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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环境法学需对自身核心范畴、 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进行现状审视与学理论证，
方能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研究自觉。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一文提出环境法
学应架构以 “权利—义务” 二元互动为核心的理论范畴， 环境法学方法须关照环境法律制
度化、 走向科学化， 塑造以中国本土环境法治资源为依归、 走出西方话语禁锢的话语体
系。 该文以环环相扣的理论阐释与层层递进的逻辑推理， 梳理出中国环境法学的转型脉络
与发展趋势， 是一篇破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困局、 厘清未来研究方向、 具有充分学术价值
与现实意义的力作。
关键词： 环境法学 法学研究方法 理论证成 规范路径 本土审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1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图谱与逻辑进路
———评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现代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需要借鉴各国法治的优秀成果， 注重在本国、 本民族的法
治资源、 法律文化传统中去演化与创造。 其缘由在于， 具体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并非一套抽象、
无现实依据的原则和规则， 它关涉知识资源的本土化和体系性。譹訛 环境法作为应对现代环境危机和
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兴部门法， 无疑是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制度和基本工具。 由于环境法学
自身基础理论沉淀不足而引致发展单薄的 “弱势性”， 环境法治目标的实现应从诸多环境法治方案
及其背后的本土资源中汲取营养和能量。 故而， 基于传统法哲学与其他部门法理学对环境法理学主
题展开研究， 不仅有助于环境法基础范畴与基本概念界定的科学化、 环境法学科研究与安排的体系
化， 且有助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健康发展。譺訛 与此对应，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法治客观条件深刻
变化的背景下， 环境法学研究亦需在核心范畴、 研究方法、 实践功能等方面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
实现规范功能与实践功能的转型。 钭晓东教授的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载 《中国
法学》 2020 年第 1 期， 以下简称 “该文”） 作为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深刻回答与阐释了
这一问题。

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3期

一、 中国环境法学核心范畴选择的理论证成

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旋律。 处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前沿的环境法治并非
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调适环境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 调和传统环境法律稳定性与
现代环境法治适应性之间张力的发展过程， 以求中国环境法治建设从 “以数量供给为主的有法可
依” 向 “以质量供给为主的法律科学化” 发展。譻訛 基于此， 该文深度把握环境法学发展与现代法治
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 精准判断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需求及其面临的三大核心命题， 分析了型构中
国环境法学研究格局的脉络。

（一）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研究的理论考辨

环境法的内部结构要素与结构形式构成了环境法本体范畴的核心， 也构成了环境法学基础研究
的起点。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及其价值的明晰， 能更好地为环境法治转型 “把脉抓药”。 由此， 该文
对环境法学研究的三大核心范畴———权利理论、 义务理论和法权理论进行了深入考辨。 客观地说，
目前中国的环境法学远未完成其理论大厦的 “建构” 任务， 某些特色理念和方法论因与传统的法学
理论和法治现实存在某种差距， 对环境法的制度建设与体系建构的实际统筹作用并未达到预期效
果。 质言之， 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这一学科基础理论问题正处于 “自我建构” 阶段。

在权利时代， 权利话语愈发受到尊重和彰显。譼訛 在环境权利层面， 以环境权为内核的环境权利
学说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尤其是生态文明入宪更进一步从宪法高度勾勒出一幅具象化的环境权利图
景。 基于此， 以宪法环境权为环境法的核心范畴， 并围绕环境权利及其展开来构筑环境法学理论体
系和法律制度， 实现环境法 “权利本位” 的逻辑嬗变， 已成为环境权利理论所追求的目标。譽訛 但是，
环境权在中国实体法中的缺位， 使环境权利的适用性大打折扣。 在义务理论层面， 以 “环境义务本
位” 为环境法核心范畴的观点已引起一定的共鸣， 并且自 1989 年 《环境保护法》 颁布以来一直受
到实体法的支持。 但是这种法律规定的 “一切单位和个人” 都有的 “保护环境的义务”， 却因为没
有 “环境权利” 的法律关联和支撑， 而在现实的环境保护维权活动中缺乏利益激励作用。 环境法权
说作为一种新近的核心范畴论， 跳出 “权利—义务” 的传统分析范式， 以 “权利—权力” 为中心解
释环境法学。譾訛 其立论基础在于将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作为环境法的 “元概念”， 二者的平衡与制约
共同构成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 但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 “法权理论难以解释环境权在
实体法中缺位的事实， 也难以理清环境权力与权利的边界， 导致环境权利的泛化与环境权力运行
低效” 等问题。

（二）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厘定及其框架

正如该文所述， 囿于环境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以及环境法兼具公私法的某些属性， 环境法学并
未从传统法理学中 “一元化” 的权利范畴或义务范畴中提炼出具备本学科特质的、 能通盘诠释环境
法律及现象的核心范畴。 环境权利范畴缺乏环境实定法上的解释力， 环境义务范畴缺少环境价值和
积极利益证立上的理论指引。 故作者提出， 当前环境法学研究转向以权利—义务二元互动为核心范
畴的研究范式， 既符合贯穿环境法学科内部基本价值共识的实质正义， 又能有效衔接环境法律规则

譻訛 钭晓东、 杜寅： 《中国特色生态法治体系建设论纲》，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年第 6期。
④ 姚建宗：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⑤ 吕忠梅： 《环境法回归 路在何方？ ———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 载 《清华法学》 2018年第 5期。
⑥ 史玉成： 《环境法的法权结构理论》， 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 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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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践的形式正义。
从公众的主观价值需求上看， 权利作为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点与归宿， 是环境治理现代化战略下

环境法治精神与法治宏图的集中展现， 其理想图景是在公正的社会中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譿訛 该文
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折射出的权利价值复合性与公众权利需求的多元性， 揭示出中国环境
法治方略与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坚持权利本位价值， 从应然法的角度解释环境法律运行及其实践过程
中环境权利与权力、 环境权利与义务配置失衡的问题， 不断满足公众环境权利价值需求的期待。讀訛

从作为客观工具的环境法律运行上看， 环境义务的核心是从法的实效性出发， 以义务的方式合理设
定人的环境行为规范， 以实现法的社会功能与特定目标。 该文从生态文明入宪切入， 提炼出环境义
务范畴的复合型、 多层次性面向， 既有宪法上抽象化的国家环保义务， 又有具象化的政府环保职
责、 企业法定环保义务和公众的自觉环保义务， 并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义务分工实现环境利益的协
同保护， 从法律技术的层面揭示出环境义务的制度工具性。

在 “迈向权利时代” 背景下， 该文主张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二元核心范畴的讨论应成为环境法
学者研究的主导论题， 形成以公民基本权利为逻辑前提， 以抽象的国家环保义务为内容的 “基本权
利—国家义务” 框架； 以公众环境权利保护为前提， 以政府环保产品供给为内容的 “公众环境权
利—政府环境义务” 框架； 以程序性环境权利的保障为前提， 以政府环境职责履行为内容的 “公众
程序性权利—行政主体义务” 框架； 以及以公民实体性环境权利享有为前提， 以公民环境义务履行
为内容的 “公民环境权利—公民环境义务” 框架等四重 “权利—义务” 框架体系的构造。 在某种程
度上， 这一框架体系形成 “权利—义务” 二元互动的范畴体系， 为环境公益与人身财产私益在整个
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协调和衡平构建了桥梁。

二、 中国环境法学方法论运用的规范路径

生态文明入宪凸显我国环境法学研究方法亟须对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化建构形成关照。 环境法学
的基本理论体系、 原则与制度体系既受制于传统法学的基本范畴， 又具有自身特征。 该文立足于环
境法学研究中规范性建构不足这一 “问题导向” 立场， 倡导环境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
应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法学研究方法。 对此， 作者认为环境法学研究应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 以环
境问题的规范化解决为导向， 通过反思法教义学、 社科法学和政法法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路，
形成层次化、 体系化的方法论自觉。

（一） 环境法教义学方法的反思与定位

环境法学研究最终需回归至人类多元化的环境行为， 考察其与环境法律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法教义学以概念和命题的提炼与体系化为核心特征， 其理论研究的成熟度依赖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
有效衔接与实践积累。讁訛 就环境法教义学而言， 一方面需在环境立法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规
则和方向， 另一方面又需以本土化的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形成自身的司法裁判规则。 尽管当前中国
的立法与司法已初步形成功能上的分化， 但囿于社会整体结构并未孕育出充分自主的法律系统规
则， 使得中国法教义学研究大多只是对西方法教义学研究成果的比较借鉴或移植， 尚未形成规模意

譿訛 李海平： 《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4期。
讀訛 何佩佩： 《环境法本位的反思及环境法多元化保护手段》， 载 《政法论丛》 2017年第 3期。
讁訛 李忠夏： 《功能取向的法教义学： 传统与反思》，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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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輥輮訛 该文阐释了中国环境立法与司法之间严重不对称的根源， 认为在立
法上， 将域外静态的环境管理制度简单借鉴为国内环境法律制度， 导致以环境问题的现象描述替代
法律内部论证； 在司法实践上， 以技术上的环境质量高低替代环境法治水平高低， 导致环境法学方
法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环境法治的谱系与轨道， 最终使得环境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直在规
范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游走。

基于此， 作者提出了 “环境法教义学的环境法律适用中心地位确立” 的命题， 并在该文中阐释
了环境法教义学的条件和图景。 一方面， 该文认为， 相对于社科法学的自由与灵活特征而言， 法教
义学稳定与兼容的图谱特征更适合环境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环境法治文化与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完
善。 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构已为环境法教义学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选择与前提。 环
境司法实践亦为环境法教义学的应用提供了充足的质料与场域。 另一方面， 该文强调环境法教义学
应强化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吸收、 运用与整合。 二者既功能分化又互动协作， 将环境法教义学理论置
于具体的环境执法与司法裁判之中， 使法律规则从文本走向实践， 从而调适环境法律事实与法律规
则之间的张力。

我们认为， 该文对法教义学特别是环境法教义学的某些认识和观念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该文申
明 “环境法教义学中心地位并非仅是一种理论预判， 更非是德国经验移植”， 但这不能否定法教义
学是德国主流法学的事实。 法教义学主要是德国学者基于德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民法学的理论总
结， 从世界范围看， 它仅仅是法律解释学或法律学中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派， 并且即使在德国也
很少有学者采用 “环境法教义学” 的概念。 由此我们认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中， 环境法教义学成为中国环境法学发展目标的条件并不成熟。 故而该文所述 “环
境法教义学的环境法律适用中心地位确立” 和 “环境法教义学已具备了教义中心化的三个现实基本
条件”， 尚需环境法学者的进一步反思和讨论。

（二） 环境社科法学方法的运用与方向

环境法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也丰富着自身独特的方法论。 环境法律体系的规范化依赖于研究方法
的运用， 这是环境法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与功能所在。 法律系统内部各种规则与方法的建立， 必须服
务于对法律行为与事实的合法性判定。 然而， 以技术性方法解决环境问题的共识促使环境议题不断
为不同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輥輯訛 这说明环境法学需要生态学、 环境科学、 社会学、 管理学等学科的给
养。 环境法学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属性使环境法具有社科法学特质。 社科法学作为研究针对立法效
果、 法律制度、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等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与问题的方法， 既从内在视角聚焦本
领域内的专业问题， 又以外在视角从其他领域汲取对其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輥輰訛 不可否认
的是， 社科法学虽以视角开放、 方法多元的特性研究和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 但正如该文所述， 环
境法学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大多停留在环境法学价值证立研究的层面， 难以深入其实际应用操作的层
面。 同时， 环境法学也因过度引入社会科学的定量描述方法， 抑或传统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法， 而
忽视了法教义学的整合与转移功能。

质言之， 社科法学对环境法学最本质的影响在于： 它在理论上实质性地重构了关涉环境法律中
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问题， 并在此意义上揭示出社科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已成为环境法学研究不可或

輥輮訛 泮伟江： 《法教义学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 载 《江汉论坛》 2019年第 1期。
輥輯訛 汪劲： 《环境法学的中国现象： 由来与前程———源自环境法和法学学科发展史的考察》， 载 《清华法学》 2018年第 5期。
輥輰訛 张文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 制度和实践创新》， 载 《法商研究》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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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前提。 故而， 环境法学对社科法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需在对环境法基础理论和环境法律决策
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 探究环境法律规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环境法律适用的合理性与实效性，
最终在兼顾环境法律秩序稳定性和生态价值多元性的前提下， 寻求多元环境利益冲突的权衡路径。
在这种思路下， 该文深刻地揭示出， 环境社科法学的运用既需要在环境立法阶段充分利用法社会学
的引介作用， 将环境管理学、 环境经济学等外部成熟的经验判断， 转化为环境法学内部的法律判
断， 以强化环境立法的科学性及发展趋势； 又需要在环境执法与司法阶段借助社科法学对事实与规
则的经验性论据， 巩固法教义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社会经验的有效把握， 提升环境政策制定与法
律实施的效果。

（三） 环境政法法学方法的适用与转向

在环境治理现代化语境下， 环境保护已成为国家治理战略和对外政策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
境问题的公共性决定环境法学的研究与政治主题存在天然的勾连， 环境法律的实施也离不开政治资
源的有效供给。 由此， 该文将政法法学研究范式的出现归结为得益于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
计与强力推进。 该文基于生态文明入宪以及一系列环保顶层政策研判出， 中国环境法治的本土化及
其日益繁杂的体系化建设绝非一种修辞手法， 而是基于中国政法体制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活动。 环境
法学应当精准把握中国环境法治实践规律和实践特色之需要， 秉持开放、 兼容的 “全景式” 研究路
径， 对 “真实世界中的环境法” 构建本土化的环境法治体系。 故而， 该文提出环境法学研究应围绕
两大重点领域运用政法法学揭示环境法治的中国规律。 一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 借助生态文明入宪
之契机， 从法律话语体系的角度阐释环境法学， 厘清宏观的国家政治与具化的环境法治之间、 环境
政策与法律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 二是基于政法法学的整体性意识， 立足中国本土化的环境问题，
从现代性的角度解读政党、 国家与环境法律之间新型的关系， 塑造环境法学的独立性和环境法规范
自身的理论品格， 形成环境法独特的理论体系与价值认同。輥輱訛

客观来说， 法学研究需尊重并结合国情， 形成多元思维方式与学术价值自立。輥輲訛 环境法的角色
定位与功能演进也从单向的行政规制转向型塑国家环境政策、 保护公众健康、 平衡多元主体环境利
益、 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多元化目的。 环境法学特定的学术旨趣要求环境法学者应当综合观察
和研究中国当代政制的具体内涵和实际运行状况， 寻求当代中国政治主题与环境法律制度生成和演
变的规律， 以催生环境法学新的学术话题与研究领域。輥輳訛 由此， 该文提出环境政法法学研究不能简
单地直接移植西方的政法理论去支配环境法治中的政法关系， 而应立足中国环境问题现实， 在宪法
学给定的权力框架下， 采用 “自下而上” 的实践方式， 动态地思考、 提炼与阐释环境法律与中国政
治的关系， 促使环境政法法学从理论建构转向对环境法治实践的反思。

三、 中国环境法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审视

随着一系列环境法治政策的颁布和法治实践的深入， 决策者和理论界已意识到中国环境法学必
须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 以检验环境法学话语对于环境法学理论研究与制度研究的成效与价值。 该
文通过对中国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与未来趋势的梳理， 以及对环境法话语体系的反思， 提
出新时代环境法学不应过度引用西方话语， 而需注重对本土问题的识别以及对自身制度的解释与创

輥輱訛 刘艳红： 《刑法学变革的逻辑： 教义法学与政法法学的较量》， 载 《法商研究》 2017年第 6期。
輥輲訛 申卫星、 刘云： 《法学研究新范式： 计算法学的内涵、 范畴与方法》，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5期。
輥輳訛 侯欣一： 《法学研究中政法主体的缺失与彰显———一种学术史的梳理》， 载 《法律科学》 2020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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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国环境法学应构建如党政同责、 河长制、 保护优先等具有本土特征的话语体系， 从而为中国
环境法治提供本土化方案， 为世界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一） 本土化的法治实践：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坐标

