盗窃罪的帮助行为。 易言之，
甲因与他人共同作案而身陷一个完整的共同犯罪事实， 从而应承担共犯责任。 如果承认单独犯罪与
共同犯罪是有区别的， 且甲单独犯罪可因保护法益的实际不存在或 “对象不能犯” 而无罪， 则甲在
与丙共同犯罪中便不可仍然是无罪。 甲在丙的盗窃犯罪中无论是主观上， 还是客观上都起到了帮助
的作用， 即其所想所为与丙所想所为已经捆绑成一个完整的共同犯罪事实， 故甲构成丙所犯盗窃罪
的共犯当无疑问。 而这一点丝毫不应受到甲帮助别人盗窃自己财物这一 “意外因素” 的影响。 易言
之， 应当肯定甲为共犯， 即应当肯定甲的行为具有 “当罚性”， 但其行为是否具有 “需罚性”， 可因
案而论。 因此， 就本案而言， 甲无罪的前述学说或立场都是有问题的。 前述 “捆绑” 一说只是共同
犯罪事实的形象表达。 “捆绑” 也罢， “共同” 也罢， 都在正视和尊重个案事实的完整性。 就本案而
言， 所谓个案事实的完整性包括主观事实的完整性即共同故意和客观事实的完整性即共同行为。 于
是， 在本案中， “以事实为根据” 就具体为 “以完整的共同犯罪事实为根据”。 可见， 当对单人行为
而言本来属于 “对象不能犯” 的情形掺杂于共同行为中时， 整体性思维能够防止我们对前述情形在
罪与非罪认定上的偏差。

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形成的， 是对共同犯罪行为的共同评价。 由于共同评价也是且更是
一种整体性评价， 故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在共同行为中更是反对切割定性的。 由于是一种对
个案行为全面、 客观评价思维， 故罪与非罪认定的整体性思维最终是一种 “不枉不纵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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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的私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498-502页。
輦輰訛 参见肖佑良： 《评 〈刑法的私塾〉 之缺陷》， 见 “法学在线” 肖佑良博客：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SpaceArticle

Detail.aspx?AuthorId=148527&&AID=84324&&Type=1， 2019年 2月 14日访问。

三、 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包含单人犯罪罪名认定和共同犯罪罪名认定的两类整体性思维。

（一） 单人犯罪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单人犯罪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对单人犯罪的罪名进行认定时应秉持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罪名认定的失出失入。

例如： 甲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就溜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并用该酒店的电话向一家拉菲红酒经销
商订购了 4 瓶红酒， 市价共计 4.2 万元。 A、 B 二人为拉菲红酒经销商的送货收款人员， 在二人将甲
订购的 4 瓶红酒送到甲所在的五星级酒店的吧台后， 甲以送来的红酒没有包装为由， 要求 A 回去拿
包装。 A 走后， 甲又对 B 说， 你先把酒放在吧台这里， 现在和我上 18 楼去拿现金， 但当电梯坐到 2
楼时， 甲假装接到电话， 要去处理急事， 让 B 单独到 18 楼某某房间拿酒的价款， B 信以为真， 甲
随即到该酒店一楼吧台处， 将 4 瓶红酒拿走。

对于前例， 张明楷教授认为， B 把红酒放在吧台后跟随甲上楼去取钱的行为应评价为诈骗罪中
受骗人处分财物的行为。 在前例中， B 之所以会将红酒放在吧台， 是因为他以为甲是该五星级酒店
的人员， 而吧台上的服务人员也是该五星级酒店的人员， 将酒放在吧台就相当于向甲所在的酒店交
付了货物， 故其跟着甲上楼领取红酒的价款就是期待酒店在自己交付了货物之后会付相应的对价。
当货物送到甲指定的地点以后， 就可以认为送货人已经交付了财物， 即已经处分了财物， 故甲构成
诈骗罪。輦輯訛 实务界有人指出， 甲的行为系盗窃。 本案的交易属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形。 张明楷教
授关于先交货后交钱的观点， 是有条件的。 交易双方在彼此熟悉， 互相信任， 多次成功交易的情形
下， 双方才会使用这种交易方式。 但本案并不是这种情形， 买卖双方先前并没有打过交道， 没有信
任感， 只能采取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完成交易的方式。 B 把货放在吧台后， 接着跟甲去拿货款， 就
意味着采取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方式。 甲采取欺骗手段是为了把 B 从财物旁边引开， 使
B 放松对财物的控制， 然后自己立即返回放置财物的吧台将红酒盗走。 而在 B 没有拿到货款之前，
随时可以撤销交易取回财物。 在即时交易的情形下， 将红酒放置在吧台， B 仍对财物具有所有权。
B 没有拿到货款， 这个红酒就是 B 的财物， 就还没有交付给对方。 本案甲把 B 骗开之后返回吧台盗
窃红酒的行为， 是本案的直接行为， 甲实施的诈骗行为没有直接获得财物， 故成立盗窃罪而不是诈
骗罪。輦輰訛 对于前例， 如果对甲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 则意味着对本案事实仅仅是摘取了甲到吧台将红
酒盗走这一环节予以评价， 而忽略了之前甲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一系列行为。 正如张明楷教授所
认为， 在 B 看来， 既然将酒放在吧台就相当于向甲所在的酒店交付了货物， 而其跟着甲上楼领取红
酒的价款就是认为酒店愿意支付对价， 而 B 陷入前述错误认识， 显然是由甲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所
导致。 本案是发生在双方交易中， 但行为人违背诚信， 采用骗术不法占有他人财物， 而 “窃” 只是
行为人精心设计骗局中的 “一环” 而已。 因此， 前例对甲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由于甲到吧台将
红酒盗走是其此前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行为的自然延续， 故诈骗罪的定性能够体现对本案行为的全
面评价， 全面评价当然是客观评价， 而对个案行为的全面评价自然是基于 “整体性思维”。 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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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肖佑良文。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肖佑良文。

如果是采用 “整体性思维”， 则本案行为的定性便自然是诈骗罪而非盗窃罪。 顺便强调的是， 盗窃
罪与诈骗罪在行为手段上可以相互包含， 即 “窃中有骗” “骗中有窃”： 前者如行为人对被害人指示
一处热闹以转移被害人的注意力， 然后乘机窃走被害人的财物； 后者如前文讨论的红酒案。 但就
“窃中有骗” 而言， “窃” 是行为， “骗” 是行为举止， 即 “窃” 是规范性和整体性评价， 而 “骗”
是事实性与细节性描述； 就 “骗中有窃” 而言， “骗” 是行为， “窃” 是行为举止， 即 “骗” 是规范
性和整体性评价， 而 “窃” 是事实性与细节性描述。 于是， 能够抓住 “包含性” 的认定， 便体现整
体性思维。 可见在单人犯罪罪名的认定中， 采用整体性思维能够防止此罪与彼罪的定性失准。

（二） 共同犯罪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共同犯罪罪名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对共同犯罪的罪名进行认定时应秉持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罪名认定的失出失入。

例如： 甲乙两人在负责给他人运送变压器时， 发现变压器中有许多冷却油， 便想将这些冷却油
抽出来卖掉， 但只有用电动油泵才能将这些冷却油抽出来， 而甲乙并没有油泵。 甲乙找到有电动油
泵的丙， 丙在知情之后， 在给了甲乙 2000 元以后， 用电动油泵将价值 5200 元的冷却油抽出来据为
己有， 并重新将变压器的螺丝等拧好。 甲乙丙构成何罪？ 张明楷教授认为， 变压器内的冷却油应属
封缄物中的内容物， 故构成盗窃罪。 但如果说甲乙负责承运没有密封起来的价值 2 万元的冷却油，
甲乙找到丙之后， 丙在支付了 5000 元之后， 用自己的设备将冷却油抽到自己的储油罐里， 则甲乙
应成立侵占罪， 而丙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輦輱訛 实务界有人指出， 该案系合同诈骗案。 使用冷却油
的变压器本身就是密封的， 这与法律上的封缄物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本案中使用封缄物的概念，
不符合实际。 变压器运输途中不用封缄， 到达购买方存放地或者使用地， 也不存在开启封缄物。 本
案的冷却油是变压器有机组成部分。 两行为人当初承诺运输变压器时， 就是承诺将变压器整体包括
其中的油在内运到指定地点， 这是对整个运输过程的承诺。 在运输途中， 甲乙二人产生非法占有的
故意， 监守自盗， 实施盗窃变压器油的行为， 该行为本身就是对当初的承诺———运输变压器整体
（含油） 到指定地方———的直接违反。 这意味着甲乙两人当初的承诺具有虚假欺骗的成分， 变压器
油等同于是从发货人手里骗取的， 故构成合同诈骗罪。 丙明知甲乙两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仍然帮助盗
油并收购变压器油， 属于事中合同诈骗犯罪的帮助行为， 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帮助犯。 至于丙给甲乙
两人 2000 元， 是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分赃行为， 不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盗窃罪的观点不符
合事实， 因为整个变压器都处在甲乙两人运输保管中， 不属于他人控制之下。 即使是没有密封起来
的冷却油， 在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监守自盗的， 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侵占罪。 侵占罪的观点犯
了割裂案件事实， 断章取义的错误。輦輲訛 本文认为， 如果丙的行为成立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则意味
着被掩饰、 隐瞒的犯罪成立在先。 但在本案中， 丙的成罪行为与甲乙的成罪行为在时空上是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 即不存在甲乙的行为先成立一个罪即被掩饰、 隐瞒的相应犯罪， 而丙的行为又后续成
立另一个罪即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显然， 丙另外成立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观点无形之中割
裂了甲乙丙三人共同犯罪事实的完整性。 而本案中甲乙丙共同犯罪事实的完整性体现为对冷却油这
一赃物及其价款不法占有的共同谋议、 动手与分赃。 因此， 无论变压器是否封缄物， 都不影响在本
案中对共同犯罪事实予以整体性把握， 从而不影响对本案罪名的统一认定。

在采用整体性思维之下， 本案应取何种罪名呢？ 在本文看来， 异议者所谓 “监守自盗” 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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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另有一番启发。 若采用整体性思维， 则本案中甲乙丙三人的行为在犯罪属性上以财产侵犯性为一
致性或同一性， 即三人的行为都集中体现为侵财性。 因此， 对于三人共同犯罪的定性即定罪应在侵
犯财产罪范围内予以考量。 在本案中， 不法占有财产的关键行为是丙用电动油泵从变压器中抽取冷
却油， 而这一行为正是不法占有财产的实行行为。 很显然， 前述关键行为即实行行为是盗窃性质，
即丙是盗窃罪的实行犯， 且其分赃远远多于甲乙二人。 而甲乙只是将变压器中有冷却油的实情告诉
了丙， 其将不法占有财物的希望寄托在丙有电动油泵且使用电动油泵上。 因此， 甲乙明显是丙的帮
助犯， 即为甲乙丙三人共同犯罪的从犯。 最终， 对本案只宜认定为一个罪即盗窃罪。 对本案只认定
盗窃罪， 也符合关于共同犯罪定罪的 “依主犯定罪说”。

由前例可见， 与整体性思维相对立的是切割性思维， 而切割性思维往往会将共同犯罪行为 “切
割” 出部分行为人的举止， 从而对部分行为人的举止独立定罪， 最终导致罪出多门。 相反， 在共同
犯罪罪名的认定中， 采用整体性思维认定规范行为， 能够防止 “切割定罪”， 从而防止罪出多门。

四、 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包含着单人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和共同犯罪阶段形
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一） 单人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单人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对单人犯罪的犯罪阶段形态作出认定时应采用
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将犯罪既遂形态作为犯罪非既遂形态处理。

例如： 妻子为杀害丈夫， 准备了有毒咖啡， 打算等丈夫回家后给丈夫喝。 在丈夫回家前， 妻子
去超市购物。 但在妻子回家之前， 丈夫提前回家喝了有毒咖啡而死亡。 由于妻子还没有着手实行的
意思， 只能认定该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从一重罪处罚。輦輳訛 对前述妻子毒
杀丈夫案， 实务界有人指出， 在妻子杀害丈夫案中， 准备毒咖啡的行为并且放置在家里， 这本身就
是以投毒方式实施的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 投毒杀人， 在家庭环境中不需要投毒者一定要将有毒咖
啡用手递给被害人， 将有毒咖啡放置在桌上让被害人自己喝， 与行为人将有毒咖啡递给被害人喝，
行为性质完全一样。 本人认为， 本案构成故意杀人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在法理上不成立， 因为本案
中妻子仅有一个投毒杀人的实质行为， 并不存在有刑法意义的过失行为， 故不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这两个罪， 只构成故意杀人一罪。輦輴訛 在本案中， 过失致人死亡罪意味着妻子排斥
丈夫死亡这一结果， 而这一结果恰恰是妻子所追求的。 因此， 故意杀人罪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竞
合之说， 显然不符合本案事实， 问题出在将 “准备” 毒咖啡与 “放置” 毒咖啡无意中割裂开来。 本
来， 妻子 “准备” 毒咖啡的行为已可构成故意杀人罪预备， 但当其又实施了 “放置” 行为， 则在法
益侵害的紧迫性上， 其行为便发展到了与其亲手将毒咖啡递给丈夫实质无异的程度， 即将有毒咖啡
放置在桌上让被害人自己喝， 与行为人将有毒咖啡递给被害人喝， 行为性质完全一样且法益侵害性
及其紧迫程度完全一样， 亦即 “准备 （毒咖啡）+ 放置 （毒咖啡） = （毒杀犯罪的） 实行行为”。 易言
之， 妻子 “放置” 毒咖啡的行为已经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 因为在家庭这种相对狭小和封闭
的环境中， 妻子 “放置” 毒咖啡意味着丈夫可 “信手” 拿起毒咖啡予以 “饮用”， 而这正好符合犯

輦輳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77页。
輦輴訛 参见肖佑良： 《评 〈刑法学〉 第五版 （上） 中的部分案例分析》， 见法律图书馆：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

27017， 2019年 2月 1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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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着手的认定标准即“法益紧迫危险性”。輦輵訛 在本案中， 如果能给予 “放置” 以恰当的价值考察， 即对
“放置” 在法益危险中的价值地位予以客观把握， 则或将对本案的犯罪阶段形态另有说法。 而恰恰
是由于将 “放置” 淡化在 “准备” 之中， 即实际将 “准备” 与 “放置” 割裂开来， 才导致用故意杀
人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竞合来解答本案。 “准备 （毒咖啡） +放置 （毒咖啡） =（毒杀犯罪的） 实行
行为”， 所直观体现的正是整体性思维。

当然， 前述 “毒咖啡案” 的犯罪形态定性问题， 还可另作辨析。 对于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 有
学者主张 “法益紧迫危险说”。輦輶訛 在 “毒咖啡案” 中， 被害人与加害人是夫妻关系， 而同在一个屋檐
下的夫妻关系即 “紧密 （生活） 共同体关系”。 于是， 在 “紧密 （生活） 共同体关系” 之中， 妻子
准备好并且 “放置” 毒咖啡的行为就已经是具有法益紧迫危险的 “投毒杀人” 行为。 因此， 立于
“法益紧迫危险说”， 对 “毒咖啡案” 以行为人还未 “着手” 即还没有实施实行行为而提出故意杀人
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竞合， 便陷入了自相矛盾。 而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具体判断上， 其主张当被害
人的介入行为具有通常性， 则即使其介入行为具有高度危险， 也应当肯定结果归属， 即应当肯定危
害结果与加害人行为之间的因果性。輦輷訛 在 “毒咖啡案” 中， 如果将丈夫提前回到家后端喝毒咖啡的行
为视为也是一种所谓 “被害人实施的介入行为”， 则由于丈夫回家的行为毫无疑问地具有 “通常性”
即 “生活必然性”， 故应肯定妻子放置毒咖啡的行为与丈夫被毒死的结果之间的因果性。 由此可见，
其观点又陷入了自相矛盾。 而如果采用整体性思维， 则能够肯定本案中妻子的行为已经具有 “法益
紧迫危险性”， 同时也能够肯定妻子的行为与丈夫的死亡之间的因果性， 从而避免故意杀人罪 （预
备） 与过失致人死亡的所谓想象竞合犯及其所隐含的自相矛盾。

在前例中， “准备” 与 “放置” 都是毒杀行为的举止， 故切割性思维首先 “切割” 的是实行行
为， 即视实行行为不存在； 再就是 “切割” 因果关系， 即视因果关系不存在； 最终， 所 “切割” 的
便是故意犯罪的既遂形态， 即视故意犯罪既遂不存在。 可见， 整体性思维能够在犯罪阶段形态及是
否竞合犯形态认定中防止切割性思维的错误即 “切割错误”。

（二） 共同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共同犯罪阶段形态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指对共同犯罪的犯罪阶段形态作出认定时应采用
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将犯罪既遂形态作为犯罪非既遂形态处理。

例如： 乙正举枪射击丙， 甲为了确保丙的死亡， 在乙的背后于乙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乙同时开
枪射击， 丙中弹身亡， 但不能查清丙被谁击中。 有学者认为， 一方面， 不能查明甲的行为与丙的死
亡之间具有物理的因果性； 另一方面， 由于乙并不知情， 不能肯定甲的行为强化了乙的杀人心理，
故不能肯定甲的行为与丙的死亡之间具有心理的因果性。 所以， 甲不成立片面的共同正犯 （只是同
时犯）， 不应对其适用 “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的原则， 只能认定甲成立故意杀人未遂， 乙同样仅负
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輧輮訛 对前例， 实务界有人指出， 丙死亡结果已经发生， 倘若认定甲乙都未
遂， 就无人对丙死亡结果负责， 显然不符合事实。 应将甲乙同时开枪视为一个行为整体， 该行为整
体直接导致丙死亡结果发生， 两人都要对死亡结果负责， 都是既遂。 由于甲乙无犯意联络， 不能成
立共同犯罪， 只能成立同时犯。 不过， 考虑到毕竟只有一人打中了丙， 这种情形下的同时犯量刑，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42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342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190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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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留有余地， 亦即都认定既遂犯， 量刑都按照未遂犯处理。輧輯訛 对于前例， 认定甲乙都承担故意杀
人未遂的刑事责任， 显然是不妥的。 将甲乙同时开枪视为一个行为整体而让两人都要对死亡结果负
责， 即都按既遂定性， 这一点是可取的， 但以 “特殊情况” 为由而主张对甲乙仅按未遂犯量刑， 又
显然自相矛盾， 因为按照未遂犯量刑总是有点对既遂犯定性显得言不由衷。 其实， “甲为了确保丙
的死亡” 而 “与乙同时开枪射击， 丙中弹身亡”， 虽然不能查清是谁击中了丙， 但在客观上可视为
甲的行为强化了乙的行为与丙的身亡之间的因果性， 或乙的行为也反过来强化了甲的行为与丙的身
亡之间的因果性。 这样， 甲乙的行为不仅形成了一种整体性， 丙的身亡也具有一种观念上的整体
性。 于是， 在整体性思维中， 将前例视为片面共犯是完全可以的。 而将前例视为片面共犯， 就可以
避免定性是犯罪既遂而量刑却是犯罪未遂的自相矛盾。 在前例中， 将甲乙同时开枪视为一个行为整
体， 与将甲乙视为 “片面共犯” 在思考问题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体现的都是一种行为事实认定的 “整
体性思维”。 而 “整体性思维” 在前例中可以避免犯罪阶段形态的自相矛盾或变相的自相矛盾。

对于甲教唆乙强奸丙， 结果乙误将甲当作丙实施了强奸， 由于甲由行为人即教唆犯变成了 “被
害人”， 故这样的例子就形成了定罪的难题。 显然， 作为被教唆者的乙构成强奸罪既遂， 而按照
“一人既遂， 全部既遂” 和 “实行犯既遂， 共犯既遂” 的一般原理， 则甲也应构成强奸罪 （共同犯
罪） 的既遂。 至于甲的 “被害”， 只能作为甲本人也构成强奸罪共犯既遂的酌定量刑情节。 在前例
中， 如果主张对甲只能认定为强奸罪未遂， 甚至以甲的人身法益即性自主权法益已不值得保护为由
而主张对甲论以无罪， 则不符合共同犯罪认定的 “整体性思维”， 即犯了分割评价的思维错误。 同
时， 在前例中， 乙的行为差错显然不能对甲的教唆行为赋予 “被害人承诺” 的性质。 而这也是整体
性思维的体现。 当甲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且变成了 “被害人”， 甚至其法益不值得保护， 我
们可以考虑其 “需罚性” 问题， 即可考虑对其免除刑罚， 但须先肯定其 “当罚性”。 而这仍然是整
体性思维的一种体现。

由前述两例可见， 在共同犯罪中， 切割性思维所直接 “切割” 的是共同行为人之间的心理因果
性与物理因果性， 即分别视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为不存在。 而在前述 “切割” 之下， 对共同犯
罪阶段形态的认定便 “堕落” 为对各个行为人举止的犯罪阶段形态认定。 相反， 在共同犯罪阶段形
态认定过程中， 整体性思维就是各行为人之间的因果性思维， 且此思维能够防止将共同犯罪阶段形
态的认定蜕变为单人犯罪阶段形态的认定。

五、 罪数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所谓罪数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指的是在对个案罪数进行认定时应秉持整体性思维， 以防止将一
罪认定为数罪。

（一） 整体性思维通过 “牵连关系” 来确定罪数

对于通过 ATM 机成功存入假币， 然后从其他 ATM 机中取出真币的行为， 有学者主张应先后构
成使用假币罪与盗窃罪， 最后予以数罪并罚， 理由是： 行为人存入假币旨在使自己的银行债权增
加， 但即使行为人完全放弃债权， 其将假币置于流通的行为也侵害了货币的公共信用。 退一步， 即
使行为人将假币置入 ATM 机并不使自己债权增加， 也仍然侵害了货币的公共信用。 同时， 通过存
入假币而获取银行债权的行为， 与后面从 ATM 机中取出真币的行为， 所指向的对象不同 （前者为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肖佑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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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利益， 后者为货币）， 故不能因为行为人之前非法获取了银行债权， 就否认后面从 ATM 机取
款的行为成立盗窃罪。 由于存入假币行为侵害的是货币的公共信用， 而从 ATM 机取出真币的行为
侵害的是银行资产， 故行为人明显实施了两个行为， 具有两个故意， 且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牵连关
系， 也不属于其他应当以一罪论处的情形， 故应数罪并罚。輧輰訛 针对前述存假币取真币的案例， 实务界
有人指出， 无论是存款还是取款， 都涉及到财产性利益 （债权） 与现金的转换问题： 钱存入银行，
现金转换为财产性利益 （债权）； 从银行取出现金， 财产性利益 （债权） 转换为现金。 而这里的转
换， 唯一途径就是进行交易： 从人工服务的窗口办理业务与从自动柜员机上办理业务， 都是客户与
银行双方进行交易的行为。 就前述存假币取真币的案例而言， 柜员机具有识别人民币真假的功能。
由于伪造人民币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一些假币十分接近真币， 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很难识别， 在柜
员机上验钞机识别不了， 完全是可能的。 其实， 验钞机就是一台微型人工智能机器， 其工作原理就
是模仿人工识别人民币真假的过程而工作的。 验钞机也是先学习， 把真钞票的特征全部存入存储器
中， 相当于我们把真钞的特征记忆在大脑中。 当我们面对一张可疑钞票时， 我们通过眼、 手、 耳等
感官系统收集可疑钞票的特征， 并与在大脑中记忆的真钞票的特征比较， 如果符合就是真币， 如果
不符合， 就是假币。 由此， 人工智能是可以 “被骗” 的。 所谓机器不能 “被骗”， 禁锢了许多人的
思维， 理论上产生了一系列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观点。 弄清楚了自动柜员机的工作原理， 我们就能容
易解决上述存假币取真币的问题。 显然， 行为人存入假币就是将假币置于流通领域， 是使用假币的
行为。 假币存入银行后， 转换为行为人的债权。 行为人从柜员机上再取出真币的行为， 就是将债权
转换成现金， 取款过程仍然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交易行为。 这里不符合任何犯罪构成， 当然不可能
成立盗窃罪。 假如行为人存折中有一万元存款， 存入五千元假币， 存款余额为一万五千元， 之后在
其他柜员机上取现金五千元， 能认定行为人盗窃五千元吗？ 因此， 存假币取真币的行为， 只构成使
用假币罪而不构成盗窃罪， 从而不存在数罪并罚的问题。輧輱訛 异议者所采用的债权与现金 “相互转换”
的说法， 已经暗含着对前例的事实考察和罪名认定不能采取 “分割思维”， 但其忽略了 “债权” 与
“现金” 所对应的 “手段与目的” 牵连关系， 故其整体性思维仍显不足。

在本文看来， 如果将前例视为先构成使用假币罪后构成盗窃罪， 最后予以数罪并罚， 显然是丢
弃了案件事实认定的 “整体性思维”， 以至于陷入了对完整犯罪事实的 “分割评价”， 最终造成了
“罪出多门” 和数罪并罚， 正如该论者所谓 “实施了两个行为， 具有两个故意， 而且二者之间并不
存在牵连关系”。 就前例而言， 行为人的目的并非 “为存入假币而存入假币”， 即并非仅仅是为了形
成或增加债权， 亦即其存入假币应另有目的， 而此目的就是通过取出真币而实现对他人财物的不法
占有。 因此， 行为人存入假币与取出真币之间事实地存在手段和目的之关系， 即事实地存在着“牵
连关系”。 行为人若故意用假币去购物或还钱， 则无疑构成使用假币罪。 就前例而言， 行为人是假
借 ATM 机将假币变换成真币， 而获得真币是行为人的最终目的， 且其采用了假借并更换 ATM 机这
一秘密手段。 该论者之所以认为， 前例先后构成使用假币罪和盗窃罪而应数罪并罚， 是其“法益论”
思维使然， 即行为人的前行为侵害了 “货币的公共信用” （对应金融秩序法益）， 而后行为侵害了
“银行资产” （对应财产秩序法益）。 客观地看， 前例中行为人的先后行为确实侵害了不同的法益，
但此两种不同法益的被害状态不应机械并列地予以规范评价， 而应在行为人 “手段与目的” 的主观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771-772页。
輧輱訛 参见肖佑良： 《评 〈刑法学〉 第五版 （下） 罪刑各论》， 见 “法学在线” 肖佑良博客：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

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48527&&AID=105773&&Type=1， 2019年 2月 1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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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过程中予以结合性地评价， 从而是整体性的评价。 于是， 若采用案件事实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则前例最终只有一个罪名认定即盗窃罪， 即按照使用假币罪和盗窃罪的牵连犯择重处理。 由于牵连
犯可分为手段与目的牵连型的牵连犯和原因与结果牵连型的牵连犯， 故整体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牵
连型的牵连犯场合也当然能够得到体现或运用。

由前文分析可见， 切割性思维容易将具有 “牵连关系构造” 的行为 “切割” 成只具有前后 “并
列关系” 的若干举止， 从而走向以并列举止为评价对象的并列定罪。 相反， 整体性思维能够防止我
们将 “手段与目的” 或 “原因与结果” 之间的 “牵连关系” 误作 “并列关系”， 从而防止将行为
“碎片化” 为若干举止， 最终防止我们将一罪误作数罪。

（二） 整体性思维通过 “事实认识错误” 与 “犯意转化” 确定罪数

整体性思维对个案罪数的影响， 还会体现在事实认识错误或 “犯意转化” 的场合。 甲在乙的住
宅内向乙的饮料内投放安眠药， 打算两小时后进入乙的住宅窃取财物。 乙喝下安眠药后基于其他原
因立即外出， 甲再次进入无人在内的乙的住宅取走了财物。 对于前例， 有学者认为只能认定为抢劫
未遂与盗窃罪既遂， 实行数罪并罚。 A 为了非法占有 B 饲养的活猪， 深夜将看守活猪的 B 的小屋反
锁 （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方法）。 但在 A 运走活猪的过程中， B 一直没有醒来。 对 A 的行为， 该论
者也认为应认定为抢劫未遂与盗窃既遂， 实行数罪并罚； 如果 A 在盗猪过程中， B 醒来便不能走出
小屋制止 A 的行为， 则应认定 A 的行为成立抢劫既遂。輧輲訛

实务界有人指出， 向饮料中投放安眠药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那就是行为人把投放安眠药的行为
与取财的行为隔离开来了。 这就意味着投放安眠药的行为只是纯粹的预备行为， 而不是普通情形下
抢劫行为的 “着手”。 行为人实施投放安眠药的行为当时并无取财的主观故意， 而是打算两小时后
回到被害人家里劫取财物。 因此， 本案甲的抢劫行为只能是甲再次回到被害人家里准备取财时， 才
算是着手， 即行为人投放安眠药时， 抢劫行为尚未着手实施。 由于被害人乙喝了安眠药后由于其他
原因外出了， 甲发现乙没有在家后， 立即意识到先前投放安眠药的行为与其取财行为没有因果关
系， 故甲的犯罪故意由最初的抢劫转化为盗窃， 从而全案只能认定为盗窃一罪。 对于小屋加锁的案
例， A 给 B 所住的小屋加锁的行为， 不属于抢劫罪的暴力行为。 抢劫罪的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
法， 必须是直接针对被害人当场实施， 被害人必须是清醒时具有反抗可能性， 即其能够直接感受到
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对自己人身的压制， 且这里的当场性不仅包括案发现场， 而且包括直接压
制被害人反抗。 本案中 B 睡觉了， 根本没有醒来， 门上加锁的行为为 B 无法直接感受到被强制或压
制， 而 B 也就不存在反抗之说。 因此， 本案行为人并没有着手实施刑法意义上的抢劫行为， 最多是
抢劫的预备行为， 而本案财物的取得完全是盗窃行为所致， 故本案只能认定盗窃一罪， 而不能按照
抢劫罪 （未遂） 与盗窃罪予以数罪并罚。輧輳訛 在本文看来， 对前述两例， 要按行为人对被害人是否外出
或醒来的实际认知作出不同的罪名认定。 具言之， 在前述两例中， 如果行为人始终认为在自己不法
取走财物的过程中被害人并未外出或已经醒来， 则行为人便认为其取财成功是得益于其投放安眠药
或加锁的行为起到了作用， 从而其自认为抢劫犯罪得逞即抢劫罪既遂。 但由于实际情况是被害人已
经外出或尚未醒来， 故前述两例中便形成了行为人误认为是犯此种罪而实际是犯了彼种罪的错误，
而前述错误正是刑法学中的抽象事实认识错误， 即不同犯罪构成之间的事实认识错误。 对于抽象事
实认识错误， 应按照 “法定符合说”， 或阻却原先的故意犯罪的成立， 或仅成立原先的故意犯罪的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987页。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肖佑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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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 而如果犯罪是同质的， 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轻罪的故意犯既遂。輧輴訛 由于抢劫罪与盗窃罪都是
财产犯罪， 故前述两例应在重合的限度即 “盗窃” 内成立盗窃罪既遂。 可见， 按照刑法学中的事实
认识错误理论， 前述两例也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相反， 在前述两例中， 如果行为人已经知晓在自己不法取走财物的过程中被害人已经外出或尚
未醒来， 则行为人便认为其取财成功与投放安眠药或加锁的行为没有关联， 亦即投放安眠药或加锁
的行为对取财成功将不起作用， 从而行为人的后续行为应视为是在 “犯意转化” 之中实施的。 对于
“犯意转化”， 该论者又指出， “犯意转化” 的第一种情况是， 行为人以此犯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
却以彼犯意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如行为人在预备阶段具有抢劫的故意， 并为抢劫准备了工具， 创
造了条件， 但在进入现场后， 发现财物的所有人、 保管人等均不在场， 于是实施了盗窃行为。 对这
种情况， 应认定为想象竞合犯， 从一重罪处罚。 “犯意转化” 的第二种情况是， 在实施犯罪的过程
中， 行为人的犯意发生改变， 导致此罪向彼罪的转化， 而这种犯意转化应限于两个行为所侵犯的法
益具有包容关系。 对此种情况的 “犯意转化”， 应作出如下处理： 犯意升高者， 从新意 （变更后的
犯意）； 犯意降低者， 从旧意 （变更前的犯意）。輧輵訛 可见， 无论是按照 “犯意转化” 的哪一种情况， 对
前述两例都不可能作出数罪并罚的处理。 可以肯定的是， 对于前述两例， 该论者的主张或处置思路
不知不觉之中将 “犯意转化” 混同于 “另起犯意”： “另起犯意” 意味着有两个犯罪故意， 两个犯罪
故意与前后两个行为分别搭配， 便自然形成了数罪并罚。 显然， “另起犯意” 及其所对应的数罪并
罚， 无形之中将前述两例的行为事实的完整性予以割裂。 具言之， 如果立于刑法学中抽象事实认识
错误理论考察前述两例， 则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尽管是 “错误” 的， 但其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故
意， 而其先后行为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更是将先后行为结合为一个完整的 “行为整体”。 可见，
在刑法学中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理论视角下， 前述两例便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行为事实； 如果立于 “犯
意转化” 考察前述两例， 则行为人转化前的主客观因素已经 “消失” 在转化后的行为事实之中， 最
终所形成的仍然是一个完整的行为事实。 总之， 前述两例的行为事实应作为一个“行为整体” 予以
把握， 这样就不至于得出数罪并罚的结论。 易言之， 若采用 “整体性思维”， 则前述两例的定罪分
析便自然采用刑法学中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理论或 “犯意转化” 理论， 而无论采用哪一种理论， 至少
不会走向数罪并罚。 实际上， “法定符合” 和 “转化” 分别暗示着 “抽象事实认识错误” 与 “犯意
转化” 场合中行为本身及其刑法评价的完整性。