环境问题的本土化， 要求环境法学研究的本土化， 亦即需要通过环境法治实践这个 “探测器”
来 “观测” 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公民对良好环境的需求。 就此而言， 该文对环境法学研究中的两大主
流话语体系———环境权利话语和多中心环境治理话语进行了深度总结。 作者认为， 环境权利话语研
究表面繁荣的背后缺乏整体视角下对环境权利的系统化整合， 难以在实证法层面形成有说服力的解
释并实现逻辑自洽， 进而造成权利救济上的可操作性困境。 而 “多中心治理” 话语体系的注入， 为
环境法奠定了伦理道德和价值基础， 为现代环境治理的民主协商和多元参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是
新兴的环境法迈向 “回应型法” 的必然进路。 由此， 环境法学研究话语的本土化转型必须遵循法学
体系的规范性要求， 探寻环境法治的规则； 必须从环境法治实施的观察者视角走入法律依存的中国
“田野”， 发现中国现实环境问题。

因此， 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本土化格局的形成首先是对本土化的环境法学核心概念或原理的提
炼。 这一提炼过程必须经过激烈的学术碰撞与讨论的过程， 由此形成的高质量学术知识成果不断地
被吸收、 批判与更新， 从而为中国环境法学体系的本土化演进提供灵感与知识库。 环境法学体系的
本土化是环境法学话语本土化的基础，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则从环境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层
面对本土化的环境法学体系进行提炼与升华。 该文透过这一理论阐释出， 一方面， 环境法学研究必
须在实证法规范之内对接和回应环境法治的变迁； 另一方面， 它必须倚重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司
法判例的指引， 不断激发环境法学者新思想、 新视野的潜力与生命力。

环境法学研究本土化的实质是在中国统一的法律体系内创造普适性的知识与学问。 这不仅需要
地方环境立法实践的支撑， 而且与环境执法和司法实务相关联。 作者认为， 借助地方环境立法能弥
补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知识的匮乏， 填补国家环境立法的盲点， 提高其有效性。 同时， 环境法学者只
有通过对基层环境执法的深入研究， 才能解释环境法律制度的运行规律， 发现中国环境法治中的真
问题。 在环境司法层面， 环境法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与沟通是未来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环境纠
纷的司法实践是环境法学从理论研究走向法治 “田野” 的关键质料和入口， 而理论研究则为实现环
境司法裁判提供了说理标准与论证基准。

（二） 独特的政党体制：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基础

立足于本土法治资源， 实现环境法学研究的本土化， 是奠定中国环境法学研究道路不断发展与
更新的基础。 环境法学研究本土化的关键在于捕捉和描绘中国独有的环境法治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
提炼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环境法学理论。 政治是法律发展的根基与推动力， 因而法律对政治具有逻
辑与目的上的依赖性。輥輴訛 对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阐释， 必须以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政党体制为
核心， 塑造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结构要素与发展脉络。 这一话语体系的转型既是打破西方话语阻
碍、 识别中国环境问题、 形成自身研究风格的过程， 也是在制度与实践层面构建中国环境法律体系
与环境法治价值本土化的过程。

因而， 该文认为中国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特色政党体制的复杂性以及环境治理的现
代性密切关联。 一方面，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立足于本土政治、 经济、 文化土壤之上， 在党的领导下

輥輴訛 姚建宗： 《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 载 《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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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主导和推动。輥輵訛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不同于域外的特殊性。 中国环境法学话
语体系的建构必须是以政党体制为统摄来搭建环境法治思想和法学理论框架， 同时保留西方现代法
治理论与中国传统礼法之间对话的空间。 另一方面， 环境问题源于人类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困境， 具
有明显的风险性、 技术性特征。 传统固化的法学理念和方法难以适应现代环境法治的需要， 这促使
环境法学在对传统法学所蕴含的价值、 理念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向纵深拓展， 以超越传统法学
既有理论框架的桎梏， 也使得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更具深刻性和革命性。輥輶訛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
中国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迥异于西方和传统法治领域的建设路径， 有着自身的复杂性与本土性
特征。

由于认识到中国独特的政党体制构成了环境法学研究话语体系本土化的制度基础， 因而该文提
出，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认知并领悟中国环境法治实践中的政治资源、 权力资源和文化资
源。 党的领导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力量， 环境法学研究话语的建构必须充分汲取和彰显党的
领导在阐释中国环境问题、 构建环境法治路径、 实现环境法律制度创新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
独具特色的政党体制使得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使命意识。 因此， 在 “政党—国家” 关系
中， 环境法学话语的本土化更加强调环境行政权力之间的配合与监督、 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互动
与合作。 同时， 环境法治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的各种环境保护传统与文化是环境法学话语本
土化构建中更为重要的资源。輥輷訛 它既是形成适合中国社会的环境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 获得公众认
可的一条便利途径， 也是环境法治在凝聚社会最大共识、 寻求衡平各方利益诉求中彰显中国智慧的
体现。

（三） 开放的学科立场：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场域

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关系中， 环境法学的兴起为法学领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新视角， 环境法学话语在突破传统法学学科局限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关系
的新范畴、 新价值与新思维。 因此，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最深刻的本质 “乃是对现有的传统法学理论
在世界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的 ‘革命’”。輦輮訛 需指出的是， 这种 “革命” 仍是根植于对传统法学
的肯定、 吸收与建构， 而非对其简单的否定、 排斥和解构。 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之间既具有传承性
又具有差异性， 其最终目标指向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和重构。輦輯訛

正是这种 “革命性” 赋予了环境法学独特的理论品质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而当代环境问题的全
球性、 时代性和复杂性特点要求环境法学必须保持开放的学科体系迎接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撑和价值
填补。 在跨学科研究、 交叉研究日渐成为主流的学术趋势下， 环境法学是以环境危机的法学阐释者
身份代表法学领域不断地发出应对环境危机的声音。 这一独特的定位也使环境法学立足于法学领域
发展的前沿阵地， 形成兼容并蓄的理论气质。 可以说， 环境法学的繁荣实质上体现在环境法学话语
体系的繁荣。 但是， 环境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可能穷尽与其相关的全部环境法律行为与知识，
亦无法全面、 及时地对变动不居的环境现象作出有效反应。 同时， 环境法学本土化仅借助个别或少
数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 专家的设计亦难以构造一个完整的现代环境法治体系。 在此意

輥輵訛 靳相木、 王海燕： 《改革与法治 “二律背反” 及其消解方式》， 载 《贵州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2期。
輥輶訛 侯佳儒： 《边缘与前沿： 当代法学背景中的环境法学》，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0期。
輥輷訛 公丕祥： 《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 4期。
輦輮訛 余俊： 《论环境难题对法律科学的范式影响———兼与蔡守秋教授商榷》， 载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4期。
輦輯訛 曹炜： 《论环境法法典化的方法论自觉》，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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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 该文认为， 中国环境法治的话语塑造依赖公众对自身环境行为的确定性预期与稳定的环境保
护价值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 进而构造一套与
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相适应的规则体系。 这就要求环境法学者在多维视角下秉持环境法学科立场的开放
性， 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碰撞， 最终使得理论话语落实到对法律事实的解释力与对策可行性上。

学科的开放性也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不能仅依据内心理想的模式与现有理论勾勒出一
个有效运作的环境法治机制， 亦不能仅靠一套细密严格的环境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实现中国环境治
理的现代化， 而是需要在大量的、 近乎无限的知识积累与协作的前提下， 在融合不同国家政治与文
化差异性的基础上， 以开放性的眼界和格局， 科学地借鉴西方成熟的环境法治理论与实践， 建构中
国的环境法治话语体系。 诚如该文所言， 这种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作为中国环境法治理论的一部
分， 必须以 “为人民服务” 为价值基础、 以人的客观需求为最终目的， 以世界发展的现代性为导
向， 实现全球环境的共治共享。

结语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地域依赖性， 内在地要求环境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环
境特性与本土法治资源。 2020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 提出，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 必须注重对法治思维与理念的培育以及对法
治文化的引领作用。 这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因循本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去寻求环境法治中的
真问题， 回应本国公民的环境利益诉求， 才能够真正将纸面的法律在中国落地生根。 正如该文在结
论中所指出的， 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须摆脱西方话语的禁锢和先验理论的束缚， 实现从 “浅层
环境法学” 向 “深层环境法学” 的转型。輦輰訛 这实际上明确了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是一个妥善处理静
态法律文本的规范性与动态法律实施的实效性之间冲突的过程， 是实现环境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
合理性相统一的过程。 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演进式的发
展路径， 而是一种基于自身复杂性、 本土性的渐进式发展过程。 可以说， 环境法学研究转型的背后
反映的是环境法学者对于构建更具卓越品质的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该文对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确定、 方法论的转型与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 为环境法学者保持学术敏感性，
形成学术自觉， 勾勒出一个广阔的学术场域与思想 “田野”。

輦輰訛 王明远： 《“中国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 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 研讨会纪要》， 载 《清华法治论衡》 2014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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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论图谱与逻辑进路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Environmental�law�needs�to�examine�and�demonstrate�the�current�situation�of�its�core�
categ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for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sciousness�of�this�discipline.�On�the�Transformation�of�China’s�Environmental�Law�Research�
in�the�New�Era�puts�forward�that�the�theoretical�category�of�environmental�law�should�be�based�
on� the� dual� interaction� of “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method� of� environmental� law� should�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shape� a� discourse�
system�based�on�China’s� local�environmental� legal� resources�and�out�of� the�western�discourse.�
This�paper�sorts�out�the�transformation�context�and�development�trend�of�China’s�environmental�
law�based�on�the�interlocking�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and�progressive�logical�reasoning.� It� is�a�
masterpiece�with�great�academic�value�and�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solve� the� research�dilemma�
and�clarify�the�future�research�direction�of�China’s�environmental�law.

Key Words: Science� of� Environment� Law； Research� Methods� of� Law； Theoretical� Proof；
Normative�Path； Local�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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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党政合设、 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基本问题
研究” （项目编号： 18ZDA148）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如佟文功等诉辽阳市宏伟区城建局变更行政合同案， 参见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7） 辽行终字第 28 号～37 号行政
判决书； 石中跃等诉湖北省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违法要求履行义务案，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1999） 行终字第 16 号行
政判决书。

论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法秩序困境及其消解

黄先雄 *

内容提要： 2019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一司法解释意味着我国至此形成了较为详备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 不过， 由于立法上坚
持行政诉讼法的 “民告官” 制度定位， 加上行政协议实体法尚未出台， 且学界关于行政协
议的界定尚存争议， 最终形成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既存在体系融入之困， 也有诸多适用之
困。 为化解这些法秩序困境， 近期来看， 应尽快推动行政协议实体法的出台， 并适当调整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 远期构想， 应寄希望于行政诉讼类型化和双向性诉讼结构的创设。
关键词： 行政协议 行政诉讼法 行政协议实体法 诉讼类型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2

2014 年 《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 “新行政诉讼法”） 修改时首次将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 随后 2015 年的司法解释用 6 个条文对行政协议的内涵、 起诉期限、 管辖法院、 法律
适用、 判决形式等做了较为粗略的规定， 2019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协议规定》）， 用 29 个条文对行政协议诉讼做了较为全面的规
定。 至此， 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 独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 值得思考的是， 这
一制度被嵌入行政诉讼法以后， 可能会造成哪些法秩序困境？ 如何解决？ 对这一问题中的部分内
容， 研究者们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已经在探讨，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比如他们在探讨将行政协议案件
纳入行政诉讼的必要性的同时， 对此类诉讼与传统行政诉讼法可能存在的诸多不契合之处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 2014 年年底行政协议诉讼制度被嵌入行政诉讼法时， 较为匆忙， 立法者没
有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体系性调整； 而且， 2019 年年底 《协议规定》 对该制度的设计也与域外的相关
制度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系统梳理和分析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可能形成的法秩序困境， 提出相应
的解决路径和方式， 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行政协议诉讼嵌入新行政诉讼法的背景及其特征

在行政协议案件被正式纳入新行政诉讼法之前， 行政协议案件很早就已被一些法院纳入到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譹訛 其制度化的通道是， 将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实施的缔结协议、 履行协议、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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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协议等行为， 解释为 《行政诉讼法》 上的 “具体行政行为”； 而 200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
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中也明确将 “行政合同” （以下统一称 “行政协议”） 作为行政案由， 这使
得大量政府合同争议被作为行政协议案件逐步被纳入到行政审判实践之中。 正是行政协议审判实践
和相关理论研究， 共同促成了行政协议案件在 2014 年被正式纳入行政诉讼法， 并在 2019 年形成较
为详备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 不过， 由于立法机关坚持行政诉讼法的 “民告官” 制度定位， 且行政
法学界和民法学界关于行政协议尚存诸多争议， 最终形成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
时代烙印。

2019年底确立的行政协议诉讼制度， 相比于域外有关行政协议的诉讼制度， 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在行政诉讼法没有进行体系性调整、 行政协议实体法缺位的背景下， 将行政协议案件纳

入行政诉讼法。 这一方面使得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显得有点 “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也让行政协议诉
讼制度 “肩负” 了对行政协议实体法的造法功能， 给中国成文法传统加入判例法的色彩。

第二， 以专门司法解释的形式构建详细的行政协议诉讼规则体系， 不似域外如法、 德等国将其
融于各相关诉讼种类中， 没有专门规则。譺訛

第三， 通过司法解释赋予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争议中以行政决定权进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
式， 给没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行政主体提供利用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途径， 以维系行政诉讼法
“民告官” 的制度定位。

第四， 否定被告反诉权， 寄希望于被告在诉讼之外主动依行政职权督促乃至制裁行政协议相对
方， 以维护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而不可以依靠反诉。

第五， 区分行政协议中的不同行为以适用不同诉讼规则。 如将行政协议中的行为区分为履约行
为和行政行为， 分别适用不同的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 不同的审查标准、 不同的判决形式等。

上述特征， 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中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特色， 另一方面形成这些特征的背
景也决定了该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可能引发的法秩序困境。

二、 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引发的法秩序困境

如前所述，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诞生之时明显先天不足， 一是这一制度是在行政诉讼法尚未
进行体系性调整， 立法机关于最后的审议稿中匆忙加入， 二是缺乏行政协议实体规则的指引， 三是
学界对行政协议本身的认识尚存争议，譻訛 这一状况使得行政协议诉讼嵌入新行政诉讼法后， 既存在
体系融入之困， 也造成具体适用之困。

（一）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体系融入之困

第一，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整体上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逻辑不契合。 2014年修正后的 《行政诉讼
法》 沿袭了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的立法逻辑和制度基础， 即都是建立在 “（单方） 行政行为” 的
基础上， 解决因 （单方） 行政行为引发的各类争议。譼訛 相关诉讼规则也与此相适应， 如总则第六条

譺訛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体系中， 对某一类型的行政争议制定相对独立、 完整的诉讼规则， 这可能是第一次。
③ 如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指出， “主体标准、 目的标准和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标准均难以成为行政协

议的认定标准， 应以非市场行为性作为识别行政协议的关键要素”。 王利明： 《论行政协议的范围———兼评 〈关于审理行政
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第二条》，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1期。

④ 有研究者指出， “由于行政行为概念本身需要具备处分性等要素， 采用行政行为理论解释行政协议存在难以自洽的理论沟
壑”。 梁凤云：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讲义》，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自序第 2页。

论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法秩序困境及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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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譽訛 第三章规定的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规则及其例外， 第五章规定的被告就
做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规则及其例外， 第七十三条关于给付判决的前提是 “依法负有给付义
务” 的规定等。 而行政协议诉讼却是建立在 “双方合意行为” 的基础上， 解决的是因双方合意行为
及其关联行为引发的争议， 包括效力争议、 履约争议、 高权行为争议等。譾訛 2019 年 《协议规定》 也
做出了与此相适应的规定， 如第十一条第二款合约性审查规则， 第七条约定管辖规则， 第十条第
二、 三款原告负举证责任规则， 第十四、 十七条撤销协议、 解除协议的判决形式， 第十九条将依约
负有给付义务作为给付判决的前提之一， 等。 但 《协议规定》 的这些条款实际上无法被新行政诉讼
法的相关条款的语义所涵盖， 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立法逻辑和制度基础不合。 恰如有研究者所言， 新
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设计导致作为双方或者多方行为的行政协议难以被行政诉讼法的规则体系所涵盖。譿訛