由前文分析可见， 切割性思维容易将 “抽象事实认识错误” 场合的完整行为 “切割” 成 “错
误” 发生前后并列的若干举止， 也容易将 “犯意转化” 场合的完整行为 “切割” 成 “转化” 发生前
后并列的若干举止， 从而通过对若干举止定罪来代替对完整行为的定罪， 最终数罪并罚是其必然结
论。 相反， 整体性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在 “抽象事实认识错误” 与 “犯意转化” 的场合避免切割性思
维的定罪错误。

（三） 整体性思维通过 “犯罪现场的延长” 确定罪数

犯罪现场的延长是刑法学中尚未引起注意的一问题。 如在抢劫犯罪的场合， 当行为人开始逃离
犯罪现场， 则其逃离行为的时空延续便形成了犯罪现场的延长问题。 犯罪现场的延长所形成的可被
称为 “第二犯罪现场”。 直观地看问题， 则任何犯罪都会存在犯罪现场的延长问题， 如杀人犯在实
施完杀人行为后逃离杀人现场。 但在任何犯罪的意义上， 犯罪现场的延长便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277-278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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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因为任何犯罪都是一个时空过程， 而同样一种犯罪， 既可即兴完成， 也可循序渐进地完成。 易
言之， 提出犯罪现场的延长这一概念， 甚至形成关于犯罪现场的延长理论， 如果是出于解答某些特
殊或特定问题， 其才有实际意义。 因此， 犯罪现场的延长应被予以如下限定： 一是在现象层面， 犯
罪现场的延长是犯罪实行行为的前后阶段的时空接续； 二是在价值层面， 犯罪现场的延长对应着法
益已经或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可以挽回或避免。 如果将前述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看问题， 则行为人在
实施完此罪的逃离过程中又实施了彼罪， 便不可视为犯罪现场的延长， 因为此罪的犯罪过程及其法
益侵害因实行行为本身的结束而已成 “定局”， 即原先的犯罪现场已经固定， 只是又形成了另一个
犯罪现场而牵扯数罪并罚罢了。 于是， 整体性思维便有利于通过 “犯罪现场的延长” 确定个案的
罪数。

例如： 甲、 乙、 丙三人开着面包车在 A 镇盗窃两个电瓶 （每个价值 4000 元） 放在面包车中后，
继续开车前往另一个镇盗窃第三个电瓶时 （其间约三十分钟）， 被警察在监控中发现。 当甲等三人
将第三个电瓶 （价值 4000 元） 装上面包车后， 警察便立即开车追赶。 警察追上后， 甲等三人对警
察使用暴力， 且导致其中一名警察轻伤。 该学者认为， 甲等三人的第三次盗窃行为与暴力行为具有
时间与空间上的紧密性， 但其第一、 二次盗窃行为与暴力行为却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紧密性。 不能
因为三次盗窃行为之间具有连续性， 就认为三次盗窃行为均与暴力行为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紧密
性。 例如， 行为人第一、 二次盗窃发生在两三天前， 第三次盗窃被发现时， 出于窝藏赃物等目的当
场实施暴力行为。 如若认定为一个事后抢劫罪， 亦即认为暴力行为与三次盗窃行为均存在时间与空
间上的紧密性， 便明显不符合事实。 由此看来， 先前的盗窃等行为是成立一罪还是成立数罪是一个
问题， 而暴力行为是否属于 “当场” 实施， 则是另一个问题。 不能因为先前的多个行为被评价为一
罪， 其中一次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紧密性， 就认定暴力行为与先前的多个行为
之间均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紧密性。 据此， 对甲等三人应当认定两个犯罪： 前两次盗窃成立盗窃罪
（盗窃数额为 8000 元）， 后一次盗窃与当场实施暴力的行为成立事后抢劫罪 （抢劫数额为 4000 元）。
最终， 对甲等三人实行数罪并罚。輧輶訛 实务界有人指出， 本案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流窜作案， 是基于同一
个盗窃故意而实施的三次盗窃行为， 而这三次盗窃行为应视为同一个 “盗窃行为整体”， 因为交通
工具的使用使得时空的距离大大缩短。 行为人基于同一个盗窃故意， 在甲、 乙两地作案后， 再到丙
地作案很常见。 正如基于同一个盗窃故意， 行为人在小区三栋楼中连续作案， 在每栋楼都成功入户
盗窃一次， 行为人三次盗窃行为应视为一个行为整体， 应无异议。 本案行为人借助机动车流窜作
案， 为何三次盗窃行为就不是一个行为整体了呢？ 因此， 本案对甲等三人只能认定为一个事后抢劫
罪， 而不能认定为前两次成立盗窃罪， 后一次成立抢劫罪， 最终予以数罪并罚。輧輷訛 异议者的看法道出
了案件事实认定的 “整体性思维” 对个案罪数的影响。 在案件事实认定上， “整体性思维” 当然应
予提倡。 就我们讨论或争议的前述事例而言， 诚如该论者所言， 第一、 二次盗窃发生在两三天前，
行为人第三次盗窃被发现时因出于窝藏赃物等目的当场实施暴力行为， 如若将整个案件认定为一个
事后抢劫罪， 亦即认为暴力行为与三次盗窃行为均存在时空上的紧密性， 则明显不符合事实。 也就
是说， 案件事实认定的 “整体性思维” 不能适用于行为人有两次以上盗窃等先行行为， 但先行行为
之间有着明显时空间隔的场合。 但在前述事例中， 甲等三人驾驶机动车流窜作案盗窃， 前后只时隔
约三十分钟， 故将甲等三人的前后盗窃行为视为一个 “盗窃行为整体” 是没有问题的。 单单在主观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张明楷书， 第 983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肖佑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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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甲等三人在第三次盗窃的当场实施暴力， 其目的并非只是窝藏第三次盗窃所得的赃物， 而是意
欲窝藏前后三次盗窃所得的赃物， 故我们可用 “犯罪目的的概括性” 而从主观上来把握甲等三人先
后三次盗窃的行为整体性。 这里， 整体性思维能够引导我们通过 “犯罪现场的延长” 来把握本案行
为人先后三次盗窃在行为事实上的完整性。 但要强调的是， “犯罪现场的延长”， 通常不仅是犯罪行
为本身的时空延长， 也是犯罪目的的时空延长， 从而是法益侵害的时空延长。 于是， 更进一步地，
甲等三人在逃离第三次盗窃现场的过程中对警察使用暴力， 这也属于 “犯罪现场的延长”。 这样，
从行为人实施第一次盗窃行为到第三次实施盗窃行为后对警察使用暴力， 都可用 “犯罪现场的延
长” 来作概括性描述。 而当本案行为人在 “犯罪现场的延长” 过程中使用暴力， 则无疑使得整个犯
罪过程转化为抢劫罪。

由前文分析可见， 切割性思维容易将 “犯罪现场的延长” 场合的完整行为 “切割” 为前后相继
的若干举止， 进而通过对若干举止的并列定罪来取代对完整行为的定罪， 最终也是数罪并罚的必然
结论。 相反， 整体性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在 “犯罪现场的延长” 的场合避免切割性思维的定罪错误。

结语

犯罪行为的认定， 只能是全面地、 完整地考察行为事实的结果， 而不允许片面地、 局部地， 甚
至 “细枝末节” 地截取行为的举止来定性， 正如学者指出： “刑法对行为事实的评价， 不能不足，
也不能超过， 必须不多不少刚刚好地完全评价。”輨輮訛 在刑事案件的证明上， “孤证不立” 是证据法的重
要理念， 即由多项事实组成的证据链条才能够充实生活事实 （事实行为） 在法律事实上的定性。輨輯訛

与程序法同步， 在刑事实体法中， 整体性思维勾连犯罪论体系整体运作的方法论。 其功能在于： 无
论是在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 （罪名选择）、 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还是在犯罪阶段形态的认定上，
整体性思维都在为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提供规范基础， 故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
思维是一种在根基上事关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思维。 整体性思维意味着仅仅懂得相关的刑法法言法
语， 对于犯罪行为的恰当认定还远远不够， 而如何认定犯罪行为的 “章法” 显得更加重要： 整体性
思维是犯罪行为认定的一种 “道” 和 “体”， 而刑法法言法语不过是犯罪认定的一种 “术” 和 “用”
而已。 犯罪行为认定的整体性思维， 是正视事实性行为 （行为举止） 与规范性行为区分的一种思
维， 是响应犯罪论体系及其 “事实—规范” 逻辑构造的一种思维， 最终是一种刑法教义学思维。

輨輮訛 柯耀程： 《刑法竞合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49页。
輨輯訛 参见龙宗智： 《刑事印证证明新探》，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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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Inspired�by “time-transfer�observational�method”,�based�on�the�separation�of�natural�
act�and�normative�act�and�with�the�holistic�evaluation�of�act�fact�by�the�system�of�crime�theory,�
the�holistic�thinking�of�the�determination�of�criminal�behaviors�emerges�at�a�historic�moment.�In�
step�with�the�holistic�work�of�the�system�of�crime�theory�with�the�structure “from�nature�to�the�
normative”,�the�holistic�thinking�is�the�basic�method�of�the�determination�of�criminal�behaviors:�
the�holistic�thinking�can�clarify�the�guilt�and�non-guilt�of�single�or�joint�act;�the�holistic�thinking�
can� not� only� clarify� the� accusation� of� single� or� joint� act,� but� also� the� criminal� stage� forms� of�
single�or�joint�act;�the�holistic�thinking�are�helpful�to�clarify�the�quantity�of�crime�by�grasping�the�
“implicated�relationship”,� “error�of�cognition�”,� “transferred�criminal� intent�” and�“criminal�
scene�extension”.�The�holistic�thinking�of�the�determination�of�criminal�behaviors� is�a� thinking�
method� to� holistical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fact� of� individual� cases� and� finally� offer� a�
thinking�method�to�realize�the�principle�of�a�legally�prescribed�punishment�for�a�specified�crime�
and�the�principle�of�suiting�punishment�to�crime.�Thus�it�is�a “methodicalness” in�determining�a�
crime.

Key Words: Determination�of�Criminal�Behaviors； Holistic�Thinking； Accusation； Quantity�of�
Crime； Criminal�Stag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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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辩证思维视角下单位犯罪司法适用的逻辑与
共识研究” （项目编号： 19BFX096）、 中山大学 2019 年度高校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研
究” （项目编号： 19wkpy1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陈瑞华： 《刑事对物之诉的初步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1期。

严林雅 *

内容提要： 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区分实现了刑事诉讼的任务从单一的定罪、 量刑到处理
“人的问题” 和 “物的问题” 的分野。 司法解释对第三人追缴进行了规定， 但存在未区分
没收与追缴、 第三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保障不完善、 审判阶段是否能够对第三人没收不明
确、 善意取得证明规则不够细致等问题。 应当立足刑事一体化的视角， 在 《刑法》 总则中
明确规定第三人没收制度， 并完善现有第三人的类型。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第三人互相
独立和第三人同时构成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两种情况， 应当视具体情形决定没收的依据。
程序规则方面， 第三人没收应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由检察机关对没收的主张承担证明责
任， 但第三人应当对自己构成善意取得承担证明责任； 应通过相对独立的围绕涉案财物的
质证认证程序保障第三人在庭审中的诉讼参与权和异议权； 第三人没收同样适用于特别程
序。 未来可逐步建立独立的第三人没收程序。
关键词： 对物诉讼 第三人没收 善意取得 优势证明标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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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 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标志着我国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刑事对物之诉机
制， 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法犯罪所得提起的追缴之诉。譹訛 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区分实现了刑
事诉讼的任务从单一的定罪、 量刑到处理 “人的问题” 和 “物的问题” 的分野， 由此也引发了本文
探讨的对象———既然我国确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一种对物诉讼， 那么物之所有人与刑事被追诉
人是否有相分离的可能， 即是否可以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之外的第三人进行没收？ 2014 年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第十一条从正面肯定了对
第三人追缴的合法性， 但该条款存在适用程序存疑、 追缴范围不清、 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不详、 第
三人范围模糊及善意第三人抗辩程序缺失等问题。

现有研究多关注刑事诉讼中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一特别程序下针对被追诉人的没收问题， 对
第三人没收则涉及较少。 其原因在于未从理论源头探讨特殊没收的法律属性及制度设计， 第三人没
收的理论关注更为薄弱。 “第三人不法利得没收是指没收的效力及于未参与犯罪或刑事不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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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陈重言： 《第三人利得没收之立法必要及其基础轮廓———源自德国法规范与实务之启发》， 载 《月旦法学杂志》 2015 年第 3
期。

譻訛 吴光升： 《论未定罪没收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8期。
譼訛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最新司法解释统一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65 页。
譽訛 参见周继业： 《对物的强制措施的规范化分析》， 载 《人民司法》 2009年第 3期； 尹振国、 方明： 《我国刑事特别没收手段的

反思与重构———兼论 〈刑法〉 第 64条的完善》，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5期； 邓光扬： 《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阻却追缴
违法所得》， 载 《人民司法 （案例）》 2018年第 26期。

譾訛 姚杏： 《论我国刑法中涉罪财物之没收》， 载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8年第 1期。
譿訛 李长坤：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2页。

第三人所获取之不法利益。”譺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没收 （不仅是第三人没收） 并非仅存在于适用范
围较窄的特别程序， 任何根据 《刑法》 第六十四条应当没收的案件都可能存在第三人没收的问题。
第三人没收的制度贫瘠与被追诉人积极转移财产或利用他人财产犯罪的高发情况相互叠加， 导致
“任何人不得通过犯罪而获利” 这一没收制度的立法目的被架空。 鉴于此， 本文以第三人没收的理论
与实践为研究对象， 对 《规定》 第十一条进行解构， 从对物诉讼的视角对第三人没收的主体与客体范
围、 司法审查规则等问题展开研究， 意在完善贯通 《刑法》 和 《刑事诉讼法》 的第三人没收理论。

二、 我国第三人没收的立法表达与不足

（一） 追缴及于第三人及其例外

《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了 “人民法院应向第三人进行追缴” 的四种情形， 但该条所确立的 “追
缴及于第三人及善意取得的例外” 并非首创。 2011 年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十条对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时， 应当依法追缴和不予追缴的情形都
进行了规定。 两相对比即可发现： 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规定》 第十一条仅在后者的基础上，
将 “设置其他权利负担” 纳入对第三人追缴的范围， 并增设了 “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
财物” 这一兜底性规定。

善意取得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 功能之一在于避免因无权处分人使原权利人遭遇损失， 第三人
获得不当利益。譻訛 没收制度中引入善意第三人制度旨在平衡被害人和第三人的权利保障， 若第三人借
由善意取得免予被追缴从被追诉人处获得的财物， 被害人只能通过其他诉讼程序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二） 追缴及于第三人及善意取得例外的未解之题

虽然 《规定》 第十一条从规范层面确定了可以从非被追诉人的第三人处对涉案财物进行追缴，
体现了对涉案财物 “一追到底” 的立法目的， 但并不能由此直接认定我国确立了第三人没收制度。

1. 不完全的第三人没收， 实为第三人追缴
《规定》 第十一条应当被称为第三人追缴及例外而非第三人没收及例外。 第一， 本条款规范对

象为 “被执行人”， 即本条仅适用于执行程序， 并不能当然适用于审判程序中。 因此， 在执行程序
之前， 如果第三人取得涉案财物， 即使该第三人属于恶意第三人， 法院也无权在判决书中直接判决
向该第三人追缴， 执行机关更无权直接对该第三人进行追缴。 第二， 本条款规定的是 “追缴” 而非
没收。 追缴是指 “将犯罪人违法所得的赃款赃物予以追回并发还被害人或者收归国有”。譼訛 其仅为程
序性的措施， 并不产生任何实体法律后果。譽訛 而没收是指 “收归国有、 上缴国库”，譾訛 广义上的没收是
对刑事涉案财物采取没收、 追缴、 责令退赔等司法处理措施的一系列规定的总称。譿訛 《刑法》 第六十
四条对两者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即追缴的对象是违法所得， 没收的对象为违禁品和供犯

刑事对物诉讼视角下我国第三人没收理论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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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蒋晓亮： 《论我国刑事涉案财物执行中的案外人救济》， 载 《法律适用》 2016年第 8期。
讁訛 参见银川嘉利鑫商贸有限公司与曹某、 刘某追缴违法所得一案执行裁定书，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甘执复 79号。
輥輮訛 参见李志洪、 王光秀、 李鑫麟其他案由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 四川省泸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川 05 执复 7 号。 原作

出执行异议裁定的法院认为 “无偿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 （即本案被执行人的女儿）” 是案外人。 银川嘉利鑫商贸有限公司
与曹某、 刘某追缴违法所得一案执行裁定书，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甘执复 79 号。 该案法院认为根据 《规定》 第十
一条， 第三人涉赃款赃物的， 应直接裁定予以追缴， 不应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 同时， 根据 《规定》 第十五条， 案外人对
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的， 有权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輥輯訛 裴显鼎、 王晓东、 刘晓虎： 《〈关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理解与
适用》， 载 《人民司法》 2017年第 16期。

輥輰訛 戴长林： 《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以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为重点的分析》，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13页。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2. 被追缴的第三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保障缺位
在大多数案件中， 特殊没收都具有附属性， 即附属于对被追诉人的诉讼程序， 而诉讼程序本身

就 “重定罪量刑、 轻财物执行”，讀訛 关于被告人没收的问题也是附带解决的。 即便如此， 对于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来说， 其经历了侦查、 起诉、 审判环节，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 作出生效判决后， 执行
机关依据该生效判决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执行。 在这个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享有辩护权、
上诉权、 申请再审权等权利， 其律师享有阅卷权，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及其律师还有权与公诉机关
对质， 整个判决建立在证据裁判原则之上，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
当追缴对象为第三人时， 第三人并未参与到诉讼程序中， 不享有任何有关事实认定过程和结论的参
与权和异议权。 司法实践中 “第三人涉赃款赃物的， 应直接裁定予以追缴， 不应将其追加为被执行
人”讁訛 这一观点是对 《规定》 第十一条的延伸， 即第三人并非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自然在执行中
不可能成为追加的被执行人。 被追缴人和被执行人身份的不同就决定了第三人不可能通过成为被执
行人而享有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参与权和异议权。

关于被追缴财物的第三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 法律并没有直接的规定， 那是否有相关的间接性
的规定可以适用呢？ 刑事诉讼中的参与主体， 除公检法机关，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 辩护人， 被害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外， 还存在其他与案件相关的主体， 一般称为 “利害关系人” “案外人” 等。 如果
第三人可以纳入 “利害关系人” 或 “案外人” 的范围， 那么法律对第三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也并非
全无保障。 实践中有法官认为 “无偿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是案外人”。輥輮訛 若这一观点正确， 那么第
三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的， 可以依据 《规定》 第十五条向执行
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从表面上看， 利害关系人可能包含第三人。 《刑事诉讼法》 中与利害关系人相关的规定共有四
处， 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 即对于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措施的； 应当解除查封、 扣押、
冻结不解除的”， 可以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第二类则集中规定在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 死
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一章中， 分别为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二款、 第三款和第三
百条第二款。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第五百一十三条， 该 “利害关系人” 的范围包括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对申请
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的人”， 《关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
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违法所得没收规定》） 则将 “利害关系人” 的范围扩大至对财物主张所
有权、 部分物权（留置权、 担保物权等）。輥輯訛 允许该类主体参与诉讼的原因在于 “司法机关拟处理的
财产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其为主张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而参与诉讼”。輥輰訛 财产被追缴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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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诉讼自然是认为 “司法机关拟处理的财产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财产被追缴的第三人似乎也可能属于 “案外人”。 案外人在 《刑事诉讼法》 中并无规定， 仅出

现在 《解释》 第三百六十四条、 三百七十一条、 四百四十条、 四百四十三条和 《规定》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案外人参与诉讼的情形分别为 “对查封、 扣押、 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提出异议”
“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 “对被执行财产提出权属异议” “对
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 “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认为刑
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看似第三人可以凭借 “利害关系人” 或 “案外人” 的身份， 对涉案财产的权属提出异议， 法院
也应当对该异议进行审查， 其权利保障并不是全然空白， 但由于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参与诉讼的诸
多限制， 实际上导致第三人可以行使权利的空间十分有限。 限制一即为部分权利仅适用于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 虽然利害关系人可以参加诉讼、 提出上诉， 但这一权利仅限于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
案件， 在其他类型的案件中， 利害关系人仅有权向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申诉或控告。 限制二即为案
外人参与诉讼也主要是在执行阶段。 虽然根据 《解释》 第三百六十四条， 案外人可以对法庭审理过
程中查封、 扣押、 冻结的涉案财物提出权属争议， 但没收讲究权属明确， 且与本案有关， 法院对于
并未登记在被告人名下的财产轻易不会进行查封、 扣押、 冻结。 加之 《规定》 仅适用于执行程序，
负责审理的法官无从将 《规定》 作为判案的依据， 即使公安司法机关认为被告人将财产转移至了第
三人， 想要采取强制措施或没收， 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解释》 第三百七十一条、 四百四十条、
四百四十三条及 《规定》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则明确地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或执行程序， 并不适用
于审判程序。 鉴于此， 第三人如果是在执行之前取得财产的， 《规定》 第十一条并不是适格的对该
第三人进行没收的法律依据， 该第三人也就无需以案外人的名义参与诉讼。 因此， 《规定》 第十一
条涉及的第三人仅可能在执行程序中面临财产被追缴的风险， 并无权参与诉讼程序中。

3. 第三人在诉讼的其他阶段获得涉案财物的， 如何处置并不明确
《规定》 第十一条仅规定了执行程序中第三人获得涉案财物， 对于第三人在其他诉讼阶段获得

涉案财物应当如何处理的情况并未涉及。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出于转移财产的目的， 可以在任何环
节将涉案财物转手， 不一定会等到生效判决作出后。 第三人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处获得涉案财物
的时间可能为犯罪行为发生后、 诉讼程序开始前， 立案到判决生效的任一环节， 判决生效到开始执
行， 以及开始执行后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内， 但 《规定》 第十一条并未对开始执行后之外的其他情况
进行规定。 只要在违法所得及涉案财产权属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法院大多作出不予没收的裁判，輥輱訛

如果在此之前财产转移至第三人， 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何处置， 涉案财物问题就悬而未决。

三、 第三人没收的理论根基———对物诉讼理论

虽然没收并不需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但仍然主要限定于对被告人的没收， 对于第三人没收，
属于非常规情形。輥輲訛 没收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扩张趋势， 一是主体扩张， 二是客体扩

輥輱訛 王小兰、 赵晋： 《违法所得没收制度的适用与完善———以四川省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为视角》， 载 《人民检察》 2018
年第 22期。

輥輲訛 根据 《刑法》 第六十四条， 当没收对象为犯罪工具时， 明确限定为 “本人财物”， 违法所得也被限定为 “犯罪分子违法所
得”。 同样， 《刑事诉讼法》 也都将 “财物及其孳息” “违禁品” “犯罪工具” 全部限定为与犯罪行为相关、 与本人相关。 查
封、 扣押、 冻结的对象必须是 “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 文件”， 保管的对象也为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 如此种种都显示出被告人没收是没收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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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輥輳訛 主体扩张即表现为对第三人没收。

（一） 对物诉讼理论对没收制度的影响

“对物诉讼” 的起源可追溯至罗马法， 发展至今主要是指英国针对船舶的海事诉讼。 罗马法曾
按起诉书的内容， 将诉讼分为对人诉讼、 对物诉讼和混合诉讼。輥輴訛 这种分类决定了对物诉讼的真正
目标并不是物之所有人， 而是该物本身。 不论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还是民事诉讼程序实现对违法所
得等的没收， 贯穿的都是对物诉讼的理念， 即将关注 “人” 的诉讼程序与关注 “物” 的没收程序两
者相分离， 剥夺违法主体的违法收益、 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财产权。

对物诉讼理论进入到刑事法律领域， 催生了没收制度。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一特殊程序体现
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物诉讼”。輥輵訛 这一论断正是基于该程序不处理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问题
而仅关注涉案财物处置问题。 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其目标是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进行定罪， 因此， 刑事诉讼是典型的对人诉讼， 不应该存在对物诉讼， 但 《刑法》 第六十四
条规定的特殊没收其性质并不是一种附加刑，輥輶訛 这就对围绕着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定罪、 量刑的对
人诉讼与围绕如何展开特殊没收相分离提供了可能。 不论两者是否必须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推进， 都
不能遮蔽特殊没收制度所体现的 “对物诉讼” 的特征。

对物诉讼理论对没收制度的另一层影响体现为对第三人没收的正当性。 既然没收并不是一种刑
罚， 而是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輥輷訛 那么其适用的对象也不必限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对物诉讼
不关注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刑事责任问题， 仅对涉及的违法所得的归属和处置进行判断。
因此， 对不属于定罪、 量刑对象的第三人没收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 不论该物转移至何处， 都应该
一追到底， 直至将该物没收， 要么返还被害人， 要么上缴国库。

（二） 对物诉讼的双重目的———“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而获利” 与 “恢复物之权利状态”

涉及财物的犯罪， 经济制裁不论在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 第三人没收
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贯彻 “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而获利”。輦輮訛 不得因犯罪而获利是朴素的正义观， 不因
获利人的身份不同而区分对待。 传统的人身性质的刑罚仅剥夺或限制人的自由， 而对因犯罪所取得
的财物持放任态度。 如果犯罪有利可图， 即使被追诉仍然可以保有该违法所得， 那么刑法的威慑效
力必然大大减弱。

第三人没收的立法目的之二在于恢复物之权利状态。 违法所得没收既可能是民事程序， 也可能
是刑事程序。 即使通过刑事程序没收违法所得， 其性质也为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輦輯訛 旨在填平因
被追诉人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本身并不带有惩罚的性质。 如果将没收的对象限定为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 那么当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将犯罪所得转移后， 将陷入执行不能的局面。 虽然根据法
律规定，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将犯罪所得转移、 转化后获得的财产同样应当没收， 但如果其通过无
偿或低价的方式转移， 执行同样有较大概率会落空。 对于财物被没收的第三人， 由于该第三人本身

輥輳訛 没收的客体扩张体现为扩大没收， 即在案的疑似犯罪所得并非来自于本案犯罪， 而是他案犯罪。 参见林钰雄： 《综览没收新
旧法》， 载 《月旦法学教室》 2016年第 4期。

輥輴訛 张鸿午： 《简论对物诉讼》， 载 《中国海商法年刊》 1995年第 6卷。
輥輵訛 参见前引譹訛， 陈瑞华文。
輥輶訛 参见张明楷： 《论刑法中的没收》， 载 《法学家》 2012 年第 3 期； 谢望原： 《刑法中的没收制度》，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年第 6期。
輥輷訛 王皇玉： 《2015年刑事法发展回顾： 刑法没收制度之变革》， 载 《台大法学论丛》 2016年第 45卷第 1期。
輦輮訛 许丝捷： 《第三人犯罪所得之没收》， 载 《月旦法学杂志》 2016年第 5期。
輦輯訛 李杰清： 《没收犯罪所得程序法制与实务》，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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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该财物要么是恶意的， 要么是无偿、 低价的， 没收其财物对于第三人同样并不具有惩罚的性
质。 对于善意第三人， 则可以通过善意第三人免予追缴制度予以保护。

（三） 对物诉讼理论下第三人没收的诉讼构造

刑事诉讼构造是指由法律所确立的 “各基本要素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輦輰訛 在第三人没收
中， 刑事诉讼由调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检察机关和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转换到调整第三人、 检察
机关和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民事没收制度中， 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美国对于违法所得的没收主要通
过民事没收制度实现， 且对案件适用的类型没有限制。輦輱訛 “只要政府能够以优势证据证明拟被没收财
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存在实质的联系， 并且向所有相关的权益人发出了适当的没收公告， 政府
就可能获得针对该财产的没收判决， 而无论该财产归谁所有。”輦輲訛

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实现第三人没收的， 检察机关更是当然的起诉主体， 第三人是该没收程序中
的当事人而非诉讼参与人。 从第三人角度看， 其取得的涉案财物或在涉案财物上享有的权利不被法
律保护， 执行机关可以对该财物进行追缴， 追缴后要么返还被害人要么上缴国库， 该第三人与裁判
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这是典型的基本权干预行为， 应当有一套完整的诉讼流程和审查规则对
其约束。 诉讼过程中应当贯彻控辩平等、 有效辩护、 证据裁判、 直接言词等原则。 日本在 1963 年
出台的 《关于刑事事件中的第三人所有物的没收程序的应急措施法》 赋予了第三人被告知的权利，
陈述、 辩解、 取证、 上诉的权利， 获得事后救济的权利及其他诉讼权利。輦輳訛 这些权利与被追诉人的
刑事权利范围几乎无异， 可以视为日本法律对存在第三人没收的案件， 充分保障了第三人作为财产
被干预人的参与权和异议权。

四、 我国第三人没收制度的实体要件完善

“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而获利” 和 “避免不当地对第三人获得的财产进行没收” 是惩罚犯罪和保
障人权这一组诉讼价值在没收领域的体现， 不应有所偏废。 目前关于第三人没收的规则较为缺乏，
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在 《刑法》 中明确规定特殊没收可以及于第三人

“特殊没收与没收刑不同， 不属于附加刑” 已成为学界共识，輦輴訛 但由于刑事法主要围绕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定罪、 量刑展开， 针对财产的处置、 尤其是涉及第三人财产的处置缺少明确的依据。
尤其是在 《刑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下， 没收犯罪所用的财物为 “本人财物”， 违法所得的主体也
限定为“犯罪分子”， 第三人没收在 《刑法》 上并没有根据。 因此， 应当在 《刑法》 中明确规定特殊
没收可以及于第三人。

（二） 第三人的范围

首先， 由于 《刑法》 中规定了单位犯罪， 对单位犯罪中出现的违禁品、 供犯罪所用之物和违法
所得应当没收， 第三人自然也不应仅限于自然人， 还应包括单位。 单位可以成为第三人的适格主体

輦輰訛 宋英辉： 《论合理诉讼构造与我国刑事程序的完善》， 载 《湖南社会科学》 2003年第 4期。
輦輱訛 朱孝清：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几个问题》， 载 《人民检察》 2014年第 15期。
輦輲訛 王俊梅： 《美国民事没收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4页。
輦輳訛 金光旭、 钱叶六： 《日本刑法中的不法收益之剥夺———以没收、 追缴制度为中心》， 载 《中外法学》 2009年第 5期。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张明楷文； 前引譾訛， 姚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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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单位犯罪， 尤其是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类犯罪中的单位收益依法进行追缴。
其次， 应当将第三人扩大至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被执行人， 即犯罪行为发生后、 判决执行

前的任何阶段获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 不应局限于从被执行人处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
再次， 应当进一步将第三人区分为代理型、 挪移型、 履行型和提供型。輦輵訛 代理型是指犯罪行为

人以第三人代理人的身份实行不法行为， 该第三人直接获利。 德国 《刑法》 第 73b 条 “正犯或参与
犯为他人实行违法行为， 该他人因而有所得” 即为代理型。 挪移型是指犯罪人基于逃避债权人追索
或是为了掩饰其犯罪的意图， 通过无偿或显著低价的民事法律行为将犯罪所得转移至第三人。 对应
德国 《刑法》 第 73b 条 “他人无偿或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取犯罪所得或明知犯罪所得源自违法行为或
可得而知者”。 实践中还存在履行型的第三人， 即犯罪行为人为了履行合法交易而产生的法律义务，
将犯罪所得转移到第三人。 提供型第三人则是 “为了犯罪” 或 “知悉犯罪情况” 而交付于犯罪嫌疑
人。 与 “取得型” 的第三人相比， 提供型第三人被没收的财产本身在犯罪行为之前就属于第三人所
有， 但由于该财产参与到犯罪行为中， 成为 “供犯罪所用的财物”。

与上述分类相比， 《规定》 第十一条明显仅规定了挪移型的第三人和履行型的第三人， 并不涉
及代理型和提供型的第三人。 第三人借由他人的犯罪行为而获利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国如果仍然坚
持 《规定》 第十一条的标准， 将代理型的第三人排除在没收对象之外， 将会导致 “任何人不得通过
犯罪获利” 的目的大打折扣。 对提供型第三人展开没收也并不代表一律没收该第三人供犯罪所用的
财物， 可以结合具体情形予以裁量没收。