第二， 《协议规定》 解决的争议类型与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标准不契合。 在受案范围上，
《协议规定》 突破了行政诉讼法长期以来将行政行为作为唯一审查对象的制度安排， 规定相对人有
权就行政协议争议而非行政机关与协议相关的特定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讀訛 新行政诉讼法总则第
二条和第二章是根据 “行政行为” 来规定受案范围的， 强调必须存在被诉的行政作为或者行政不作
为， 这使得因行政协议中非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难以符合受案范围的标准。 《协议规定》 第十四条
规定： “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 欺诈、 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 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 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 很明显， 对于其中因为重大误
解、 显失公平的情形引发的争议， 并不是针对行政主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而是指向原告自身对协
议内容的理解或协议条款本身的公平性。 《协议规定》 第十七条关于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的规定，
也不是针对行政行为， 而是行政协议本身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情形。

第三， 《协议规定》 引入诉讼时效制度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不契合， 且可能引发适用上的
混乱。 诉讼时效制度乃民商法上的制度， 强调尊重民事主体的权益 （被告可以放弃主张原告起诉已
过诉讼时效的权利）； 起诉期限制度为行政诉讼法上的制度， 重在行政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 两
者在立法目的、 法律性质、 可变性、 期限的长短、 法院可否主动审查、 是否可以中断、 期限届满的
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讁訛 《协议规定》 第二十五条区分行政机关履约行为与行政行为以分别
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和起诉期限制度， 虽未尝不可， 但该条款不仅存在适用上的困境， 而且其条文内
容本身也存在漏洞。 行政协议争议中， 行政机关的履约行为与行政行为有时界限并不分明。輥輮訛 如，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中， 双方约定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未来办理相关批准、 登记等手
续的义务， 如果行政机关后来不履行这些义务， 到底属于不履约行为还是行政不作为？ 又如， 在行
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下， 相对人诉请其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如何适用
《协议规定》 的第二十五条？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和民法典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 期

譽訛 有研究者指出， “围绕单方高权行为之合法性审查所构建的传统行政诉讼制度， 构成将行政合同整体纳入行政诉讼的最大障
碍”。 陈天昊：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构造与完善》，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0年第 5期。

譾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天昊文。
譿訛 参见高家伟： 《作为中国行政法重构契机的行政协议诉讼》， 载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

com/s/LBJoAbzRyt1HvIZYv03OGA， 2020年 4月 15日访问。
讀訛 参见刘飞： 《突破与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于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意义》，

载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VkW-C6SveYG8idgeey0rw， 2020年 4月 15日访问。
讁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48-349页。
輥輮訛 有研究者就指出， “我们也面临如何将协议高权行为与作为其前提而存在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真正 ‘切割分离’ 的困难”。

参见前引譽訛， 陈天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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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长短悬殊， 在如何适用发生争议时， 是否应尽可能作有利于行政协议相对人的解释与适用？ 有研
究者指出， “同时出现了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两种不同的制度规定， 给实践操作导致较大的困扰，
哪些问题可以进行时效中断， 哪些情况必须及时起诉， 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輥輯訛 总之， 诉讼
时效制度与起诉期限制度存在不契合之处。

第四， 合约性审查原则无处安放。 如前所述， 《协议规定》 第十一条第二款创立了合约性审查
原则。 该款规定， “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其诉
讼请求， 对被告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或者履行相应义务等进行审查”。 根据该款， 如果原告认为被告
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 法院应对被告是否具有约定的义务进行审查， 亦即对被告履约行为进
行合约性审查。 这一原则是新行政诉讼法的现有条文无法涵盖的。

第五， 解除协议判决和撤销协议判决难以 “容身”。 《协议规定》 第十七条所规定的解除协议判
决性质上属于形成判决， 无法被新行政诉讼法的条文所涵盖； 而 《协议规定》 第十四条关于撤销协
议判决所适用的撤销情形也与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截然不同。

第六， 非诉强制执行行政协议存正当性之困。 《协议规定》 第二十四条在新行政诉讼法条文之
外创设了行政主体申请非诉强制执行行政协议的制度通道。 行政机关根据 《协议规定》 第二十四条
做出的行政决定， 类似于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的催履函， 对方不予理睬的， 按理只能提请中立
机构裁断， 但行政主体却可以利用非诉强制执行制度实现这一催履函。 这不符合 “行政契约排除行
政处分” 的域外法理，輥輰訛 将消解行政协议所蕴含的契约理念， 最终可能导致行政协议这一方式适用
上的式微。 有研究者指出， “……将行政协议争议转化为行政行为之争， 通过行政强制执行等方式
寻求法院的支持。 这种转换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违约， 而行政机关无法提起行政诉讼的难题。 但这只是权益之计， 因为基于同样的行政协议， 一
方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而另一方当事人则只能转介其他行政行为， 从法理上似乎逻辑不
通。”輥輱訛 另外， 《协议规定》 第二十四条实际上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通过司法解释所进行的
一种 “造法性” 司法赋权， 即赋予行政机关在实体法上尚未获得的权力。 这一做法虽是最高人民法
院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框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輥輲訛 但仍有司法越位之嫌。

（二）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适用之困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体系融入之困本身就会带来该制度的适用之困； 同时， 由于该制度的一些
具体设计只是权宜之计， 也难免会造成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适用之困。

第一， 行诉抑或民诉救济途径选择之困。 由于 《协议规定》 第一条和第二条对行政协议的界定
并不十分清晰， 类型列举也比较保守， 与各地相关地方性立法所列举的行政协议范围不尽一致， 实
践中对该第二条未予列举的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必然会发生争议， 进而导致救济途径选择之困。
《协议规定》 第八条：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生效法律文书以涉案协

輥輯訛 吕立秋： 《行政协议的纠纷解决路径与思考》，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 1期。
輥輰訛 有行政法学研究者认为， 行政机关一旦选择以缔结协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 那么嗣后就不能再以具体行政行为来发生、 变

更、 消灭协议双方的法律关系， 否则， 对善意的另一方契约当事人将造成其所期待状况的重大突袭以及法律关系的无法确
定， 行政协议缔结的客观及主观基础及正当性将不复存在。 参见林明锵： 《行政契约与行政处分———评最高行政法院八十八
年度判字第三八三七号判决》， 载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04年第 1期。

輥輱訛 王敬波： 《行政协议诉讼： 为行政诉讼打开一扇窗》， 载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
tkFfZ9xFfwNtyBAgFjwN_w， 2020年 4月 15日访问。

輥輲訛 现有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逐一权衡了 “赋予行政机关原告资格” “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 “构建依约定强制执行制度”
等解决方式之后做出的选择。 参见前引讁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 第 33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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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
理。” 虽然该条就当事人起诉时先民后行的情形做了相应规定， 但其只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果相对
人先提起行诉被驳回后， 再提起民诉又被驳回， 受限于原行诉裁定的拘束力， 其可能已无法回头，
最终难以获得司法救济。

第二， 案件管辖之困。 《协议规定》 第七条确立了行政协议案件的 “地域管辖约定规则”。 一方
面， 这一规定与 《行政诉讼法》 第十八至二十条所确定的 “地域管辖法定规则” 不一致， 存在体系
融入之困； 另一方面， 这一规定也存在适用之困， 相对人根据行政协议选择非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
履约之诉后， 如果利害关系第三人选择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有关该协议的行政缔约行为之诉， 此种
情形下是否需要合并审理？ 如何实现合并审理？ 或者如何避免不同法院之间的矛盾判决？

第三， 行政最终行为原则适用之困。 所谓行政最终行为原则是指只有在行政行为经过所有应当
经过的程序， 形成最终的、 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决定时， 法院才会受理因该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争
议。輥輳訛 与一般被诉行政行为类似， 行政协议也是多行为的集合体，輥輴訛 对前者适用的行政最终行为原则
是否应当适用于后者？ 《协议规定》 第九条将行政协议争议区分为多种诉讼请求， 并适用不同的诉
讼规则， 忽视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包含或吸收关系， 可能引发诉讼规则适用上的混乱。 比如， 行
政机关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 相对人可否不诉请确认该单方行为违法， 而诉请确认行政机关违约？
实际上后一诉讼请求可以吸收前一诉讼请求， 且有利于争议的实质化解。 但前者是行为之诉， 后者
是关系之诉， 两者举证责任、 审查标准、 判决形式等多不相同， 法院如何处理？ 在民事合同纠纷中，
违法性被有效性彻底吸收， 当事人不能独立请求确认违法。輥輵訛 这一规则在行政协议诉讼中是否适用？

第四， 否定行政主体原告资格和反诉权的救济之困。 《协议规定》 第二、 四、 六条不承认或否
定行政主体的原告资格和反诉权， 实际上是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框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救
济效果上不尽如人意就在所难免。 如， 在行政协议无效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可能救济无门， 它既不能
主动诉请法院宣布协议无效， 也难以根据 《协议规定》 第二十四条要求相对人返还根据协议取得的
财产； 在相对人诉请法院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后， 如果否定其反诉权利， 将可能导致行政主体实现
公益的正当诉求不能一并解决， 只能在诉讼结束后再启动行政程序和非诉强制执行程序，輥輶訛 徒增公
共资源的消耗。 另外， 在相对人隐匿转移财产以逃避财产返还义务或违约责任时， 由于行政主体没
有原告资格和反诉权， 也难以获得申请财产保全的诉讼权利。 同时， 其虽有权根据 《协议规定》 第
二十四条单方做出相关决定， 也必须等待法定期限过后相对人不复议也不提起诉讼才能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这两方面都使得行政主体无法及时采取措施以制止相对人逃避债务的行为， 其所维护的公
共利益将处于危险之中。

第五， 法律规范适用之困。 《协议规定》 第二十七条虽然明确了法院适用法律的基本规则， 但
由于如何 “参照” 细则不明， 不排除各地司法者 “任性” 参照的可能性； 而在无法可供 “参照” 的
情形下， 因为行政协议实体法付之阙如， 法官们可能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 “违法与违约的竞合，

輥輳訛 参见 [美] William F. Funk Richard H. Seamon : Administrative Law Examples Explanations， “案例与解析影印系列”， 中信出版
社 2003年版， 第 232页。

輥輴訛 “行政协议是一个系列行为， 包括行政协议的邀约、 协议的签订、 协议的履行、 协议的解除、 协议的无效、 违约责任、 补偿
与赔偿责任等一系列行为。” 江必新主编： 《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61页。

輥輵訛 参见麻锦亮： 《纠缠在行政性与协议性之间的行政协议 》，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 1期。
輥輶訛 如， 由于相对人的履约不符合要求， 行政机关拒绝付完全款， 相对人起诉要求付完全款， 行政机关如果认为不仅不能付完

全款， 相对人还应当退还一部分甚至全部， 由于它无法提出反诉， 只能在诉讼结束后采取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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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之以协议可以遵循的实体规则的不足， 将成为今后行政协议审查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特征。”輥輷訛 同
时， 对于行政机关单方变更、 解除协议的行为， 到底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违法性审查还是适用
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违约性审查？ 在实践中也不无疑问。 因为行政机关既有可能依行政法律规范单方
变更、 解除协议， 也有可能依约或依民事法律规范单方变更、 解除协议， 这两种情形有时难免浑然
一体， 难以区分。

第六， 行政主体赔 （补） 偿责任的性质与范围认定之困。 《协议规定》 第十六、 十九条虽然规
定了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和履约行为违约、 违法情形下的赔 （补） 偿责任， 但并没有明确赔偿责任的
性质， 尤其是关于后者的赔偿责任性质不明： 是民事赔偿抑或行政赔偿？輦輮訛 也没有明确规定赔 （补）
偿的原则， “适当赔 （补） 偿原则” 还是 “充分赔 （补） 偿原则”？輦輯訛 加上行政协议争议所涉行政行为
和履约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包含与吸收的关系， 可能会造成法官认定被告赔偿责任的性质与范围的困境。
在行政赔偿责任仅限于直接损失的行政法背景下， 市场主体可能会尽量规避签订行政协议的做法。輦輰訛

第七， 禁止仲裁条款适用之困。 《协议规定》 第二十六条， “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 人民法
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 但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我国缔结、 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
于行政协议的界定不够清晰以及对其范围的列举无法穷尽， 如遇 《协议规定》 第二条未明确列举的
政府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的， 是否适用该第二十六条就成了疑问。 同时， 第二十六条缺乏明确的法
律层面的依据， 其能否得到很好地遵循尚待观察。 另外， 即便相关协议所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根
据 《仲裁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仲裁委仍可能取得对行政协议案件的管辖权。輦輱訛

三、 应对行政协议诉讼引发的法秩序困境之近策

《协议规定》 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领域制定司法解释时征求意见范围最广的一次，輦輲訛 也是
引发关注和争议最大的一次。 以该规定为核心的行政协议诉讼规则体系， 只是在现行行政诉讼法和
相关法律的框架下折中调和的产物， 它所存在的上述体系融入之困和适用之困， 是不容忽视的。 要想
基本消除这些困境， 一方面有赖于行政协议实体法的出台， 另一方面有赖于未来行政诉讼法的再造。

（一） 尽快出台行政协议实体法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嵌入行政诉讼法后造成的前述法秩序困境， 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行政协议实体
法的缺位导致的， 如行政协议范围、 法律适用规则、 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的非诉强制执行转化机制、
协议所生赔偿或补偿责任的性质与范围、 仲裁条款的适用规则等问题。 这些问题本应由行政协议实
体法来规范和解决， 但迄今为止我们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定， 仅有一些地方性行政程序立法中做了

輥輷訛 骆梅英： 《行政协议的实务发展与司法审查》， 载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e_f-
BsgfJGX rg9ZHsnhOQ， 2020年 4月 15日访问。

輦輮訛 对于这一点理论上的争议也很大。 有观点认为， “无约定的应当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也有观点认为， “行政协议无约定
的， 应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参见前引讁訛，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 第 282页。

輦輯訛 虽然在 《协议规定》 的新闻发布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永维在介绍该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时， 明确提出了
“充分补偿原则” 和 “充分赔偿原则”， 但这毕竟没有写入司法解释条文， 不具有约束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
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网：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7571.html， 2020 年
3月 6日访问。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吕立秋文。
輦輱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 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言下之意

是， 首次开庭前没有提出的， 即便仲裁协议的效力有问题， 仲裁庭也能获得仲裁权。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最高人民法院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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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规定。輦輳訛 这些地方性立法， 一则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二则其相关条文比较粗疏， 难以为行
政协议审判提供实体法依据。 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 《行政程序法》 或者 《行政基本法典》， 对行政
协议的实体法律规范做出明确规定， 以化解行政协议诉讼的法秩序困境， 消解司法解释越位之嫌。

具体而言， 在 《行政程序法》 或者 《行政基本法典》 中， 应当就行政协议的概念、 类型、 适用
领域、 缔结原则、 缔结形式与程序要求、 第三人和其他机关的参与程序、 解除协议的情形、 撤销协
议的情形、 协议无效的认定、 行政优益权的内容与行使程序、 法律适用顺序、 即时强制的约定、 补
偿与赔偿责任以及仲裁条款的适用等做出详细规定。 鉴于域外已有较为成熟的行政协议立法经验可
资借鉴， 在此， 笔者只就其中五个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第一， 宽泛界定行政协议， 以减少相对人救济途径选择之困。 迄今为止， 关于政府 （本文中等
同于 “行政主体”）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各类协议到底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协议， 国内外尚未就其标
准达成共识， 形成了主体说、 目的说輦輴訛、 行政法律效果说輦輵訛、 公权力作用说、 主体加目的说輦輶訛、 非市
场行为性说輦輷訛 等诸多观点。 无论什么观点， 界分行政协议的主要目的都在于： 划定行政协议的范
围， 以适用一些不同于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则。 笔者认为， 只要是行政主体与私主体之间的协议都应
当纳入行政协议的范畴， 即支持主体说， 主要理由在于： 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无论其签
署什么样的协议， 都是代表 “不在场的所有权人” 对公共利益这一非其自身利益的处置，輧輮訛 将此类
协议一体纳入行政协议范畴适用一些区别于民事合同的规则， 确有必要。輧輯訛 这样也可以避免因行政
协议界定不明所带来的相对人救济途径选择之困。

第二， 确立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为行政协议诉讼中合法性审
查原则提供完善的实体法依据。 虽然我国现行行政法律规范中对行政主体的权限、 权力行使程序等
做出了一般性规定， 可以作为判断行政协议合法性的规范依据的一部分， 但这还不够。 行政协议多
涉及给付行政领域， 这一领域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 行政主体是否有权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履行给
付行政任务， 如何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这一方式， 如何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等， 都需要通过立法予
以明确。 行政协议实体法律规范中尤其应当明确必要性原则、 对价给付原则、 相对人收益与风险合

輦輳訛 如 2008年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2011年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2016年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
輦輴訛 法国倾向于目的说， 对行政协议的界定更加宽泛， 只要协议双方有一方是公法法人， 且协议的目的在于实施公用事业任务，

该协议就是行政协议； 而且个别情况下两个私主体之间也可能成立行政协议。 参见 [法] 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 《法国行政
法》， 鲁仁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第 551-556页。

輦輵訛 德国倾向于行政法律效果说， 其行政协议 （合同） 是指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客体， 设立、 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权利义务的协
议。 这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根据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履行合同的处置是否具有公法性质来判断。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 肯
定属于行政协议： （1） 目的是执行公法规范， （2） 包含有作出行政行为或其他主权性质职务行为的义务， （3） 针对公民的
公法上的权利义务。 参见 [德] 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348-351页。

輦輶訛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和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采行主体加目的说。 前者第九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合同， 是指行
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与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 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 后者第一百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合同， 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与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 经双方意思
表示一致达成的协议。”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譻訛， 王利明文。
輧輮訛 参见江必新： 《法律行为效力： 公法与私法行为之异同》，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3期。
輧輯訛 民事合同关系中， 虽然也存在代理人代为签订、 履行合同的现象， 但民事权利委托人对该代理人的监督与制约更为直接和

有效。 而我国行政主体及其负责人作为民众的代理人签订协议时缺乏直接有效的监督， 其既可能存在滥用公权力侵犯协议
相对人权利的问题， 也可能存在与相对人合谋损害委托人或第三人权利的问题。 将行政主体与私主体之间的协议一体纳入
行政协议的范畴， 其相关争议由法院根据行政协议诉讼规则来审理， 既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借口行政合同随意行使合同变
更、 解除等权力， “绑架” 法院肆意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又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借口民事合同之自
愿原则等， 滥用权力进行利益输送或让相对人在没有足额支付对价、 收益与经营风险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形下获取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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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輧輰訛 以防止行政主体利用协议进行利益不当输送。
第三， 构建近似于甚至优于民事合同责任承担制度的行政协议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制度， 以避

免法院选择责任制度的适用之困。 一些民法学者之所以反对将行政协议从民事合同中独立出来， 或
者不同意对行政协议作宽泛的界定， 其担心之一在于： 发生行政协议争议后， 法院适用仅限于赔偿
直接损失的国家赔偿法来确定行政主体的赔偿责任， 而补偿责任又经常无法可依， 这样可能会导致
不足以弥补协议相对人损失的结果。輧輱訛 为解决这一问题， 避免行政协议这一行政方式的式微， 我们
可以借鉴法国行政法上的契约财务平衡原则，輧輲訛 在行政协议实体法律规范中， 明确规定行政协议中
的行政 “充分赔 （补） 偿” 原则或者 “全部赔 （补） 偿原则”， 行政主体行使行政优益权给协议相
对人造成损失的、 协议相对人履约过程中遭受特别牺牲的， 行政主体都应当给予充分赔 （补） 偿。

第四， 借鉴域外约定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制度， 化解行政协议非诉强制执行条款的法秩序困境。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其行政程序法中都规定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约定制度，輧輳訛 即双方可以在行
政协议中约定， 在债务人一方不履行给付义务时， 债权人可以以该协议作为强制执行或申请强制执
行的依据。 这种方式是双向的， 而不只是针对作为债务人时的行政相对人； 债务人是行政主体时，
行政相对人也可以以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同时， 这种约定并非意味着缔约人 “放弃实质异议权或
对方可不予遵守既有的程序规定”。輧輴訛 域外的这一规定既保证了行政主体对效率的追求， 也体现了行
政协议的平等性。

第五， 行政协议仲裁禁止条款的有限解禁。 行政协议中能否约定仲裁条款， 或者说， 哪些行政
协议可以通过仲裁机构来解决， 这是行政协议实体法律规范中要明确的问题。 一直以来， 大陆法系
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基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原则上禁止行政协议中约定仲裁条款， 但并非没有例外。
以法国为例， 自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中叶以来， 法国可以约定仲裁条款的行政协议情形在逐步增多，
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 “直接取消行政合同的仲裁机制， 可能会导致公权力的滥用、 降低私法人或
私营资本的主观积极性和加重行政法院法官的负担。 更为重要的是， 会无视行政合同在实际履约中
客观存在的经济性或市场性因素， 以及会违背合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愿的原则”。輧輵訛 迄今为止， 法
国在以下几类行政协议中允许约定仲裁条款， 即政府采购合同、 与具有工商业性质的公共机构或公
法人签订的合同、 国际合同和国际商业关系合同 （法国公共机构与外国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 以及
PPP （公私合作、 公私合营） 模式合同等。輧輶訛 《协议规定》 第二十六条的但书， 实际上也承认了我国
行政协议不可以约定仲裁条款的例外。 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经验， 一方面规定行政协议案件由法院行
政审判庭管辖， 另一方面， 为适应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需要， 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协议约定仲裁
条款， 即约定由仲裁机构来管辖处理相关争议。 比如， 那些完全遵循市场规则、 公权力性要素较微
弱的行政协议如政府采购协议， 可以约定仲裁； 国际性要素占主导的国际商业性行政协议或科研合
作行政协议等， 可以约定仲裁条款。

輧輰訛 这些原则的提出参考了德国 《行政程序法》 第 56条第 1款的规定， 即 “合同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所负的对待给付义务在合同
中为特定目的已达成合意， 且有利于行政机关履行公务的， 允许签订第 54条第 2句所指的公法合同。 其中的对待给付按整
体情况判断须为适当， 并须与行政机关履行合同给付有实质联系。” [德] 平特纳： 《德国普通行政法》， 朱林译，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41页。

輧輱訛 参见崔建远： 《行政合同族的边界及其确定根据》，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7年第 4期。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书， 第 573-577页。
輧輳訛 参见德国 《行政程序法》 第 61条， 台湾地区 《行政程序法》 第 148条。
輧輴訛 于立深： 《台湾地区行政契约理论之梳理》， 载 《中外法学》 2018年第 5期。
輧輵訛 徐琳： 《论法国行政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8年第 3期。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徐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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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局部修改行政诉讼法

在固守行政诉讼 “民告官” 这一制度定位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通过有限修改行政诉讼法， 以化
解上述法秩序困境中的相当一部分问题。

第一， 以行政行为和法律关系为核心概念， 调整行政诉讼法的立法逻辑。 行政诉讼制度毕竟是
以撤销之诉为中心构建起来的， 被诉的 “行政行为” 理应是其核心概念， 但这一概念无法用来表达
当事人不涉及行政行为争议的诉讼请求， 如基于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等要求撤销行政协议。 为此，
有必要引入 “行政法律关系” 或者 “法律关系” 作为部分确认之诉、 形成之诉的核心概念，輧輷訛 并对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如将第二条修改为：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
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或者请求确认、 解除或撤销其与行政机关之间
的行政法律关系的，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样既解决了立法逻辑和制度基础问题，
也解决了受案范围规定难以涵盖全部行政协议争议的问题。 再如， 将第六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
理行政案件， 对行政行为、 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样可以涵
盖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 也为行政协议的合约性审查留下了空间。

第二， 明确行政协议争议诉讼请求吸收原则， 充分尊重相对人诉讼中的选择权。 《协议规定》
将行政协议争议区分为多种诉讼请求， 并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 虽有其合理性， 但有进一步完善的
空间。 今后行政诉讼法可以在 《协议规定》 相关条文的基础上， 确立行政协议争议诉讼请求吸收原
则， 赋权相对人可以以履约关系之诉涵盖针对行政行为的行为之诉。 由此，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就
可以根据履约关系之诉来确定适用民事诉讼法上的诉讼时效制度、 采取相应裁判形式， 并合理分配
其中各个争点的举证责任和审查标准； 当然， 如果相对人仅仅针对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 解除行政
协议的行为， 或者仅仅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中规定的实施行政行为 （如协议约定的依法颁发
相关权证） 之义务， 则法院应当认定其为行为之诉， 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起诉期限制度、 举证责任制
度以及相应的裁判形式等。 在确立行政协议争议诉讼请求吸收原则的同时， 可以考虑对行政行为的
公定力进行一定的限缩， 因为如果相对人仅提起履约之诉， 可能会涉及对其中行政机关单方行政行
为的效力的审查与认定问题， 赋权法院在行政履约关系诉讼中审查、 裁断紧密关联的、 在先行政行
为的效力， 才能有效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第三， 增加行政协议案件地域管辖约定规则， 规定管辖引发的诉讼中止情形。 今后行政诉讼法
应当把 《协议规定》 所确立的 “地域管辖约定规则” 明确纳入 “管辖” 一章， 升格为法律规范。 同
时， 就第三人和行政协议相对人分别针对行政协议中的单方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履约行为， 提起行
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之诉和履约之诉的情形， 规定合并审理或诉讼中止规则， 以后者为优选。 因为这
两种诉的诉讼标的、 管辖法院的确定规则、 审查标准、 举证责任、 裁判形式等都存在诸多差异， 如
果行政单方行为是否合法构成履约之诉的先决性问题， 则履约之诉应当诉讼中止。

第四， 审查标准的多样化。 在充实针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标准的同时， 可以考虑在行政诉
讼法的 “审理和判决” 一章， 加入 “合约性审查” 规则， 比如在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关于行政诉
讼调解的条款之后， 加入一条， 即： “在行政协议案件中， 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或者未按照约定履
行行政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其诉讼请求， 对被告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或者履行相应义务等进行
审查。” 另外， 将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修改为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查明被告依法或依约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

輧輷訛 有研究者甚至指出， “以 ‘法律关系’ 为中心所构建的行政法基础架构， 乃构成支撑行政协议诉讼 ‘关系化’ 改造的行政法
整体图景。” 见前引譽訛， 陈天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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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第五， 判决方式的充实。 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现有条文无法涵盖的 “解除协议判决” “撤销协议

判决”， 可以在 “审理与判决” 一章将 《协议规定》 的第十四、 十七条移入新行政诉讼法， 以法律
条文的形式增加这两种判决方式。

四、 应对行政协议诉讼引发的法秩序困境之远计

纵观 《协议规定》 的 29 个条文， 我们不难发现， 《协议规定》 “诉讼类型化” 的特征非常明显，
其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针对行政协议案件划分为八种情
形， 包括撤销之诉、 课予义务之诉、 给付之诉、 确认之诉等等， 并规定了对应的裁判形式， 并且还
根据 “行为之诉” 和 “关系之诉” 分别规定了举证规则、 时效制度、 审查标准等。 这已经接近于域
外 “诉讼类型化” 的立法模式。 要将这种近乎 “诉讼类型化” 的行政协议诉讼规则体系有机嵌入行
政诉讼法， 如果只是对现行行政诉讼法进行前述局部性修改， 不改变其围绕撤销之诉这一单一诉讼
种类的立法框架， 是难以做到的。 为此， 只有对行政诉讼法进行类型化再造，輨輮訛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才能化解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法秩序困境。

（一） 行政诉讼类型化与行政协议诉讼规则体系的消解

无论是 1989 年行政诉讼法， 还是 2014 年行政诉讼法， 其有关诉讼规则的具体设计几乎完全是
围绕撤销诉讼这一单一的诉讼种类展开的， 如对诉讼请求的简略规定、 起诉条件及起诉期限的单一
化、 举证责任 “倒置” 的分配规则、 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限制等。 换言之， 整部行政诉讼法的条
文设计几乎全部都是专门为撤销诉讼 “精心准备” 的。輨輯訛 这一立法模式难以适应行政诉讼制度发展
的需要， 实务界和学术界早就在呼吁要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诉讼类型化再造， 今后对我国行政诉讼
进行类型化再造是大势所趋。 所谓行政诉讼类型化是指按照行政争议分类处理的观念， 通过判例总
结或者立法规定对不同行政争议适用不同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的倾向和做法， 它以行政争议的多样化
为前提， 根据原告不同的诉讼请求， 规定不同的诉讼要件 （实体裁判要件）、 审理规则与方式以及
裁判形式等。輨輰訛 只要对行政诉讼进行了类型化再造，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嵌入后的现有法秩序困境就
会被消解。 或者可以说， 其所引发的法秩序困境是以 《协议规定》 为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规则体系
本身被消解的方式来解决的。 因为它已被诉讼类型化后的行政诉讼规则体系完全涵盖， 没有了独立
存在的必要性。 以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最为完备的德国为例， 其 《行政法院法》 将行政协议各类争
议 “拆解” 入各个诉讼种类之中。 如， 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公法合同中规定的行政行为 （义务）， 纳
入课予义务诉讼的范畴； 因公法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而对公民提起的诉讼， 要求同意或签订或变
更一个公法合同的诉讼， 属于给付之诉的范畴； 公法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可能 “潜在地” 成为某一
法律关系的标的， 成为确认之诉的标的。輨輱訛

（二） 双向性行政诉讼结构与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的诉权体系之完善

2014 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与施行才七个年头， 期待短期内对该法进行再次修改似乎不大现实，

輨輮訛 有研究者认为， 分析新行政诉讼法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
我国实际上已经走在了行政诉讼类型化发展的道路上。 参见闫尔宝： 《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发展趋向与课题》， 载 《山
东审判》 2017年第 5期。

輨輯訛 章志远：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消解》， 载 《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8年第 3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闫尔宝文。
輨輱訛 参见 [德] 弗里德赫尔穆·胡芬： 《行政诉讼法》， 莫光华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83、 第 311、 第 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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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ecember�2019,�the�Supreme�People’s�Court�issued�the “Regulations�on�Many�Is-
sues�Concerning�the�Trial�of�Administrative�Contract�Cases.” This�judicial�interpretation�means�
that�China�has� thus� formed�a�more�detailed�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litigation� system.�However,�
because�the�legislation�adheres�to�the�orientation�of�the�system�of “civilian�accusation” in�the�ad-
ministrative�procedure�law,�coupled�with�the�fact�that�the�substantive�law�of�administrative�con-
tract�has�not�yet�been�promulgated,�and�there�are�still�disputes�about�the�definition�of�administra-
tive�contract�in�academic�circles,�the�final�administrative�agreement�litigation�system�not�only�has�
difficulties�in�integrating�the�system,�but�also�has�a�lot�of�difficulties�in�application.�In�order�to�re-
solve� these�dilemmas�in� the� legal�order,� in� the�near� future,�we�should� formulate� the�substantive�
law�on�the�administrative�contract�as�soon�as�possible,�and�appropriately�amend�the�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law.�In�the�long-term�conception,�we�should�place�our�hopes�on�categorizing�administra-
tive�litigation�and�constructing�a�two-way�litigation�structur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Contract； 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 Substantive�Law�of�Ad-
ministrative�Contract； Categorization�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

而这一法律所固守的行政诉讼乃“民告官” 之制度的观念及其生成 “土壤” 一时也难以改变。 但我
们相信，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国家行政权的 “高权性” 逐渐减弱， 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
将不再总是一副 “高高在上” 的面孔， 行政协议方式被运用的频率及其中的 “协议性” 也会被不断
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对行政诉讼进行类型化再造， 严格遵循 “行政契约排除行政行为” 的法理， 同
时构建双向性诉讼结构， 赋予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以完整的诉权 （包括原告资格、 申请诉讼保全的
权利以及反诉权等）， 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 由于行政协议仍然存在 “行政性”， 其中行政
机关的诉权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在有关行政协议中的行政行为被提起撤销诉讼和课予义务诉讼
时， 它就不应当享有反诉权。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行使相应行政权力时， 它与协议相对方
“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 在此种关系中机关可以透过行政处分贯彻其请求， 以致其不需要依赖诉讼。”輨輲訛