（三） 善意第三人的判断标准

善意第三人是民法中的概念， 主要体现在 《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輦輶訛 《物权法》 在制定之初对
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輦輷訛 理由之一即为刑事法对盗赃物规定了追缴后退
回的制度， 原所有权人可以通过该途径恢复行使所有权。輧輮訛 然而， 《规定》 第十一条则规定对善意第
三人无需追缴， 意味着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于盗赃物等违法所得。

不论被追诉人是将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 转让还是设置权利负担， 都属于减少责任财产， 使
得追缴、 发还涉案财物有实现不能的后果或风险。 《规定》 第十一条在判断 “恶意” 时分为 “主观
恶意” 和 “客观恶意”， 即主观上明知； 客观上具有无偿或显著低价、 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违法犯
罪活动、 通过其他恶意行为取得涉案财物情节之一。

“恶意” 这一主观要件通常以具体的客观情节来证明。 “主观要件属于内心世界、 精神层面的内
容， 外人难以琢磨和洞察”。輧輯訛 “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要求第三人有明知的主观心理状
态， 证明难度较大。 在如何判断是否为明知时， 应当结合第三人所支付的对价是否合理、 与被追诉
人的关系等情节。 客观上具有恶意的第三人判断的核心是 “对价是否合理”。 基于保障交易自由的
目的， 法律应当保障支付了合理对价的相对方的利益， 避免扰乱交易市场。 而无偿或以显著低价取
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并不是合法交易的相对方， 其利益自然不必保障。 在具体认定何为合理的对价
时， 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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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輦輵訛 林钰雄： 《利得没收新法之审查体系与解释适用》， 载 《月旦法学杂志》 2016年第 4期。
輦輶訛 现为 2020年 5月全国人大通过的 《民法典》 第三百一十一条。
輦輷訛 梅夏英： 《民法典编纂中所有权规则的立法发展与完善》， 载 《清华法学》 2018年第 2期。
輧輮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 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95页。
輧輯訛 董坤： 《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关系论纲》，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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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的认定方法， 综合考虑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经营价格、 交易当时物价
部门指导价、 市场交易价。 不到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 70%的， 可以视为显著低价。

（四） 第三人没收的客体范围

第三人没收的客体范围同样包括违禁品、 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和违法所得。
其一， 第三人获得的违禁物， 应当予以没收， 且不存在善意取得的例外。 违禁品是指法律、 法

规明文禁止拥有、 持有或交易的物品。輧輰訛 违禁物是禁止私自流通之物， 因此， 不论违禁物归谁所有，
都应当予以没收。

其二， 如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将供犯罪所用的财物转移至第三人或本身为第三人所有， 应适
用裁量没收， 即仅没收与犯罪密切相关的财物即可。 德国 《刑法》 对此种情形在第 74a 条中规定
“犯罪物于裁判时属于第三人或由其管理， 而有下列情形， 得不依第 74 条第 3 项之规定而宣告没
收： 1. 第三人因重大过失而使该物成为犯罪工具或犯罪客体， 或 2. 第三人知悉该物应受没收， 但
以可非难之方式而获得该物。” 这一规定也是建立在将第三人区分为善意与恶意的基础上。 违禁物
之外的供犯罪所用的财物， 通常是生活中的常用物， 本身并不带有任何违法属性， 对其进行没收一
方面难以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没收成本与没收物的价值极不相称。 即使是
在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进行没收的情形中， 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也不是没收的重点， 不必一律没收。

其三， 违法所得转移至第三人时， 没收的对象及于违法所得的收益。 根据 《规定》 第十条， 追
缴的对象应为 “赃款赃物、 赃款赃物的收益、 赃款赃物因投资或者置业而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
对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没收， 不仅包括违法所得财物本身， 而且包括 “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輧輱訛

当违法所得发生转变、 转化后， 该转变、 转化后的财产及其收益同样应当没收。 不仅违法所得会转
移至第三人， 违法所得的各项收益也可能一并或单独转移至第三人。 对于落入违法所得收益范围内
的财产， 同样应当从第三人处没收。

（五）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收与第三人没收的竞合

既然同时存在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没收和第三人的没收， 两者之间就存在竞合的可能。 两
者竞合时如何处理， 应视没收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分。

1.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收与第三人没收相对独立
违禁品属于禁止流通的物品， 不论由谁取得， 一律应当没收。 当违禁品由第三人取得时， 应当

予以没收。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因将违禁品转移给第三人获得对价的， 对该对价同样应当没收。 供
犯罪使用的财物也可能出现由第三人获得的情形。 对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如果从第三人处获得
了对价， 则同样应当予以没收。 属于恶意第三人的， 该供犯罪使用的财物同样应当予以没收； 属于
善意第三人的， 则不必没收。

针对违法所得产生的竞合最为常见。 以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为例， 即使涉案财物转
移至第三人处， 也应当予以没收。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由此获得的收益同样应当予以没收。 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没收与第三人没收是相对独立的事项， 不能因已对其中一方进行了没收而当然地认为
对另一方不必没收。

2. 第三人同时构成犯罪时的没收竞合
仅对第三人没收的场合也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收与第三人没收的竞合问题， 但这里

輧輰訛 谢望原、 肖怡： 《中国刑法中的 “没收” 及其缺憾与完善》， 载 《法学论坛》 2006年第 4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张明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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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合指的是针对第三人的没收。 例如德国 《刑法》 规定， 如果收款人明知所收钱款为赃款， 则可
能构成洗钱罪。輧輲訛 日本 《刑法》 第 256 条规定了 “有关盗窃物等的犯罪”， 犯罪成立要件为 “对于盗
窃物或者其他财产犯罪行为所得之物， 无偿收受， 搬运、 保管、 有偿收受或者进行有偿处分的斡
旋”。 这一罪名的保护法益是 “因前提犯罪而产生的财产罪被害者对被害物的回复请求权”。輧輳訛 这种
情形在我国也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洗钱罪。 如果第
三人获得赃款赃物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 则也可以直接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没收的规定， 不必适用第三人没收的相关规则。

五、 我国第三人没收制度的程序规则设计

第三人没收制度的程序规则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收的程序规则之间并无区别， 其证明体
系、 审查体系、 参与权等应当一视同仁， 但由于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中并没有较为明确的关于没收的
程序及证据规则； 仅适用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 《违法所得没收规定》 中对证明问题的规定并不充
分； 第三人没收并未规定在 《刑法》 《刑事诉讼法》 中等原因， 仍然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 第三人没收的证明体系

第三人没收程序中证明对象应当为 “可以对第三人没收的各项构成要件的要素”。 在对人诉讼
中， 证明对象为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之下的更为具体的各项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 《违法所得没收规
定》 第十五条规定， “出庭的检察人员……就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等相关
事实出示、 宣读证据……” 既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 其证明对象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
违法所得等涉案财产， 那么第三人没收程序中的证明的对象应当包括两个阶层的事实， 即 “申请没
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等涉案财产” 和 “该财产属于、 已经转移至恶意第三人或已向恶意第三人设
定权利”。

第三人没收的证明责任分配视证明对象不同而不同。 “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等涉案财
产” 这一证明对象毫无疑问应当由检察机关举证证明。 “该财产属于、 已经转移至恶意第三人或已
向恶意第三人设定权利” 包含该财产属于、 已经转移至第三人或已向第三人设定权利和该第三人是
恶意的这两类证明对象。 其中， 前者应当由检察机关举证证明。 后者则涉及善意取得制度中证明责
任的分配问题。 有学者认为 《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应由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輧輴訛

美国 《2002年民事没收改革法》 也规定应当由无辜所有者抗辩的提出者承担证明责任， 且必须达到
优势证明标准。輧輵訛 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 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看， 应当由
主张不存在善意取得的一方对不构成善意取得承担证明责任。 这种证明责任分配对原权利人设置了
较重的证明负担， 旨在保障交易的安定性。 在讨论刑事领域的第三人没收时， 有学者认为善意第三
人抗辩属于积极抗辩， 是在不否认对方主张事实基础上提出的独立主张， 证明责任应由该提出者负
担，輧輶訛 第三人必须对自己属于善意第三人负担提出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 即第三人必须提出证据

輧輲訛 王立栋： 《论德国法上诈骗所得赃款的收缴和受害人的民事救济》，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2期。
輧輳訛 [日] 山口厚： 《从新判例看刑法 （第 3版）》， 付立庆、 刘隽、 陈少青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98页。
輧輴訛 吴泽勇： 《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 载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4期。
輧輵訛 See U. S. Code section983 （d） （1）.
輧輶訛 初殿清： 《特别没收程序中的抗辩———兼论 〈两高特别没收程序规定〉 相关制度》，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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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自己不知情或已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輧輷訛 如果赞同这一观点， 则意味着民事救济途径和刑事救
济途径的证明结构并不一致， 原权利人的证明负担也不相同。 如果认为刑事诉讼应当参照上述 《物
权法》 司法解释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 则检察机关必须对第三人 “不构成善意” 承担举证证明责
任。 那么在第三人没收时， 应当由谁承担 “第三人是否善意” 的证明责任、 是否可以直接根据 《物
权法》 的上述解释认为同样应当由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检察机关承担？

这一问题涉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 首先， 虽然 《物权法》 的上述解释规
定较为明确， 但刑事诉讼中第三人没收的证明体系还处于学理探讨阶段， 直接适用该解释虽然较为
直观但说服力不够。 其次， 民事诉讼法学者对善意取得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这也从侧
面说明该解释并非完全合理， 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最后，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证明责任分配
上可以存在不同。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是 “谁主张、 谁举证”， 并同时考虑举证证明的难度和
不同主体行使权利的活跃程度， 通常由有能力提出证据的、 积极主张权利的一方负担。 从案件类型
看， 民事诉讼领域与善意取得相关的案例通常表现为原权利人通过相关线索找到第三人， 基于物权
请求权向第三人要求返还原物， 原权利人属于积极行使权利的一方。 而刑事诉讼领域则更多地表现
为第三人针对法院对其取得的涉案财物展开的没收行为提出异议， 从而主动参与到没收程序中， 提
出自己取得该财物或权利时是善意的。 证明责任分配体现的是价值权衡的思维， 民事诉讼中将 “第
三人是否善意” 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权利人， 属于加重原权利人的负担， 意味着在保障所有权与交
易稳定性之间较为侧重对交易稳定性的保障。 刑事诉讼并不必然要将交易稳定性视为更需要保障的
权利。 回归到刑事诉讼的价值位阶， 惩罚犯罪、 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应当重于对交易稳定性的保障。
因此， 由该第三人对自己是善意的这一诉讼主张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也是可行的。

关于证明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应当采取刑事诉讼的 “排除合理怀疑” 标准， 而应当适用
与民事诉讼相同的 “优势证明标准”。輨輮訛 虽然优势证据标准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但对物诉讼的
错误执行较容易弥补、 执行回转，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輨輯訛 第三人没收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对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没收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都是一种对物诉讼， 证明标准也不应当有所区分。

（二） 第三人的参与权、 异议权保障

当没收对象为第三人时， 不论是审前程序还是审判程序， 都应当保障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以及
与此相关的辩护权、 对质权等。 “法院应该命该第三人参与， 称为参与命令”，輨輰訛 第三人也有权要求
参与。 除非第三人明确表示放弃该权利， 否则法院不得在第三人缺席的情况下做出没收判决或裁
定。 鉴于对物诉讼与对人诉讼在审理内容上各有侧重， 应通过相对独立的围绕涉案财物的质证认证
程序保障第三人在庭审能够充分行使参与权。

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 “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措施的”
或 “应当解除查封、 扣押、 冻结不解除的”，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采取的是 “自行处理+
同级检察院申诉” 的异议机制。 这种异议机制偏行政性而非司法性， 对于涉及财产权这一基本权利
的保障不足。 第三人对涉及自身财产的没收判决或裁定不服时， 应当有权提起上诉， 如果该判决裁
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总之， 在没收第三人的相关

輧輷訛 吴光升： 《美国民事没收的无辜所有者抗辩： 历史、 现状与启示》， 载 《法治研究》 2015年第 4期。
輨輮訛 万毅： 《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 载 《法学》 2012年第 4期。
輨輯訛 施鹏鹏： 《缺席审判程序的进步与局限———以境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6期。
輨輰訛 林钰雄： 《没收之程序问题———德国法之鸟瞰与借镜》， 载 《月旦法学教室》 201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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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suit� against� property� and� lawsuit� against� defendant�
realizes� the� division� of� the� task� of� criminal� procedure� from� conviction� to� dealing� with “ the�
problem�of�defendant” and “ the�problem�of�property”.�Although� the� legislation�has� stipulated�
the� third� party’s� recovery,�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iscation� and� recovery,� imperfect� protection� of� the� third� party’s� right� of� participation� and�
remedy,�unclear�confiscation�of�the�third�party�in�the�trial,�and�lack�of�detailed�rules�for�bona�fide�
acquisi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riminal�integration,�the�system�of�the�third�party�confiscation�
should�be�clearly�stipulated�in�the�general�provisions�of�the�Criminal�Law,�and�the�existing�types�
of�the�third�party�should�be�improved.�In�terms�of�procedural�rules,�the�preponderance�of�evidence�
should�be�applied�to�the�confiscation�of�the�third�party,�and�the�procuratorial�organs�should�bear�
the�burden�of�proof� for� the�claim�of�confiscation,�but� the� third�party� should�bear� the�burden�of�
proof�for�his�bona�fide.�The�third�party’s�right�to�participate�in�litigation�and�the�right�to�dissent�in�
the�trial�should�be�protected�through�a�relatively�independent�cross-examination�and�certification�
procedure�around� the�property� involved� in� the�case.�The� third�party�confiscation�also�applies� to�
special� procedures.�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confiscation� procedure� can�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in�the�future.

Key Words: Lawsuit�against�Property； Third�Party�Confiscation； Bona�Fide； Preponderance�of�
Evidence

事项中， 该第三人的身份就是权利被干预的人， 与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应当有所
区别。

（三） 缺席审判程序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同样可以对第三人进行没收

在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中， 检察机关可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主张没
收， 但该两类程序中，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都处于缺席状态， 具体的刑事诉讼程序与普通案件存在
一定的区别。 如果适用上述两类程序中发生了涉案财物转移至第三人的情况， 同样可对第三人进行
没收。 此时， 作为财产可能被没收的第三人， 有权参与诉讼程序、 提出证据、 提出异议及上诉等。

（四） 第三人单独没收程序

既然允许对第三人进行没收， 就意味着承认刑事对物诉讼可以独立于对人诉讼。 实际上， 不论
是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没收还是对第三人的没收都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仅因为在大多
数情况下与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追诉程序同步进行而没有强行分开的必要。 如果因事实上或法
律上原因未能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追诉或作出有罪认定， 可以单独审理没收相关的问题。 如由于案件
被撤销或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而在审前程序就终结了对人诉讼， 但同时案件又涉及对第三人没收
的， 应当允许展开第三人单独没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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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法和国际私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譹訛 参见王荣珍： 《民法总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7-8 页； 陈天昊： 《论我国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对暂行

制度、 立法文件及现行规范的实证分析》， 载 《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 5期。
譺訛 参见陈又新： 《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对 “两阶段理论” 的借鉴》，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5年第 3期。

李 殊 *

内容提要： 政府采购包括合同订立阶段和合同履行阶段。 我国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三条
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但法律未明确规定合同订立前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的招投
标等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属性。 而这恰恰关系到采购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前发生纠纷时可以
采取的解决路径、 提起的诉讼类型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和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以当前理
论和实务对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属性的分歧为切入点， 通过分析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
的实务和理论学说可发现将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认定为公法行为在我国可能会面临的
困境。 从政府采购的实质和特性来看， 将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认定为私法行为具有合
理性。 从行为的私法属性出发， 可为采购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纠纷提供法
律解决路径。
关键词： 合同订立前 政府采购行为 私法属性 纠纷解决路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7

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的私法属性及纠纷
解决路径

我国 2002 年颁布、 2014年修订的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 《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 法律规定采购当事人因政府采购合同而产生的合同争议属于民事纠纷， 在
《民法典》 实施后， 则应适用第三编 “合同” 的法律规定。 但是， 如果采购当事人因采购合同订立
前的政府采购行为产生争议， 是否应该适用民事法律？ 对此， 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既
然 《政府采购法》 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属于民事合同， 那么， 采购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争议也
应该采用民事解决途径。① 也有学者认为， 《政府采购法》 并未对合同订立前采购人选择供应商的政
府采购行为予以法律定性， 只规定如果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行为有异议的， 可以通过质疑、 投诉等方
式进行救济， 这是将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争议转化为财政部门的处理决定， 再将其纳入到行
政救济的框架之中。② 事实上， 不仅是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实务界对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
为的定性也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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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行申 442 号行政裁定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皖行终 197 号行政判决书， 安徽
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芜中行初字第 00028号行政判决书。

譼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 最高法民申 1919 号民事裁定书，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云民终 1106 号民事判决书， 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云 01民初 1110号民事判决书。

一、 实务争议： 法院对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的属性认定

通过检索， 笔者发现， 采购当事人对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产生争议而提起的诉
讼， 有些是民事诉讼， 而有些是行政诉讼。 以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
府不予返还投标诚信保证金案 ③ 为例， 中铁上海局向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 芜湖市政
府第一招标采购代理处下达的 《关于芜湖市荆山桥改建工程的函》 （以下简称 54 号函） 中所述的
“投标诚信保证金不予返还” 是行政处罚行为。 一审法院 （以下简称 《诚信制度》） 认为， 中铁上海
局被认定违反 《芜湖市招标采购活动投标人 （供应商） 诚信制度》， 依据代理处与中铁上海局签署
的诚信保证合同， 中铁上海局的诚信保证金将不予返还， 芜湖市政府决定不予返还诚信保证金是合
同权利。 二审法院认为， 诚信保证合同虽具有民事合同的外在形式， 但其实质却是政府部门对招投
标活动的一种监督管理方式， 不予返还诚信保证金具有行政处罚性质， 故本案当事人的争议属于行
政争议。 再审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 诚信保证金制度的实施明显具有行政机关对招投标活动
进行行政管理的属性， 并非民事主体之间通过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 代理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属
于行政行为的范畴， 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就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在该案中， 原告 （二审上诉人、 再审被申请人） 是供应商中铁上海局， 被告 （二审被上诉人、
再审申请人） 是采购人芜湖市政府。 合同订立前， 中铁上海局就代理处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的行
为提起行政诉讼。 在诉讼中， 中铁上海局请求撤销 54 号函中所作出的行政处罚， 判令芜湖市政府
立即返还其投标诚信保证金并赔付利息损失， 审查 《诚信制度》 的合法性。 芜湖市政府辩称 “投标
诚信保证合同” 是民事合同， 代理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属于履行合同的民事行为， 且代理处是独
立进行招标代理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 因此芜湖市政府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笔者认为， 该案涉及
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 芜湖市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2） 诚信保证合同的法律属性
如何界定？ （3） 代理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的行为性质如何界定？

首先， 政府采购的当事人包括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有集中采购机构
和集中采购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两种类型， 前者是非盈利的事业单位法人， 后者是从事采购代理业
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也就是说，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不是行政机关的分支机构， 而是独立运行的机
构。 但在该案中， 法院皆认定芜湖市政府为本案适格的被告， 代理处作为芜湖市的采购代理机构，
其与投标人签订书面诚信保证合同并收取保证金及处理违约行为， 是芜湖市政府在 《诚信制度》 中
赋予的职权。 其次， 投标诚信保证金是中铁上海局在提交投标文件时与代理处签订书面诚信保证合
同并按要求交足的。 也就是说， 诚信保证金是供应商参与投标的前提条件， 如果中铁上海局不参与
该招投标， 则不需要交纳诚信保证金。 显然， 这与在借贷、 买卖等民事活动中，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以自己所有的或特定数量的财产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债务的法律行为并无差别。 但在该案中， 除
一审法院认为代理处不予退还保证金是履行合同而驳回中铁上海局的诉讼请求外， 二审和再审法院
认为诚信保证金制度的实施明显具有行政机关对招投标活动进行行政管理的属性， 并非民事主体通
过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 认定代理处不予退还诚信保证金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 但是， 在安
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保险经纪合同纠纷案 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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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复决字 （2015） 168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粤行终
1636号行政判决书，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16） 粤 71行初 74号行政判决书。

譾訛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赣行申 261 号行政裁定书，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赣 01 行终 93 号行政判
决书，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2017） 赣 0102行初 64号行政判决书。

譿訛 参见前引譺訛， 陈又新文。
讀訛 参见湛中乐、 杨君佐： 《政府采购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1年第 1期。
讁訛 参见于安： 《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几个问题》， 载 《法商研究》 2003年第 4期。
輥輮訛 参见赵飞龙： 《论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6年第 6期。

安诺保险作为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其与供应商就采购合同订立前的 《共保协议》 产
生纠纷时， 一审法院、 二审法院和再审法院皆是以 《合同法》 为依据， 适用 《民事诉讼法》 对案件
进行裁决。

此外， 在普宁市赛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揭阳市人民政府、 广州
北斗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纠纷案 ⑤ 中， 对于省经信委委托北斗公司管理揭阳市
重点车辆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并享有运营收益的行为， 工信部认为供应商应该向本省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反映或者向本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认为供应商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 但有质疑和投诉的前置程序。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属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纠
纷。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第八项的规定，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
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但是， 在英国阿特金斯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与南昌市城乡规划局政府采
购行政赔偿案⑥ 中， 一审和二审法院认为供应商判令政府行政采购招标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
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该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就采购事
项书面提出过质疑和投诉， 申请人现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 本文致力于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 在合同订立前， 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
商因政府采购行为产生纠纷应提起何种法律属性的诉讼？ 对于与不同种类的采购代理机构 （事业单
位法人和社会中介机构） 的纠纷是否影响诉讼的法律属性？ （2） 如果将合同订立前采购当事人因政
府采购行为产生的争议提起的诉讼认定为民事诉讼， 如何理解 《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八条中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 （3） 如果将合同订立前采购当事人因政府采购行
为产生的争议提起的诉讼认定为行政诉讼， 如何理解 《政府采购法》 第六章 “质疑和投诉” 的法律
条文， 以及质疑和投诉是否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学者对采购当事人在政府采购订立前的政府采
购行为的法律属性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三条只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合
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但是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前采购当事人的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属性无明确
规定。 有观点认为， 《政府采购法》 第六章 “质疑和投诉” 专门针对合同授予阶段的救济制度进行
了规范， 救济途径包括询问、 质疑、 投诉、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而这与合同履行阶段的救济机制
是并行不悖的。⑦ 有观点认为， 尽管 《政府采购法》 在立法上结束了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之争，
但是针对采购当事人在政府采购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争议， 仍然采用的是行政争议纠纷解决方
式， 因此， 政府采购具有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双重属性。⑧ 有观点认为， 政府采购合同应该属于一
种 “混合合同”， 不但需要完成政府采购的商业目的， 而且需要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 实现避免市
场失灵的监管目的。⑨ 也有观点认为， 政府采购是采用 “先预约、 后本约” 的双合同方式分别订立，
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属于预约行为，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的行为属于本约行
为。 对于预约， 例如选择交易对象的行为， 应该属于行政行为。⑩ 由此可知， 对于政府采购合同订立
前的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属性及纠纷解决路径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务价值， 笔者将先通过讨论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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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See Jane Golding, Paul Henty, “The New Remedies Directive of the EC: Standstill and Ineffectiveness”, in “Public Procurement Law
Review”, Sweet & Maxwell Limited and Contributors, 2008, pp.146-154.

輥輰訛 See Martin Burgi, “EU Procurement Rules -A Report about the German Remedies System”, in “Enforcement of the EU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 DJ覫F Publishing Copenhagen, 2011, p.107.

輥輱訛 参见 [德] Ulrich B覿lz： 《德国营业竞争限制防止法有关政府采购规范之发展》， 刘华美译， 载 《公平交易季刊》 1991 年第 10
卷第 1期。

輥輲訛 See Caranta Roberto, “Remedies in EU Public Contract Law: The Proceduralisation of EU Public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in
“Review of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Vol. 8, No. 1, June 2015, pp.75-98.

輥輳訛 德国的专业法院包括行政法院、 劳动法院、 社会法院、 财政法院以及联邦专利法院。

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采购理论与实务研究来进行比较法上的分析。

二、 比较法探讨： 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理论与实务研究现状

（一） 德国———“双阶理论”

“双阶理论” 是德国学者依甫生 （H.P.Ipsen） 在 1956 年发表的名为 《对私人的公共融资》 一文
中提出的。 “双阶理论” 将整个政府采购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采购人同意或者拒绝与供应
商签订采购合同的决定， 包括招标、 审标、 决标， 这属于采购合同订立之前的阶段， 这被视为公法
行为； 第二阶段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后的履行阶段， 这一阶段的行为保持着私法属性。
也就是说， 对于合同订立之前的阶段出现的纠纷， 适用行政法律规范； 对于合同订立之后出现的纠
纷， 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这是 “双阶理论” 的主要内容。 德国根据欧盟第 2004/17/EC 和 2004/18/
EC 号指令， 基于政府采购中法律行为的不同，輥輯訛 制定了复杂的采购体系， 即所谓的 Cascade Variant
（级联变体）。輥輰訛 相应的， 其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也独具特色。 1999年， 德国通过 《政府采购更新法案》，
将政府采购的规范从预算法中脱离出来， 并置入 《限制竞争防止法》中。輥輱訛 根据德国最新修订的 《限
制竞争防止法》 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于政府采购的救济， 设立了审议程序和申诉程序。輥輲訛 如果供应
商对政府采购有异议， 可以向联邦采购审议庭或者邦采购审议庭提出审查申请。 审议庭坚持不告不
理的原则， 并且只受理采购合同尚未订立前提出的审查申请。 采购合同一经签订， 当事人之间的纠
纷由普通民事法院处理。 并且， 针对采购审议庭的审议决定， 适格的申诉权人可以提起立即申诉程
序， 立即申诉程序专属于采购审议庭所在的邦上诉法院管辖， 邦上诉法院也设置有专门的采购法
庭。 此外， 根据该法的规定， 政府采购诉讼案件是可以由邦政府通过法规命令指派给其他邦上诉法
院或邦最高法院， 且邦政府可将授权程序委托邦的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 从德国 《限制竞争防止
法》 关于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法律规定来看， 对于采购合同尚未签订前的争议， 当事人的救济途径
显然与合同签订之后的是不同的。 但是， 关于采购审议庭的诉讼是否为行政诉讼的问题， 似乎也不
能下结论。 按照主管范围的不同， 德国的法院体系分为宪法法院、 普通法院和专业法院。輥輳訛 如果采购
审议庭的立即申诉程序属于行政诉讼， 那么应该归属于行政法院管辖而不是邦上诉法院的采购法
庭。 而且根据 《限制竞争防止法》 第 116 条第 3 项， 如果采购审议庭审查决定的争议， 其法律关系
涉及社会福利法典的由邦社会法院管辖， 因此可知， 对于采购审议庭的立即申诉并不专属于行政法
院。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具有专属性的诉讼程序。

（二） 法国———“公法行为说”

作为政府采购 “公法行为说” 的主要践行者， 在合同法领域， 法国将合同分为公法合同和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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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67页。
輥輵訛 参见杨蔚林、 周亚光： 《法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宪法性渊源》， 载 《中国政府采购报》 2012年 2月 3日第 4版。
輥輶訛 See Nicolas Gabaye，“Damages as an Effective Remedy: A French Perspective”, in Duncan Fairgrieve & Fran觭ois Lichère ( eds),

“Damages as an Effective Remedy”, Hart Publishing, 2011.
輥輷訛 参见韩津和、 杨西虎： 《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之模式选择》， 载 《法律适用》 2014年第 3期。
輦輮訛 See Mario Comba，“Enforcement of EU Procurement Rules. The Italian System of Remedies”, in “Enforcement of the EU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 DJ覫F Publishing Copenhagen, 2011, p.235.
輦輯訛 See GOV/SIGMA ( 2007) 5，“Support for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A Joint Initiative of the OECD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incipally Financed by the EU”.
輦輰訛 See Corte di Cassazione, Sezioni Unite, sentenza 28 dicembre 2007, n. 27169.
輦輱訛 See Corte di Cassazione, Sezioni Unite, sentenza 10 febbraio 2010, n. 2906.

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归属于公法合同的范畴， 采购合同和采购程序亦受行政法规范。輥輴訛 对于政府采购
纠纷的性质问题， 无论是法国的宪法条文还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判例都认为属于行政管辖权的范
围。輥輵訛 也就是说， 无论是采购合同订立前还是订立后的争议以及对当事人的救济， 全部被纳入公法范
畴， 由行政法院管辖。 关于政府采购的救济， 法国强调法院的作用， 尽管政府采购的规则由财政部
法律事务司制定， 但是关于政府采购案件的投诉， 全部由行政法院负责。輥輶訛 也就是说， 即便财政部可
以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 但是只有法规制定权， 违法惩处权由行政法院行使。 此外， 审计法院也有
权审定采购相关事宜， 并对政府采购事项拥有判决权和惩处权。 法国 “公法行为说” 模式是由行政
法院经由多年实践积累而形成， 经由司法判例和立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与私法合同平行的行
政合同法体系， 覆盖了从行政合同的缔结、 履行到变更、 解除， 从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单方特权到
合同的容许性和合同的撤销和无效等各个阶段、 环节和方面。輥輷訛 虽然这与我国 《政府采购法》 第四十
三条界定的采购合同的私法属性不符， 但是这并不影响对 “公法行为说” 下政府采购行为的研究与
探讨。

（三） 意大利———行政救济体系

一般认为， 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根据 “ Interesse Legittimo （合法权益）” 和 “Diritto
Soggettivo （主观权利）” 而进行区分的。 前者的纠纷由行政法庭管辖， 而后者的纠纷则受普通法院
的保护。輦輮訛 但是由于意大利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属性来对行政法庭和普通法院的管辖进行区
分的， 而在意大利学者看来， 政府采购具有买方行使公权力而买卖双方在买卖关系中法律地位平等
的特点。 此外， 意大利的 《公共采购法典》 并未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 从而导致
Consiglio di Stato （行使最高行政司法权的机构） 和 Corte di Stato （在普通法院中行使最高司法权的
机构） 之间曾就政府采购合同的管辖出现过争议。輦輯訛 后者认为， 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双方的法律地位
是平等的， 因此政府采购合同的管辖权应该归属于普通法院。輦輰訛 直到欧盟第 2007/66/EC 号法令颁布
前夕， Corte di Stato 才改变态度， 并认同行政法官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管辖权。輦輱訛 因为 Corte di Stato
认为如果在政府采购中出现民事和行政的双重法院管辖将会对有效的权利救济造成损害。 事实上，
近年来， 意大利对于政府采购体系的改革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例如， 2016 年， 意大利政府通过
第 50 号公共合同法令批准实施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公共采购和授予特许合同的第 2014/23/
EU、 2014/24/EU 和 2014/25/EU 号欧盟法令， 并借此重组其 《公共采购条例》。 在政府采购的权益救
济体系上， 意大利也有其特色。 与德国不同， 意大利的司法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机构来审理公共采购
中的诉讼。 但是在 2010 年意大利颁布第 53 号法令之前， 当事人可以按照 1971 年颁布的第1199 号
法令的规定， 通过共和国总统令废除公共部门的决定来作为政府采购的替代性补救措施。 但是，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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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See Franco Gaetano Scoca, “Administrative Justice in Italy: Origins and Evolution”,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 No. 2, 2009, pp.
118-161.

輦輳訛 参见前引譺訛， 陈又新文。
輦輴訛 参见邹传教、 谭安华： 《论公共财政理念》， 载 《南昌大学学报》 2005年第 2期。

前意大利的 《行政程序法典》 第 120 条已经明确禁止这种做法。 根据 《行政程序法典》 的规定， 如
果当事人质疑在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出现权益损害行为， 唯一的方法就是向行政法官提出投
诉。 此外， 尽管意大利设立了公共合同管理局， 但是其不能代替政府采购诉讼中的行政法官， 且只
能在必要时发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輦輲訛

（四） 理论研究与探讨

首先， 对于 “双阶理论” 在我国的应用， 有以下两个问题： （1） 政府采购是系列行为的集合，
将其有意地分割成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 这是否具有合理性？ （2） 政府采购当事人在具有延续性的
政府采购系列行为中产生纠纷， 其诉诸的救济途径却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 这是否具有科学性？ 假
如在某政府采购中， 甲、 乙、 丙、 丁、 戊五个供应商参与招投标。 采购人本欲与最优条件的甲供应
商订立政府采购合同， 但乙供应商使用手段迫使甲供应商不得不退出招投标， 为此采购人选择次优
条件的丙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因此而受到了损失。 依照 “双阶理论” 的观点， 采购人
与乙供应商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属于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的， 应该采用行政救济途径。 其后， 如果
采购人与丙供应商在合同履行阶段又出现争议， 那么， 根据 《政府采购法》 的规定， 应该适用合同
法的规定， 即民事救济途径。 假设上述案件的当事人皆提起诉讼， 则无疑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形：
（1） 一个政府采购事件中， 当事人提起的两个诉讼的法律性质不同， 一个是采购人与乙供应商之间
的行政诉讼， 一个是采购人与丙供应商之间的民事诉讼； （2） 在上述的行政诉讼中， 采购人 （行政
机关） 是原告， 供应商是被告。 显然， 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是匪夷所思的，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是因为我国并没有设置专门处理政府采购纠纷的司法机构。

其次， “公法行为说” 大多有以下两点来作为的支撑： 第一， 政府采购的主体是政府机构。 第
二， 政府采购的资金是财政性经费。 从采购主体的角度来看， 根据 《政府采购法》， 政府采购的采
购人为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而这些主体被赋予的职责就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这也意
味着， 政府采购需要考虑公共因素， 采购人在采购过程中并非仅考虑实用性与价格， 还可能会从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考虑对环境、 欠发达地区、 少数民族、 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輦輳訛 从采购
经费的角度来看， 财政性经费是一种 “公共财政”， 是政府集中一部分的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服
务的一种经济行为， 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经济稳定发展的社会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
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的再分配。輦輴訛 政府采购的行政色彩的确十分浓厚， 这与采购人依
法对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该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具有同一性。 而
且， 人们普遍认为在政府采购中， 供应商一方的意思表示一般会受到限制， 而采购人处于主导地
位。 由此看来， 将政府采购归属于公法行为似乎具有说服力。

但是， 如果将其纳入公法范畴， 接下来所需要考虑的是政府采购的救济机制。 这就意味着， 一
旦政府采购中出现任何损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 当事人需要通过行政纠纷处理机制解决争议。 也许
会有观点认为， 这恰好可以维护供应商的权益， 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中和采购人的主控因素。 因为
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 法律规定是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义务。 但是， 此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
问题是， 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 行政机关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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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地位， 其有能力也有义务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而在政府采购中， 采购人的行政职能就已经预示着其不可能清楚了解市场现状， 而供应商则具有得
天独厚的信息优势。 如果仍旧不加区分地由采购人承担举证责任， 不科学也不现实。 而且， 即便暂
且不论举证责任的问题， 在采购人侵害供应商的情况下， 采购人是需要对供应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的。 如果这属于采购人的行政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适用 《国家赔偿法》 的相关规定呢？ 根据 《国家
赔偿法》 第四条的规定， 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侵害其财产权的行为的， 受害
人有权获得赔偿。 从条文的具体内容来看， 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情形有： 行政处罚、 行政强
制措施、 违法征收、 征用财产中的违法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此时， 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可否将
政府采购中采购人的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其他违法行为， 或者说采购人的违法违规行为与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 违法征收、 征用财产中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同一性。 因为根据 《政府采购法》 的规
定， 政府采购合同已经被界定为民事合同， 因此， 我国无法像意大利在比较衡量后最终选择适用行
政救济体系， 而且采用法国的 “公法行为说” 显然也不可行。 政府采购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综合，
由于行政主体和财政性资金的参与， 无疑增加了政府采购行为法律属性判断的难度。 但是， 明确政
府采购的实质可以帮助界定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属性。

三、 实质分析： 政府采购的非强制性、 非职权性和非行政性

（一） 非强制性

政府采购的特殊性在于采购人是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 政府采购的目的在于维系公
共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行或者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国家机关作为有独立经费支持的享有行政职
权的法定机关， 在行使国家权利、 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事业
单位是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供公益服务而设立的机构。 团体组织包括以公益目的而以捐助的
财产设立的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等。 至于供应商， 《政府采购法》 和 《政府采购条例》 并未将供
应商限定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 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笔者认为， 只要有相应的营业执照或者营业
资质并能够向采购人提供货物、 工程或者服务的工商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等市场营业主体都可以作
为政府采购的供应商。 从本质上来说， 政府采购是一种买卖关系，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是买方， 供应商是卖方。 买卖双方遵循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市场交易， 并根据平等自愿
的原则签订采购合同。 在政府采购的法律关系中， 采购人的法律地位与供应商平等， 采购人的采购
行为并非属于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范畴， 尽管政府采购可能会具有公益性和政策性， 但并不能掩盖
政府采购的商业实质。 政府采购是采购人和供应商在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的市场交易行为，
其行为是基于市场竞争机制。 采购人的公共管理职权具有强制性， 但在政府采购中， 采购人与供应
商的买卖行为并非在采购人强制下进行。 以招标投标为例， 即便采购人向供应商提出招标邀请， 但
是否参与竞标完全是供应商自由选择的结果， 因为采购人的招标邀请对供应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
束力。

（二） 非职权性

正如自然人在社会关系中身份的多重性， 采购人为实现其正常运行同样需要扮演多种角色。 在
政府采购中， 采购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民事活动中的买方， 而非行政活动中的管理者。 根据民法规
定， 国家机关属于特别法人， 是有独立经费并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关， 从其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
法人资格， 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属于非盈利法人， 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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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赵飞龙文。
輦輶訛 参见前引譺訛， 陈又新文。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是为提供公益服务而设立或者为公益目的以捐赠财产而设立的法人。 政府采购
的资金为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 这也是政府采购不同于企业采购的主要原因。 因为财政
经费的主体是税收， 所以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采购条例》 规定既
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部分， 才要求适用政府采购的规
定； 当财政性资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法分割时， 采购项目整体归属于政府采购的范围。 但是从所有
权的角度来看， 这些财政性经费属于国家整体。 政府部门可以在政府采购的财政拨款预算内自由处
分财政性资金。 所以， 即便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 采购人有为实现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扶持不发
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目标， 并且制定了采购需求标准、 预留采购份额、 价
格评审优惠、 优先采购等措施， 但是政府采购终究并不是采购人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 采购人从事
的是民事活动， 使用的也是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

（三） 非行政性

政府采购是系列活动的集合， 以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方式为例， 一个完整的招标投标程序分为
招标、 投标、 开标、 评标、 中标和签订合同。 依照 “双合同” 理论的观点， 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
为承诺， 招标投标活动中会产生两个合同， 分别是 “招标投标合同” 和 “后续书面合同”， 二者是
预约和本约的关系。輦輵訛 对此， 笔者有以下两点看法： （1） 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为承诺。 尽管 《民法
典》 第一百三十七条和第四百八十四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而 《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
五条规定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即对招标人和中标人产生法律效力。 也就是说， 在招投标活动中， 不适
用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撤销和承诺撤回。 但这显然是基于招标投标的特殊性， 要求无论是投标人还是
招标人都必须保持更为严谨的态度， 避免要约撤销或者承诺撤回而增加招投标的活动成本。 （2） 当
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就表明招标人与中标人之间已经基于招投标的内容形成合同法
律关系。 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 无论当事人是否就招投标的内容签订详细的书面合同， 招标人与中
标人就招投标展开的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招投标活动一般涉及大型基础设施或者公用事业等与
社会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相关的项目， 因此， 《招标投标法》 要求招标人和中标人必须自中标通知
书发出之日起的一段时间内签订书面合同。 在笔者看来， 招标人与中标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就招投标的内容而形成的市场交易关系已受法律的拘束， 至于其后签订的书面合同， 只是将招投标
的内容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 实际上， 这与 《民法典》 的规定也并无二致。 《民法典》 第四百八十
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四百九十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在签字或者盖章之
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也就是说， 合同并不等于合同书，
合同是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确定， 而合同书只是以书面形式将这种法律关系进行表述。 但是， 如果采
购当事人另外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 那么，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五条的规定， 采
购当事人还构成预约合同关系， 如果一方不履行订立合同义务的， 对方可以主张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政府采购合同在订立之前一般有采购申请、 资金预算、 采购审批等程序。 根据 “双阶理论”，
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 签订合同及其履行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而合同订立前采购人
与供应商就采购文件、 采购过程和中标、 成交结果发生的纠纷则适用行政法律制度， 当事人可以直
接以采购人为被申请人或被告寻求行政救济。輦輶訛 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工程
进行招标投标的， 适用 《招标投标法》。 但是，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招标投标法》 的适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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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王利明： 《民法典：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保障》，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4期。

这就意味着， 法律主体都可以适用 《招标投标法》 的相关规定。 事实上， 目前大型企业对重大项目
组织招投标活动的情形已屡见不鲜， 甚至还会基于招标投标法的内容制定更为详细和针对性的招投
标活动规范。 也就是说， 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商业企业， 在进行招标投标活动的过程中所经过的主
要程序并无不同。 如果商业企业与投标企业发生纠纷， 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 也许有观点认为， 政府机关是行政机关， 投标企业与行政机关发生纠纷自然是适用行政法律规
范。 但是， 无论是 《行政复议法》， 还是 《行政诉讼法》， 都规定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
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强制性是行政行为的基本属性， 政府采购与企业采购在本质上并无大的
区别， 政府采购是政府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之外的活动。 事实上， 也不能将政府部门的所有行为不
加区分地认定为行政行为， 行政部门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可以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

四、 拓展探讨： 《民法典》 中关于政府采购行为性质的内容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 “国家根据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
家订货任务、 指令性任务的， 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
立合同。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发出要约义务的当事人， 应当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 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作出承诺义务的当事人， 不得拒绝对方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 显然，
国家根据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 指令性任务的， 应该属于政府采购
的范畴。 根据法律的规定， 如果政府采购的标的物涉及的是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等特殊情形下的物
资， 那么， 满足条件的法律主体具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輦輷訛 也就是说， 在政府采购中， 作为采购人的国
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应当发出合理的要约， 满足条件的供应商不得拒绝采购人合理的订立
合同的要求。 笔者认为，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四条与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属于私
法行为、 适用民事法律规定的观点相适应。

首先， 在抢险救灾、 疫情防控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 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法
律特性。 尽管法律规定强制缔约的合同成立方式， 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前提是有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规定， 并且体现的是合同当事人具有缔约的权利和义务， 而不是缔约的职权或职责。 因此， 这
种强制性与行政机关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具有不同的内涵。 其次， 无论是负有发出要约义务的
当事人， 还是负有作出承诺义务的当事人， 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根据法律的规定， 作为要约的
发出者或承诺的作出者， 必须要保证要约或承诺的合理性， 这里的合理性通常表现为市场价格或者
交易方式等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 当事人双方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存在， 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应该具
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最后， 政府采购合同订立过程中发出要约和做出承诺的政府采购行为属于私法
行为且受民事法律规范。 尽管政府采购合同当事人具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但这属于 《民法典》 中的
具体规定， 也就是说， 缔约行为本身受到民事法律规范的约束。 综上所述， 可以说明 《民法典》 也
认可政府采购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属于私法行为、 适用民事法律规定。

五、 路径选择： 合同订立前采购当事人的政府采购行为纠纷解决

从权益救济的角度来看， 如果将合同订立前采购当事人的政府采购行为界定为是民事行为， 适
用民事法律规范， 那么， 当政府采购当事人出现纠纷， 无论是在采购合同订立阶段还是在合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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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前引譹訛， 陈天昊文。

阶段， 皆适用民事救济机制。 采购当事人因政府采购行为产生纠纷时提起民事诉讼， 在诉讼中亦坚
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显然， 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看， 比起无区分地由采购人承担举证责任， 这
种民事诉讼举证原则更为合理。 而且， 据此也可以解决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问题 （1）。 从供应商的
角度来看， 在合同订立前， 如果政府采购行为是民事行为， 那么对于政府采购的争议可以通过民事
诉讼的方式。 无论供应商是与采购人、 与非盈利的事业单位法人采购代理机构， 或是与社会中介机
构采购代理机构的争议， 都应该提起民事诉讼， 而不会存在基于相同的诉求， 但由于采购人和不同
采购代理机构的性质问题而提起不同属性诉讼的情形。 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角度来看， 在政
府采购合同订立前， 如果存在供应商的侵害行为， 受害人也应该提起民事诉讼。 因为在行政诉讼
中， 不可能存在作为采购人的行政机关是原告而供应商成为被告的情形。 所以， 在合同订立前， 采
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因政府采购行为产生争议而提起民事诉讼是符合法理的。

如果将采购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界定为民事行为， 前述问题 （2） 和问题 （3）
同样可以迎刃而解。 根据 《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或
者采购代理机构询问或者提出质疑， 也可以向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八条
亦规定： “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
作处理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也就是说， 供应商只有对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或者逾期未作处理， 才能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輧輮訛 对于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 供应商只能采取询问、 质疑和投诉这类没有专属性的权益救济手段。 根据
《政府采购条例》 的相关规定，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代各级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的职责就是财
政管理工作， 由于政府采购的资金属于财政性经费， 因此财政部门监督财政经费的使用属于行使职
权的行为。 例如， 公安部门依法管理社会治安， 这是其基本的行政职权。 为办公需要， 公安部门需
要采购大批办公用品， 这不属于公安部门行使职权的行为。 但是由于公安部门采购的办公用品使用
的是财政部门审批的经费， 因此， 财政部门为履行财政管理职权， 必须对公安部门的采购行为进行
监督管理。 如果公安机关的政府采购行为侵害供应商的权益而财政部门对此视而不见， 导致供应商
的权益未得到救济时， 供应商对财政部门玩忽职守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而不是
针对公安机关在政府采购中的侵权行为。 由此可知， 供应商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行为
是监督管理部门行使行政职权或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 而非采购人的政府采购行为。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条的规定， 合同订立过程中，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
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 而致另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失， 那么， 侵害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比如， 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以
及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因此， 采购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因政府采购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 也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规定。 这里的损害赔偿责任应该是民事赔偿责任， 而且从行为
的特性来看， 即便在采购人评标的过程中有失偏颇， 损害其他供应商权益的， 供应商要求采购人承
担的也应该是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适用 《国家赔偿法》 的规定。 因为采购人因政府采购对供应
商造成的权益损害显然与行政处罚违法、 违法征收、 征用财产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不具有一致性。
适用 《国家赔偿法》 的损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都是具有行政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而政府采购既
不具有强制性， 也不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也许有观点认为， 如果将政府采购认定为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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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订立前政府采购行为的私法属性及纠纷解决路径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cludes� pre-contract� stage� and� contract� fulfillment� stage.�
Article�43�of�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aw�has�stipulated�that�government�procurement�con-
tracts�are�civil�contracts,�but�the�law�does�not�clearly�stipulate�the�legal�attributes�of�the�pre-con-
tractual�government�procurement�such�as�bidding.�However,� it� is� related� to� the� resolution�path,�
the�type�of�litigation,�the�burden�of�proof�and�the�damage�compensation�that�the�parties�can�apply�
when�disputes�occur�before�the�contract� is�concluded.�Firstly,� this�article�raises�questions�about�
the�disagreements�in�the�legal�attributes�of�the�pre-contractual�government�procurement�behavior�
based�on�current�theories�and�practices.�Secondly,�it�analyzes�the�practice�and�theoretical�theory�
of�Germany,�France�and�Italy�to�explain�the�predicament�that�the�pre-contractual�government�pro-
curement�behavior�may�face�if�it�is�recognized�as�a�public-law�behavior�in�China.�Thirdly,�from�
the� essence� and�characteristics�of� government�procurement,� it�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that� the�
pre-contractual�government�procurement�behavior�is�recognized�as�a�private-law�behavior.�Final-
ly,�starting�from�the�private-law�attribute�of� the�behavior,� it�provides�a� legal�resolution�path�for�
the�pre-contractual�government�procurement�behavior�disputes.

Key Words: Pre-contrac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ivate� Law�Attribute； Dispute-resolu-
tion�Path

行为， 这似乎会与招投标的属性相矛盾。 因为如果招投标程序属于民事程序， 为何 《招标投标法》
及实施条例的法律责任章节大量规定的是招投标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笔者认为， 《招标投标法》 等
法规应该属于招标投标行业的管理性规范， 这就相当于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显然， 银行是 《民
法典》 中规定的营利法人， 但并不妨碍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就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规
定详细的行政处罚措施。 同理， 招投标活动的民事私法属性也不能因此而被否认。

结语

政府采购的基础是市场机制， 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原则。 尽管在政府采购中， 采购人在事
实上会居于主控地位， 但采购当事人在买卖交易的法律关系上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因为政府采购不
具有强制性； 尽管采购人具有行政属性， 但政府采购并非采购人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 因为政府采
购不具有职权性； 尽管政府采购属于公共财政支出， 但这属于财政资金的市场化支出， 是交易双方
交换行为的产物， 不同于单方的行政奖励或者国家赔偿等的行政化支出， 因为政府采购不具有行政
性； 尽管政府采购要受到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但这并不影响政府采购救济机制的民事属性。 综上
所述， 合同订立前的政府采购行为应该同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一致， 属于私法行为。 如果采购
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前因政府采购行为而权益受损， 那么， 依据 《民法典》 合同编可以追究侵权人的
缔约过失责任， 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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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民主社会对于专制时代的厌恶与摒弃， 确立了 “权利本位” 在法律体系中的牢固地位， 法
律权利的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法律义务的定位实现了翻转， 沦为了法律权利的附庸。 这本无可
厚非， 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充斥着 “矫枉过正” 式的制度异化的冲动与表现， 在权利话语主导
的法治社会中， 法律义务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遭到了侵蚀， 必要的新型法律义务经常受到法律共同体
的 “集体无意识” 的忽视， 经济法义务在此背景下也不例外， 经济法义务出现了贫困性危机， 影响
了经济法义务乃至经济法权利功能的发挥。 以企业的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为分析范本， 关注法律
义务的生成机制与义务规范的建构原理， 恢复法律义务的独立地位， 重塑法律义务的价值， 在弥补
经济法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缺漏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 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规范分析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以及经济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 享有诸多法律权利， 并
承担广泛的法律义务。 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是市场主体基本的经济权利和宪政基础， 具体包括市场
主体依法享有的产、 供、 销、 人、 财、 物及其他权利，”① 根据权利来源的不同， 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譹訛 董成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经济法视角》， 载漆多俊主编： 《经济法论丛》 （2015 年上卷， 总第 28

卷），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0页。

范志勇 *

内容提要： 我国企业享有自主经营的宪法权利与经济法权利， 自主经营权在实践中出现的
被主体弃舍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秩序， 产生了通过经济法义务进行规制的
现实需求。 法律义务具有建构社会秩序与保障个体自由的双重价值， 面向权利生成的法律
义务具有促成权利实现的重要功能。 经济法秉持社会本位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义务具有更
强的法律调整的目标指向性， 以合目的性机制生成的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 能够有
效地规制企业破坏自身自主经营状态的行为， 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
济法义务主要包括要求企业合理行使自主经营权利、 积极恢复自主经营状态的负担内容，
企业违反自主经营义务， 将承担相应的经济法责任。
关键词： 自主经营义务 自主经营权 合目的性 经济法义务 社会本位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8

论企业的自主经营法律义务
———以合目的性的经济法义务生成机制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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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32-33页。
譻訛 参见林鸿潮、 栗燕杰： 《经营自主权在我国的公法确认与保障———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心的考察》， 载 《云南行政学院学

报》 2009年第 3期。

可以划分为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的自
主经营权， 以及非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第一项主体的权利渊源出自由国家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企
业经营权； 第二项主体的自主经营权为法人财产权———即法人所有权———的自主经营权能的内容，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而第三项主体享有的自主经营权表现为企业所
有权中的自主经营权能， 与企业所有权尚未分离， 在企业为公司法人情形下， 企业所有权即为法人
财产权。 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是一个权利束而非一种具体的权利。”② 容易与自主经营混淆的是自由
经营， 自主经营概念本身是对自由经营的扬弃， 内含着合理规制内的自由的理念， 且较自由经营的
外延更窄， 仅仅摘取了自由经营范畴的最核心内容， 自主经营更加符合经济法坚持市场机制基础上
的国家适当干预的调制理念。 我国法律中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确立伴随着我国的改革进程， 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确立并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法律权利是现代
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③

我国经济法律规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进行了规范， 确立了企业享有自主经营的经济
法权利。 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法》 第五十六条对于保障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作出规定。 根据 1992 年 7
月 23 日由国务院发布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的规定， 企业享有的经营权范
围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 产品、 劳务定价权， 产品销售权， 物资采购权， 进出口权， 投资决策权，
留用资金支配权， 资产处置权， 联营、 兼并权， 劳动用工权， 人事管理权， 工资、 奖金分配权， 内
部机构设置权， 拒绝摊派权等广泛的权利内容。 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
法》 第三十八条与第三十九条对集体企业财产所有权与自主经营权的保障进行了宣示性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 第六条、 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 地方人民政府、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不得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 国务院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第二十条规定， “私营企业投资者对其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
第二十五条从义务主体的角度规定了私营企业拒绝摊派等权利内容， 可以推论， 我国私营企业享有
自主经营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发 〔2015〕 22 号） 将国有企业区分
为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 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 依法独立
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商业类国有企业享有自主经营权无疑；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 服务
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引入市场机制，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该文件对于国
有企业划分的标准是企业经营的目标， 二者的治理机构与运作方式并不应当有所差异。 从该文件对
所有类型的国有企业提出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的指导也可以看出， 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健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与企业自主经营权相挂钩的现代企业制度内容， 必然要求公益类国有企业实施
自主经营。

我国法律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救济经历了从私法责任到公法责任的过程， 由于公权力机关调制
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职权涉及对企业自主经营领域的 “入侵”， 公权力机关具有侵害企业自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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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 “冲动”， 构成了可能性最大的侵权主体， 因此， 公法保障手段更切合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运行
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享有自主经营的基本权利， 第十七条
规定了集体企业自主经营的基本权利， 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 在产权归属上私益性更强的私
营企业、 外资企业， 较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更应当享有自主经营的基本自由， 由此， 我国宪法层面
正式确立了所有类型企业的自主经营的基本权利。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规
定， 行政机关侵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将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保障落实到具
体的公法救济方式， 使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宣示的层面。

（二） 我国企业行使自主经营权的实践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步履维艰， 现代企业制度并未覆盖所有的国有企业类型， 部分国有企业
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行业监管机关， 以防范不必要的监管风险的
“懒政” 思维为指导， 常常过分要求国有企业发挥行业表率作用， 限制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 技术
更新、 自主定价等方面的合法自主权， 影响了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与发展， 不利于国有企业经济实
力的提升与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 一些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管理人员对企业政治性的追求远
远高于经济性，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平稳式管理思维主导了国有企业的运营， 对于公权力机关
侵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行为，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 不积极主张企业合法权益，
客观上纵容了公权力在侵入企业自主经营领域方面的恣意。 对于某些具有市场风险的决策， 国有企
业管理人员倾向于采取向主管机关请示、 汇报的方式， 以逃避决策责任， 将行政机关 “科层制” 的
管理模式复制到国有企业管理中， 使国有企业的企业性更加模糊不明。 关于企业自主经营权体系中
的拒绝摊派权，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有新的表现， 譬如， 在国有企业依法破产过程中， 存在
“无产可破” 的国有企业情形， 为支付开展破产程序所必须的破产费用、 拖欠的职工债权等破产债
权， 政府机关强迫债务人企业的上级出资的国有企业承担该笔开支， 被摊派国有企业为与政府保持
“良好关系”， 自愿负担破产企业的相关费用。

就民营企业而言， 我国地方政府经常通过行政垄断、 过度干预等不正当方式影响民营企业自主
经营权的行使， 破坏民营企业的自主经营状态， 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监
管， 民营企业家对此 “敢怒不敢言”， 权衡利弊之后作出放弃主张自主经营权的选择。 同时， 在现
代社会中， 大数据、 区块链等高科技监管技术获得空前的运用， 监管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监管权滥
用的异化问题， 监管机关在实践中基于对有效监管的过度 “执着”， 常常要求企业向监管机关建立
的信息系统平台上报送不必要、 过分细致的经营数据， 以数据为基础， 加大了偏离政府干预目标的
处罚力度， 以 “穿透式监管” 之名行侵犯企业自主经营权之实。 民营企业慑于监管职权的处罚权
威， 以配合监管的方式弃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此举给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造成了破坏。

企业自主经营状态的维护与自主经营权的顺畅行使， 直接关涉到国家营商环境的优化， 社会经
济秩序的维护， 在我国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 合理解决国有企业滥用自主经
营权、 公权力机关侵犯企业自主经营等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紧迫问题， 具有重要价值， 将影响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效果。

（三） 企业自主经营义务的生成需求

经济法主要针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 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在于经济性与社会性。④ 由于经济法

譼訛 参见漆多俊主编： 《经济法学 （第二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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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徐孟洲： 《耦合经济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9页。
譾訛 参见张恒山、 黄金华：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异同》， 载 《法学》 1995年第 7期。
譿訛 陈林林、 夏立安主编： 《法理学导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16页。
讀訛 因权利的过大分配 （过当） 导致义务对权利行使的制约机制失灵， 从而一方面导致权利的不当行使， 另一方面降低义务的

现实性并妨碍义务的实现。 权利与义务分配的相宜性是指一方面， 权利的分配， 能更清楚地突出义务的工具价值， 而义务
的分配， 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利这一目的价值。 详见谢晖： 《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71-173页。

讁訛 权利和义务首先是主体自己和自己达成的契约， 即自己所固有的个体性与社会性、 自由需求与秩序需求间的契约， 可以说，
这是契约产生的根源性因素。 契约的其他表现———主体与主体间的契约、 社会与国家间的契约皆根源于主体自己与自己间
的契约。 这种推论， 使法律权利义务的相宜性、 平衡性找寻到了最深刻的根据。 参见前引讀訛， 谢晖书， 第 173-174页。

輥輮訛 参见李婉莉： 《论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 载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 4期。
輥輯訛 方同义： 《合目的性：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理论阐释》，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02年第 3期。

对公私法价值与规范的耦合，⑤ 其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公法或私法， 因之， 经济法权利
有着不同于传统的法律权利的社会本位的独特要求。 法理学者一般认为， 权利内含 “正当” 的价值
判断， 当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时， 对社会而言往往代表着 “善” 的伦理价值， 而绝对排除 “恶” 的评
价； 当权利不被行使或被抛弃， 仅仅产生无价值的中性后果， 而摒除 “恶” 的可能。⑥ 在经济法视野
中， 就某些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对于其权利的弃舍将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 当存在不利的反向影
响力可能时，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与原则要求对该权利主体的弃舍自由进行限制， 而 “义务的约
束机制为主体提供确定的行为指引， 有助于确立社会秩序，”⑦ 经济法义务是恰当的限制经济法权利
的手段。 由此， 引发了对应于该权利的经济法义务的生成问题。

权利与义务具有对应关系， 但即便有了义务的权利， 也仍存在着义务与权利是否相称的问题，
即权利与义务的相宜性。⑧ 经济社会的秩序保障与经济法调整的特点要求市场主体义务的产生首先需
要经过自我契约⑨ 的检验， 当审视自身权利内容中包含社会性与秩序性的强制要求时， 自我义务得
以生成， 自我义务是对自我权利的自律性控制， 这一约束通过法律规范而具有了强制性。 企业的自
主经营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 除了国家公权力机关通过限制行政职权、 切实履行行政职责承担
广义经济法义务， 以及社会不特定主体不得侵害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保障性义务的方式外， 企业主
体自身存在义务的缺漏， 主体对自我的要求与对他者的诉求出现了失衡， 由此， 导致企业的自主经
营权的权限过大， 边界过宽， 客观上 “鼓励” 了企业滥用权利的动机， 增大了企业不当行使自主经
营权的可能性， 也弱化了公权力机关自我约束性义务的功能发挥。 个体本位、 权利本位自身不会带
来权利与自由的盛宴， 过度强调权利的自由放任与限制必要法律义务的设置， 将走向权利保障的反
面， 人人享有没有义务配合的权利， 则没有人的自由能够实现。 只有与正当的法律义务结合起来的
个体本位与权利本位， 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权利的勃兴， 自由王国的建立必然要通过规范之路， 在
充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秩序中， 自由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经济法的以市场机制为主、 以市
场规制与宏观调控为辅的法律调整理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二、 合目的性的法律义务生成机制

合目的性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判断力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先验原则， 成为了
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⑩ 作为方法论， 可以将合目的性引申为一种思维方式， “是指以人
的目的为轴心， 包括设定、 评价、 选择、 整合、 调整和实现目的而展开的人的思维活动过程及其相
关形式。”輥輯訛 “合目的性” 着眼于达致预定目的的最优方式， 建立在 “有效性” 基础之上， 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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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裴洪辉：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科学立法原则的法理基础》，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10期。
輥輱訛 参见北岳： 《法律义务的合理性依据》， 载 《法学研究》 1996年第 5期。
輥輲訛 参见 [德] 阿图尔·考夫曼： 《法律哲学 （第二版）》， 刘幸义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79页。
輥輳訛 经济法因社会本位的核心理念， 成为社会法体系中的一员。
輥輴訛 参见刘作翔： 《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 “权利滥用” 理论为引据》， 载 《清华法学》 2013年第 6期。

目的的程度” 为评价标准。輥輰訛 在法律视阈下， 人的目的主要表现为蕴含自由与利益内核的法律权利的
享有与保障， 法律权利的价值的实现是法律的目的。

实践中理想型的法律义务由正当性、 必行性、 国家强制力三项因素组成， 缺一不可。輥輱訛 关于法律
义务的必行性与国家强制力的构成要素， 在法律学术界与实务界早已达成共识， 仍存在内涵模糊性
的是法律义务的正当性。 正当法律义务， 即法律义务的合理性论证， 因受其工具价值的限定， 无法
实现自证， 需从合目的性角度予以肯证。 法律义务的合目的性虽然不直接针对价值问题， 但它却是
论证法律义务正当性的可行路径。 指向权利的合理理由成为法律义务设定的正当要求。 法律义务的
合目的性有三重涵义： 就其宏观层面而言， 是指符合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内核的社会秩序的要求； 在
中观层面而言， 是指与法律的调整目的、 法律意旨相一致； 而以其具体对应的权利范畴论定， 则指
的是以己作手段满足法律权利的价值需求， 即法律义务应当是权利目的指向型的负担。 宏观与中观
层面的主张， 也可以展现为广义的权利， 如以社会或国家为主体的权利类型。 义务设定的合目的性
标准保证了法律义务的正当性。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划分为对等正义与分配正义两种类型， 前者意味着法律关系内平等的给付，
以私法调整机制为代表； 后者是在对待多数人时的关系相当的平等对待， 主要为公法规范所适用。
而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强调相对于整体的个人义务的正义第三种模式———法律正义， 使亚里士多德
的正义体系更加完整。輥輲訛 人类社会对法律正义的追求， 致使社会法輥輳訛 产生。 社会法义务有着独特的面
向权利的、 合目的性的生成机制， 真正体现了正当法律义务的要求。 此正当法律义务生成机制， 在
对等正义与分配正义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联性， 表现为： 作为对等正义之内容的权利的享有与行
使， 需要以分配正义中的对应义务为前提， 对应义务的存在价值主要取决于所面向的权利的行使。
传统法学中的权利义务观所主张的权利、 义务各自独立生成， 仅在运行中相互 “观照” 的观点， 在
社会法中的权利、 义务结构中并不明显， 后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界限， 使
法律权利本身内涵着义务负担的内容， 而义务的生成是为了弥补权利本身在合目的性方面的缺陷。
即便是社会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义务， 在经历时间的检验、 国家的选择， 上升为法律义务， 在此
之前， 也需要经过面向法律权利展开的合目的性审查才能实现。

对应于权利绝对主义的历史思潮， 有学者以权利限度理论为源泉， 提出了权利的相对性理论，
认为权利天然具有自身的限度， 超过限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 并试图寻求一种 “理性下的生活秩
序”， 以对权利的限制进行限制。輥輴訛 权利限度论与权利相对论均强调了法律权利的边界这一权利固有
的特征， 法律权利的边界之外即是法律义务的 “疆域”， 体现出对法律权利客观特点的认知， 但并
未就权利义务的结构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实体性建构， 权利滥用的规避仍然要借助于法律义务的力
量， 法律权利本身并无防止被滥用的有效机制。 需要辨析的是， 以权利限制权利的方式， 譬如物权
法中的相邻权制度是对不动产物权人， 包括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的物权的限制， 是否与义务无
关？ 答案是否定的， 观察角度的不同引起了权利、 义务关系的混淆。 在法律权利限制的表象上， 物
权人受到相对人享有的相邻权的权利限制， 但就物权人自身而言， 物权法使其负担了一项对应于相
邻权的法定配合义务， 可称之为 “相邻义务”， 可以从相邻关系的法律关系中推论出来， 试想，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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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参见前引譼訛， 漆多俊主编书， 第 57页。