结语

在定位于 “民告官” 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强行嵌入行政协议诉讼规则———这一打上当下中国时代
烙印的模式还会带来哪些法秩序困境， 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不限于本文前面所
指出的内容， 比如 《协议规定》 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司法追认无效行政协议为有效的规定， 也存在
着引发法秩序困境的可能。 不过， 这些困境或问题都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需要我们有足够的
耐心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 无论如何， 把行政协议案件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将公法的理
念、 原则与规则运用于相关争议的解决， 实属必要！ 因为， 在当今公私法融合的时代， 单纯依靠私
法的理念、 原则和规则， 在涉及政府的合同争议中已经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衡平。

輨輲訛 [德] 埃里希·耶尔曼、 路德维希·弗洛勒等： 《德国行政法院法逐条释义》， 陈敏等译， 台湾 “司法院” 2002年印行， 第 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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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克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赵鑫，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譹訛 参见徐国栋： 《人性论与市民法》，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69页。
譺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法律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 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 依

照其规定。”

薛克鹏 赵 鑫 *

内容提要： 消费者权的主体确定性、 弱势性和发展性要求对消费者权进行特别规范， 并进
而对消费者予以特别保护。 消费者权表达模式并无优劣之分， 完全取决于立法技术本身。
我国目前采用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的原因有前民法典时代消费者权保护的立法传
统、 消费者权保护的公私法交融和民法体系化的需要等。 但这种模式无法实现消费者权利
的融贯性表达， 会产生 “冗余” 困境。 而且， 这种冗余困境往往附随甚至催生许多功能性
障碍， 不仅无法解决民法与消法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理念、 结构定位上的矛盾， 还可能妨碍
审判实践中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解释路
径并行的方式化解冗余困境、 完善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 具体来看， 立法论路径是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消费者权保护的 “统” “补” 作用；
司法解释路径则是通过司法解释， 构建统一的民法表达体系。
关键词： 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 权利表达模式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3

民法典时代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冗余困境与
化解路径

《民法典》 是市民社会的百科全书， 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 《民法
典》 确立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民法规范的局限性。 民
法规则体系立基于 “经济人假设”， 但 “经济人” 也仅仅只是一种假设， 在现实的生活中， 社会人
并非是完全的理性人。① 因而， 《民法典》 的理性人假设与社会具体人的现实之间便存在着相应的矛
盾。 事实上， 《民法典》 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 《民法典》 规范本身的局限性。 《民法典》 第一百二
十八条确认了对未成年、 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 消费者等特殊主体进行规范的法律优先于 《民法
典》 适用， 这本身就是对民法 “经济人假设” 的一次自我修正。② 但 《民法典》 意图依靠引致条款
来统合 《民法典》 与单行法对消费者权保护的法律规范， 不仅无法切实地实现对消费者权的保护，
还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 本文将从消费者权的特征入手， 分析民法典时代消费者权双重表达的困
境， 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出路， 助益消费者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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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钱玉文： 《消费者权的经济法表达———兼论对 〈民法典〉 编纂的启示》， 载 《法商研究》 2017年第 1期。
譼訛 参见王兴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57-58页。
譽訛 参见梁慧星： 《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权利》， 载 《法律科学》 1991年第 5期。
譾訛 参见钱玉文： 《消费者权利变迁的实证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95页。
譿訛 参见谢晖： 《论新型权利生成的习惯基础》， 载 《法商研究》 2015年第 1期。

一、 消费者权利表达体系及其中国模式

消费者权源于民事权利， 但是在具体的规制上， 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权利。 在对消费者权进行
规制的法律体系上， 存在着不同的规制方法。

（一） 区别表达的理论前提： 消费者权的特殊性

消费者权与一般的民事权利存在区别已被普遍承认。 但消费者权的特征具体为何， 却存在争
议。 学界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权具有整体性、 人权性、 规制性、 不对等性。③ 也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权
具有弱势性、 无差别性和非义务性三大特点。④ 显然， 仅从消费者权的表面来把握消费者权的特征，
难免会产生不同学者对消费者权进行不同界定的结果。 而对消费者权特征的把握， 应当从消费者权
本身的实质特征着手。

首先， 消费者权具有主体确定性。 消费者权针对的主体只能是消费者， 只有消费者才享有消费
者权， 只要是消费者， 就享有消费者权。 尽管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将消费者的概念纳入
了 《民法典》， 但与未成年人、 老年人等其他主体不同， 消费者本身的判定并无绝对的标准， 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 任何主体都可能成为消费者。 因而， 对于消费者身份的判定只能依托于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根据其是否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消费者所享有的消
费者权利也是基于消费者这一身份而享有的， 原则来说， 只要是消费者， 均享有相应的消费者权利。

其次， 消费者权来源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弱势性。⑤ 消费者对应的主体为经营者。 消费者权的
赋予是通过给经营者施加义务的方式来实现的。 但与民法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不同， 也与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的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不同， 对于消
费者的划分， 并不以其本身的能力作为划分的标准。 在社会生活中，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 妇女和儿童均有可能成为消费者。 因而， 消费者具有的弱势性并非来自于消费者本
身在行为能力上的弱势性， 而是来源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弱势。 即与经营者相比， 消费者本身在市
场结构和信息方面所处的弱势导致在正常交易中， 消费者事实上将处于弱势的地位， 如果将消费者
和经营者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赋予消费者和经营者相应的权利将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正。 为了弥补
消费者和经营者在能力上的差距， 需要对经营者进行规范， 对消费者进行特殊的保护， 以达到市场
交易的实质公平， 维护市场秩序。

最后， 消费者权本身具有发展性。 从消费者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消费者权的内涵并不是一
个固定不变的概念。 社会的发展推动着消费者权的发展， 在不断发展的交易实践中， 消费者权的内
涵也将会不断丰富。⑥ 一方面， 消费者权的发展性符合权利发展的一般规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 权
利的内容和形式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⑦ 如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格权的内涵不断丰富。 另一方
面， 消费者权的发展性符合消费者权在我国确立的社会背景。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 消费者权的确
定， 先经历了消费者运动， 通过消费者运动促进民众对消费者权的觉醒， 再到法律上确立消费者
权。 但我国的消费者权本身属于法律进行的 “自上而下” 的运动， 在法律规定之前， 并未经历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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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姚佳： 《中国消费者法理论的再认识———以消费者运动与私法基础为观察重点》，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4期。
讁訛 参见魏磊杰： 《德法债法改革之比较： 一个宏观的视角》， 载 《私法研究》 2011年第 10卷。
輥輮訛 See Mathias Reimann,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Reform of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83 TUL. L. REV. 877

(2009).
輥輯訛 See Hein Kotz, Civil Code Revision in Germany: Th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Contract Law, 20 Isr. L. REV. 7 (1985).
輥輰訛 参见谢鸿飞： 《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2期。
輥輱訛 参见张学哲： 《德国当代私法体系变迁中的消费者法———以欧盟法为背景》， 载 《比较法研究》 2006年第 6期； 前引讁訛， 魏磊杰文。

费者运动的觉醒。⑧ 因而， 我国的消费者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权利移植。 从现有各国对于消费
者权的不同规定来看， 消费者权的确认本身不仅具有共通性而且也具有相应的地域性。 因而， 我国
目前因没有经历过消费者运动洗礼过的消费者权内涵， 其在确认后， 可能会与我国现有的社会实践
存在不协调的地方， 在人们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促进下， 其概念内涵会进一步扩张。

（二） 比较法上消费者权利的典型表达体系

如何在法律体系中处理消费者权与一般民事权利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 也是一个世界性
的问题。 从比较法来看， 消费者权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单纯地通过消费者保护特别法来进行表达 （简称 “特别法” 模式）， 如法国对于消费
者权的保护便是通过独立于 《法国民法典》 的 《法国消费法典》。 在 “特别法” 模式下， 消费者保
护特别法自成一体， 在相应的法律规范适用时， 可以不需要借助民法典的规范来解决消费者保护的
法律问题。 即关于消费者权的问题， 在消费者保护特别法的框架下解决。 在处理消费者保护特别法
与民法典内容的关系上， 对于消费者的特别的规范由消费者法来处理， 而民法典仅规定民法自身的
规范范畴， 以保持民法典的体系性和抽象性。 因而， “特别法” 模式能够保持民法典的稳定性， 但
是也会使得民法典对民事关系的调整范围受到限制， 无法保证民法典的实用性。⑨

第二种是通过统一的民法典来进行表达 （简称 “民法典” 模式）， 如德国 2001 年债法改革将消
费者保护全面纳入民法典。 在 “民法典” 模式下， 消费者保护的特别法律规范融入民法典的体系范
围之内， 依靠民法典来解决消费者权保护的问题。 “民法典” 模式的优势在于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民
法的实用性， 在具体调整消费者权等特别法律关系时， 可以在民法典的框架范围内解决。 但此种规
定的弊端在于， 在体系完美简洁的民法典中过度地添加了消费者法的内容。⑩ 与传统民法的简洁精
炼、 高度抽象的规则不同， 特别法的规则相对较为具体细致， 这不仅导致了法典本身的臃肿， 也使
得民法典本身为适应社会规则变化需要反复的变动， 导致法典的不稳定性。輥輯訛

第三种是采用民法典的一般规定和消费者保护特别法来进行表达 （简称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 在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下， 需要民法典和消费者保护特别法的相互配合。 “一般规
定+特殊授权” 的模式， 从理论上来说， 既能够保证民法本身体系的逻辑性， 也能切实地解决社会
发展所出现的新型消费者权保护。 既满足了民法典自身逻辑的需要， 也有利于民法本身实用性的保
证。 但是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本身也是把双刃剑， 尽管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在
立法技术上与 “民法典” 模式相比， 稍显轻松， 但也需要协调民法典和消费者保护特别法规范， 本
身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将特别法融入民法典对立法技术本身具有较高的要求， 德国债法改革饱受
批评就是例证。輥輰訛

（三） 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中国模式及其确立原因

对于上述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在前民法典时代， 我国众多的学者局限于对比较法的经验介
绍，輥輱訛 仅有少数学者对我国消费者权的表达模式进行过探讨。 第一种观点主张， 从法典的体系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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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王天雁： 《民法典编纂中消费者私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 载 《私法》 2018 年第 23 卷； 王云霞： 《分离与融合： 民法典
视域下消费者合同的定位与规制———以网络交易合同为切入点》，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9期。

輥輳訛 朴成姬： 《消费者权利性质与保护路径研究———从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切入》，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1期。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譻訛， 钱玉文文。
輥輵訛 参见钱玉文： 《消费者权的确立与演变———制度变迁视角的解读》， 载 《现代法学》 2010年第 1期。

度来看， 应当采用德国的 “民法典” 模式。輥輲訛 第二种观点主张， 采用法国式的 “特别法” 模式最有
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輥輳訛 第三种观点则赞同采用当前的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认为通过
授权条款来处理消费者权保护与民法典的关系能够解决消费者权与民事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关系，
也能为消费者权的发展预留空间。輥輴訛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 我国采用的是 “一般
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事实上， 从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来说， 无论是 “特别法” 模式还是
“民法典” 模式， 本身并无立法体例上的优势。 因而， 立法模式上的利弊仅仅是模式上的选择， 其更
关键的是对立法技术的要求。 我国消费者权采用当前表达模式具有历史原因、 理论原因和现实原因。

1. 历史原因： 前民法时代的已有规定
在前民法典时代， 尽管我国有了专门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但是 《民法通则》 《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 等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都对消费者权的保护有相当的规定。 换言之， 在前民法
典时代， 尽管我国在法律的形式上并没有明确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但由于消费者权保
护与民法规制在体系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 因而， 在民事单行法律中对于消费者权的相关规定也进
行了一并的规制，輥輵訛 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的模式。 而 《民法典》 的编纂并非
是对原有民法规范的推倒重来， 而是在原有法律体系上的整合和完善， 民法典的诸多规定都源于之
前民事单行法的规定： 如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来源于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 《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零七条的惩罚性赔偿来源于 《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 《民法典》 沿革历史，
将原有民事单行法中对消费者相关的条文进行整合和完善后， 在 《民法典》 中对消费者权进行了相
应的规定。 因而， 在历史的原因下， 原有民事单行法的规定已经被 《民法典》 承继下来， 从而形成
了消费者权双重表达的格局。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在大陆法系国家，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规
范的制定在消费者权利觉醒之前， 因而， 消费者权未被单独规定之前， 消费者权也借助于民法的一
般规范来进行调整。

2. 理论原因： 公私法的交融
与传统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 消费者权的保护不仅涉及到横向平等主体之间的关

系， 还涉及到纵向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不仅需要民法调整还涉及到行政法、 刑法等其他法律的
调整。 而即使在平等主体的调整下，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也绝非简单的完全平等， 而是在事实上
的不平等。 而民法的规范， 除了消费者以外， 还涉及到劳动者等其他事实上不平等的双方， 在此背
景下， 民法呈现出私法的公法化趋势， 而消费者权正好涉及到私法与公法的交界地带， 造成了双重
表达的困境。 首先， 从法律体系上划分， 消费者保护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应当运用经济法的表达
方式。 而民法与经济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存在着模糊地带， 这种部门法之间的模糊界限， 导致法
律规定中的交叉。 尽管从现有的格局上来看， 经济法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但不可否认
的是， 在具体的规范中， 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划分并非是泾渭分明。 如经济法中的产品质量法律制
度、 土地和房地产法律制度甚至是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证券法律制度等都与民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难以简单地通过民法和经济法的分界来进行划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围绕着 《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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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董文军、 刘芳： 《私法公法化视野下的消费者权利保护》， 载 《当代法学》 2007年第 3期。
輥輷訛 参见张礼洪： 《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载 《法学》 2006 年第 5 期； 伍治良： 《中国民法形式现代化之构

想———中国制定民法典必要性之反思》， 载 《湖北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期。
輦輮訛 参见王利明： 《民法典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33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王利明书， 第 134页。
輦輰訛 参见冯玉军、 林海： 《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完善研究———基于消协组织投诉受理情况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载 《法

学杂志》 2014年第 1期。

的制定、 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就产生过巨大的争议。 尽管随着 《民法通则》 的颁布和我国市场经济
的发展， 民法与经济法在表面上的争议逐渐放缓， 但在现代民法的发展过程中， 民法也不断地突破
自己已有的私法界限， 产生私法公法化的趋势， 在私法公法化的过程中， 有关消费者权的规定， 在
民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輥輶訛 其次， 消费者权本身具有集合性的权利属性， 也导致民法典与消费
者权的交叉。 与依靠具体权利所组成的民法不同， 消费者权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权利保护， 所有的
规定都围绕着消费者本身而展开。 在此背景下， 消费者权与一般的民事权利存在着相同的地方， 因
而民法权利规范本身与消费者权存在着共同之处， 这使得民法作为基础性的规范， 对消费者权进行
规范成为可能。

3. 现实原因： 体系化的努力
与刑法规范的体系化不同， 我国在 《民法典》 颁布前， 尽管已经颁布 《民法通则》， 但对于

《民法通则》 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争议， 在民事领域一直存在着大量的民事单行法。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 在法典化之外， 出现了去法典化的呼声， 即通过制定民事单行法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
并不需要民法典或者规定详尽的民法典。 在我国， 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去法典化。輥輷訛 但单纯地按照单
行法的规范， 也存在着体系上的不协调和逻辑上的混乱等问题。 因而， 单依靠单行法的规范， 本身
并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基于此理由， 我国学界有学者主张用统一的民法典来解决单行法所
带来的体系混乱问题， 促进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輦輮訛 体系化也是法典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因而 《民
法典》 的编纂本身就具有民法体系化的价值。 同时， 主张体系化的学者也认为， 民法的法典化本身
并不否定单行法的作用， 而是利用单行法来对法典进行补充和配合。輦輯訛 在体系化思想的指导下， 我
国 《民法典》 采取统一的法典进行基本规定， 在法典之外， 用特别法进行具体规范的模式。 具体到
消费者权保护领域， 即由 《民法典》 对消费者权与民法相一致的制度进行基本规定， 在 《民法典》
之外， 需要对消费者权特殊规制的部分， 由特别法进行特殊的规定， 由此形成了我国现有消费者权
的双重表达。