无 “相邻义务” 的存在， 相邻权人断无行权之可能。 因此， 以权利受限的权利人单一维度分析， 仍
是通过对其设定义务的方式限制其权利的滥用。

三、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证成

（一） 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的社会秩序价值

社会本位作为经济法的主旨思想， 需要贯彻到具体的权利、 义务的经济法律规范之中。 社会本
位并不意味着否决个体的合法权益与自由，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构成了经济法义务生成机制的合
目的性的本质内核。 同时，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的秩序性管理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相比较而
言， 私法关注以个体权利和个体交易为重点的微观秩序， 经济法则更关注市场的整体、 宏观的社会
秩序。 秉持社会本位的理念， 经济法通过对个体间的交易秩序的适度干预与对整体社会经济秩序的
塑造， 实现经济法的秩序价值。 经济法价值中的社会秩序， 是旨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优化和稳
定运行的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的公共秩序， 在此秩序中， 个体自由与权利受到社会整体性利益
的必要限制， 经济法超越了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 “国家利益”， 以社会本位的理念真正追求社会公
共利益， 从社会整体角度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輥輵訛

企业自主经营行为的不当行使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企业以不正当竞争、 垄断等作为的方式过
度滥用自主经营权， 严重侵害了社会经济的竞争秩序； 二是企业消极地对待自主经营权的行使， 当
面对公权力对企业自主经营状态的侵蚀， 出于避害或趋利的考虑， 自甘弃舍维权手段， 放纵企业自
主经营状态的消解， 表面上看似是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的选择， 但此举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秩
序， 不符合经济法的调制目标， 而经济法对其尚未开展有效的规制。 由此可见， 企业的自主经营状
态的维持与自主经营权利的恰当行使， 关乎社会秩序价值， 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宗旨的经济法需要对
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予以合理的规制。

（二） 面向权利的自主经营义务

1. 选择设定企业自主经营义务的必然性
为何要强化企业的经济法义务， 而不是通过加强调制主体的职责或限制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

式， 实现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保障？ 其中的奥秘在于经济法义务独特的社会秩序价值。 经济法的社
会调整功能的展开， 有赖于经济法义务价值的发挥。 对企业自主经营的合法状态的维护， 涉及社会
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 对此进行保障面临着三种路径的选择： 一是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予以
限制， 但权利本身受到的限制在强制性与责任追究机制方面存在先天性的逻辑不足； 二是通过赋予
对应主体新型权利的方式， 以对应主体的权利去对抗权利主体的权利， 防范后者被主体滥用， 前已
述及， 对应主体的权利本身即表现为原权利主体的义务， 况且， 基于社会公益的考量， 能够与企业
自主经营权对抗的权利的享有主体应当为社会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 但无论社会还是国
家， 在主体性均存在着边界模糊与核心不明的缺陷， 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不宜将其直接设定为
权利主体； 三是采取设定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方式， 其符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经济法
律调整的特点， 面向企业的自主经营的经济法权利， 以结合经济法的合目的性标准生成企业的自主
经营的经济法义务， 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

2.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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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邱本： 《经济法的权利本位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76页、 第 252-253页。
輥輷訛 邱本教授将法律调整方法划分为个体 （人） 主义方法 （论）、 整体主义方法 （论） 以及折中主义方法 （论）。 具体参见前引

輥輶訛， 邱本书， 第 105-131页。

经济法在法律调整机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维护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是
经济法的根本宗旨， 也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导思想， 以经济法义务的形式， 对所有经济法主体产
生制约。 经济法义务的正当性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向， 社会公共利益能够涵盖所有社会主体的利
益， 不会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经济法义务具有社会性， 义务主体履
行经济法义务将为经济社会中的每个主体提供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条件。輥輶訛 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义
务化， 是一种将国家调制权内化于法律义务层面的方式， 其设置的前提转化为义务的内容必须是国
家调制所面向的固化的、 长期性的、 根本的调制客体。 这项义务化操作可以将经济层面的考量法治
化， 体现出经济法学调整的特点与优势。 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调整的根本目的， 以规制权利
的不当行使的、 合目的性的、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生成， 将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经由法律
关系主体的个人义务贯彻落实， 以个人主义的方法实现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輥輷訛

企业的自主经营义务是企业主体对社会本身为实现自主经营的经济行为所承载的作为或不作为
的负担， 该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主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享有者———社会， 其为外延广于国家， 但内涵
更为模糊的主体范畴。 即便如此， 因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存在， 作为经济法权利主体的社会也有必
要通过拟制的法律技术登上经济法学的学理舞台。 社会代表了不特定的个体， 所以， 企业的自主经
营义务是一项对世性的经济法律义务， 其针对的权利对象具有虚拟性。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
是法定义务， 应当尽快通过完善相关经济立法将其从应然法过渡到实定法层面， 不同于民事义务的
双重来源， 经济法义务的产生来源于法律规定， 而非经济法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 经济法主体也不
得通过约定排除该项义务的适用。

企业的自主经营义务与自主经营权利的关系显现出 “一体两面” 的特点， 是一对矛盾的范畴。
企业自主经营权受到侵害是企业激活自主经营义务的直接原因之一， 企业积极履行自主经营义务，
也是其基于享有的自主经营权而追究侵害者的侵权责任的表现， 同时， 亦为落实调制主体职责以及
违反职责而承担相应责任的要求。 自主经营义务的创设， 有利于实现调制主体的职权与调制受体的
义务、 调制主体的职责与调制受体的权利四对范畴之间博弈的均衡， 基于保障企业自主经营的重大
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 通过使调制受体负担义务的形式， 客观上强调并充分保障了调整受体的权利
内容， 在涉及企业自主经营的事项上， 在调制主体行使职权、 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当事实上造成了
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实质性受损， 其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超越了调整主体所着眼的直接的调制目标， 企
业自主经营的价值获得了优先的效力， 企业自主经营义务得以对抗调整主体的相应职权的不当行
使。 可见， 企业自主经营义务是一项经济法权义结构中的价值与规范的冲突处理规则， 它作出了企
业自主经营价值绝对优先的决断， 也为调整主体提供了在法律框架内更正过错的机会， 确保公共利
益的核心价值得以维护。

3. 企业的自主经营义务亦应属基本义务范畴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权利、 经济法义务， 与其他部门法的权义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譬如与

宪法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的关系， 从应然角度而言， 法人等法律拟制主体亦应享有财产权等社会经
济基本权利， 只是在基本权利内容有其独特的设置， 企业自主经营行为的实施关乎其经济基本权利
的行使与宪法秩序的维护， 企业自主经营的基本义务具有设置的必要。 基本义务归属于宪法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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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王晖： 《法律中的团结观与基本义务》，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3期。
輦輯訛 朱孔武： 《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 载 《广东社会科学》 2008年第 1期。
輦輰訛 参见张千帆：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5年第 3期。
輦輱訛 参见姜秉曦： 《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2期。
輦輲訛 刘茂林等： 《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完善———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26页。
輦輳訛 参见郑贤君： 《基本义务的双重性与司法审查》， 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4期。

义务类型， 一般指公民个体对国家所承担的根本义务， 构成国家存续的必要前提条件， 通过基本义
务， 法律获得了要求而不是期待公民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确定、 可预期的贡献的权力， 基本义务人
所针对的权利对象是代表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本身， 而非国家机关。輦輮訛 申言之， 基本义务 “系人民
对于制宪权的行使所创设的宪法秩序负有义务， 并非所谓前国家性质的基本义务”， “反映了制宪权
主体的选择”， 体现出 “国家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础”。輦輯訛

在 21 世纪初， 受到 “权利本位” 思维的影响， 在宪法学界也发生了一场宪法文本是否要规范
基本义务的讨论。 基本义务否定论的主张者认为， 宪法与普遍法律应当在规范公民个人权利与义务
方面进行分工， 宪法尊重与保障个人自由的基本任务决定了宪法只应当规定个体的基本权利， 避免
以不必要的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过度的负担， 并结合我国宪法文本进行规范分析， 提出宪法有
关基本义务的规定内容大多含糊、 不必要和难以实施。輦輰訛 与此相对， 基本义务保留论的支持者认为，
凝聚政治共同体以实现国家建构与存续的功能， 为宪法中的基本义务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从
我国宪法文本的历史演进过程看， 基本义务的产生也具有实践正当性。輦輱訛 笔者认为， 宪法基本义务不
仅仅具有面向权利的工具性价值， 而且其本身与基本权利一道构成了宪法价值的规范载体， “较之
于宪法权利， 宪法义务更能彰显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的普遍道德与作为宪法灵魂的宪法价值。”輦輲訛

基本义务中往往涉及义务主体对共同宪法秩序下的其他个体的某种责任或负担， 这成为基本义
务被普通法律纳入普通法律义务范畴的重要纽带， 但同时作为宪法基本义务存在的表征， 仍然主要
以对国家负担的责任为主， 还因为直接关涉国家的存续与社会公共利益， 其强制性要高于普通法律
义务，輦輳訛 但基本义务的强制力常常需要借助普通法律来实现。 企业的自主经营义务应当成为企业的一
项宪法层面的基本义务。

四、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设置

（一）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内容

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要组成因素的经济法义务对于多元化利益的追求也表现出综合性的特
点。 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的内容取决于其对应的社会权利主体所旨在追求的利益范围， 即包
括了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交叉的普适性的国家利益， 以及关联着交易安全与自由竞争秩序的经济层面
的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 企业自主经营义务的履行也是对其自主经营权的保障， 并以整体视角观
之， 由于相对方的不特定性， 企业的交易相对方的信赖利益融入了社会公共利益之中。 申言之， 与
企业对应的市场交易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其对市场判断的合理预期的实现， 对此，
经济法需要以保障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的途径积极维护市场主体的预期。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
下， 社会经济体制对所有市场主体产生了一种事实上的公信力， 即只有自主经营的主体才能参与市
场交易， 即使国家进入市场之中也必须严格遵循市场交易的自主经营规则。 当市场主体与企业开展
经济活动之际， 一般情况下将产生交易对方为自主经营主体、 必然开展自主经营行为的合理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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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前引譺訛， 李昌麒书， 第 34页。
輦輵訛 参见覃甫政： 《继承与突破： 经济法责任的发生学解释》， 载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13年第 3期。
輦輶訛 郭一鸣： 《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分析》， 载 《前沿》 2012年第 20期。
輦輷訛 李晓辉： 《经济法责任研究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载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2期。

一旦企业违反了自主经营义务， 交易对象的合理信赖将遭受破坏， 相对方的正当权益受损。
以权利目标为合目的性的判断标准， 法律义务与法律权利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对应关系。 企业

的自主经营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体现出的是非规则对应， 该项义务指向多种权利， 既有实现国家秩序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性权利， 也有作为具体交易对方的市场主体的信赖权利。 有学者主张经济法
义务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负担的经济法律约束， 经济法义务对权利主体提出正确行使经济权利的要
求， 包括不得滥用权利、 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行使权利、 权利的行使需要符合国家调制的
需要、 权利主体依法行权等具体负担。輦輴訛 笔者赞同其以面向经济法权利的合目的性视角对经济法义务
内容的精准界定， 在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法义务内容上， 归结起来， 企业负有保持其自主经营状
态， 不得放弃自主经营权利， 及时排除妨碍自主经营状态的侵权行为， 以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的公
法手段与民事诉讼的私法方式积极主张自主经营权等义务内容。

（二） 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经济法要调整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冲突， 只有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
利益两个法益层面， 回归纯粹法学视阈， 在 “权利—义务” 的法学基本分析范式下， 才能圆满地解
释经济法责任的承责基础。輦輵訛 不同于其他部门法， 经济法中的法益包含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在 “权利—义务” 的基本法律范畴的分析模式下， 广义的经济法权利包括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 经
济法义务将面向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法权利展开。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义务主体不履行、 不完全履
行经济法义务， 所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因义务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产生的经济法责任， 则呈现
出对社会责任与对个体责任的不同形式。

有学者面向各种经济法责任类型， 将经济法责任的特性概括为 “社会公共利益性、 控权性、 非
均衡性、 惩罚性”，輦輶訛 其中， 社会公共利益性、 控权性、 非均衡性也是经济法义务的特征， 申言之， 经
济法责任所具有的社会公共利益保障、 控制权利 （权力）、 权利与义务设置不均衡的属性是由经济
法义务带来的， 较经济法义务而言， 仅有惩罚性是经济法责任特有的属性。 经济法耦合公私法的特
点也反映在经济法责任上， 经济法的私法性在经济法责任上表现为责任人对受害主体的损失补偿，
经济法的公法性要求经济法责任应当体现出对责任人的惩戒， 主要由公权力机关介入实施。 企业的
自主经营状态直接关涉市场秩序， 对于其违法责任的追究在市场秩序维护机构的应然职责范围内。
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 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设立了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其垂直管理的各地市场监督管理机
构组成， 主要职责包括了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 所以， 我国的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是追究企业违反
自主经营义务的经济法责任的妥当的行政执法部门。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形式， 包括停止违法行为、 责令停业、 限期改正、 产品召回等行为类责任；
罚款、 补偿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等财产类责任； 进行信用惩戒的信用类责任； 吊销营业执照、 吊销
许可证、 强制清算、 注销， 以及限制特定的职业资格等资格类责任。 就结合采取多种法律责任形式
而言， 经济法责任体现出综合性责任的特征， “这种责任形式突破了法律责任与部门法一一对应的
思维定势和惯性， 综合利用多种责任形式规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輦輷訛 也是由经济法公私法交融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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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刘拥：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与公诉权的现代转型》， 载 《法学杂志》 2012年第 1期。

合性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决定的， 综合性的经济法责任形式更有利于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经
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对应于不同的经济法责任形式，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行政执法机制和
诉讼机制。”輧輮訛 公权力机关通过行政执法， 对责任人施以限制行为、 消除不利影响、 罚款、 信用惩戒、
资格惩戒等负担与承担， 而具体的受害主体则可以通过诉讼机制维权。

（三） 违反自主经营义务的经济法责任

1. 企业法人的经济法责任
对于企业中的法人类型， 其具有独立意志、 独立财产， 并可承担独立责任， 此即法人的拟制人

格。 当企业法人违反自主经营义务的行为决策是其真实意志的表达， 即采取合法、 合约的企业法人
意志产生程序作出的决定， 如股东大会表决同意， 则企业法人本身应当对自己作出的违反自主经营
义务的行为承担经济法责任。 笔者建议由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对企业法人处企业违法所得或避免的市
场损失的一定比例， 或在所得与损失无法计量情形下的绝对值数额的罚款， 具体罚款金额可以结合
违法行为的恶性程度、 持续时间、 损失情况等因素确定， 并没收违法所得； 对于企业法人主动向市
场监督管理机构提供违反自主经营义务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酌情
减轻或者免除对该企业的处罚； 对于行为性质特别恶劣、 造成社会严重损失或产生重大的不良社会
影响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采取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强制清算、 注销等处罚， 企业法人在违法
过程中涉及犯罪嫌疑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责令企业法人立即停止该行为或立即采取作为方式恢复企业法人的自主经营
的圆满状态， 积极履行自主经营义务， 弥补其行为给交易相对方带来的损害； 交易相对方也可以对
企业法人以追究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为请求权基础，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依照合同中的仲裁
条款申请仲裁， 以私法手段主张自身权益， 要求行为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2. 非法人意志主体与非法人企业的经济法责任
当企业法人的意志形成机关并未同意从事违反自主经营义务的行为， 企业法人对外为该行为，

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企业管理主体违背法人意志作出， 或者非法人企业违法
私自改变企业的自主经营状态， 因不存在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拟制人格，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将对企
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具体罚款金额根据相关人员在企业违法行为中所
发挥的作用、 人员行为的恶劣程度与造成的损失等因素衡量， 并没收企业及其内部人员的违法所
得； 因为其承担管理职责的企业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有必要由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剥夺其一定年限
内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以促使其反省自己的过错， 降低该
管理人员对市场秩序再次产生不利影响的能力与可能性， 但针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该项权利限制也应
当被适当限制， 宜局限于管理人员行为性质特别恶劣、 造成社会严重损失或产生重大的不良社会影
响的情形。 当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作出职业资格处罚时， 企业应当解除被处罚人的相关职务； 企业违
反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职业处罚， 在处罚期限内聘任被处罚人担任被禁止的职业资格时， 该聘
任无效； 企业拒不依照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处罚决定解除被处罚人的相关职务， 或者坚持聘任处罚
期限未届满的被处罚人担任被禁止的职业资格的，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企业处以罚款等行政
处罚； 对于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提供违法改变企业自
主经营状态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人员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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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在违法过程中涉及犯罪嫌疑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其刑事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责令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
他责任人员立即停止不法行为或立即恢复企业的自主经营的圆满状态， 积极管理企业履行自主经营
义务， 弥补其行为给交易相对方带来的损害； 交易相对方也可以追究企业责任人员的违约责任或侵
权责任；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 对于涉及国有企业等特殊企业主体的， 可以
向有关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由有关机关对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内部
管理规范予以处分。

3. 执法的配合与救济
对市场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企业涉嫌违法改变自主经营状态的审查和调查， 企业以及企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应该予以积极协助与配合， 拒绝提供有关材料、 信息， 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 信息， 或者隐匿、 销毁、 转移证据， 或者有其他拒绝、 阻碍调查行为的， 由市场监督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对采取不配合手段的个人或企业法人可以处一定金额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受到处罚的的企业对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不服的， 应当通过行
政救济程序主张权利， 可以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
讼， 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企业不认可交易相对方提出的民事请求主张的， 可以主动提起民事诉
讼或申请仲裁， 或者参与相对方提起的民事诉讼或申请的仲裁程序， 通过民事裁判或仲裁裁决的方
式确定双方的请求。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China’s� enterprises� enjoy�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economic� law� rights� of�
independent�business.�The�phenomenon�that� the�right�of� independent�business� is�abandoned�by�
the�subject�in�practice�has�seriously�affected�China’s�social�and�economic�order,�resulting�in�the�
realistic�need�of� regulation� through� the�obligation�of�economic� law.�Legal�obligations�have� the�
dual�value�of�constructing�social�order�and�guaranteeing�individual�freedom.�The�legal�obligation�
to�generate�rights�has�an�important�function�to�promote� the�realization�of�rights.�The�economic�
law�upholds�the�basic�principle�of�society�standard.�The�economic�law�obligation�has�a�stronger�
goal� of� legal� adjustment,� and� the� economic� law� oblig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obligation�
generated�by�the�purposiveness�mechanism�can�effectively�regulate�the�behavior�of�enterprises�to�
destroy� their� own� self-management� stat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djustment� objectives� of� the�
economic� law.�The� economic� law� obligations� of� the�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business�mainly�
include� the� burden� of� requiring� the� enterprise� to� exercise� its� independent� business� rights�
reasonably� and� actively� restore� the� independent� business� state.� If� the� enterprise� violates� its�
independent�business�obligation,�it�will�assume�the�corresponding�economic�law�liability.

Key Words: Independent� Business� Obligation； Independent� Business� Right； Purposiveness；
Economic�Law�Obligation； Societ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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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钟灵， 华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吴情树， 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譹訛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 到 2020 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人工智能产业成为

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 有力支撑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 第二步， 到 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 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人工智能成为带动
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第三步，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理论、 技术与应用总体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智能经济、 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 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
国奠定重要基础。 参见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
content_5211996.htm.， 2019 年 11 月 24 日访问。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心在于鼓励技术研发方面， 对于人工智能应用所带
来的法律风险、 技术风险等， 尚缺乏整体认识和积极部署。

许钟灵 吴情树 *

内容提要： 与时俱进地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 抽钉拔楔之道需要明确人工智
能体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由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 使用者承担刑事责任。 “新过失
论” 能够审慎确定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边界， 同时兼顾
被容许的危险、 危险分配理论和信赖原则， 从根本上保证人工智能体向有益于人类的正确
方向发展， 使刑法理论契合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均违反直接
的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时， 可能承担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人工智能体研发
者的监督过失行为通过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行为间接导致了危害后果时， 可能承担监督过
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 人工智能体 刑事责任主体 刑事责任分配 “新过失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09

人工智能体过失刑事风险的因应

引言

顺循文明的发展轨迹，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蒸汽技术为基础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以电力技术
为本体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及以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当前进入了大数
据、 云计算等并驾齐驱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即人工智能时代。 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所
致， 又是技术服务于时代使命之宗旨的必然结果。 在这场技术革命浪潮中， 世界各国逐渐把发展人
工智能技术作为科技战略的重点， 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当前， 我国在 《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中大致勾勒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框架， 在国家层面进行积极战略部署， 明
确提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和 “三个全面” 的重要任务。①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人工智能在给我们带来高效化、 便利化的 “最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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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人工智能” 是一门研究、 开发用于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 方法、 技术及应用的技术科学， 只有相关的实体即
“人工智能体” 才能成为探讨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 既有研究所指的 “人工智能” “智能机器人” “人工智能产品” 等均为
本文探讨的 “人工智能体”， 为忠实原文措辞， 笔者在引用时仍保留原文的表述。

譻訛 参见夏勇： 《“风险社会” 中的 “风险” 辨析 刑法学研究中 “风险” 误区之澄清》， 载 《中外法学》 2012年第 2期。
譼訛 薛晓源、 刘国良： 《全球风险世界： 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年第 1期。
譽訛 2016年， 邯郸一辆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未能按照程序设定躲避障碍物， 从而撞上前车并导致车主身亡。 2018 年 3 月， 美国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发生了一起 Uber无人车撞死行人的事故。 自 2013 年起至 2018 年 6 月止， 驾乘特斯拉汽车于开启自动驾
驶模式下发生了涵盖美国、 中国等国家的 9起交通事故。

譾訛 本文所讨论的过失刑事风险仅指人工智能体自身引发的过失刑事风险和由于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 使用者没有履行各自的
注意义务， 继而引发的过失刑事风险。

譿訛 “机器人三原则” 是指： 第一，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
令， 除非这条命令与第一条相矛盾； 第三，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除非这种保护与以上两条相矛盾。

讀訛 “机器人使用八原则” 是指： 第一， 人类优先原则； 第二， 服从命令原则； 第三， 保护秘密原则； 第四， 限制利用原则； 第
五， 安全保护原则； 第六， 公开透明性原则； 第七， 个人参加原则； 第八， 责任原则。

的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法律风险、 伦理风险、 技术风险并存的 “最坏时代”。 然而迄今为止， 各
国关于人工智能体可能带来刑事风险的应对还未形成自臻的规则系统， 面对人工智能体② 的犯罪案
件， 仍然依托于权责裁量。 本文拟立足于对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之诘问， 以 “新过失论”
为基础， 建构由违反注意义务的研发者、 使用者为主体架构的刑法教义学体系， 并结合被容许的危
险理论、 危险分配理论和信赖原则等多维角度合理限定过失犯的处罚范围， 探讨人工智能体犯罪的
归责路径， 寻找增进人工智能的发展福利与防范潜存的刑事风险之间的平衡点。

一、 人工智能体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

刑事风险是指受刑法保护的法益可能受到犯罪行为严重侵犯的风险。 这种 “严重侵犯” 包括两
种情况： 一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造成实际危害。 二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的法益没有造成实害但具
有造成实害的可能性。③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 《风险社会》 一书中提出： “风险的来源……是期
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④ 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 正是贝克所描绘的风险社会的另一种
表现形式， 这种风险的形式表现为人为的风险。 人类创造了使自己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的人工智能
体， 并且期望设计出完美的制度框架以控制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风险。 然而， 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
技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各国先后涌现多起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刑事案件， 一时间爆发了聚
焦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的社会声讨。⑤

人工智能体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可以分为人工智能体本身的过失刑事风险和人类利用人工智能
体创造的过失刑事风险。⑥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或者人工智能体使用者故意利用人工智能体实施犯罪行
为时， 人工智能体本身就是研发者或者使用者的犯罪工具， 这种犯罪与通常的犯罪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定罪处罚。 但是， 对于人工智能体本身的过失而导致的犯罪， 则
由于过失犯归责的判断标准等传统过失理论的归责困境长期存在， 且无论是科幻泰斗阿西莫夫提出
的 “机器人三原则”，⑦ 还是日本学者新保史生教授提出的 “机器人使用八原则”⑧ 都无法保证人工
智能体的研发者、 设计者制造出对人类法益完全没有侵害的人工智能体。 因此， 人类在应对人工智
能体研发者或者人工智能体使用者过失导致人工智能体产生的刑事风险时显得力有不逮， 这便使得
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犯罪常常出现归责间隙。

笔者认为， 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进行刑法规制的正当根据就在于在法律制度缺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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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高铭暄、 王红： 《互联网 +人工智能全新时代的刑事风险与犯罪类型化分析》，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9期。

輥輮訛 当前以刘宪权、 张金钢、 马治国、 田小楚为代表的诸多刑法学者积极主张强人工智能体作为刑事责任主体认定。

情况下调和两种人之间产生的差距。 一种是拥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据、 技术资源优势的人， 他们
利用人工智能体创造风险、 定义风险并从风险中获益 （侵害者）； 另一种是作为人工智能风险对象
的人， 他们循途守辙安分守己， 却无力参与决策进程， 不得不成为被人工智能技术攻击的 “目标”
（受害者）。 如何权衡与回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由此引发的过失刑事风险的冲突， 乃是既有刑法
学所关切的理论与现实命题。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否定人工智能体本身具有单独的刑事责任主
体地位以及合理配置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的刑事责任。

二、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之争

以是否拥有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分类标准， 可以将人工智能体分为弱人工智能体、 强
人工智能体和超强人工智能体。 弱人工智能体， 指的是具备一定推理能力和解决特定问题能力的人
工智能体。 这些人工智能体虽然可以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进行深度学
习， 但其实现的只是创造者的意志。 强人工智能体意为达到人类水平的、 能够独立应对外界环境挑
战， 具有自主认知、 思考能力的人工智能体。 如果某一人工智能体 “已经跨越了 ‘奇点’， ……在
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更智能”⑨ 则是超强人工智能体。 此时的人工智能体开始脱离人类的
控制。 学者们对弱人工智能体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而对于强人工智能体
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学者们莫衷一是； “人工智能奇点” 是否能够到来仍是一个未知数，
超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否具有不可预测性， 对于超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刑事风险， 并非现阶段的
刑法亟需回应的问题。 因此， 本文探讨的是强人工智能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一）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肯定说”

刘宪权教授等学者从应然层面将人工智能体作为刑事责任主体， 并提倡针对其特点设立特殊的
刑罚处罚方式。 理由之一， 强智能机器人与人一样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 强智能机器人通过 “电子
眼” “电子耳” 认识到事实层面的行为， 并通过程序和算法对行为的性质、 后果、 意义进行辨认。
其有可培养的控制能力和极其快速的处理能力、 反应速度， 能够凭借大数据与高速运算能力， 在自
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对行为做出精准的控制。 理由之二， 强智能机器人比单位更接近于自然人，
更有理由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单位是一个集合体， 单位内部成员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通过单位
整体表达， 在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强智能机器人能够在独立的自主意识和
意志支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不需要通过其他主体作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表达媒介。
理由之三， 强智能机器人能够接受刑罚处罚。 因现行刑罚种类在强智能机器人身上完全无法奏效而
否定其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逻辑陷入了由果溯因的逻辑怪圈。 正确的逻辑链条是： 考虑强智能机器
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从而确定其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在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考虑应否
对其进行刑罚处罚以及采用何种刑罚方式对其进行处罚。 增设 “删除数据、 修改程序、 永久销毁”
的刑罚种类能够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 解决无法适用现行刑罚种类的人工智能犯罪的问题。⑩

综合上述 “肯定说” 学者的基本观点： 强人工智能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可以通过相关人
员的参与输入， 具备与刑事责任主体同样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在探讨强人工智能体是否能成为
刑事责任主体时， 应把目光聚焦在何为自然人和单位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共同点上， 如果强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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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56页。
輥輰訛 道德行为性通常表现出 “利他” 属性， 而法律行为通常具有 “利己主义” 的典型特征， “利己” 是对法律主体最基本的人性

假设。 自然人在法律意义上具有利己性， 单位符合法律主体利己性的前提假设， 因此将单位拟制为法律主体。
輥輱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 （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 第 17页。
輥輲訛 参见孟令鹏： 《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人工智能的基本观点》， 载 《山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 5期。
輥輳訛 [美] 休伯特·德雷福斯：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 宁春岩译， 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第 293 页。 转引自周

铭川： 《强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之否定》，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19年第 2期。
輥輴訛 参见赵秉志、 詹奇玮： 《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关于人工智能的刑法学思考》，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第 1期。

能体具备这一必备要件， 其就有成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可能性。 应当先考虑强人工智能体是否能够成
为刑事责任主体， 再考虑能通过何种刑罚方式处罚。

（二）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否定说”

笔者是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否定说” 的支持者， 并认为， 虽然强人工智能体刑事
责任主体地位 “肯定说” 的观点言之凿凿， 但从其理由与结论的逻辑关系理性地分析， 有很多值得
商榷之处。

其一， 人工智能体不具有真正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人类的 “智能” 和人工智能体的 “智能” 来
源不同： 人类的 “智能” 来源于无特定目的自然选择， 人工智能体的 “智能” 来源于研发者带有特
定目的的预先程序设计和算法编制。 自然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人工智能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也不同： 人类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物种进化的结果， 人工智能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产
生依赖于人类精密的制造和加工过程。 因此人工智能体缺乏感知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 性
质、 后果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其二， 对人工智能体进行刑罚处罚达不到刑罚的目的。 无论是删
除数据， 还是修改程序， 抑或最严厉的永久销毁的 “刑罚种类”， 都既不能阻止人工智能体再次实
施犯罪， 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 也不能规诫其他人工智能体不要重蹈覆辙， 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使犯罪人受剥夺性痛苦是刑罚的惩罚性质与内在属性”，輥輯訛 而增设的刑罚种类在本质上均忽略了依托
于数据和算法的人工智能体缺乏对刑罚实质意义的认识。 其三， 人工智能体和单位不具有可类比
性。 单位本身有独立于其自然人组成人员的特殊利益， 因此， 将单位拟制为法律主体符合法律主体
利己性輥輰訛 的前提假设。 人工智能体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体现了其工具性的根本价值， 而工具
性价值又决定了其具有天然的利他属性。

人工智能体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感觉和情绪， 即缺乏内心感知和情感
因素。 根据费尔巴哈的 “心理强制说”， 如果在法律上规定有犯罪必有刑罚， 刑事主体就会为了避
免刑罚所产生的 “痛苦”， 而选择因抑制犯罪行为所导致的 “小的不愉快”。輥輱訛 人工智能体只能基于预
先设定的精密程序对接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识别、 分析和总结， 无法基于内心感知来权衡比较实施
犯罪带来的 “小的愉快” 与犯罪后所带来的受刑罚处罚的 “痛苦”， 从而作出评判和行为选择。 人
工智能体缺乏内心感知， 不知道自己可以克制自己的行为， 因此， 当人工智能体实施了恶的行为
时， 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工智能体也无法感知违反法律规范的消极后果， 进而选择是否违反
法律规范， 因此也无法用法律惩罚。 无独有偶， 维特根斯特也否定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责任主体地
位。 他提出 “即使机器能够模拟人的脑电波， 也不足以产生人的思维。”輥輲訛 休伯特则从人的思维不可
能被数字计算机程序化、 形式化的角度来否定强人工智能。輥輳訛 赵秉志教授以 “相对自由意志” 为判断
标准， 认为由于强人工智能体不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 无论强人工智能体发展到何种高级程度， 其
存在的意义仍然是一种工具价值， 不会因为追求自由意志而偏离为人类服务的轨道。輥輴訛

96· ·



人工智能体过失刑事风险的因应

輥輵訛 姚万勤：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9年第 2期。
輥輶訛 刘岩： 《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及其启示》， 载 《江海学刊》 2009年第 1期。

总之， 强人工智能体由于缺乏和自然人一样的情感因素和内心感知， 尽管可以利用大数据、 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反应和判断， 但其对行为性质和意义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
上缺乏感知， 也无法对此作出决定实施与否的选择， 而且本身也无法感受来自刑罚惩罚的痛苦， 对
其所谓的谴责或者非难将失去意义， 使得其本身无法单独成为刑事责任的归责主体。

三、 强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与使用者过失犯罪的归责原则

否定了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也就意味着不能对人工智能体单独进行刑事归责和直
接判处刑罚。 笔者基于 “以自然人为中心” 的立场， 引入 “新过失论”， 对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
使用者的过失责任进行刑法规制， 确保具体案件中刑事责任承担的清晰性。 如果人工智能体的研发
者在研发人工智能体时， 人工智能体的使用者在使用人工智能体时违背各自的注意义务， 且不适用
信赖原则， 则有可能对人工智能体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过失刑事责任。