二、 我国消费者权利表达体系的冗余困境与功能障碍

前民法典时代， 我国形成了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为基础的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輦輰訛 在具体
的消费者权表达上， 除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应规定， 在其他的单行法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而在民法典时代， 如前所述， 从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来看， 我国采用的是 “一般
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 但这种模式本质上却是一种权利表达的系统性 “冗余” （redundance）， 它
意味着我国消费者权利表达体系存在融贯性 （coherence） 的缺失。 这种冗余会催生种种功能性障
碍， 涉及权利保护理念、 权利形态特征等诸多方面， 甚至可能妨碍审判实践。

（一）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的冗余困境

纵观各国的法律规范， 对于消费者权的保护规范至少包括消费者权利规定、 消费者合同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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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美国数学家兼工程师申农创立了信息论， 冗余是信息论的组成部分。 信息发出者为确保信息正确、 有效地传递， 采用重复、
拉长或重叠等补偿手段来解决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的因曲解、 无关信息的干扰、 因信息减弱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等。 这些补
偿手段就是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冗余。 在系统论中， 冗余是指那些在系统沟通中不属于新的成分的沟通组成部分。 参见邹德
艳、 陈婧： 《冗余差异对汉英翻译的启示》， 载 《沈阳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4 期； Niklas Luhmann, Klaus A. Ziegert, and
Fatima Kastner,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5-36. 从系统论原义上看， “冗余” 状态不必然需求
技术干预 （因为它有时可能作为提升信息传播质效的技术干预手段而存在）； 因此， 如果将该语词化用至评价系统完备性，
则只能作中性词解， 或者需要分情况讨论。 本文认为，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表达模式乃加强消费者权保护力度、 提升
消费者权保护针对性与妥适性的立法安排， 但由于这种双重表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才引致种种功能性障碍。 如此， 从发
生学上看， 消费者权的双重表达困境可与系统冗余现象高度拟合， 故而将其称为 “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 ‘冗余’ 困境”。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朴成姬文。

制、 产品责任的规制和消费者权保护机构等四个部分。 在现有的情况下， 我国对于消费者的合同、
产品责任等规范主要由 《民法典》 做出一般规定， 对于消费者权的特殊规范主要集中于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之中， 《广告法》 《价格法》 《产品质量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垄断法》 《食品安全
法》 《电子商务法》 等对消费者权也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采用的 《民法典》 对消费者权进行一般保
护， 由单行法对消费者权进行特别保护的模式， 由于对消费者权保护的多重规定， 产生了消费者权
表达体系的 “冗余” 困境。輦輱訛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的冗余困境表现在消费者权保护规范的立法重复甚至冲突。
我国在立法模式上选择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但正如前述， 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本身并
无优劣之分， 关键在于立法技术的采用。 无论是法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 对于消费者权保护规范都
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立法。 而在我国当前的立法模式中， 尽管编纂了 《民法典》， 但是 《民法典》
事实上是对之前法律规范的汇编， 本身并未在体系上考虑消费者权保护的特殊规范， 仅仅应用引致
条款。 而在 《民法典》 之外， 各个单行法自行其是的格局并未有改变， 缺乏体系规范的单行法之间
必然存在着立法上的重复。 这样的重复既体现在民法典与单行法的重复， 也体现在单行法与单行法
的重复。 如在损害赔偿领域， 涉及一般侵权的损害赔偿， 此部分主要集中于产品责任领域。 事实上
对于此部分的规定， 在消费者权益中， 仅涉及经营者的义务， 并没有调整生产者的领域； 而 《民法
典》 则在侵权责任编中， 对损害赔偿的责任， 直接规定了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赔偿责任。 在此情况
下， 《民法典》 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存在部分重叠。

其次，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的冗余困境表现在消费者权保护缺乏统一的规范体系。 我
国当前采用的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体系性， 但是并
未形成消费者权保护规范的体系。 从我国 《民法典》 的立法来看， 《民法典》 采用的是七编制的立
法体例， 一共一千余条。 对于消费者权的表达， 散见于 《民法典》 的各个部分， 未有整体性的统一
规定。 而我国现在采用的立法模式对于消费者权的表达不仅包括在 《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之中， 还散见于其他诸多单行法之中， 如此分散立法， 又缺乏必要的体系整合， 使得 《民法典》 与各
单行法、 单行法与单行法之间产生体系上的冲突。 如在合同法规定中， 《民法典》 对于消费者合同
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规定， 在此背景下， 以一般性的合同来规范特殊的消费者是否具有合理性深值疑
问。 又如有学者认为， 消费者合同具有特殊性， 不同于一般的合同， 认为我国 《民法典》 应当设立
专门的消费者合同。輦輲訛 而我国当前典型的消费者合同却分散在 《民法典》 以及各个单行法之中。

最后，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的冗余困境表现在立法理念上的不一致。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
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在民法的保护下， 对于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不论民事主体事
实上的能力如何， 民法都给予平等的保护， 法律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一视同仁。 而在消费者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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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分为连贯性、 体系的融贯和理念的融贯三个层次。 连贯性着眼于具体规则的逻辑一致， 体系的融贯着眼
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而理念的融贯立足于法律规则之外的理念的一致。 具体参见雷磊： 《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
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 载 《法学家》 2012年第 2期； 侯学勇： 《融贯性的概念分析： 与一致性相比较》， 载 《法
律方法》 2009年第 9卷。

輦輴訛 参见孙维飞： 《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相应的补充责任———以 〈侵权责任法〉 第 12 条和第 37 条第 2 款为中心》， 载 《东方法学》
2014年第 3期； 郑志峰： 《竞合侵权行为理论的反思和重构》，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8期。

輦輵訛 参见李永军： 《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7页。
輦輶訛 参见周清林： 《论格式条款免责的效力层次———兼谈 〈合同法〉 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 载 《现代法学》 2011

年第 4期。

规范上， 消费者权保护规范更加落实到具体的人的能力上， 是以社会具体人的不同作为法律规范的
前提， 消费者在法律假定上就已被视为弱者。 基于对消费者权的保护， 要求法律给予经营者更多的
义务来保障消费者权的实现， 具有倾斜性。 在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下， 民法和消费者保
护单独法对于消费者权都进行了统一的规范。 尽管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了引致条款， 试
图化解冗余规定带来的体系立法矛盾， 但是在具体的规范上， 无法做到泾渭分明。 《民法典》 和消
费者权单行法中的重复性规定便是例证。

总体来说， 无论是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模式导致的消费者权保护规范存在的立法重复、 无
法形成统一的规范体系， 还是理念上的差异， 都应归根于我国当前消费者权表达体系融贯性的不
足。輦輳訛 而消费者权表达体系融贯性的不足将会使得消费者权表达体系产生一系列的功能障碍。

（二） 冗余困境生成的理念性功能障碍

冗余困境生成的理念性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 其无法解决民法平等保护与消费者权倾斜保护之
间的矛盾。 正如上述， 民法实行平等保护而消费者权要求倾斜保护， 因而将平等保护的民法规范应
用于消费者权保护领域， 势必产生适应上的问题， 无法实现民法要求的平等保护。

首先， 民法平等保护下制定的统一性条款， 无法切实保障作为特殊主体的消费者的利益。 民法
规制的是平等的主体， 在具体的规定上， 民法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进行具体的列举规定， 并未如消费
者作为特殊的主体进行相应的保护； 在以同一规范对待实质上不同的主体时， 将会产生规制上的冲
突。 如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统一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 该条来源于 《侵权责任法》 第三
十七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但受制于 《侵权责任法》 的规则体系， 不仅安全保障义务规定的合理
性受到理论上的诸多质疑， 也最终影响到实践中对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輦輴訛 在 《民法典》 规定的背景
下， 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的问题并未完全消除。 而如果将该规定放置于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之下， 视
为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 则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民法自身体系上存在的逻辑矛盾。

其次， 民法平等保护的理念为迎合消费者权的保护进行的特殊规定产生理论上的分歧与逻辑的
缺陷。 如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了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 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对
显失公平的法律效果进行了规定。 但是前者规定的法律后果是 “无效”， 而第一百五十一条在主客
观归责的条件下， 其法律效果是 “可撤销”。 两者在相应的法律评价中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的归
因， 传统上有学者认为， 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剥夺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缺乏意思自治的情况
下， 自然应当通过给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施加更严重的义务来实现对格式条款相对方的保护。輦輵訛 但此
种理由却实难成立。 尽管格式条款由当事人预先提供并且反复使用， 但预先提供和反复使用仅仅是
解决订立合同的效率问题， 预先提供并不会在实质上损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毕竟即使非意思自治
的情况下， 具有强势地位的一方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 来缔结非公平的条款。輦輶訛 而且， 即使对于
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的非提供方也并不是完全的被动接受。 对于是否接受格式条款， 消费者本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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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朱广新：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 3期。
輧輮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46页。
輧輯訛 参见方新军： 《一项权利如何成为可能？ ———以隐私权的演进为中心》， 载 《法学评论》 2017年第 6期。

有选择权， 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受相应的格式条款的限制。 因而， 传统观点认为的格式条款是对相对
方意思自治的剥夺在理论上难以成立。 事实上， 从格式条款的本身来看， 格式条款一般主要运用的
领域也是消费者领域。 典型的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对格式条款也进行了规定。 在消
费者领域， 由于消费者本身的弱势地位， 与可撤销相比， 直接规定为无效， 能够通过施加给格式条
款提供方更多的义务和更严重的后果来保护消费者的权利， 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 但是在民法领
域， 对格式条款的如此规制， 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令人有疑。 且在 《民法典》 对消费者权双重表达的
背景下， 《民法典》 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双重规定， 无疑会造成立法上的冗余。

最后， 民法试图为其他经济法提供一般法律规则的尝试造成了与传统民法的隔阂。 传统民法遵
循的是补偿原则，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民法典》 在规定正常的补偿之外， 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
学者将之称为私法的公法化。輦輷訛 与传统的民事单行法相比， 我国 《民法典》 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进
一步增多。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第一千二百零七条、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
三种惩罚性赔偿。 尤其是第一千二百零七条规定了生产者、 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民法典》
的规定来源于 《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民法典》 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成为消费者领域
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性规范。 且较之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仅规定对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 《民法
典》 的规定将生产者也纳入到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之内， 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从理论上来
说， 惩罚性的条款适用于传统的消费者并不会产生疑问， 毕竟消费者本身的弱势地位和分散性需要
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方式来对经营者进行不同的规制， 但同等地适用到所有的主体时， 其中的合理性
就深值探究。 且从实际上来看， 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相比，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零七条本身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 在具体的适用上并无切实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輧輮訛

在适用于非消费者领域的场景下， 为何要惩罚以及惩罚性赔偿是否能够发挥相应的惩罚作用， 不无
疑问。

（三） 冗余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功能障碍

冗余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功能障碍主要指向民法权利与消费者权利的形态特征， 表现为其无法解
决民法权利封闭性与消费者权开放性之间的矛盾。 前文提到， 消费者权是一个开放的权利， 也是一
个与时俱进的权利。 尽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章确立了消费者的 9 项基本权利， 但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 消费者权在理论与实践中， 不断地被认可， 这也符合一般权利的发展路径。 但民法本身
对权利的封闭性界定， 却与消费者权的发展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

首先， 民法对新权利的产生存在着习惯性的排斥。 在传统民法中， 对于遇到的新问题和出现的
新权利， 民法总是想通过对自身体系的解释来寻找替代解决方案。 如对于隐私权、 让与担保、 强制
平仓等问题， 民法学界起初都是尝试将其置于既有的理论之下， 意图通过既有的理论来涵盖新出现
的概念， 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从历史来看， 无论是罗马法还是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
典》， 民法始终秉持着守成的态度， 一种权利从出现到受到民法的保护极其困难。 以隐私权的发展
为例， 隐私权在我国从被意识到需要进行保护， 到最终在法律上成为一种权利， 一共费时 22 年。
尽管隐私权的确立费时如此之长， 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此种隐私权从发现到法律的最终确立依
然可算迅速。輧輯訛 而日新月异的消费者权显然难以忍受如此长时间的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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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刘雪娟诉乐金公司、 苏宁中心消费者权益纠纷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5 年第 6 期； 《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
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3年第 5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姚佳文。

其次， 消费者权的 《民法典》 表达， 将增加新型消费者权确立的难度。 由于 《民法典》 属于一
个综合的法律， 起着民事基本法的地位， 在修改的难度上， 与单纯的单行法相比更大。 在新型消费
者权出现后， 及时地在民法中进行表达， 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且由于民法典本身属于一个相对较
为完善的体系， 对于民法典的修改， 需要综合考虑整个体系的协调， 与单行法的修改相比， 在立法
技术上也更加复杂。

最后， 《民法典》 中对消费者权的表达， 将在立法上增加消费者权经济法表达的难度。 与德国
的完全依靠民法表达的模式相比， 我国采用的是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从理论上来说，
当新兴的消费者权在 《民法典》 中表达存在困难的时候， 依然可以通过单独修改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方式来对新的消费者权进行确认， 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但从实际来看， 当某种权利已经
在民法典中有相应的规定或能够用 《民法典》 来大致但不精准地涵盖的时候， 如果消费者权再进行
相应的表达， 不仅会在事实上造成立法上的重复， 而且， 在具体的过程中， 因为已有法律的规定，
既提高法律制定的难度， 也造成体系协调上的困难。

（四） 冗余困境生成的实践性功能障碍

冗余困境生成的实践性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 其无法满足审判实践解释统一性与适用一致性的
基本要求。 尽管采用 “一般规定 +特殊授权” 的模式， 在理论上来说， 裁判者完全可以以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作为相应的基础进行理论上的判决， 但实践中， 将消费者权表达在民法典中将会切实
影响到法律的实用性和司法裁判。

首先， 民法典中对消费者权的表达， 将会使得民法中的平等和意思自治等理念影响到司法裁判
者对案件的裁决。 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 尽管案件涉及对消费者的保护， 但是在具体的裁判中， 司
法裁判者习惯应用民法的相关理念来思考消费者权的相关问题， 导致消费者权无法得到切实的保
护。輧輰訛 且由于 《民法典》 树立了对消费者权的一般规范， 从理论上来说， 消费者权的表达应当受到
私法的规制， 学术上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輧輱訛 而此种形式平等的观念必将反映到现实的裁判中。 但
消费者本身却与经营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以平等的理念来规制事实上不平等的主体， 在具体
案件裁判中， 难免存在问题。 如民法学界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 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巨大的
矛盾， 且从实践来看，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极其混乱。 此便是未能把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安全
保障权利与一般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区分对待所致的问题。

其次， 民法典中对消费者权的表达将增加司法裁判者的难度， 加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我
国幅员辽阔，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法官的素质也存在不同。 在 《民法典》 统一表达的情况
下， 将民法一般性的规范适用于特殊的消费者之中， 在某些情况下必定涉及对 《民法典》 中条文的
解释。 具体来说， 消费者权的民法表达要求司法裁判者对法条进行判断和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 以
更好地应用到特殊的消费者之中。 但法条的解释， 往往带有解释者的主观意图， 夹杂着主观意图的
解释在具体的裁判中势必无法做到解释上的统一与法律适用上的一致。 而消费者权本身是一个抽象
的权利， 如何具体地贯彻到司法中， 得到切实的保护，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裁判者。 而此种裁判上的
不一致在民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如同样是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在不同法院审理， 不仅在裁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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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参见 “刘某某与昆明某某航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某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某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案”，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2015） 盘法民初字第 936 号民事判决书； “申瑾与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等侵权纠纷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8） 京 0105民初 36658号民事判决书。

輧輳訛 参见马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条款适用中引发问题之探讨———以修订后的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一年
来之判决为中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3期。

数额上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距， 而且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判决。輧輲訛 这里面既有现有法律体系不完备
的因素， 也有现有的民法无法详细地规范具体的案例所产生的问题。

最后， 司法实践的审理需要更加细致的规定， 而 《民法典》 由于规制对象本身的宽泛性和条文
本身的数量有限， 在具体的规定上， 难以很好兼顾消费者本身的特殊性。 如仍以 《民法典》 第一千
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为例， 尽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进行了再规定， 但在
《民法典》 基础规范的前提下， 消费者基于自身弱势需要在举证责任、 归责原则等方面进行倾斜保
护， 这些规定都没有在 《民法典》 中体现出来， 在未来必将给审判实践造成困难。輧輳訛