（一） “新过失论” 的引入与优势

以结果无价值论为本质的 “旧过失论” 认为， 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
且行为与危害结果间成立刑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那么行为人就成立过失犯罪。 也就是说 “旧过失
论” 单纯考虑行为人的结果预见可能性， 只要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阶层上一致， 则责任阶层
是故意还是过失在所不问。 譬如， 高速交通工具的运营、 矿山开采等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其本身蕴藏着越来越多的法益侵害危险。 在这些活动中， 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
果都有一定的预见可能性， 在不考虑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能否有回避可能性的情况下， 按照 “旧过失
论” 的观点， 行为人都应构成过失犯罪。 以 “旧过失论” 的标准来认定过失犯罪的做法扩大了过失
犯的处罚范围且与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效率理念相悖。 在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人们的新观念下，
“新过失论” 应运而生。 “新过失论” 主张， 不能追究能够预见危害结果， 并且履行了结果回避义务
的行为人的过失刑事责任。 “新过失论” 跳出了传统过失理论仅在责任阶层讨论注意义务的窠臼，
自此， 对过失犯罪的研究， 逐步及于违法性及该当性的领域。 “新过失论” 要求人工智能体的研发
者、 使用者在研发、 使用人工智能体时遵循各自相关的注意义务， 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利用 “大数
据在宏观层面能够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微观层面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重要指引的优势”，輥輵訛

借助算法和程序收集、 分析和使用数据， 加以深度学习， 预测人工智能体可能带来的社会所不容许
的危害结果， 并且有效避免结果的发生。 这就确保了人类对风险的绝对控制力， “把风险意识转向
人类如何能有效防范风险的技术手段、 制度安排及机制实施等方面”。輥輶訛

（二） 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

根据 “新过失论”， 探讨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判断应当以
其所处时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为判断标准。

1. 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来源
根据 “新过失” 理论， 过失必须同时具备行为的注意义务和结果的避免义务， 这些义务的来源

是设置过失犯罪义务内容的前提。 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功能价值由技术规范所决定， 其所产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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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储陈城：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归责的走向———以过失的归责间隙为中心的讨论》， 载 《东方法学》 2018 年第 3 期。
輦輮訛 参见刘宪权： 《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认定》，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4期。
輦輯訛 霍金在 2017 年接受英国杂志社采访时曾经说过： “一个超智能的人工智能在完成目标方面与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我们就会

陷入困境。” 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能实现人类优先原则， 其发展有可能会给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輦輰訛 Iredell Jenkins.Social Order and the Limits of Law: a Theoretical Essa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9.
輦輱訛 [德] 乌尔里希·贝克、 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自由与资本主义》， 路国林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56页。

会价值则由社会规范所决定。 因此，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来源包
含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即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相关行业规范、 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研发
者、 使用者的承诺。 首先， 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是注意义务的来源， 学界几乎没有争议， 但对于相
关行业规范是否为注意义务的来源， 学界众口不一。 学者储陈城反对将行业规范纳入注意义务的来
源， 他提出， 由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和行业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 所以行业规范和刑法
上的注意义务的标准并不一致。 行业标准是非国家组织所制定的， 所以其制定的标准缺乏民主主义
的正当性。輥輷訛 学者刘宪权认为， 尽管相关行业规范没有体现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民主性， 但是对研
发者设计和编制程序的过程起到约束作用才是判定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有无预见可能性应当考虑的
因素。輦輮訛 如果人工智能体研发者或者使用者具备了上述的注意义务之后， 还同时要求其具备结果的回
避义务， 只有违背结果回避义务， 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 才能构成相应的过失犯罪。

笔者主张相关行业规范是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来源之一。 因
为相关行业规范作为一种具有行为约束力的内部准则， 能够强化研发者、 使用者的风险意识和责任
意识， 并内化为自我控制的行动， 从源头上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刑事风险。 其次， 伦理道德规
范作为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来源， 能够确保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秉持科技伦理优先的
原则， 在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引下保障人工智能体 “向善”， 促进人类社会有序发展。 最后， 研发者、
使用者的承诺也应当是研发者、 使用者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来源。 从研发者的承诺可以推知
研发者已经预见人工智能体可能引发的风险， 从使用者的承诺可以推知使用者已经预见到了未按照
人工智能体的操作说明来使用人工智能体可引发的危险。 如果将研发者、 使用者的承诺排除在注意
义务的范围之外， 相当于忽略了认定研发者、 使用者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可能性。

2. 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
（1） 人工智能体注意义务的设置不能偏离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轨道。輦輯訛 人类给人工智能体设定的

功能并非价值无涉的， 它们恰恰体现了一定的目标。 “任何法学理论总是倚赖关于人的理论”，輦輰訛 因此
研发者和使用者所有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内容都应当建立在有益于人类的基础上， 而不能是
优先考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利益。 当人工智能体有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涉及人的生
命、 自由等人类相关的重大法益时， 应当对研发者、 使用者赋予较高的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如果该犯罪只不过关乎与人类无关的相当轻微的法益时， 应当相应地减少研发者、 使用者的注意义
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这也印证了乌尔里希·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探寻， “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
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 才谈得上风险”。輦輱訛

（2） 研发者的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包括源头控制、 双重监督和明确提示。 源头控制是指人
工智能体研发者在研发过程中植入控制程序， 始终保持对人工智能体的控制能力， 对研发的人工智
能体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或不稳定因素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努力消除。 双重监督包括研发时的监督和
继续监督。 研发时的监督是指研发者在研发时应当设置安全性测评， 排除研发当时所能预见的安全
隐患， 确保研发的人工智能体向安全可控的方向发展。 继续监督是指若发现尚未投入使用的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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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详见 Engisch, 1930, 306 ff.; Jescheck/Weigend, AT 5, § 55I3c. 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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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页。

輦輳訛 参见 [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徐久生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97页。

輦輴訛 马长山： 《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载 《法律科学》 2018年第 6期。
輦輵訛 参见黎宏： 《过失犯研究》， 载刘明祥主编： 《过失犯研究： 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4-15页。
輦輶訛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 风险社会的肇始》， 载周红云编译：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6页。

能体存在可能致人损害的缺陷，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应当通过技术手段修补缺陷， 阻止人工智能体实
施危害活动； 若发现已经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体出现研发时难以预料的危害，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应
当采取必要的召回措施以防止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 明确提示是指因人工智能体的类型不同而对人
工智能体使用者的操作要求也有所不同，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必须明确提示人工智能体使用者在使用
中应保持何种类型、 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 并对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作出预警。

（3）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是谨慎询问、 合理使用和及时报告。 谨慎询
问是指由于使用者作为非专业领域人士， 对于人工智能这项尚未成熟的技术还不具备足够的相关技
术知识和能力， 不能判断自己的行为可能对法益所造成的风险，輦輲訛 为了确保安全、 规范地使用人工智
能体， 应当谨慎地询问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尽快掌握相关知识和能力， 将人工智能体的使用风险控
制在提前预测的范围内。輦輳訛 合理使用是指人工智能体使用者遵照人工智能体设定的合法用途和使用规
范来使用人工智能体， 以保证人工智能体在研发者设定的安全有序的程序下运行。 及时报告是指在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人工智能体潜存的技术瑕疵可能对人类造成损害或者可能被应
用于非正当的社会目的时应当及时向有关人员报告。

（三） 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和危险分配理论

“数字化世界密集性和复杂性的背后， 风险将如影随形。”輦輴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大势所
趋， 如果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伴而生的风险都作为违法来对待， 社会将停滞不前， 所以为了
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危险的存在。 “新过失论” 为防止过苛追究人工智
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的过失刑事责任， 在认定研发者、 使用者的过失刑事责任时基于被容许的危险
理论和危险分配的理论并设定不同的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 把原来由研发者、 使用者所承
担的所有危险在一定条件下分配给受害人。 适用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对研发者、 使用者以及危险活动
的其他参与者进行危险分配以上述主体在危险活动中负担各自的注意义务为前提条件。

广义的理解认为， 被容许的危险之所以存在， 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狭义的理解将被
容许的危险理解为具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实质危险， 认为该危险为了救济其他利益而不得不容许存
在。輦輵訛 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被容许的危险。 许多不可避免的危险行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日益
增多， 实施了此类对社会发展具有必要性与有用性的危险行为的行为人， 如果遵守了其行为所必需
的规则， 就不能认为其是过失犯罪。 根据被容许的危险理论， 对社会有益的、 不可缺少的行为， 即
便其自身是侵害法益的危险行为， 但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也应承认这种危险行为的合法性。 英国学
者安东尼·吉登斯曾言： “风险总是要规避的， 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
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輦輶訛 诚哉斯言， 人类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高福利的同时， 不可避
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容许 “理性冒险”。 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展示的是一种比较权衡， 应当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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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 [日] 前田雅英： 《刑法总论讲义》 （第六版）， 曾文科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58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刘宪权文。
輧輯訛 叶良芳、 马璐瑶： 《风险社会视阈下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应对》， 载 《浙江学刊》 2018年第 6期。

这种比较应当以行为实施时， 行为本身具有的危险性与可预见的被害法益的价值、 发生结果的危险
性、 侵害法益的盖然性等相比，輦輷訛 可预见的被害法益的价值越大， 被害法益的价值越高， 发生结果
的危险性越大， 则被容许的危险理论的适用范围越窄。

社会全体成员为了得到技术红利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技术的发展所必然蕴含的危
险。輧輮訛 为了更好地平衡与人工智能体实施的活动相关的参与者之间复杂的利益， 处理好风险承担的复
杂法律关系， 如何分配已知和未知的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谓危险分配理论， 指活动参
与者在从事危险活动时应当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 予以合理地分配危险， 共同承担危险后果。 一方
面， 应当根据活动的危险程度合理地确定各参与者应该分配的危险。 对于在涉人工智能体的活动
中， 为了保护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创造积极性， 所有的活动参加者都应当拥有并且负有部分注意义
务， 共同承担休戚与共的责任， 而非仅仅由人工智能体研发者承担。 如果人工智能体实施的危害行
为是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 在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使用者已经承担注意义
务的前提下， 应当将危险归属于被害人或第三人。 另一方面， 应当根据参与者的能力合理地确定参
与者应该分担的危险。 一般而言， 能力越强， 应当为其赋加的注意义务就越多， 其应当容忍的危险
也越多。 如果某一参与者在参与危险活动中对危险的发生不具有预测以及避免的能力， 则不能依据
危险分配理论分配其所应当承担的危险。 以人工智能体的研发者为例， 与其他活动参与者相比， 其
属于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员， 具备直接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专业能力的现实条件， 因此有必要为
其制定更多的注意义务， 在危险的分配中也应当配置更多的危险。

（四） 信赖原则的适用

“新过失论” 为了进一步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 不得不将信赖原则引入。 信赖原则关切的
是， 行为人合理地信赖他人能够遵守规则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但是由于其他参与人辜负了行为人的
信赖而与自己的行动相结合发生构成要件的结果， 就不应认为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 信赖原则最早
适用于交通运输领域， 后来逐步被扩张适用于企业责任事故、 医疗事故等对防止危险具有分工合作
关系的所有领域。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过失刑事风险进行规制亦可适用信赖原则。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信赖基于两
个方面： 一是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赖。 当研发者研发出用于正当社会目的并且不存在导致法益
侵害危险的人工智能体， 人工智能体却在程序规则外活动， 并且引发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害
结果， 此时则不应追究研发者的过失刑事责任。 二是基于对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信赖。 人工智能体
研发者信赖人工智能体使用者履行了谨慎询问、 合理使用和及时报告的注意义务， 但是使用者并没
有尽到注意义务， 进而使得人工智能体实施了犯罪活动， 产生的危害结果就不可归责于研发者的过
失。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信赖同样基于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赖。 当人工智能体
使用者履行了所有为其设定的注意义务， 但是人工智能体超出程序规则实施了犯罪行为， 就不应认
为使用者对人工智能体的犯罪存在过失的罪过形式。 二是基于对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信赖。 “非专
业人士对专家系统这一抽象体系建立起普遍信赖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輧輯訛 而随着社会分工越
来越精细化， “人们对 ‘社会体系的信任’， 表现为对各行各业的 ‘专家体系’ 的充分信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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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成为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輧輰訛 因此，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对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信赖有利于普
通大众更好地把握科技发展的契机， 系统地处理科技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

信赖原则的适用需要存在社会相当性： 第一， 有完善的社会分工制度。 在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和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之间存在合理的权责分工负责体制， 明确设定各自的注意义务， 能够建立分工合
作的制度信赖。 第二， 存在实质的相互信赖关系。 在人工智能体出现了不适当行为的具体先兆时，
不能合理地期待人工智能体可以在其研发者和使用者的高度信赖之下从事适当行为。 例如人工智能
体以往从事相应行为的时候过失频率较高、 出现反常行动的可能性大等情况。 第三， 具有实质的控
制权限。 如果人工智能体研发者或者使用者不具有实质上保证某项危险不发生或者对阻止危险发生
的现实支配权限， 就不能视为对危险领域具有 “控制权限” 的行为人。 因此， 当人工智能体研发者
或使用者与危险控制权限发生实际脱节， 只拥有形式上的控制权限的过失领域不能适用信赖原则。

四、 强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与使用者过失犯罪的责任承担

强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和使用者的过失刑事责任具体又分为以下情形： 第一种情形， 强人工智能
体研发者、 使用者违反直接的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时， 可能承担一般过失犯罪的刑事责
任。 例如，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在研发强人工智能体时因为应当预见该人工智能体存在可能发生致人
损害的结果却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认识到研发的人工智能体可能发生危害结果， 但过高估计自己避
免结果的能力而怠于采取结果避免措施， 并且由此发生了刑法构成要件性法益的侵害后果； 人工智
能体使用者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 没有按照人工智能体的规范操作流程使用人
工智能体并且导致了刑法构成要件性法益侵害的后果。 第二种情形，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违反间接的
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时， 可能接受监督过失犯罪的谴责。輧輱訛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监督包括事
前组织相关危险评估， 事中督促人工智能体使用者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事后及时完善相关程序。 监
督过失非难的起点来源于监督者违反了预见自己的行为将引起被监督者造成危害结果的义务， 且没
有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引发的结果。

（一） 强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与使用者构成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承担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在研发人工智能体时因过失使得人工智能体存在缺陷， 且人工智能体使用者
在使用该人工智能体的过程中违反了该人工智能体的规范操作流程， 人工智能体在此情形下造成的
危害结果应当由具有共同过失的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和使用者共同承担， 以过失共同犯罪来定罪处罚。

虽然我国刑法并未对 “共同过失犯罪” 有明文肯定， 但是 “共同过失犯罪” 的相关法理适用可
在一些具体条文和司法解释中窥探一二。 根据我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立法者不但没有否
认 “共同过失犯罪” 这一概念， 甚至进一步明确 “共同过失犯罪” 的处罚方式不同于共同故意犯
罪。 有学者提出， 立法之所以肯定 “共同过失犯罪” 这个客观现象和概念， 但却不认为 “共同过失
犯罪” 是共同犯罪， 是综合考虑了在制定现行刑法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 “共同过失
犯罪” 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否定态度， 且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极少出现由于否定 “共同过失犯罪” 而

輧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薛晓源、 刘国良文。
輧輱訛 马克昌教授持二分说的观点， 把监督过失分为狭义的监督过失和广义的监督过失。 马克昌教授认为， 所谓狭义的监督过失

指的是监督人怠于应当防止被监督人直接使结果发生的义务的情况。 所谓广义的监督过失， 指狭义的监督过失之外的包含
管理过失的过失。 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过失仅指狭义的监督过失， 且被监督者的行为只包括过失行为， 不包括被监督者的故
意行为、 无罪过行为。 参见马克昌： 《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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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冤错案件的情况。輧輲訛 另外， 2000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二款輧輳訛 也肯定了 “共同过失犯罪”。 理由如下： 第一， 共同故意犯罪要求意思
联络形成于着手实行犯罪之前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 该款中单位主管人员、 机动车辆所有人、 承
包人或者乘车人与肇事人的意思联络存在于犯罪已经实行完毕的既遂形态中， 所以该款不能解释为
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 承继的共同犯罪要求共同犯罪只能存在于犯罪既遂之前， 但是继续犯是例
外。 继续犯在继续期间， 虽然犯罪已经达到既遂， 只要行为仍然处于继续状态的， 加入共同犯罪的
行为人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但交通肇事罪不是继续犯， 所以该款不能解释为承继的共同犯罪。 由
此可见， 我国并没有否认 “过失共同犯罪”。

（二） 强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与使用者构成竞合过失犯罪的责任承担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监督过失行为通过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行为间接导致了危害后果成为发动
监督过失的直接依据。

在监督过失中， 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共同过失犯罪还是过失竞合犯罪的争议， 大多数观点认为
是过失竞合， 少数观点认为是共同过失。 主张监督过失是过失竞合的学者主要是从监督者和被监督
者的地位、 是否是 “注意义务共同体” 以及危害结果的效力角度来论述。 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地位
来看，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和人工智能体使用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处于被监督者地位的人工智能体
使用者应当接受处于监督地位的人工智能体研发者为代表的 “专家系统” 的规划指引和监督管理。
共同的注意义务是共同过失犯罪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注意义务可知， 由于人
工智能体研发者与人工智能体使用者之间并没有构成一个 “注意义务共同体”， 因此， 监督过失不
是共同过失犯罪， 而是过失竞合的表现形式。輧輴訛 就危害结果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不同的效力而言，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过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行为才能造成危害结果， 而人工智能体使用
者的过失可以独立地产生危害结果。輧輵訛

依笔者之见， 监督过失是数个行为人的过失并存的竞合。 在涉及人工智能体监督过失情形中，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和人工智能体使用者都是应采取某种防止行动却没有采取， 最终导致了结果发
生， 但二者的注意对象内容不同。 人工智能体使用者的注意对象是危害结果， 其应当预见自己的行
为直接产生的结果， 并且不得由于过失行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发生；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注意对象是
被监督者的行为， 其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将引起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 并避免被监督者实施过失行
为。 根据西原春夫教授提出的并存的竞合和重叠的竞合的划分方法， 如果过失竞合的各行为人的行
为可以单独成为结果发生的独立原因的， 称为并存的竞合； 如果只有一方的过失能独立导致结果发
生的， 并且可以防止他方对于结果发生的， 称为重叠的竞合。 在人工智能体监督过失犯罪中， 人工
智能体使用者处于独立地位， 人工智能体研发者如果采取适当的行为， 则可以防止人工智能体使用
者的过失行为导致结果发生， 因此监督过失属于重叠的竞合。

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中只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过失形态， 没有明确监督过

輧輲訛 参见王博： 《过失共同犯罪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輧輳訛 2000年 11月 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二款： “交通肇事后， 单

位主管人员、 机动车辆所有人、 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示肇事人逃逸， 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以交通肇事罪的共
犯论处。”

輧輴訛 参见袁登明、 吴情树： 《论竞合过失与共同过失》， 载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3年第 2期； 李兰英、 马文： 《监督过失的
提倡及其司法认定》，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年第 5期。

輧輵訛 参见谭淦： 《监督过失的一般形态研究》， 载 《政法论坛》 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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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体过失刑事风险的因应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o�keep�pace�with�the�times�to�deal�with�the�criminal�risk�of�negligence�in�the�era�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make� it� clear� that� artificial� agents� do� not� have� the� the�
status� of� criminal� subjects,� and� the� researchers� and� users� of� artificial� agents� should� bear� the�
criminal�liability.�The “new�negligence�theory” can�prudently�set�the�boundary�of�the�attention�
obligations�of�the�people�who�do�researches�and�use�artificial�agents,�and�simultaneously�take�the�
allowable�risk,�risk�distribution�theory�and�the�principle�of�trust�into�account,�which�ensures�that�
artificial�agents�develop�in�the�right�direction�that� is�beneficial� to�human�beings,�so�as� to�make�
the�criminal� law� theory�consistent�with� the�changes�brought�by�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developers�and�users�may�bear�the�criminal�liability�of�joint�negligence�crime�when�
they�all�violate� the�direct� result� foresight�obligation� and� result� avoidance�obligation.�When� the�
supervisory� negligence� of� artificial� agent� developers� indirectly� leads� to� harmful� consequences�
through� the� behavio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rs,� they� may� bear�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supervising�negligent�crimes.

Key Words: Artificial�Agents； Subjects�of�Criminal�Liability； Allocation�of�Criminal�Liabili-
ty； New�Negligence�Theory

失这一过失形态， 但是隐含着监督过失责任内容的因子， 监督过失分别符合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
自信的过失的基本特征概念。 监督者能够预见自己不履行监督义务的行为可能引起被监督者的过失
行为从而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这种情况契合疏忽大意的过失的心理特
征。 监督者已经预见自己不履行监督义务可能导致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 从而造成危害结果， 但轻
信自己的技术、 经验等能够避免， 这种情况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理特征没有本质差别。

结语

“科学技术总是涉及风险观念”，輧輶訛 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在
一步步地改善人类社会生活面貌， 同时也增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未来性的风险。 涉人工智能犯罪
是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新样态的犯罪， 新旧事物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 “藕断丝连” 的， 因此， 对于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仍需要以现行刑法规定为切入点， 以前瞻性的回应与规范之维弥合科技发展
和风险社会之间的鸿沟。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輧輷訛 引入 “新过失论” 有利于强化人工智能体
研发者、 使用者的规范意识， 更能有效控制与消解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刑事风险， 为转型时期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这两个价值世界之间的碰撞中产生的“转型” 效应
提供有效的创新激励， 实现以人类的安全和福祉为目标的人工智能刑事法治。

輧輶訛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0, p.45.
輧輷訛 [意]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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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受托人信义义务是信托法的核心内容， 我国信托法对此做出了规定。 近来， 出
现了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 但由于这种倾向会削弱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规范的道德
基础， 因而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 就信义义务的性质的争论， 实际上重塑了信义义务
发挥作用的方式和范围。 一方面， 信义义务具有不可免除的核心内容， 另一方面， 在允许
当事人修改或免除信义义务的同时， 也需要设定严格的程序和条件。 我国信托法仍应注重
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定， 细化受托人信义义务之下各项具体内容， 并谨慎对待当事
人合意对于信义义务的修改甚至免除的问题。
关键词： 受托人 信义义务 信义义务的弱化 任意性规则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10

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

尽管学术界对信托的定义千差万别， 但其都包含某种信任要素。 在传统信托中， 这种信任主要
是对受托人个人的信任， 而在现代信托中， 受托人趋于机构化并且权力大大扩张， 从而增加了损害
受益人利益的风险。 为此， 信托法给这种信任提供了制度上保障， 即要求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信义
义务， 以便有效实现信托的目的。

我国 《信托法》 对受托人的信义义务有所规范。 譬如， 第二十五条规定 “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
文件的规定， 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 必须恪尽职守， 履行诚
实、 信用、 谨慎、 有效管理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规定 “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
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 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
意， 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 等等。 这些都被认为是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具体体现。

那么， 如何把握上述规定的确切含义？ 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到底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 信义
义务是否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约定予以减轻甚至免除？ 如果可以减轻或免除， 是否需要受到一定的限
制？ 对此， 学界虽然有所涉及， 但总体而言， 学术界的探讨还不够充分， 司法案例分析更是少见。
由于这些问题事关信托法制的长远发展， 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受托人信义义务问题的研究。 本文拟从
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出发， 联系国外受托人信义义务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其中关于
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争论， 对受托人信义义务及其弱化问题加以反思， 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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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参见张天民： 《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 〈信托法〉 的机遇和挑战》， 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73 页。
譺訛 参见于海涌： 《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52、 第 162页。
譻訛 参见楼建波、 姜雪莲： 《信义义务的法理研究———兼论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与其他法律中信义义务规则的互动》， 载 《社会

科学》 2017年第 1期。
譼訛 See Armitage v. Nurse [1998] Ch. 241, 253 (Eng).
譽訛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13 cmt.d.
譾訛 See Charles E, Rounds, Jr. and Charles E. Rounds, III. Loring and Rounds, a Trustee's Handbook. Austin: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 6.1, at 450 (2019).
譿訛 See A.W. Scott, W.F. Fratcher & M.L. Ascher; Scott and Ascher on Trusts, §17.2 (5th ed. 2006).
讀訛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8 cmt.c (2).
讁訛 See UTC §802 (a);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 §78 (1).

一、 信托法中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地位和意义

（一） 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含义及其地位

传统信托法更强调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救济， 其深刻的渊源在于： 承认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衡平
法上的所有权 （Equitable Title）， 其实质是对受托人不当行为的消极防范， 为事后的救济措施。 现
代信托法则更多地立足于事前的预防措施， 并以此确立了以受托人严格的忠实、 谨慎义务为中心的
现代受托人法的体制。① 这是因为在现代信托中受托人拥有了更大的财产管理和处置权力以便实现财
产的增值， 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特别是当受益人处于弱势 （如因未成年或无行
为能力） 而无法有效行使监察权的时候， 受益人受到侵害的风险更大。 为保护受益人免受受托人滥
用权力的损害， 信义法发展起来， 对受益人的保障也从早期不授予受托人权力到现在确立受托人的
信义义务。

无论是信托法源头的普通法系国家， 还是后来引入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 都重视受
托人的信义义务。 我国 《信托法》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等都可以说是信义义务立
法的体现。 《信托法》 虽然没有明确表述 “忠实义务”， 但却表达了忠实义务的含义， 要求受托人追
求受益人的利益而不能为自己牟取利益； 另一方面， 《信托法》 对受托人的注意义务的规定， 可以
归之为 “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的范畴， 受托人被要求 “具有通常谨慎者所有的注意义务， 甚至以
受托人的特殊能力为基础”。② 此外， 还有学者对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问
题进行了研究。③

在普通法系信托法中， 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一种可被执行的不可被削减的核心义务， 并且这种
义务构成了信托概念的基础。④ 美国信托法第三次重述对此亦有阐述———除非委托人能够证明其有意
将此等可被执行的义务加诸于受托人身上， 否则便不可认为存在设立信托的意图， 进而一项信托
也无法被设立。⑤ 一般而言， 伴随信托设立而来的是受托人的五项基本义务： （1） 勤谨行事之义务；
（2） 按照信托合同约定行事之义务； （3） 忠实于受益人的义务； （4） 亲自参与信托事务不得任意转
委托于他人之义务； （5） 向受益人汇报并向受益人负责之义务。⑥ 其中， 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不仅处于
一切义务中最为核心的地位，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其作为受托人最重要的义务， 并非来源于信托合同
中具体条款的约定， 而是根植于每一信托关系本身。⑦ 正如美国信托法第三次重述所言， 即使信托合
同中有明文条款授权受托人以违反忠实义务的方式为特定行为， 该授权亦无效力。⑧

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要求受托人仅为受益人的利益服务，⑨ 这是一项高于合同法意义上的 “善意”
标准的要求。 在合同法上， 当事人对于合同交易方虽然负有不可免除的 “善意” 行事的义务， 但合

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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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Frederick R. Franke, Jr., Resisting the Contractarian Insurgency: The Uniform Trust Code, Fiduciary Duty, and Good Faith in
Contract, 36 ACREC L.J. 517, 519 (2010).

輥輯訛 J. Mowbray, L. Tucker, N. Le Poidevin & E. Simpson, Levin on Trusts, 20-26 (17th ed, 2000).
輥輰訛 See George G. Bogert & George T. Bogert, The Law of Trusts and Trustees § 543, at 217-20, 264 ( rev. 2d ed. 1993); see also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 78 cmt. a (Tentative Draft No. 4, 2005).
輥輱訛 See John H. Langbein, Questioning the Trust Law Duty of Loyalty: Sole Interest or Best Interest?, 114 Yale L.J. 929, 932 (2005).
輥輲訛 Charles E, Rounds, Jr. supra note ⑥, p.468.
輥輳訛 Restatement of Restitution §198 中规定， 一旦受托人以违反信义义务的方式处分信托财产， 其所得对价被视为以推定信托

（constructive trust） 的方式为受益人所持有。
輥輴訛 根据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8 cmt.b， 一旦允许受托人为自己利益购买信托财产， 则削弱了其为信托争取最佳价格的

动机， 也极可能影响本应做出的商业判断。
輥輵訛 根据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8 cmt.e， 若允许此种交易， 则将会使得受托人在后续事项中 （比如在投票权的行使， 之

后可能存在的出售或继续持有该商事组织利益的决策， 以及之后继续以债权或股权形式投资该商事组织的决策中） 考虑其
自身利益， 而非 “仅为” 受益人利益考虑。

輥輶訛 In re Gleeson’s Will, 124 N.E.2d 624 （Ill. App. Ct. 1955） （受托人的诚实与善意以及信托财产未遭受损失这一事实， 在就受
托人所从事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交易是否具有合理正当性的考量中， 亦无用处）。

輥輷訛 See Girod v. Girod, 45 U.S. 503, 553 (1846).

同法并不要求当事人仅为对方利益服务。 相反， 在信托法下， 受托人不仅负担着不可免除的“善意”
义务， 同时也负担着衡平法下不可免除的忠实义务。 这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信托作为衡平法的
产物， 虽然凭借合同而产生， 充当着制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规范的工具， 但其本身却并不是合
同， 而是在合同基础之上而生出的进阶产物。⑩

这种 “仅为受益人利益服务” 的要求最早来源于 1726 年英国的 Keech v. Sanford 案。 在该案
中， 法院训诫了租约中的受托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延长租约的行为， 由此发展出了如下规则： “如果
受托人在缺乏授权的情况下， 从信托财产直接或间接获利， 则该受托人无权保有该等利益。”輥輯訛 这一
“仅为受益人服务的原则” 也被美国信托法严格遵循： 当受托人从与信托利益冲突的交易中获益时，
受益人有权主张撤销该交易， 除非受托人取得了事先的同意，輥輰訛 而有关的交易被撤销后， 受托人则必
须将从该交易所获得的一切利益退还给信托。輥輱訛 换言之， 只要受益人能够证明受托人进行了存在利益
冲突的交易， 并且受托人在交易中获得了个人利益， 即可主张该交易无效。 受托人的 “未经授权的
自我交易”， 是受益人向法院主张交易无效的全部构成要件。 对此， 法院无需要进一步询问该交易
是否公平合理、 是否给信托财产造成任何损害， 也无需进一步询问和了解任何其他的相关事实， 就
可以直接推定受托人需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这一规则被称为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no further
inquiry rule）。輥輲訛

可以以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而被主张撤销的典型交易包括： 受托人从处分信托财产中获得利
益，輥輳訛 受托人自行购买信托所出售的财产， 即使该交易是公开交易且该受托人是出价最高的买方，輥輴訛

受托人在某商事组织中以受托人身份与个人身份， 同时分别为信托财产及个人购入重大权益；輥輵訛 受托
人在其本人已持有某商事组织重大权益的情况下， 又以受托人身份为信托购入该商事组织权益， 或
者在信托已持有某商事组织重大权益的情况， 又以个人身份购入该商事组织权益。 上述种种交易都
是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得以适用的常见场景。 在未经委托人同意或法院许可的情况下， 受托人
的双方代理行为是关于受托人自我交易诉讼所需的唯一法律构成要件， 至于受托人是否出于善意，
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輥輶訛 以及是否在受托人内部的商业决策部门和信托管理部门做了完善隔离 輥輷訛 则
在所不问。 由此可见， 受托人信义义务， 特别是忠诚义务在信托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二） 受托人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的道德基础和规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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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在美国信托法中， 不仅涉及受托人本人的交易会被认为存在利益冲突， 如果是受托人的配偶、 子女、 父母、 代理人作为与
信托财产交易的另一方， 亦被认为存在利益冲突 。 参见 UTC §802 (c)。 此外， 如果某交易发生在信托财产与另一公司或其
他形式的法律实体之间， 而受托人， 或当受托人是法人时在受托人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利益相关人， 对于该公司或法律实体
享有利益， 也会推定该交易受到了利益冲突的影响。 参见 UTC §802 (c) (4)。

輦輯訛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8 cmt.b.
輦輰訛 参见赵廉慧： 《信托法解释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06页。
輦輱訛 See John H. Langbein, The Contractarian Basis of the Law of Trusts, l05 YALE L.J. 629;Henry Hansmann & Ugo Mattei, The

Functions of Trust Law: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73 N.Y.U. L. REV. 434, 447-49 (1998).