三、 突破我国消费者权表达体系冗余困境的双重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与单行法的规范相比， 我国采用的消费者权双重表达的模式， 在理论上
存在着天然的不足， 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 而双重表达的困境，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
现实的原因， 更有立法思想的影响。 对于消费者权双重表达困境的解决在民法典规定的背景下， 存
在着两种可能的解决路径。

（一） 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统” 与 “补” 的作用

前已述及， 对于消费者权表达体系的建立起关键作用的是立法技术。 在 《民法典》 已经出台的
背景下， 我国的消费者权表达体系在法律上已经确立。 重新对 《民法典》 进行修订， 在实际上存在
着巨大的困难。 在 《民法典》 难以修改的情况下， 需要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进行相应的调整和
定位， 以适应 《民法典》 的规定。 具体来说， 应当修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将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定位为一个综合性的保护消费者的法律， 发挥 “统” “补” 的作用， 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消费者权保护进行体系化的规定。 具体来说：

一是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统” 的作用。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 《民法
典》 对消费者权的保护， 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但囿于 《民法典》 本身体系庞杂， 其不仅是消费者
权保护的一般性法律， 也是劳动者权等其他权利保护的一般性法律， 因而 《民法典》 本身在照顾消
费者权的同时， 也要兼顾其他法律的规范， 产生了相应的困难。 为解决此难题， 需要发挥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作用， 在 《民法典》 外， 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作为消费者权保护的核心， 统一
规范消费者权， 以形成融贯的消费者权保护体系。 具体来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统” 的作用发
挥在两个部分。 第一是树立消费者权保护的一般规范以应对新出现的消费者权。 在我国现有的情况
下， 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 民法发挥着一般性规范的作用， 实行消费者权 “特别规范—民法规
范” 保护的结构。 但在民法典的规范下， 消费者权的确立本身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在消费者权缺乏
特殊保护的情况下， 进入民法规范保护的范畴。 而民法的平等保护与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矛盾， 以民法规范来处理新型的消费者权将会存在着适用理念和保护规则上的问题。 因而，
需要在消费者权特别规范与消费者一般规范之间设置一条缓冲的路径， 即树立消费者权保护的一般
规范。 具体来说， 在产品责任的规制上， 尽管其合理性不无争议， 但是产品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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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 已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消费者权的实现。 因而， 应对新出现的消费者权主要体现
在合同上。 笔者主张， 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 制定消费合同的总则规定， 以区别于民法规定
的一般合同规则， 为后续新型消费权利的出现提供一般性的保护规则。 第二是发挥统领其他消费者
权保护的法律规范的作用。 在我国， 对于消费者权的保护规范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之中， 依靠单行
法， 必然存在体系协调和找法困难等不足。 而我国现有的消费者权利表达体系， 以民法典为基础规
范， 但民法典本身的体系性要求， 使得其无法承担整合消费者权保护法律规范的重任。 因而， 可以
依靠调整后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来统合各个单行法规范。 事实上， 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
结构来看， 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化结构， 只需要将相应部分的内容予以补充， 并协调相关
规则即可。 具体来说， 应当整合民法典外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规范， 置于调整后的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之中， 以达到体系的圆满。 对于无法整合的部分， 可以在借鉴 《法国消费法典》 的规范来
解决即在相应的部分， 指明规范的解决条款， 以解决找法困难的问题。 如 《法国消费法典》 第
L112-3 条规定家禽饲养方式标注的使用条件， 由 《农村和海洋渔业法典》 第 L664-14 条规定。

二是要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补” 的作用。 在调整消费者权的关系上， 《民法典》 中的法
律规范属于一般性的规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属于特别性的规范， 《民法典》 也已经进行了相应
的规定。輧輴訛 从现有的体系上来看， 《民法典》 中涉及到消费者权保护的部分主要集中于合同编、 侵权
编和人格权编。 而人格权编的保护属于对人一般性的规定， 其本身并不需要消费者权进行另外的保
护。 而合同编和侵权编中的某些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 因而， 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需要厘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与 《民法典》 在具体规范之间的关系。 对
于 《民法典》 中已有规定， 消费者权本身又并不具有特殊性的重复部分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
进行删减。 对于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完全的部分， 如消费合同、 惩罚性赔偿的体系等， 进行重新的规
定， 与 《民法典》 相互配合， 建立一套完善的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 具体来说，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补” 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合同的订立、 履行和救济阶段。 首先， 应当补细 “规则”。 尽管学界对
于消费者权利的概念内涵存在着相当的争议。輧輵訛 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安
全保障权、 知情权、 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获得赔偿权、 成立维权组织权、 获得知识权、 受尊重及
信息得到保护权、 监督权等九项基本权利； 上述权利需要依靠具体的规则来进行落实。 如在合同的
订立阶段， 主要保证的是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有
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者、 用途、 性能、 规
格、 等级、 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明书， 以及售后服务或者
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但如何在具体操作进行救济， 本身相对模糊， 在具体适用的
时候， 依然会产生相应的模糊标准需要法官进行判断， 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利。 可资借鉴的
是， 《法国消费法典》 分类型对相应的部分进行了特别的规定， 以形成明确的指引。 这不仅有利于
法官裁判， 也有利于普通群众了解相关规则。 其次， 应当 “补” 充类型。 正如前述， 消费者权的保

輧輴訛 参见王利明：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4期。
輧輵訛 如李昌麒教授认为消费者权包括： 消费者的安全权、 消费者的知悉权、 消费者的选择权、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的

索赔权、 消费者的结社权、 消费者的受教育权、 消费者的受尊重权、 消费者的监督权和消费者得到可供商品和服务的权利；
张守文教授认为消费者权包括： 安全保障权、 知悉真情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依法求偿权、 反悔权、 依法结社权、
接受教育权、 获得尊重权和监督批评权； 漆多俊教授认为消费者权包括： 安全权、 知情权、 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索赔权、
结社权、 受教育权、 维护尊严权、 监督权和远程商品交易的反悔权。 参见李昌麒、 许明月： 《消费者保护法》，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73-86 页； 张守文主编： 《经济法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67-372 页； 漆多俊主编： 《经济法
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37-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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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一般民事权利相比， 在于消费者一方处于弱势的地位， 消费者无法与经营者对等磋商， 因而，
法律需要对消费者的权利类型进行特殊的规定。 在比较法上， 不少国家专门规定了消费合同。 笔者
认为， 基于消费者的不平等性， 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除规定消费合同的总则外， 还应当规定
具体的消费合同类型， 以形成与一般合同不同的规则。 最后， 还要补全 “缺陷”。 民法典对于消费
者权利的规定主要是集中于合同的一般条款和对于消费者保护的特殊条款。 对于合同的一般条款，
可以通过 “补” 规则来进行相应的完善， 但是对于消费者保护的特殊条款， 应当独立于民法典的存
在， 否则， 将会引起体系上的矛盾。 结合到我国民法典的规范， 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将本应当适用于
消费者保护的特殊规范从民法典规范中释放出来。 如前述的格式合同， 除已有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六条的规制外， 还应当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引入行政审查的方式来规制格式条款
中恶意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輧輶訛

（二） 借由司法解释构建统一的民法保护体系

现有消费者权的保护困境来源于 《民法典》 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消费者保护单行法对消
费者权规定的冲突。 在 《民法典》 本身无法修改的背景下， 除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进行修改
外， 还可以强化 《民法典》 的保护体系，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统一纳入民法的保护范畴。 此种方案类
似于德国法对消费者权的保护模式， 即发挥民法典的统一作用， 利用法典而不是单行法来保护消费
者权的实现。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利用司法解释来对 《民法典》 中的一般规定进行解释。 在 《民法典》 颁布后， 由于民法典
本身容纳的条文有限和社会实践的复杂， 对于民法典的解释势在必行。 如 《民法典》 生效前夕， 最
高人民法院密集颁布的系列司法解释。 因而， 消费者权存在的相关问题借助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具
有可行性和合理性。 具体来说， 首先， 可以通过对现有 《民法典》 中合同和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则进行
梳理， 梳理出消费者权保护的特殊规范、 一般民事权利规范， 从而在司法解释中对 《民法典》 中规
定的消费者特别规范予以确认， 明确其仅适用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以解决民法的一般规定与消费者
特殊保护之间的矛盾， 如对于格式条款、 惩罚性赔偿等应当仅适用于消费者权保护。 其次， 可以通
过对相关概念的解释， 推演出消费者保护所具有的特殊情形。 如对于消费者的概念，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进行了相应的界定， 但是当前学界对于消费者权益概念内涵的界定本身存在着相当的争
议，輧輷訛 实践中对于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輨輮訛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消费者内涵的界定， 更是众说
纷纭。輨輯訛 由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 因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相关概
念是否能够定义到整个民法体系中， 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确认， 以统一司法中对于消费
者概念所存在的争议。 最后， 还可以利用司法解释对消费者权保护的相关规则予以相应的细化。 如
同样是重大误解， 但是对于是否符合重大误解的判断上， 对于消费者的认定应当与一般的民事主体
存在区别。 此种细化规定能够在弥补民法抽象性规定对具体的消费者权保护的适用瑕疵的同时， 解
决 《德国民法典》 中规定消费者权所引起的法律臃肿问题， 既保留了民法体系本身的简洁抽象， 以
保持民法的稳定性， 也兼顾到了民法的实用性。

二是利用司法解释对民法典没有规定的部分进行补充解释。 前已述及， 我国现有的消费者权保

輧輶訛 参见徐涤宇： 《非常态缔约规制： 现行法检讨与民法典回应》，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3期。
輧輷訛 参见马一德： 《解构与重构： “消费者” 概念再出发》， 载 《法学评论》 2015年第 6期。
輨輮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沪一中民一 （民） 终字第 3154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

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277号民事判决书。
輨輯訛 参见杨东：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体系的构建———以日本的立法经验借鉴为视角》， 载 《社会科学》 2013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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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ive� certainty,� vulner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rights� require�
special�protection�and�regulation�of�consumer�rights.�There�are�no�advantages�or�disadvantages�to�
the� expression� mode� of� consumer� rights,� which�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itself.� The� reasons� for� adopting� the “ general� provisions� plus� special� authorizations” mode� in�
China�are� the� legislative� tradition�of�protecting�consumer�rights� in� the�era�of�pre-civil�code,� the�
integration�of�public� and�private� laws� and� the� need� to� systematize� the� civil� law.�However,� this�
mode�does�not�allow�for�a�coherent�expression�of�consumer� rights�and�creates�a “ redundancy”
predicament.�Moreover,� this� redundancy� predicamen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or� even� creates�
many� functional�obstacles,�which�not� only� fail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ivil� law�
and�consumer�law� in� terms�of� the�concept�and�structure�of�consumer� rights�protection,�but�also�
may� hinder� the� uniformit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nsistency� of� legal� application� in�
judicial�practice.�The�legislative�and�judicial�interpretation�paths�can�be�considered�in�parallel�to�
resolve� the� redundancy� predicament� and� improve� the� expression� system� of� consumer� rights� in�
China.�Specifically,�the�legislative�path�is�to�improve�the�Law�on�Protection�of�Consumer�Rights�
and� Interests,� giving� play� to� its “ unifying” and “ complementary”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rights.�The�path�of�judicial�interpretation�is�to�build�a�unified�expression�system�of�civil�
law�through�judicial�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ivil� Code； Law� on�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Consumer�
Rights； Mode�of�Expressing�Rights

护体系存在着不完备的地方， 因而， 如果要依靠民法典来统一规定消费者权利保护， 则应当利用司
法解释， 通过借鉴和整合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 对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消费者权
的部分进行完善， 以达到体系的融贯。 但与在前述方案一中， 发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补细规
则、 补充类型、 补全缺陷的作用不同， 我国已有相应的民法典， 因而对 《民法典》 的解释， 应当是
对现有规定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代替立法。 因而， 此
处对民法典没有规定的部分进行补充解释， 主要是利用司法解释， 对之前单行法之中规定的交叉部
分和适用规则进行一个解释， 以达成体系的完满。

结语

公私法交融已成为被普遍承认的事实， 民法规范的范围逐渐超出了其原有的调整范围而渗入到
经济法的领域。 我们在面对并接受这种局面形成的同时， 也应当反思此种现象的合理性， 并寻找更
合理的解决路径。 消费者权和传统的民事权利无论在形成原因还是在保护方式上都存在不同， 以
《民法典》 的方式来规范消费者权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同样会带来新的体系问题并影响到
实践。 当前采用的 “一般规定+特殊授权” 模式， 很难形成民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之间的和谐共进。 而
在 《民法典》 颁布后， 本应是解释论行使的天堂。 但是 《民法典》 与其他消费者权保护单行法之间的
鸿沟， 解释论无法填平， 仅能依托于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或者 《民法典》 的司法解释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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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马彪，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7ZDA13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魏玮： 《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的思考》， 载 《知识产权》 2007年第 6期。
譺訛 宋建宝： 《美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量刑依据问题及借鉴———以美国 〈经济间谍法〉 为中心》， 载 《法律适用》 2015年第 2期。
譻訛 周子简、 陈汇：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 “重大损失” 要件的检视》， 载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9年第 4期。
譼訛 《中美贸易协定》 1.7： 中国： （一） 作为过渡措施， 应澄清在相关法律的商业秘密条款中， 作为刑事执法门槛的 “重大损

失” 可以由补救成本充分证明， 例如为减轻对商业运营或计划的损害或重新保障计算机或其他系统安全所产生的成本， 并
显著降低启动刑事执法的所有门槛； 以及 （二） 作为后续措施， 应在可适用的所有措施中取消将商业秘密权利人确定发生
实际损失作为启动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调查前提的要求。

冯晓青 马 彪 *

内容提要： 商业秘密的民事侵权和刑事入罪标准历来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务中只得求诸唯
数额论和证明标准论进行区分， 但借助于二次违法理论分析， 上述标准均无法反映刑法保
护的核心特征。 明晰商业秘密的属性是厘清侵犯商业秘密罪法益保护的前提和根本， 采用
多因素测试法才可以充分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 而重大损失仅作为行为结果成为入罪
标准的考虑要素之一。 重大损失以客观数额为体现， 类型化行为模式下重大损失的计算方
式和范围有所不同， 对于已经披露进而导致丧失商业使用可能的行为采用以商业秘密价值
为主要考虑的标准， 而对于未经披露仍具有商业使用可能性的行为结果通常以商业秘密使
用价值为核心要素， 而此时使用价值的计算方式可以借助于民法规则并予以修正。
关键词： 商业秘密 入罪标准 法益保护 重大损失 商业秘密使用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4

民刑交叉视野下侵犯商业秘密罪边界的检视与厘清

一、 问题的提出： 侵犯商业秘密的民刑边界模糊

在过去， 当谈及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刑关系时， 学理上多以刑法的谦抑性为由对刑事保护优
先论提出批判， 认为多数情况下民法足以规制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 无需动用刑事处罚。譹訛 然而， 这
种观点已然不符合当下加强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潮流和趋势。 一方面， 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 我国
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远远弱于域外。 以美国为例， 个人实施经济间谍罪的， 可处罚金五十万
美元或者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个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 法院可以判处罚金， 或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或二者并处。譺訛 反观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定刑， 至高也只是判处被告人七年有期徒刑。 另
一方面， 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一直面临很大的国际压力， 保护实践一直以来饱受诟病， 这也成为美
国频繁发起对华为公司 337 调查的理由之一。譻訛 中美贸易协定的第 1.7 条譼訛 更是强调我国应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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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杨帆： 《侵犯商业秘密罪 “重大损失” 司法认定的困境、 成因及突破———以 “刑、 民损失” 认定区分为切入点》， 载 《政治
与法律》 2013年第 6期。

譾訛 赵秉志、 刘志伟等： 《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的研讨》， 载 《人民检察》 2010年第 4期。

启动刑事执法的所有门槛， 并规定双方均应取消任何将权利人确定发生实际损失作为启动刑事调查
前提的要求。 商业秘密的民法保护与刑法保护存在递进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压缩刑事处罚的存
在空间。 相反， 为了使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与国际接轨， 还应当在协调刑、 民关系的同时， 强
化商业秘密的多元化保护， 适当扩大刑事保护的范围。