在信托法发展早期阶段， 大法官以 “强迫受托人按照良心的指示行事” 为基础给予受益人救
济。 因此， 忠诚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作为衡平理论发展起来的， 以支持和执行先前已存在的
道德规范。 尽管随着信托从持有不动产的手段发展为资产管理机制， 信义义务变得更加复杂， 但受
托人作出的将受益人利益置于其个人利益之前的承诺， 仍然维持了这种关系的基础。

在价值取向上， 衡平法倾向于认为， 为了避免和防止根植于信托关系中的代理成本与不当管理
的风险， 为了维护社会对于信托制度的信任， 并捍卫信托制度的社会价值， 否定潜在的利益冲突行
为輦輮訛 比留给受托人证明其双重代理的合理性的做法更胜一筹。 衡平法试图藉此在事前打消受托人想
要从事利益冲突交易的念头， 而非在受托人从事这一交易事后， 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审查和监管每一
宗可疑交易并进而惩治违反信义义务的受托人。 可以说，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是衡平法这一价
值选择的结果， 其更多是出于预防性的考虑。 然而， 如果把审查的重点放在交易本身的合理性上，
并以此作为判断受托人是否违反忠实义务的要件， 姑且不论法院将要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个案分
析， 即使可以承担这样的成本， 法院也将势必对受托人处理信托财产的商业判断做出二次判定， 其
中难免夹杂着主观臆断与操作难度， 由此不仅无法激励受托人请求事先授权， 反而可能为受托人提
供了隐藏不当管理行为的机会。

在保护受益人上， 衡平法所作的制度选择， 还因为从受益人的角度看来， 若依靠他们自身的努
力来探查或防范受托人的不当举动，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 此种努力即便不是毫无效果， 也是效果甚
微。輦輯訛 因此， 衡平法在对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的判断上， 尽可能地简化其构成要件， 并扩大该规则的
覆盖范围。 其目的正在于向受托人传递明确的信息， 激励其在从事任何与信托利益冲突的交易之
前， 都向法院或者受益人进行披露并获得事前许可， 以保护信托受益人， 更是保护信托关系作为一
种制度性的存在。

二、 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趋势和争论

受托人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的核心内容，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长盛不衰。 但是， 近些年
来， 国外出现了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趋势并且影响到了其立法实践。 同样， 在我国， 信义义务作
为法定义务也有 “任意法化” 的倾向。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信义义务与传统的法定义务不同， 其
作为对受托人行为的限制， 无法提供绝对清晰的欲禁止行为的清单， 只能是抽象的规定， 这给当事
人进行约定留下必要性和空间。輦輰訛 那么， 应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和趋势？

（一） 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理论依据及立法表现

1.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理论依据
近来， 普通法系学界出现了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 其突出表现是强调信义义务的合同性

以及任意性规则的特点， 当事人可以自由修改甚至免除信义义务。輦輱訛 这种倾向与更早在公司法领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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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17 (1991). Henry N. Butler & Larry E.
Ribstein, Opting Out of Fiduciary Duties: A Response to the Anti-Contractarians, 65 Wash. L. Rev. 1, 33-45 (1990).

輦輳訛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Contract and Fiduciary Duty, 36 J.L. & ECON. 425-427 (1993).
輦輴訛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輥輱訛, p.929.
輦輵訛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輥輱訛, p.967.
輦輶訛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輥輱訛, pp.982-983.
輦輷訛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輥輱訛, p.929.

现的主张放松董事和管理层信义义务规则的主张遥相呼应， 甚至可以说是公司法领域放松信义义务的
趋势在信托法领域的一种回响， 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 这也是法律与经济学观点和方法运用的结果。

主张在公司法领域放松董事和管理层信义义务规则的主要代表有伊斯特布鲁克 （Frank H.
Easterbrook） 与费舍尔 （Daniel R. Fischel） 教授。 他们在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 一书中运用法律经
济学的方法， 提出公司法上的信义义务是股东与管理层达成共识的用以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一系列
合同条款， 其在本质上属于任意性规范， 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被修改。 在他们看来， 即使放松董事和
管理层的信义义务， 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机会主义或代理问题， 因为公司的结构和市场的机制足以
防止或避免产生负面作用。輦輲訛 上述两位学者还曾就信义义务的合同性作出解释： “当一项任务很复杂，
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时……订立包含细节的合同就很不明智。 当一方借用另一方的知识和专业能力
时， 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与其写上特定承诺， 不如规定代理人 （公司中的管理者， 信托中的受托
人） 为实现目标须承担忠诚义务， 以及注意义务 （在信托法中是谨慎的义务） ……这个过程是合同
性的……”； “忠诚义务是在不可能完全用合同来确定当事人义务的情况下的一种应对方式”； “信义
义务并非特殊义务， 它们没有道德基础， 与其他合同承诺的义务相同， 并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和执
行”。輦輳訛 由于信托和公司权利义务结构的相似性， 以及都是信义法适用的领域， 因此， 公司法领域里
的放松管理层信义义务的主张自然也传导到信托法领域。

在信托法学界倡导放松受托人信义义务的主要是耶鲁大学朗拜因 （John H. Langbein） 教授。 他
认同和沿用上述观点， 除了强调信义义务的合同性基础及任意性规则特征， 他在讨论信托法忠实义
务到底是仅为受益人的利益 （sole interest） 还是为其最大利益 (best interest) 的文章中，輦輴訛 对 “无需
进一步询问规则” 还进行了专门分析， 认为这是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遗留下的历史产物，
在今天已经不必要了， 因为它阻碍了受托人与受益人均可从中受益的交易， 存在着过度保护的弊
端； 尽管该规则允许在法院或受益人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有利益冲突的交易， 但获取事前许可产生的
延迟会极大阻碍受托人进行此种交易。輦輵訛 因此，朗拜因认为应当将公司法上的自我交易原则运用到信
托关系中来， 即只要受托人能够证明， 其所从事的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有利于实现受益人的最大利
益， 则受益人不得撤销该交易； 并且判断交易是否有利于受益人的最大利益， 是以交易发生时为标
准， 而非以最终结果为标准。 受托人只要证明其在交易发生时， 有合理理由善意相信这一交易有利
于受益人， 那么， 即使从结果来看这一交易仅仅惠及受托人而有损于受益人利益， 该交易亦不能被
受益人以利益冲突为由撤销。輦輶訛 据此，他认为可以用“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规则”取代“无需进一步询问
规则”， 即舍弃原本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下的 “仅为受益人利益” 的要求， 转而采用 “受益人
利益最大化” 的要求。 换言之， 只要受托人能够证明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行为是为了受益人的最大
利益， 那么即使受托人亦从交易中获益， 也可免除利益冲突交易的种种后果。輦輷訛

2. 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表现
由于理论界的持续呼吁， 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取向也反映到了立法层面， 这主要体现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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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UTC §802 (c).
輧輯訛 谨慎投资人规则是指受托人应考虑到信托目的、 信托期限、 分配要求和信托的其他情况， 像一个谨慎投资人那样投资信托

财产。 参见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90.
輧輰訛 UTC §802 (f).
輧輱訛 https://my.uniformlaws.org/committees/community-home?CommunityKey=193ff839-7955-4846-8f3c-ce74ac23938d.
輧輲訛 See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輥輱訛, pp.980-987.
輧輳訛 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Duties as Default Rules, 74 Or. L. Rev. 1209, 1995； Melanie B. Leslie, “ In Defense Of The No

Further Inquiry Rul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John Langbein”, 47 Wm. & Mary L. Rev. 541 (2005).
輧輴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輳訛, p.541.
輧輵訛 See Scott FitzGibbon, Fiduciary Relationships Are Not Contracts, Marq. L. Rev. 305 (1999).

《统一信托法典》 （UTC） 中的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 实际上， 郎拜因教授是负责起草统一信托法典
（UTC） 的委员会成员， UTC 中关于忠诚义务的条款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 UTC 第 802 条就在很
大程度上免除了 “无需进一步询问原则” 对于机构受托人的适用。 依据第 802 （c） 条， 在若干情形
下即使 “受托人在交易中享有重大利益以至于可能影响受托人的最佳判断”， 也只是推定受托人与
受益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輧輮訛 而这种推定可由受托人通过证明交易的公允性或其已遵循谨慎投资人规
则而被推翻。輧輯訛 由此一来， 只要受托人能够证明其在进行交易之时合理信赖交易的公允性， 则无需事
前通知受益人并获得其许可， 便可从事自我交易。 又如第 802 （f） 条允许受托人通过将信托资产投
资于其拥有专有权益， 或由其提供服务的投资工具来赚取利润。輧輰訛 从本质上讲， UTC在很大程度上免
除了对机构受托人的进一步询问， 而这对于传统信义义务规则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 《统一信托法典》 并非国会立法， 而只是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将适用于信托的普通法
规则汇编成为供各州选择的统一立法示范， 但由于其反映了学界共识意见， 因此对立法和司法有重
要的影响， 至今已经有 35个州立法实施了该法典。輧輱訛 这足以显示出该法典的普及和被接受的程度， 而
其中涉及的信义义务特别是忠诚义务问题， 无疑也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一种趋势。

（二） 对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倾向的理论质疑

1． 对合同分析方法扩大化的质疑
受公司法领域出现的削弱管理层信义义务浪潮的影响， 一些信托法学者也极力论证受托人信义

义务的合同基础及任意规范属性， 由此导致出现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并反映在信托立法层
面。 郎拜因教授提出的以 “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规则” 取代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的观点，輧輲訛 相当于
允许受托人证明交易对信托是公平的， 来反驳对其自我交易的指控。 这被视为对传统的信义义务规
则及其适用的一种彻底改变。

但由于这种倾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受益人的保护， 甚至可能动摇信托法赖以存在的道
德价值基础， 因而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批评和质疑。 有学者对郎拜因教授的观点提出反驳， 认为相
较于其他存在信义义务的商业关系而言， 信托关系存在特殊之处， 即使在其他领域可以降低信义义
务的审查标准， 在信托关系中却未必可行。 正是这些特殊之处和差异决定了信托法不能简单追随公
司法中信义义务变化脚步。輧輳訛 同时， 考虑到信托受益人在监督受托人、 退出信托关系等方面所受到的
限制， 以 “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规则” 取代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将严重阻却对于受托人的监管与
对于受益人的保护力度。輧輴訛 也有学者指出， 信托契约论者的信义观作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产物，
受制于 “法律人经济学” 的肤浅性。 而实际上， “信义关系是合同” 的理念是建立在不健全的理论
基础之上的： 无论是经典的基于享乐的功利主义还是其基于经济偏好的版本都不支持这一理念。輧輵訛

2． 对信义义务道德基础力量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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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Trusting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and the Limits of Default Rules, 94 Georgetown Law Journal 67 (2005).
輧輷訛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supra note 輦輲訛; John H. Langbein, supra note 輦輱訛.
輨輮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輶訛, p.67, p.89.
輨輯訛 UTC § 401, 402.

反对将信义义务作完全任意化解释的学者， 还特别强调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的道德基础和力
量， 并认为信义义务是支撑信托制度形象的重要因素。 这不仅因为从信托法的发展历史来看， 忠诚
义务是随着衡平理论发展起来的， 用以支持和执行先前已存在的道德规范， 而且， 将信义义务扩大
到禁止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 才有助于确立明确的规则： 受托人必须尽到合理的注意， 放弃自
我交易， 并且不得将财产混同， 从而实现对受益人的保护。

换言之， 信义义务在既是法律规则又是道德规范时， 才最为有效。 将信义义务标记为 “任意性
规则” 可能会剥夺信义规则的道德内容， 势必削弱了这一义务的规范力量。 即使降低信义义务标准
的作法能能带来灵活性并提高效率， 但法律对这种作法的认可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负外部性， 因为
从立法和司法政策角度考虑， 如果放任当事人凭借意思自治来改变或个性化制定信义义务条款， 那
么从社会准则的角度看， 势必导致人们对信义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共识日益淡漠。 由于法律对降
低信义义务标准的默许， 长此以往， 将削弱信托制度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 信义义务标准的降低固
然可能会便于当事人自主选择个别化的信义义务条款， 赋予受托人管理财产的灵活性， 但更会影响
那些依赖传统信义义务保护的委托人和受益人， 甚至动摇其对信托制度的信心。 正因如此， 莱斯利
(Melanie B. Leslie) 教授对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表现出深沉的忧虑， 希望法院在执行免除信义
义务的条款时应保证委托人有充分的信息； 同时， 由于 UTC 允许机构受托人很大程度上逃脱 “无
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的约束而存在严重缺陷， 因此， 呼吁那些正在考虑采纳 UTC 的州份仔细考虑
UTC 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輧輶訛

三、 受托人信义义务规则的重塑： 任意性及其限制

（一） 效率视野下的受托人信义义务

长期以来， 受托人信义义务不仅通过约束受托人行为来保护受益人的利益， 也发挥着维系信托
法道德基础的作用。 然而， 不容否认的是， 在现代信托实践中， 管理型信托或者商事信托发展迅
猛， 信托的契约性特点得到强调， 加上公司法领域内倡导弱化信义义务的影响， 受托人信义义务也
越来越被视为是任意性的规则， 成为信托当事人可以基于约定而降低其标准的义务。

客观地讲， 无论是公司法学者还是信托法学者， 其呼吁放松或弱化管理层和受托人的信义义
务， 着眼点均在于提高公司或信托财产管理的灵活性， 体现出对效率目标的追求， 其理论基础则在
于公司及信托的合约性特征， 由此引申出了信义义务的任意性规范的特点。輧輷訛 这样的理论和目标赋予
了将信义义务视为任意性规范观点以正当性的色彩。 如此一来， 关于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问题的争
论，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置换为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减轻甚至免除受托人信义义务的问题。

尽管将受托人信义义务定性为任意性规范有其合理性的成分， 但是， 由于信义法具有支撑并强
化 “受托人应当谨慎忠实行事避免自我交易” 这一社会准则的作用， 因此， 如果将其解读为一种完
全是选择性的非强制规范， 将势必会弱化与信义义务相关的社会准则， 带来高昂的社会外部成本。輨輮訛

因此， 即使可以将信义义务定性为任意性规范， 也需要设立必要的限制。
实际上， 不仅信托的成立必须以至少存在可被执行的信义义务为前提，輨輯訛 这种前提性的信托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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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服务于意图的规则” 旨在通过迫使委托人阐明真意的方式保护委托人利益， 此类规则则无法通过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 朗
拜因教授曾举例对这种服务与意图的强制性规范作了解释： 如委托人拥有一项财产并欲使 T 获利， 则其完全可以将该财产
转移给 T， 或者以该财产设立信托并将 T 设定为受益人， 但是其不能做的是通过虚幻信托 （illusory trust） 的方式， 即设立
信托以 T 为受托人、 B 为受益人， 但却同时在信托条款中约定 T 对 B 不负担可以执行的信义义务。 John H. Langbein,
Mandatory Rules in the Law of Trusts, 98 NW. U. L. REV. 1105, 1121-1123 (2004).

輨輱訛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7, cmt.d.
輨輲訛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78, cmt.c (2).
輨輳訛 See Tamar Frankel, supra note 輧輳訛, p.1209.
輨輴訛 See T.P. Gallanis, “The Trustee’s Duty To Inform” (2007), 85 N.C.L. Rev. 1595;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輳訛, p.541.
輨輵訛 See Tamar Frankel, supra note 輧輳訛, p.1209.
輨輶訛 See John H. Langbein,supra note 輨輰訛, p.1105, pp.1111-1117; pp.1121-1125.
輨輷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輶訛, p.67.
輩輮訛 See Tamar Frankel, supra note 輧輳訛, p.1209.

范， 被称为服务于委托人意图的强制性规范 （intent-serving rule）。輨輰訛 这种义务蕴含于信托的存续过程
之中。 每一种信义义务都具有不能通过信托条款排除的强制性的核心内容。 譬如， 就谨慎义务而
言， 信托条款不可以同时全部免除受托人不能鲁莽行事， 而须秉持善意， 以适当注意及符合受益人
利益的方式行事的基本要求。輨輱訛 就忠实义务而言， 无论授权受托人从事自我交易或有冲突的交易的权
力的范围多么宽泛， 只要受托人以恶意或不公正的方式行事就违反了对受益人的忠实义务。輨輲訛

正是出于这种对弱化信义义务的倾向及其后果的担忧， 学界除了强调信托与公司的差异因而不
能对公司法中的变化亦步亦趋之外， 也注重探讨减轻、 免除信义义务的条件和限度。輨輳訛 此外， 还有学
者呼吁通过增强和细化受托人义务、 丰富受益人损害赔偿途径等来加强对于受益人的保护。輨輴訛

不过， 倡导信义义务契约论者并没有走到完全排除信义法的地步， 他们承认信义义务， 但强调
其合同性属性， 并允许当事人协议减轻或免除。輨輵訛 而接受信义义务任意性规则范式的学者也承认， 对
各方当事人免除信义义务的能力存在并且应该有一些限制。輨輶訛 由此可见， 尽管学界围绕受托人信义义
务的任意性规则存在争论， 对弱化信义义务的存在质疑及批评， 但在有限度、 有条件地减轻或免除
信义义务方面似乎又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 “共识” 和平衡。 换言之， 强调受托人信义义务的任意性
规则乃至弱化信义义务者， 不否认对减轻或免除信义义务的限制； 而强调信托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不
应随意由约定降低甚至排除者， 也并不一概否定当事人双方合意所能发挥的作用。

（二） 减轻或免除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范围及程序性限制

虽然学界对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存在争论， 但基于变通的 “共识”， 如何在制度层面赋予当事
人一定灵活性并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创设自己的信义义务规则， 与避免过分自由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之间找到平衡， 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在理论层面， 已经有不少学者就减轻或免除信义义务的条件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譬如， 莱斯莉
教授提供的分析框架， 用于限制而不是否定各方修改信义义务的权力。 其结论是， 狭窄范围的针对
特定交易的豁免不大可能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或具有外部效应的削弱规范的问题， 对此， 法院一般
应予以执行； 而宽泛的豁免， 例如免除机构受托人违反谨慎或忠诚义务责任的条款， 可能会涉及信
息不对称问题和外部性问题， 通常不会受到支持。輨輷訛 弗兰克尔 （Tamar Frankel） 教授则详细论证了
赋予免除信义义务条款效力的条件和程序： 包括委托人必须得到明确告知， 就将被免除的特定义务
而言， 他们将不能够再依赖其受托人。 相反， 委托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另外， 受托人必须向委托
人提供其处于受托人的地位而获得的信息， 以使委托人能够就豁免作出知情的独立决定。輩輮訛

在实践层面， 尽管大多数法院通常会宣布免责条款是可执行的， 但实际上， 法院倾向于仅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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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輯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輶訛, p.67.
輩輰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輳訛 , p.541.; Robert L. Mendenhall, Commercial Law-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v.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The Continuing Conflict Between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Banking, 61 N.C. L. REV.
378, 381-88 (1983)

輩輱訛 See Melanie B. Leslie, supra note 輧輳訛, p.541.
輩輲訛 Frances H. Foster, American Trust Law in a Chinese Mirror, 94 Minn. L. Rev. 602, 651 (2010).

限的情况下保护受托人免于承担责任。 譬如， 信托文件中有免责条款， 但受托人已经采取了合理注
意措施； 受托人是非专业人士或未获得补偿的人； 免责条款与委托人的指示有直接关系， 即其指示
受托人进行特定的相对有风险的投资， 而受益人则要求受托人对这些投资承担责任； 或者有其他证
据表明委托人拥有完全信息。 如果受托人的过失是显而易见的， 法院通常会以受投诉的过失行为不
受豁免条款的保护为由裁定受托人承担责任。輩輯訛

结语

理论上出现的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 反映了法律经济学中追求效率的目标， 但这样的倾
向也引发了相应的关注和争论。 这不仅涉及对信托的合同性基础的认识， 以及对信义义务规范属性
的理解， 也反映了信托法领域中围绕安全性与效率追求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偏好。

在信托法领域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 有关财产管理机构的游说对立法活动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因素。輩輰訛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 弱化信义义务对谁更有利， 是机构受托人还是受益人？ 对此， 也
许不能一概而论， 但如果从信托的目的———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出发， 那就会更容易理解信义义务规
范的本意， 也将更好理解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的价值。 诚然， 没有一项规则可以完美无缺，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难免或多或少存在保护过度的问题。 但是， 对这一问题的考虑， 无疑更需
要从信托的结构和信托的目的本身出发。 或许这正是一些学者们面对弱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倾向时
保持警惕之心， 并捍卫 “无需进一步询问规则” 的原因。輩輱訛

实际上， 已经有学者对于一味将信托 “契约化” 的潮流作出了抨击： 在法律经济学的影响下，
学者与改革者们正在迅速消除传统法律和道德对信托受托人的限制。 信托正在变成纯粹的 “合同”，
而信托法也不外乎是一套 “补充性规则”， “效率” 战胜了道德性。 在法律与经济学的世界里， 由于
存在有远见的委托人、 忠诚的受托人、 知情的受益人、 精明的家庭和商业化的债权人， 所以信赖受
托人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 在现实世界中却并非如此。 一种过度颂扬受托人的自治权力而不是问责
的信托制度， 可能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给所有受信托影响的人造成重大的成本。輩輲訛

我国 《信托法》 虽然对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也有所规定， 信托实践也有一定的成就， 但无论在理
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有待于深入， 尤其是关于信义义务的具体规则和本土案例尚需进一步总结和
提炼。 因此， 一方面需要加强受托人信义义务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信义义务理论变化的
趋势。 但无论如何， 即使从任意法角度理解信义义务规范的特点， 也不能将之作极端化的处理。 换
言之， 此时当务之急仍应当注重法律对于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 细化受托人信义义务之下各项具
体内容， 并谨慎对待当事人合意对于信义义务的修改甚至免除的问题。 只有如此， 才能够强化信托
法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 为信托法及其实践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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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 fiduciary� duty� of� the� truste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trust� law,�which� is� also�
stipulated�in�the�trust�law�of�China.�Recently,�there�has�been�a�tendency�to�weaken�the�fiduciary�
duty�of�the�trustee.�However,�because�this�tendency�will�weaken�the�fiduciary�duty�as�the�moral�
basis�of�the�trust�law,�it�has�been�questioned�and�criticized�by�the�academic�circles.�The�debate�on�
the�nature�of�fiduciary�duty�actually�reshapes�the�way�and�scope�of�fiduciary�duty�to�play�its�role.�
On�the�one�hand,�the�fiduciary�duty�has�the�core�content�that�can�not�be�exempted,�on�the�other�
hand,�while�allowing�the�parties�to�modify�or�waive�the�fiduciary�duty,�it�is�also�necessary�to�set�
strict� procedures� and� conditions.� China’s� trust� law� should� st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legal�
provisions�of�the�fiduciary�duty�of�the�trustee,�refine�the�specific�contents�under�the�fiduciary�duty�
of� the� trustee,� and�be�cautious� about� the�modification�or� even�exemption�of� the� fiduciary�duty�
agreed�by�the�parties.

Key Words: Trustee； Fiduciary�Duty； Weakening�of�Fiduciary�Duty； Default�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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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reprinted in H.R.Doc. No. 103-
316, vol.1, 1318.

譺訛 Anti -dumping Initiations By Reporting Member 01/01/1995 -31/12/2019.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_Initiations
ByRepMem.pdf. 2020-7-20.

譻訛 Anti -dumping Measwres: Peporting Member vs Exporter 01/01/1995 -31/12/2019.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_
MeasuresRepMemVsExpCty.pdf. 2020-7-20.

印度反倾销日落复审制度研究： 基于案例分析

吴灏文 *

内容提要： 印度已搭建相对系统的关于反倾销日落复审的组织架构和法律框架。 调查当局
亦能较好地依法依规开展反倾销日落复审。 但是， 由于现行相关条款多为原则性条款， 有
关细节不明确， 因此， 调查当局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随意性较强， 使得利益相关方， 特
别是被申诉方无所适从， 日落复审之结论亦难言公平。 对此， 一方面， 我国企业在关注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同时， 在面对日落复审时， 应积极参与， 可寻求专业团队和人士的支
持， 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应进一步探寻符合自身实际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分散风险。
关键词： 印度 反倾销日落复审 可能性 自由裁量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0.06.011

日落复审于 1994 年作为第 11.3 条引入世贸组织 （WTO） 《反倾销协定》 （以下简称 ADA）， 旨
在约束成员滥用反倾销措施。 条款规定， 反倾销税一般应自征税之日起五年内终止， 除非调查当局
在终止之日前主动发起复审， 或基于国内产业或其代表在该日期之前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提交的包含
相关证据的请求启动复审， 分析若终止现行反倾销税是否可能 （likely） 会继续或重新造成倾销和损
害。 若其就此得出肯定性结论， 现行措施可在五年期后继续生效， 且反倾销措施在复审结果出来前
仍有效。① 日落审查可视为原始调查的延续， 且侧重现行反倾销措施到期后的可预见的合理期间的情
况。 “可能” 一词亦体现日落复审相较于原始调查而言得出肯定性结论的门槛更低。 本条款作为原
则性规定， 为 WTO 成员国持续征收反倾销税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 如何开展日落复审和评估可
能性并不清晰， 留待成员国在确保本地立法与 ADA 一致的前提下自行明确。

作为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反倾销大户， 印度对我国产品长期 “青睐有加”。 根据 WTO 数据，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印度发起 972 起反倾销调查， 232 起针对中国产品。② 而其
做出的 706 个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中， 187 起针对中国产品。③ 今年初以来， 受疫情影响， 印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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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IMF： 全球经济今年普遍萎缩， 中国是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第一财经网： https://www.yicai.com/news/100679172.html.
2020-7-20.

譽訛 https://commerce.gov.in/writereaddata/traderemedies/compendium/comp1.pdf. 2020-7-21.
譾訛 https://commerce.gov.in/writereaddata/traderemedies/compendium/comp2.pdf. 2020-7-21.
譿訛 本条就调查当局确保有关各方知悉权利作出规定， 并明确若利益相关方拒绝提供或未能在时限内提供所需信息， 严重影响

审查， 其可根据既有事实做出决定。
讀訛 本条就证据资料的保密相关事宜作出规定。
讁訛 本条和第 16条要求调查当局需确保有关各方提交的信息的准确性， 并向有关方披露构成其最终裁定基础的基本事实。
輥輮訛 有需要且获得有关人员、 政府代表和政府的同意， 调查当局可在其他国家的领土内进行调查。
輥輯訛 本条连同 《海关规则》 附件 I就如何确定正常价格， 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做出规定。
輥輰訛 本条和 《海关规定》 附件 II规定损害调查的相关事宜。
輥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譾訛。 本条就最终裁定主要应包含的内容作出规定。
輥輳訛 本条主要就反倾销调查工作的相关时限作出规定。
輥輴訛 无论产品进口自何国家， 只要存在倾销而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就应被征收反倾销税。
輥輵訛 反倾销税自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生效。

下行压力巨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预计其为下调幅度最大的国家。④ 而近期， 受边境局势和地缘政
治等因素作用， 中印关系愈发紧张。 可以预见， 出于多种考量， 印度寻求合规途径对我国产品长期
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概率将有所增加， 日落复审即为较优选项。 对此， 我们应坚持底线思维， 未雨绸
缪。 本文主要通过案例以理清印度反倾销日落复审的运作机理， 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 相关法律与机构设置

（一） 相关法律

印度主要通过两部法律规范反倾销实践。 第一部是 1975年 《关税法》。⑤ 其中， 第 9A、 9AA、 9B
和 9C节对反倾销措施做出规定。 第 9A 节包含一些关键术语的定义， 并提及日落复审， 但仅是基于
ADA 第 11.3 条而设立的原则性条款。 第 9AA 节规定反倾销税的返还。 第 9B 节明确不应征收反倾
销税的情况。 第 9C 条则规定利害关系方可就反倾销税的相关决定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且可在对
上诉法院裁定不服时， 进一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 另一部为 《1995 年海关关税 （对倾销物品和损
害赔偿的反倾销税的识别， 评估和征收） 规则》⑥ （以下简称 《海关规则》）。 除定义关键术语外， 其
还明确反倾销调查的原则， 正常价值、 出口价值和倾销幅度的确定方法以及调查过程中涉及的相关
问题。 尽管未明确出现 “日落复审” 或 “到期审查” 的表述， 但其通过第 23 条就复审相关内容予
以阐述如下：

第一， 调查当局应不定期评估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 若有足够证据证明不必再征收， 调
查当局应建议中央政府终止现行反倾销措施。 此种审查需由调查当局自行发起。 相关审查可否依利
益相关方的申请启动却不清晰。 第二， 此种复审应自启动审查之日起 12 个月内结束。 第三， 《海关
规则》 第 6⑦、 7⑧、 8⑨、 9⑩、 10輥輯訛、 11輥輰訛、 16輥輱訛、 17輥輲訛、 18輥輳訛、 19輥輴訛、 20輥輵訛条可适度 （mutatis mutandis） 适
用于复审。

简言之， 尽管第 23 条未专门就日落复审涉及的相关细节作进一步规定， 但其确定了基本工作
原则， 为调查当局在日落复审中交叉适用相关规定提供了法律基础。 但是， 如何交叉适用并不明
确， 调查当局应采取何种方法、 评估哪些因素以得出结论亦不清晰。

（二） 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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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F. No. 15/8/2010-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tfe_chinapr.pdf. 2020-7-19.

开展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反倾销税主要分别由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和联合关税总局 （以下简称
DGAD） 和财政部负责。 DGAD 是商工部下属的调查机构， 主要进行反倾销调查， 并就对国内产业
造成伤害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提出建议。 但是， 决定应否征收反倾销税和具体征收 （如必
要） 并不由其负责， 而权属财政部税务司。 税务司负责确定是否和如何征收反倾销税， 包括现行反
倾销措施到期后是否应持续生效。

此外， 印度建立上诉机制以供利益相关方申诉。 若利害关系方对调查结果或相关结论的依据持
有不同观点， 其可先向关税、 货物税和服务税上诉法庭提出诉求。 但是， 就此的判决是终审， 利益
相关方无法就此类问题继续上诉。 若利益相关方仍不服， 可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然而， 与向上
诉法庭提出的上诉不同， 至最高法院的上诉只关注相关规则的实施情况， 如是否存在程序瑕疵。

综上， 相较于 ADA 第 11.3 条， 印度国内涉及复审的立法以设立原则性条款的方式保留了日落
复审中的关键点， 但未在此基础上就日落复审涉及的相关细节作进一步规定， 仅明确调查当局可适
度引用其他条款， 却又未明确如何 “适度” 适用。 这赋予调查当局较大自由裁量权。

二、 日落复审实践： 基于案例的分析

日落审查包含倾销可能性调查和损害可能性调查。 只有当调查当局就这两部分均得出肯定性结
论时， 方可做出五年后持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 基于此， 本文分别予以探析。 而在正式开展调查
前， 调查当局需先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包括明确调查期， 并就相似产品和国内产业做出判断。

对于调查期 （以下简称为 POI）， 调查当局多界定倾销可能性的 POI 为一年。 但对于损害可能
性的调查期， 尽管其基本覆盖倾销可能性的 POI， 但或还包括征收反倾销措施的其他年份。 这种随
意性不利于其开展有效调查以得出公正结论。 若调查期过长， 被申诉方提交相关资料信息的负担过
重， 不利于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 若过短， 由于相关数据未必能充分反映实情， 调查当局或 “盲人
摸象”。

对于相似产品的评估， 调查当局从物理和化学特征、 制造工艺和应用方法、 功能、 营销、 定价和
关税分类等方面， 比较国内产业生产的目标产品与从目标国家/地区进口的产品， 以评估两者是否具
有可比性。 当目标产品有多个类型或等级时， 尽管现行相关规定未明晰如何处理， 但实践已给出 “答
案”。 在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n imports of Polytetrafluroethylene （PTF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中， 目标产品 PTFE 有几个等级。 因被申诉人认为其中一位复审申请
人只生产某一等级的 PTFE， 因此， 其提出非国内产业生产的其他等级的 PTFE 应被排除出目标产
品。 然而， 调查当局认为只要是国内产业生产的相似产品， 就不能排除当中的某一等级的产品。 此
外， 根据所提交的信息， 国内产业实际生产所有等级的PTFE。輥輶訛

而申请方或存进口原材料以生产目标产品的情况， 引起争议。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Vitamin-A Palmitat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Switzerland 一案， 被申诉方认为复审的申请人进口了作为制造目标产品原材料的维生素 A
晶体， 且所做工作仅是稀释。 易言之， 申请人在印度的实际操作很少， 甚至可理解为直接进口目标
产品。 对此， 申请人回应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数步复杂的化学反应， 国内厂商进口的产品与
目标产品是不同的。 对此， 调查当局认为， 由于国内厂商进口产品和其最终成品存在转化过程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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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F. No. 15/07/29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Vitamin_A_Switzerland_ChinPR.pdf. 2020-7-19.
輦輮訛 参见前引譾訛。 国内产业应视为整体参与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 或生产该产品的集合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主要比例的

国内生产商。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譾訛。 申诉方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的基本条件包括： （1） 明确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商生产相似产品的产量必

须超过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申请的国内产业相似产品总产量的 50%； （2） 明确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商生产相似产品的
产量必须不低于印度国内产业相似产品总产量的 25%。

輦輰訛 No. 15/12/2012-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Ceftriaxone_sodium_chinapr.pdf. 2020-7-18.
輦輱訛 如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Certain Rubber Chemicals namely ‘PX13’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Taiwan Region, European Union； ‘MOR’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European Union & USA;
and ‘TDQ’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Taiwan Region and European Union 一案， 调查当局根据 DGCI&S和 IBIS获取产品数
量的信息， 但 IBIS记录的进口量高于 DGCI&S。 因此， 调查当局选择了或更不利于被申诉方的源自 IBIS 报告的信息， 以确
定出口价值。 见 No. 15/14/2009-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Rubber_Chemicals_MOR_PX13_TDQ_
ChinaPR_ChineseTaipei_EU_USA.pdf. 2020-7-20.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譾訛。 评估标准详见第 8.3条。
輦輳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Paracetamol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F.

No. 14/1009/2012-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2_paracetamol_ChinaPR.pdf. 2020-7-19.

含化学变化， 因此， 两者不互为相似产品。輥輷訛

而对于国内产业， 调查当局主要根据 《海关规则》 第 2 条輦輮訛 和第 5 条輦輯訛 分析复审申请人是否符
合要求， 查明申请人 （不含关联方） 是否为印度目标产品主要生厂商。 然而， 其于某些情况需作出
进一步分析。 如 Sunset Review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Ceftriaxone Sodium
Sterile （also known as Ceftriaxone Disodium Hemiheptahydrate-Steril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一位复审申请人从目标国家进口了一定数量的目标产品， 但这些产品主要用于生产
目标产品而非流通于国内市场， 调查当局由此认定其仍属国内产业。輦輰訛

（一） 倾销可能性

调查当局在评估倾销可能性时， 需明确被申诉人是否以要求的方式开展合作。 若无， 其可以既
有事实推进复审， 进而得出或不利于被申诉方的结论。 此外， 其还需收集相关信息， 尤其是用于后
续分析的数据， 一般参考商业数据统计局 （DGCI&S） 和国际商业信息服务 （IBIS） 等来源的数据。
对于不同信息来源的存在差异的数据， 调查当局大多数情况下遵循一定的原则。輦輱訛 在此基础上， 调查
当局确定正常价值、 出口价值和倾销幅度。 类似地， 目标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将直接影响正常
价值的计算方法的选择。輦輲訛

1. 正常价值
调查当局在此步骤可适度适用 《海关规则》 第 10 条， 主要考察利益相关方是否以要求的方式

开展合作及评估目标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 可能面临以下几种情况。
（1） 非市场经济国家 & 不合作
对于进口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 调查当局将主要采用原始调查中甄选替代国的方式， 确定

源自该国的目标产品的正常价值。 此类产品的正常价值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价格或以此第三国的推
算价值为基础， 或根据从第三国到其他国家 （包括印度） 或其所在地的价格确定。 调查当局亦可基
于任何其他合理因素得出正常价值， 如印度国内相似产品实际的价格和合理的利润率等。

对此 “市场经济第三国”， 调查当局关注候选国的发展水平和目标产品的情况， 并适时公布决
策依据， 以便利益相关方提意见。 若国内产业建议的第三国不合适或调查当局面临信息缺乏的情
况， 其将基于适当的替代国的目标产品的价格或推定价格， 或自该市场经济国家出口至其他国家的
价格以得出正常价值。輦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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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n imports of Polytetrafluroethylene （PTF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F. No. 15/8/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tfe_chinapr.pdf. 2020-7-18.

輦輵訛 No. 15/1006/2012-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Ductile_Iron_Pipes_ChinaPR.pdf. 2020-7-18.
輦輶訛 F. No. 15/3/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entaerythritol_chinaPR_Sweden.pdf. 2020-7-19.
輦輷訛 见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concerning imports of Nylon Filament Yarn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Mainland and Taiwan of China,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and Korea RP. F. No. 15/14/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
default/files/adfin_SSR_Nylon_Filament_Yarn_ChinaPR_Taipei_Malaysia_Indonesia_Thailand_KoreaRP.pdf. 2020-7-17.

（2） 非市场经济国家 & 合作

此种情况下， 即使被申诉方合作， 调查当局仍最为关注其提交的资料可否接受和如何处理 （若
接受）。 若其认为被申诉方提交的数据不满足要求， 则仍将推定正常价值。輦輴訛 而即使对于已按要求提
交用于确定正常价值的必要信息， 当局仍将进一步分析以确定是否采用。 如在 Sunset Review of
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Ductile Iron Pipes’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中， M/S Saint Gobain （Xuzhou） Pipelines CL （SGPL） 是唯一提供了所需信息的被申
诉方， 但由于调查当局发现 SGPL 出口量占此案中总出口额比重不大， 且其认为应考虑中国产品的
整体情况， 而非某一家， 因此， 当局仍决定推定正常价值， 且不会就 SGPL 单独确定正常价值。輦輵訛

（3） 市场经济国家 & 不合作

若市场经济国家的目标厂商不按要求开展合作， 调查当局有两种替代方法。 一种是选取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自目标国家出口至适当第三国的目标产品的出口价格， 另一种是综合考虑原始国家的生
产成本、 行政、 销售和一般成本， 以及合理的利润率， 以推定正常价值。 若目标产品有多类型或等
级， 调查当局将计算每种类型或等级的正常价值， 由此加权计算平均正常价值。 如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on imports of Pentaerythritol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Sweden to India 一案， 目标产品分工业级和硝化级。 调查当局分别考虑生产成本， 其他费用和
合理的利润率等方面计算得出正常价值， 并结合每个等级的数量， 加权计算平均正常价值。輦輶訛

（4） 市场经济国家 & 合作

若市场经济国家的目标厂商按要求提供资料， 调查当局一般通过 “80-20” 测试 （亦称充分性
测试） 审查所提交的信息， 明晰总销售额中亏损和盈利的比例， 评估相关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及信
息是否收集于正常贸易过程， 进而选择计算方法。 若总销售额的 80％及以上为盈利， 对于盈利的部
分， 调查当局将根据被申诉方提交的生产成本、 销售价格和盈利等数据计算得出正常价值， 而对于
亏损部分， 调查当局将在生产成本上增加合理的利润。 若此比例不足 80％， 调查当局在计算过程中
将仅考虑盈利的部分。 而对于不满足充分性测试的情况， 其将不予采纳提交的资料， 并仍以既有事
实推定正常价值。輦輷訛

总之， 调查当局在选择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时，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目标国家是否为市场
经济国家， 二是该国目标厂商合作与否。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调查当局需确定合适替代国并以替
代国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尽管如此， 无论目标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 一旦该国目标厂商不按要
求与调查当局开展合作， 调查当局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只会选择推定得出正常价值， 即推定一法往
往发挥 “兜底” 作用。

2. 出口价值
与确定正常价值不同， 调查当局在确定目标厂商直接出口至印度的产品出口价时， 其更关注目

标厂商是否合作并依规提供足够的信息及相关信息的采信度。 调查当局主要面临以下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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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No. 15/13/2011-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1_White_Cement_UAE_Iran_0.pdf. 2020-7-19.
輧輯訛 No. 15/9/2011-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eroxosulphates_chinapr_japan.pdf. 2020-7-17.
輧輰訛 No. 15/18/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2_metronidazole_chinaPR.pdf. 2020-7-18.
輧輱訛 F. No. 15/8/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tfe_chinapr.pdf. 2020-7-20.
輧輲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ies imposed on imports of Sulphur Black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No.

15/18/2012-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sulphur_Black_ChinaPR.pdf. 2020-7-19.

（1） 不合作

若目标厂商未回复当局发放的问卷以致信息缺失， 调查当局将根据既有事实计算出口价值， 并
综合考虑自其他信息来源， 基于对 CIF 价格的调整以得出净出口价值。 对于目标产品有多类型或等
级的情况， 调查当局的处理方式则与前述计算正常价值的方法一致。

若 POI 无进口， 调查当局通常将得出净出口价值无法确定的结论。 如 Sunset Review 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White Cement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Iran and UAE
一案， 目标厂商不配合， 调查当局即通过其他信息源查询相关数据， 却发现 POI 内未有自伊朗进口
目标产品。 因此， 其认为伊朗目标产品的出口价值无法确定。輧輮訛 但是， 在 Sunset Review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Peroxosulphatesa’ （also known as ‘Persulphate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Japan 一案中， 目标厂商不配合， 调查当局却基于DGCI＆S 的数据， 得出
“可能的净出口价值”。輧輯訛

（2） 合作

若目标厂商依规提交所需信息， 即使来自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调查当局仍将评估此信息的可靠
性。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concerning imports of ‘Metronidazole’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M/S Hubei Hongyu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声称其已根据提交的
信息， 结合内陆运输、 海外运费、 海外保险、 佣金、 信贷成本和银行手续费等， 得出净出口价值。
然而， 通过现场核查， 调查当局发现此公司在计算时未考虑增值税。 因此， 调查当局对其数据作出
调整。輧輰訛

而对于部分目标厂商合作而另一部分不合作的情况， 调查当局将区别对待。 对于合作的， 只要
调查当局认可他们提交的材料和数据， 由厂商自己计算的净出口价值一般将获采纳。 对于不合作
的， 调查当局一方面可通过其他信息源采集数据， 另一方面， 其可在合作厂商提交的出口价值相关
数据中选择较低或最低的那个数值 。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 -Dumping duty on imports of
Polytetrafluroethylene （PTF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对于中国唯一合作的目
标厂商 M/S DuPont， 调查当局基于其提交的数据予以适当调整， 得出加权平均出口价值。 对于其他
目标厂商的产品的出口价值， 调查当局选取 M/S DuPont 提交数据中更低的出口价值为基础调整得
出。輧輱訛 这或将得出更高倾销幅度， 并得出不利于目标厂商的结论。 若调查当局认为相关数据存在问题，
会要求目标厂商解释， 否则将认定该厂商不合作并以处理不合作目标厂商的方法得出出口价值。輧輲訛

综上， 调查当局能较好地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计算正常价值和出口价值。 然而， 依规办事并不等
同于相关实践没有问题。 当调查当局需从多个信息源中选择数据时， 其倾向于选取不利于被申诉方
的数据， 这可能放大负面影响， 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称的反倾销税率。 此外， 调查当局面对同样的情
况却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种随意性将降低复审结果的可预测性， 使得利益相关方无所适从。

3. 评估倾销可能性
基于正常价值和出口价值， 调查当局可相应比较得出倾销幅度， 即三种结果： 正倾销幅度，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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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幅度及因特殊情况未能得出倾销幅度。

（1） 正、 负倾销幅度

一般而言， 若 POI内目标产品倾销幅度显著， 那么调查当局将认为， 现行措施终止后， 倾销可
能会继续。 但是， 负倾销幅度或 POI内无进口目标产品的情况不当然意味着现行措施终止后将不会
重新发生倾销， 调查当局将审查其他相关因素。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on import of
Pentaerythritol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Sweden to India 一案， 进口自瑞典的目标
产品的平均加权倾销幅度为负。 在此基础上， 调查当局进一步关注 POI 内从瑞典进口到印度的总量
和此期间瑞典厂商向其他国家出口的情况等。 由于发现瑞典厂商在 POI 出口至印度的总量微不足道
及在 POI 和前几年均无出口至其他国家， 其由此就倾销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 但在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 of Zinc Oxid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中，
同样面对负倾销幅度， 调查当局根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的报告， 发现中国厂商具有相当高的产能和
剩余产能， 仅剩余产能就是印度市场需求量的六倍， 且中国厂商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目标产品大部分
存在倾销。 调查当局由此就倾销可能性得出肯定性结论。輧輳訛

（2） 倾销幅度缺失

调查当局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concerning
imports of Compact Discs-Recordable （CD-R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of China, and Singapore 一案， 目标厂商未在 POI 向印度出口任何目标产品， 亦未向其他
第三国倾销。 因此， 调查当局就倾销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輧輴訛 但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nti-
Dumping duty imposed against imports of Sodium Formaldehyde Sulphoxylate （ SF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同样情况下， 调查当局根据既有事实和名为 World Trade Atlas 的信息
源， 以掌握中国厂商在 POI和后 POI后出口目标产品至其他国家的情况， 尤其是出口目标产品是否
存在倾销及倾销幅度 （若有）。 其还评估中国厂商的产能、 POI后目标产品在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量
和印度国内的需求量。 调查当局发现中国厂商在 POI 后出口至印度的产品价格和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产品价格均存在倾销且幅度较大， 其同时向多国出口目标产品， 潜在产能巨大。 基于此， 调查当局
认为， 若现行反倾销措施到期后终止， 潜在产能将有很大可能大幅转化并以倾销价格强力冲击印度
市场。輧輵訛

总之， 尽管倾销幅度在评估倾销可能性中有重要作用， 但并非决定性。 若调查当局得出正倾销
幅度， 其有很大机会就倾销可能性得出肯定性结论。 然而， 负倾销幅度并不当然有较高几率导致否
定性结论， 调查当局还将基于可靠信息源， 进一步研究产能、 产量、 过剩产能和出口至其他国家的
情况。 调查当局对于正、 负倾销幅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且倾向选择对被申诉方更不友好的数据
作为判断依据， 其或可能 “创造条件” 得出肯定性结论。 而对于因无进口而导致无法计算出口价格
和倾销幅度的情况， 调查当局亦同样无统一的处理方式。 其可直接就倾销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
也可进一步考察进口量。

輧輳訛 No. 15/14/20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1_zinc_oxide_ChinaPR.pdf. 2020-7-17.
輧輴訛No. 15/4/20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CDR_ChinaPR_hongKong_Singapore_Chinese_Taipei.pdf. 2020-

7-19.
輧輵訛 No. 15/16/2009-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Sodium_Formaldehyde_sulphoxylate_chinaPR.pdf. 2020-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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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nti-Dumping duty concerning imports of Nylon Filament Yarn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Mainland and Taiwan of China, Malaysia, Indonesia, Thailand and Korea RP. F. No. 15/14/2010-DGAD. http://www.dgtr.gov.in/
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Nylon_Filament_Yarn_ChinaPR_Taipei_Malaysia_Indonesia_Thailand_KoreaRP.pdf. 2020-7-18.

輧輷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 of Caustic Soda from Saudi Arabia, Iran, Jap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France. No. 15/28/2010-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FinalFindings-SSR-2.pdf. 2020-7-18.

輨輮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anti-dumping duties imposed on imports of Silk Fabrics 20-100 gms per meter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F. No. 15/24/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silkfabric20-100_chinapr.pdf.
2020-7-19.

輨輯訛 此价格基于综合考虑加权平均 CIF进口价格， 适用的基本关税和着陆费的 1％得出。
輨輰訛 此价格通过考虑实际成本计算得出， 包括制造过程中的成本和与成本相关的其他因素， 如行政费用。
輨輱訛 此价格以国内产业目标产品的销售价格为基数， 考虑税收， 关税， 折扣， 佣金， 货运和运输成本等方面后调整得出。

（二） 损害可能性

从实践看， 调查当局适用累积评估， 从多角度综合考察， 并在得出结论前， 排查除目标产品外
的因素。

1. 累积评估
由于日落审查往往不只涉及一个目标国家， 因此， 调查当局常考虑适用累积评估。 调查当局将

评估两个方面： （a） 每个国家的倾销幅度都高于出口价格的 2%， 且每个国家对印度出口的同类产
品只占总进口额 3%以上， 或单个国家的出口额占相似产品总进口额的比例低于 3%， 但合计数量占
总量的 7%以上； （b） 考虑进口产品和国内相似产品的竞争， 对进口产品的影响开展累积评估是适
当的。 只有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时， 调查当局方可适用累积评估。輧輶訛 对于多个目标国家中的一个或数个
在 POI 内未向印度出口目标产品的情况， 若调查当局认为应适用累积评估， 其仅需排除未向印度出
口目标产品的国家。輧輷訛

2. 损害可能性调查
基于 《海关规则》， 调查当局主要考察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对国内市场相似产品的影响， 倾销

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相似产品的价格影响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参数。

（1） 数量影响

调查当局常分析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倾销目标产品的进口数量是否显著增加， 无论是绝对数量
还是相对于印度的产量或需求。 大多数情况下， 调查当局侧重分析印度的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 及
进口目标产品的数量和市场份额， 延用前述选择数据的方法以搜集印度市场目标产品的需求量， 国
内产业目标产品的销售量， 目标产品总进口量， 进口自目标国家的目标产品数量， 和进口自其它国
家的目标产品数量。 其还将计算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各年度国内工业， 目标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产
品在印度市场总需求中的占比， 并分析发展趋势。

对于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市场份额， 调查当局一般根据印度市场的需求量和市场份额等分析是否
存在大量以倾销价格进入印度市场的目标产品， 并整理得出目标国家和其他国家出口目标产品占印
度进口市场的份额， 依需作进一步分析。 其还会考察产量、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輨輮訛

（2） 价格影响
调查当局主要关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价格削减、 低价销售和价格不振的情况。 为此， 调查当

局将确定和比较 （a） 进口产品的落地价格；輨輯訛 （b） 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的非受损害价格輨輰訛 （以下简
称 NIP） 和 （c） 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的净售价輨輱訛 （以下简称 NSR）。 调查当局还将通过比较 NIP 和
进口产品的落地价格以得出损害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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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輲訛 No. 15/9/20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eroxosulphates_chinapr_japan.pdf. 2020-7-19.
輨輳訛 No. 15/16/2009-DGA.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Sodium_Formaldehyde_sulphoxylate_chinaPR.pdf. 2020-7-

19.
輨輴訛 No. 15/4/20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CDR_ChinaPR_hongKong_Singapore_Chinese_Taipei.pdf. 2020-

7-18.
輨輵訛 No. 15/9/2011-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peroxosulphates_chinapr_japan.pdf. 2020-7-19.

（i） 价格削减
对此， 调查当局分别在考虑和不考虑反倾销措施的两种情况下比较 NSR 和进口产品落地价格

进行分析 。 如 Sunset Review Anti -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 Peroxosulphates’
（also known as ‘Persulphate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Japan 一案， 中国厂商出
口两类目标产品至印度。 对此， 在考虑和不考虑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调查当局首先分别评估各类
别目标产品的价格削减程度， 进而得出加权平均价格削减， 以分析价格削减情况。 而对于 POI 未向
印度出口目标产品的日本厂商， 调查当局则不予评估。輨輲訛

（ii） 低价销售
对此， 调查当局通过比较 NIP和进口产品落地价格， 同样是在考虑和不考虑反倾销措施的两种

情况下进行。 而对于未在 POI出口至印度的情况， 调查当局的处理方式与评估价格削减中的应对方
式一样。

（iii） 价格不振
对此， 调查当局考察目标产品的生产成本和 NSR， 比较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每年的生产成本和

净销售价格， 以明晰运作情况和发展趋势。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Paracetamol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生产成本指数从 100 增至 106，
而 NSR 则从 100 降至 97。 此外， 无论是否考虑反倾销措施， 调查当局发现进口产品的落地价格持
续下行。 因此， 其认为存在价格不振。輨輳訛

但亦有例外 。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 -Dumping duty imposed concerning imports of Compact
Discs-Recordable （CD-R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of China,
and Singapore 一案， 调查当局发现 NSR 持续下滑而生产成本持续增加， 且 NSR 在损害可能性调查
期内一直低于生产成本， 其理应有很高概率就是否存在价格不振得出肯定性结论。 但由于其认为生
产成本的增加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且考虑到 POI 目标国家厂商未出口至印度， 其由此得出否
定性结论。輨輴訛

若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 生产成本和 NSR 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调查当局将作进一步比较。
如 Sunset Review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imports of ‘Peroxosulphates’ （also known as
‘Perulphate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and Japan 一案， 调查当局采取指数化并定义
调查期第一年为 100， 调查期内的生产成本从 100 增至 127， 而 NSR 亦呈增长态势， 从 100 至 107。
但调查当局认为， 尽管生产成本和 NSR 均增长， 但生产成本的增幅更大， 且进口产品落地价格持
续下行。 因此， 其就是否存在价格不振得出肯定性结论。輨輵訛

（3） 其他经济参数
调查当局还将关注相关经济参数以明晰国内产业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和之后的运作和恢复情

况， 主要考察： （1） 销售额、 利润、 产量、 市场份额、 产能、 投资回报或产能利用率， 以掌握国内
产业的基本状况， 如供需关系； （2） 从目标国家和其他国家进口到印度的倾销进口产品及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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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輶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Cable Ties from Mainland and Taiwan of China. No. 15/20/
2013-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Cable_Ties_ChinPR_Chinese_Taipei.pdf. 2020-7-18.

輨輷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 of Zinc Oxid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No. 15/14/
2011-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1_zinc_oxide_ChinaPR.pdf. 2020-7-17.

輩輮訛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Saccharin’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一案， 调查当
局已明确中国就目标产品而言是高度出口导向型国家， 并发现其国内市场消化产量的能力有限。 考虑到印度市场目标产品
的需求量和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中国进口产品的数量， 调查当局认为， 若无适当保护， 印度市场未来很可能被中国进口产
品占据。 F. No. 15/20/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_ssr_saccharin_chinapr.pdf. 2020-7-19.

輩輯訛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the imports of Sodium Nitrite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European Union 一
案， 调查当局发现， 即使在现行反倾销措施生效且美国已针对进口自欧盟的目标产品开展日落复审的情况下， 欧盟厂商仍
向第三国倾销目标产品。 考虑欧盟进口目标产品在印度市场的较大份额， 欧盟进口产品的数量及欧盟对美国出口量的下降，
调查当局有更高几率就损害可能性得出肯定性结论 。 No. 15/1009/2012 -DGAD. http://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
adfin_SSR_2_sodium_nitrite_European_Union.pdf. 2020-7-19.

竞争环境和成本结构的变化， 以分析影响本地产品价格的因素； （3） 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是否存在
倾销及倾销幅度的大小和变化趋势 （如有）； （4） 进口产品对现金流、 库存、 就业、 工资、 增量、
筹集资金能力是否产生或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以明晰国内产业和相关生产要素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
内的状况。

3. 评估损害可能性
调查当局将结合损害可能性调查的情况、 搜集的数据和倾销可能性的评估结论， 主要包含以下

方面：
（1） 当下和过往的倾销幅度： 调查当局将同时考察倾销可能性调查和原始调查中的倾销幅度。

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目标产品进口量的变化趋势和倾销可能性的评估结论亦将纳入考量范围。輨輶訛

（2） 价格吸引力： 对此的分析旨在明晰目标产品会否更猛烈地以倾销价格进入印度市场。 调查
当局将研究价格不振、 价格削减和低价销售的情况， 特别是排除现行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 若其认
为存在相关影响， 其一般有更高几率就损害可能性得出肯定性结论。 然而， 即使无相关影响， 这并
不当然提高调查当局就损害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的几率。 关于价格影响的结论并不是决定性的。輨輷訛

（3） 印度市场目标产品的需求量和市场份额： 调查当局主要分析印度市场对目标产品的需求变
化， 并适当考虑全球市场对目标产品的需求状况。 而对于市场份额， 其主要关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
内进口自目标国家的目标产品数量占印度目标产品市场的比例， 并分析在现行反倾销措施生效的情
况下占比的发展趋势。

（4） 目标国家厂商的产能和出口倾向： 根据相关信息， 调查当局将关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的
产能和剩余产能的情况， 还将结合印度市场对目标产品的需求， 较为全面掌握进口自目标国家的目
标产品能否满足印度市场。 对于出口倾向， 调查当局通过分析产能和国内销售情况以判断目标国家
中目标产品的出口导向性， 并根据数据， 如印度市场对目标产品的需求和目标国家的进口量， 以评
估目标国家厂商是否视印度为合适的吸收过剩产能的市场。輩輮訛

（5） 出口至第三国的倾销状况： 此项意在分析目标国家厂商是否出口至除印度外的国家， 出口
至其他国家的数量和价格等， 并明晰此部分是否存在倾销。輩輯訛

（6） 损害幅度： 如前述， 调查当局通过比较 POI 的 NIP 和目标产品落地价格计算得出损害幅度
并明晰幅度正负。 其有时亦会计算得出 POI 后的损害幅度。 然而， 即使损害幅度为负， 调查当局并
不当然就损害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

（7） 印度产业利益： 尽管调查当局几乎在每个复审案例中都会提及此因素， 但是， 从内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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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的内容在不同案件中基本一样， 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方面说明实施反倾销税将对保护产业免
遭由于倾销行为导致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伤害； 另一方面表明消费者仍可有足够多种产品选择。

除前述因素外， 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亦可作为依据。輩輰訛

不同于肯定性结论， 调查当局往往不会轻易就损害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 其需要更为全面、
扎实的依据。 如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imports of ‘Aniline’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USA and Japan 一案， 对于美国的目标产品， 尽管调查当局发现 POI 存在倾销， 但是
其落地价格高于 NSR 和 NIP。 此外， 其出口至第三国的产品的落地价格甚至高于出口至印度的落地
价格。 考虑到美国的剩余产能， 调查当局认为， 基于美国厂商目前实施的价格政策， 其以较低价格
进入印度市场的可能性较小。 调查当局遂就美国的目标产品的损害可能性得出否定性结论。輩輱訛

综上， 在评估损害可能性时， 调查当局分析所有相关参数， 任一方面均非决定性。 在此过程
中， 其所获取的数据更多源自本国的数据库或国际信息源， 侧重掌握国内产业的运作情况。 类似于
倾销可能性的相关工作， 损害可能性的相关工作亦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 除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外， 调查当局常在分析某一个因素将 POI 后的一段时期纳入调查
期， 而在分析其他因素时又不纳入。 此种缺乏统一性的做法同样体现于经济参数的分析过程。 尽管
其搜集众多经济参数的数据， 但并非都纳入考量范围， 且根据公布的裁决看， 其在不同案件中考虑
的经济参数不完全相同。 此外， 调查当局在损害可能性调查中的分析和裁决缺乏透明度。 根据现行
法律法规， 反倾销裁决中应包括做出该裁决的事实与法律分析， 而印度反倾销裁决中有时缺乏足够
的分析就简单得出结论， 或者以机密资料为由， 对支撑裁决的关键性信息不予公布， 或未以合适的
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以分析价格影响为例， 调查当局将相关数据指数化并以调查期第一年为 100，
以此推出调查期内其他年份的数据。 诚然， 涉及商业机密的信息应得到合法保护。 但是， 一方面，
ADA 和 《海关规则》 均提供了既能保障利益相关方知情权又能保障信息提供者的权益的处理方式；
另一方面， 指数化数据更多体现趋势， 不能清晰体现具体差值。 因此， 基于趋势就简单得出结论有
待商榷。 最后， 损害可能性的评估过程中存在否定性结论需要更高门槛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体现
了调查当局公正性和中立性的问题。

4. 因果关系
调查当局还需分析除倾销进口产品外的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因素， 以避免这些因素造成的损

害归因于目标进口产品， 主要包括：
（1） 自第三国的进口产品： 由于日落审查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国家的产品， 因此， 调查当局需

排查其他国家进口的目标产品的影响。
（2） 市场需求萎缩： 根据有关数据， 调查当局意在明晰调查期内市场需求变化情况， 以及国内

产业遭受的负面影响是否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萎缩 （如有）。
（3） 消费模式的变化： 调查当局分析是否存在因消费模式的变化而导致国内产业受损。 例如，

若消费者产品选择偏好发生变化， 销售方或需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目标产品， 以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
（4） 国内外生产商之间的竞争环境： 对此的考察旨在评估自目标国家进口的目标产品和国内生

輩輰訛 例子见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y imposed on the imports of Presensitised Positive Offset Aluminium Plates/PS Plates,
originating in or exported from China PR. No. 15/11/2012-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adfint_SSR_Presensitised_
Positive_offset_ChinaPR.pdf. 2020-7-19.

輩輱訛 F. No. 15/19/2010-DGAD. http: //www.dgtr.gov.in/sites/default/files/Final_Findings%28SSR-2%29.pdf. 20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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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目标产品是否处于同一竞争环境中。
（5） 技术发展： 对此的分析意在了解全球范围内制造目标产品应用的技术是否有所革新， 还需

明晰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 国内厂商生产目标产品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存在变化， 以明确目标国家
厂商和日落复审申请方在生产目标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6） 出口情况： 对此主要关注在损害可能性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目标产品的出口情况和变化趋
势。 一般情况下， 若出口状况良好， 国内产业由此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很小。 但即使出口状况不理
想， 调查当局亦不必然将国内产业受到的损害归咎于此， 其仍将作进一步分析，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7） 国内产业的生产率： 生产率的下降将影响国内厂商的产能， 进而对国内产业造成间接或直
接的影响。

三、 结论与建议

ADA 引入日落复审本为阻止 WTO 成员滥用反倾销措施， 但作为成员方国内立法范本的 ADA
对日落复审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成员方普遍存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内生驱动力的情况下， 这不可
避免地埋下了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种子， 使得既定目标难以实现。 成员方调查当局可充分利用
此空白主动发起日落复审并最终变相延长反倾销措施。 随着时间推移， 日落审查目前已成为贸易保
护主义者持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强有力的合法工具。

以印度为例， 在与 ADA 第 11.3 条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其通过 《关税法》 和 《海关规则》 对反
倾销日落复审相关事宜做出规定， 包含倾销、 损害可能性调查和评估过程中涉及的数据收集、 适用
方法和考察因素等重要方面， 并允许适用于原始调查的条款可适当应用于日落复审。 然而， 正是这
“适当” 为调查当局创造了较为宽松的调查环境， 而其在日落复审数个环节中均充分使用此自由裁
量权。 尽管调查当局在复审中行使一定自由裁量权不足为奇， 但是过度 “灵活”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调查结果的可预测性。 从实践看， 调查当局或可 “人为创造” 利于得出肯定性结论的条件。 调查
当局区别对待正倾销幅度和负倾销幅度的做法亦是不合理的体现。 尽管如此， 但只要其是根据与
ADA 保持一致的国内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且 “自圆其说” 以得出结论， 利益相关方难言相关结论与
第 11.3 条不符。 毕竟， 一方面， 作为国内立法范本的 ADA 的相关条款本就 “留白”， 且由于多种原
因， 对其予以完善的难度非常大； 另一方面， 原始调查和日落复审的侧重点本就不同， 只要满足可
能延续或重新造成倾销和损害的条件后即可。 易言之， 相较于原始调查， 日落复审得出肯定性的结
论的门槛更低。

由于多方面原因，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包括印度在内的多国将以贸易保护措施和加大投资审查
力度等方式对我国的国际贸易投资予以限制和阻碍。 对此， 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 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我国应 “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通过繁荣国内经济、 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
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輩輲訛 此外， 还可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 如通过网络平台与有关国家的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和商会加强沟通， 对境外市场的动态变化、 有关政策、 法律法规等情况有更好的了解， 减
缓摩擦。

对于企业而言， 其还是应更多关注应对技巧和自身建设。 以应对印度日落复审为例， 一方面，

輩輲訛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 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7/21/c_1126267575.htm， 2020年 7月
2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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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India�has�established�a�relatively�systematic�organizational�structure�and�legal�frame-
works�for�anti-dumping�sunset�reviews.�The�authority�indeed�carries�out�anti-dumping�sunset�re-
view� in�accordance�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However,� the� existing� rules� are�mainly�
principles,�leaving�details�to�be�clarified.�Hence,�the�authority�has�great�discretion�and�it�does�ful-
ly�exercise�it,�which�may�lead�to�arbitrarily�practice�and�the�fact�that�the�interested�parties,�espe-
cially�the�respondent,�may�then�feel�confused�about�the�situation.�Fairness�of�its�conclusions�with�
regard�to�the�sunset�review�remains�uncertain.�Accordingly,�from�the�standpoint�of�Chinese�com-
panies,�on�the�one�hand,�while�keeping�eyes�closely�on�the�latest�relevant� laws,�regulations�and�
policies,� they� should�participate�actively� in�a� sunset� review,�additionally� seeking�help� from� the�
professionals,�to�strive�for�legal�rights,�and�on�the�other�hand,�they�should�continue�to�seek�out�a�
proper�and�diversified�way�of�development�for�better�risk�control.

Key Words: India； Anti-dumping�Sunset�Review； Likelihood； Discretion

厂商在密切关注印度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 应在收到日落复审通知后的规定时限内积极配合调查当
局的工作， 并就复审涉及的关键问题主动与之沟通， 以尽可能提升赢面。 从实践看， 除调查当局充
分使用自由裁量权外， 企业不配合或不按要求配合亦是使自己 “任人鱼肉” 的重要原因， 这给了调
查当局很大的操作空间。 这对于出口量较大的厂商而言尤其重要， 自始就争取主动。 而厂商若发现
其提交的资料有误， 应迅速与调查当局联系请求更正或重新提交。 鉴于反倾销日落复审涉及内容相
对专业， 厂商或可考虑聘请相对熟悉反倾销的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 并在其协助下迅速做出有
效应对。 相关专业人员或还可为依规提交相关数据的合作目标厂商应对调查当局的现场查验提供帮
助。 厂商还可向行业协会、 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商会等部门寻求帮助。 另一方面， 考虑中印间的复杂
关系， 印度调查当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对中国产品 “关爱有加”， 特别是与印度互为直接竞争关
系或与印度支柱产业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领域。 企业应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更好掌握所处行业在技
术、 市场需求和价格等方面的变化，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制定多路径的企业发展战略， 探索新的发
展模式， 分散风险， 以更主动、 灵活应对日落复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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