为实现这一目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 刑边界， 也就是什么情况下构
成刑事犯罪， 什么情况下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然而， 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状况来看， 这一边界并不
清晰。 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 民事与刑事的边界通常经由两条路径予以明晰。 第一是实体法路
径， 即通过比较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在民法和刑法中的构成要件来确定二者的差异， 具体而言就是是
否 “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是程序法路径，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经常同时触犯刑法与民法， 此时就会
出现因民刑程序不同而导致的两类案件无法衔接的情况， 详言之， 即证明标准造成的边界问题。

（一） 以重大损失为边界

理论上通常认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刑差异在于是否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商业秘密的
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在主体和行为方式上均保持一致， 唯一的不同在于行为后果。 详言之， 刑法单
独设立了重大损失要件， 并规定了五十万元的入罪标准。 因此， 五十万元就成了区分的重点。

将重大损失视为刑民边界的做法在学理上引发了大量批判。 一方面， 单独以经济损失为入罪标
准， 此种做法容易导致 “唯数额论”， 且难以覆盖未造成经济损失但导致其他严重后果或具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情况。 因此， 有学者提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结果应当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破
坏的程度，譽訛 亦有学者建议增设其他严重情形与重大损失并列， 补足由单一金额认定带来的不完整性
问题， 如行为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次数、 手段， 行为人侵犯商业秘密的动机， 被侵犯的商业
秘密的重要程度等；譾訛 另一方面， 尽管民法和刑法在处理商业秘密案件时均强调 “损失” 要素， 但民
法意义上的损失与刑法意义上的损失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 民法中的法定赔偿在损失数额难以查明
的情况下， 是根据法官的自由心证所确立下的数额， 而刑法中的重大损失则要尽可能地贴近权利人
的真实损失且要有证据的支撑。

（二） 以民刑程序差异为边界

有观点认为， 为处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民交叉问题， 应当通过民事和刑事审判的先后顺序
予以解决。 通过整合民、 刑、 行三审合一的做法， 以此实现民法和刑法程序的合理衔接， 避免出现
刑民倒挂的情况。 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在程序要求上存在巨大差异， 主要体现为证明标准的不同。
在民事诉讼中， 证明标准只需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即可， 而刑事诉讼则要求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并
达到 “道德上的确定性”， 这显然要高出民事诉讼不少。 证明标准的差异会造成民、 刑审判中损失
范围的不同。

具体而言， 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例中， 侵权 （犯罪） 行为与权利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确定
损失数额的关键， 同时也是举证过程中的难点。 举例而言， 法院在计算权利人损失之时， 被告人可
以提出权利人经营不力或者市场发生变化的抗辩； 而当法院在计算被告人获利时， 被告人又能主张
其自身获利并非全部来自于涉案商业秘密， 而是源自于其正确的营销策略或管理经验。 侵犯商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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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蒋舸：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2期。
讀訛 杨兴培、 朱可人： 《论商业秘密保护的民刑界限———以跳槽后使用原单位的图纸进行营利行为的性质认定为视角》， 载 《法

治研究》 2013年第 1期。

密案件往往按照多因多果的模式发展， 鲜有单一且清晰的一因一果关系链条的出现。譿訛 在民事诉讼
中， 只要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 因此法院无需准确地查证权利人的损失是否均由
被告人的侵权行为所致， 那些只是 “可能” 由侵权人造成的损失也被囊括在损害赔偿的范围内。 然
而， 在刑事诉讼中， 法院却必须精确地识别出受害人损失的原因之所在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
度， 如此一来， 那些 “可能” 的损失就不应该被考虑在内。 从这一角度来看， 刑法与民法中的损失
范围会因证明标准的不同有所差异， 因而民事审判中的损失数额也不宜直接应用至刑事审判中。

综上所述，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何时落在犯罪圈内， 何时以民法规范即可， 目前来看并无定论。
学理上既有观点着眼于实体法因素， 通过重大损失因素分别两者， 也有观点从程序角度入手， 认为
只要解决程序问题， 那么民、 刑边界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本文将分别反思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考
路径， 分析其各自的利弊。

二、 构建多元因素判定商业秘密的民事和刑事边界

划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刑边界， 首先需要厘清造成二者模糊的问题根源。 就实体法问题而
言， 重大损失在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唯数额论的倾向， 对此需要进行反思。 就程序法问题而言， 应当
认识到程序因素并非区分民事和刑事边界的核心要素。 故而， 明晰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民边界，
应当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入手， 着眼于商业秘密作为保护法益的性质和内涵， 以此为
桥梁充足侵害后果的内涵。 侵犯商业秘密的结果不仅限于经济损失， 应当破除损失认定的唯数额论
倾向， 认识到其他诸多相关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 本文提出多因素测试法， 旨在对不同类型的因素
做出综合讨论。

（一） 对现有单一判定标准的反思

1. 破除唯数额论： 以二次违法理论为基础
二次违法理论认为， 刑法具有谦抑性， 刑事制裁作为司法程序最后的保护手段， 只得在前置法

将涉案行为评价为非法、 且出现失灵无法规制的情况下才能介入， 由此实现 “出于他法而入刑法”，
保障法的最终目的。讀訛 该理论强调在前置法明确规定当事人责任的场合下， 并没有刑法入罪的可能
性， 以此防止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多的利用刑事打击代替行政制裁和民事诉讼的情况， 避免国家公权
力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不正常的干预。 根据二次违法理论，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刑差异在于社会
危害程度的不同， 此种危害程度反映在构成要件上就是重大损失。 因此， 有观点以维护刑法的谦抑
性为由， 对商业秘密多元化保护的扩张进行限制。

回到商业秘密的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边界， 一般认为， 商业秘密的民事侵权行为是对于持有
人的潜在或现有市场利益造成的损害， 而刑事犯罪标准在主体、 行为上均与民事侵权保持一致， 在
行为后果即重大损失层面单独规定了五十万元数额的入罪标准， 因此可以发现违法和犯罪的区分标
准在于行为后果损失数额。 但是对于刑法规定提出的借助于五十万元行为结果的模糊标准存在两种
问题， 容易造成与民事违法侵权的协调问题。

一方面， 二次违法理论强调民事损害和刑事重大损失存在 “质” 的区分。 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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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参见前引讀訛， 杨兴培、 朱可人文。
輥輮訛 刘蔚文：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 载 《法商研究》 2009年第 1期。
輥輯訛 江波：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研究———以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为视角》， 载 《知识产权》 2008年第 11期。
輥輰訛 唐海滨、 孙才森等： 《有关商业秘密立法的重点难点问题》， 载 《中国法学》 1999年第 4期。

行为存在固有的 “质” 的不同， 单独的数额标准并不足以明确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的边界。 对
于商业秘密本身来说， 其无形性特征使得搜集用以证明损害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证据变得尤其困难。
我们很难认为， 对于造成持有人 49 万元的市场利益损害与造成 51 万元的市场损害后果有本质的差
别， 但行为人所面临的惩罚力度的巨大差异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纯粹经济损失标准所带来的公平问
题。 况且从法律体系角度出发，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益定性指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利益， 若
单纯以数额损失作为入罪标准则难以与财产利益犯罪进行有效衔接。 因此， 其他破坏竞争秩序的行
为， 亦可以从违反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的主观恶意和行为手段出发， 亦需要考量其他包括企业破产
和声誉评价降低的间接因素。

另一方面， 二次违法理论能够有效抑制实践中通过仅具有数额要素的重大损失降低刑事入罪门
槛， 进而倡导刑事保护优先的方式。 若围绕同一侵害事实而言， 数额损失的侵害设置刑事处罚已经
与在先的民事和行政的风险预防功能有所重合。 更何况要预防刑事功能的过度扩张风险， 严防借助
刑法规范对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直接进行干涉和控制， 这也与二次违法理论逻辑相互冲突， 因为刑法
不应成为一种政策性手段或者工具而介入风险社会领域， 因为用刑罚手段控制本身就是滋生风险的
宿体。讁訛 在民事规范中可以对重复侵权、 恶意侵权行为予以惩罚性赔偿或行政处罚的干预措施， 进而
实现社会风险预防的功能， 而无需采用严厉的刑事手段进行惩处。 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七
条已经就商业秘密民事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和具有惩罚要素的法定赔偿进行了规定， 因而对于以风险
预防为目标的司法考量在裁判时应当慎重。 更何况刑事规范对于重大损失的解释和界定的模糊性更
容易造成刑事干预经济运行的一大理由， 这也是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中先刑事干预的一大起因。 那此
时就容易出现 “有罪推定” 的不公平现象， 即司法机关总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论证 “重大损失” 的
存在， 而这将会使一些民事侵权行为被当作犯罪来处理。輥輮訛

2. 解构程序因素： 证明标准并非民刑边界之核心
在讨论侵犯商业秘密的刑、 民交叉问题时， 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程序问题上， 即民事审

判和刑事审判哪一个在先。 这类问题的共性在于， 其意图解决的问题仅限于节约司法成本和提高司
法效率，輥輯訛 所讨论的重心在于管辖问题等程序事项的选择，輥輰訛 并未涉及重大损失这一实体要件所带来
的影响。

证明标准问题并不能够成为正向的积极证明推导民法和刑法适用边界和解释路径的关键， 而仅
作为一种辅助因素抑或称之为消极因素以实现民法和刑法的界分并保障程序正义， 其间接作用于事
实证据的输入选择阶段， 但鉴于无涉于裁判规则， 因而无助于民刑交叉中商业秘密重大损失的界定
问题。 如果说商业秘密重大损失的界定符合 “事实证据输入端”， 经过合理的 “裁判规则推导端”，
最终得到重大损失 “结果输出端” 这一逻辑流程， 则程序性问题对重大损失的影响指向事实证据的
输入端， 但此种间接影响难以对重大损失的裁判规则树立起可预期的目标，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此种
事实证据输入端属于个案认定，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对损失数额进行举证并经质证， 法院依照民
事的 “高度盖然性” 或刑事的 “排除合理怀疑” 标准进行研判。 此种程序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限于个
案要素， 此种经验性的裁判结果难以归纳或类型化为普适性的事实证据规则， 更重要的是与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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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吴小英： 《重塑程序意识———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载 《现代法学》 1999年第 4期。
輥輲訛 万毅： 《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考辨———兼论程序优先理论》， 载 《政法论坛》 2003年第 6期。
輥輳訛 田宏杰：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载 《法学评论》 2020年第 1期。
輥輴訛 胡业勋： 《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看全球化背景下刑民法之界域》， 载 《河北法学》 2009年第 10期。
輥輵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课题组：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后商业秘密司法审判调研报告》，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19年第 11期。
輥輶訛 莫洪宪、 刘峰江： 《法益转向： 商业秘密私权确立之刑事应对》，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18年第 7期。
輥輷訛 孔祥俊： 《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实务》，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37页。
輦輮訛 史仲凯： 《简论商业价值与商业秘密侵权损失的评估基准》， 载 《时代法学》 2014年第 3期。

体法解释的裁判规则之损失金额计算方式并无关联， 难以确立同一性的重大损失裁判规则。
应当注意的是， 区分程序法和实体法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裁判人员的目光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之

间来回流转， 二者密切相关， 但只有明确了实体法的权利义务或者法律解释路径之后， 程序法才有
适用的依据和空间。 实体法是以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为主的法律， 而程序法则使实
体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行为或权利义务统一起来，輥輱訛 保障实体法律得以现实操作和运行
的规则。 进言之， 程序法既可以以工具主义的形式保障实体法的现实化和实施， 当然同时又具有程
序正义的独立性价值，輥輲訛 关于程序正义的问题将在后文介绍。 因此程序法冲突的核心大多数指向于实
体法关于责任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程序法适用冲突其实是表象， 其本质乃在于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
及裁判结果上的冲突。輥輳訛 解决重大损失民刑交叉的关键应在于刑法适用的明确性， 以刑罚处罚的必要
性来分野侵犯商业秘密的刑民之间的界限。輥輴訛 只有划定实体法中的权利边界和法律解释路径， 明确重
大损失所指向的法益或权益对象， 法律才更具有稳定性和科学性。

（三） 多因素测试法的提出

1. 建构基础： 商业秘密的法益定位
社会危害性概念虽然在法政策学层面将民法和刑法进行区分， 但却缺乏解释论机能， 难以指导

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 因此有必要引入法益侵害理论以克服社会危害性内容的空泛性， 重在
揭示侵犯商业秘密罪实质上所指向的法益， 实现犯罪要件的实质化和科学化。

一方面， 刑法和民法虽然都旨在保护商业秘密， 但是二者的规范目的存在明显差异。 民法关注
损害赔偿， 刑法则聚焦惩罚和预防。 具体而言， 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主要集中于对权利人现实利
益和潜在利益的赔偿和补足， 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亦实现了对社会竞争秩序的保
护。 相反， 刑法的关注重点则在于通过惩罚犯罪遏制行为的再次发生， 因此刑事规范更重视对损害
的社会关系的修复和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輥輵訛 换言之， 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考量更多的是惩罚所带来的
社会成本收益问题， 此种社会利益主要体现为对犯罪人的报应效用、 矫正争议的社会效用、 维护公
平竞争秩序的公共利益等。 因此， 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偏向于公共利益的综合性法益保
护， 如社会整体科技创新环境、 诚信创业的激励机制。輥輶訛

另一方面， 对于持有人和使用人的市场利益或竞争利益的损害， 即商业秘密的使用价值属于民
事和刑事保护所共同关注之要点， 基于体系化法律解释要求， 其计算方式原则上应当保持一致。 商
业秘密的价值核心在于其使用会产生竞争优势即竞争中的强势地位，輥輷訛 其价值性一方面包括秘密积极
使用获得的现实经济利益和潜在利益， 也包括那些虽无创新价值但仍可保有竞争地位的技术信息，
此时所体现的利益在于损失的减少， 有学者称之为 “间接使用”。輦輮訛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 商业秘密的使用不仅包括积极地进行市场贸易， 或者许可他人进行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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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黄武双： 《美国商业秘密侵权赔偿责任研究》， 载 《科技与法律》 2010年第 5期。
輦輰訛 周光权： 《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研究》， 载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5期。
輦輱訛 谢晓尧： 《论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 载 《法律科学》 2002年第 3期。
輦輲訛 黄武双： 《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的不可避免泄露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载 《法学》 2007年第 8期。
輦輳訛 田宏杰、 温长军：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范解读和司法适用》， 载 《政法论坛》 2009年第 6期。
輦輴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9） 民申字第 1065号民事裁定书。

使用行为； 也包括那些可能对持有人市场利益或竞争地位有所损害的行为， 尤其是针对那些无法直
接投入商业使用但可以为持有人或使用人带来潜在的市场竞争地位的信息， 有学者指出， 此种使用
是指让他人付出成本而使自己获得不当利益， 最终指向于持有人的利益。輦輯訛 实质上， 我国法律反不正
当竞争法和刑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向于商业使用价值， 而非自身价值，輦輰訛 这
是基于商业秘密作为无形财产的特质出发， 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秩序。

商业秘密集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妥当性于一身，輦輱訛 规范商业秘密的关键在于 “维护商业道德的水
准”。輦輲訛 从商业秘密无形财产具有的正外部性特征出发， 民事规范和刑事规范视野下， 对于商业秘密
保护都建立在对于维护商业秘密持有人或使用人的市场利益和竞争优势。 这也是商业秘密的民事保
护被置于反法保护， 而刑法保护是建立在反不正当竞争理论的基础上的理由。輦輳訛 通过设置产权进行保
护的方式， 一方面防止正当劳动成果被他人搭便车不正当窃取， 另一方面通过遏制此种不诚信行为
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建立在竞争思维范式下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注意力当然地集中于商业秘密
市场化、 商业化的行为， 至于财产自身的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附带性的保护。 因此， 商业化价值
即商业秘密的使用才是市场竞争的前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以商业秘密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权的价值亦来自于使用。 脱离于
市场使用的商业秘密既不符合法律保护促进使用的目的， 也不利于持有人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获得
收益的私权保障。 实际上， 商业秘密价值大部分来源于无形财产的使用， 使知识产品能够更好地运
用于市场中实现商业化， 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单独的创造成果却不使用的垄断行为既不利于
通过市场化回收其成本以保障创作的激励， 亦不符合知识产权设立的目标， 即促进社会信息资源的
流动和传播。

2. 多因素测试法的具体展开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结果不应当局限于经济意义上的损失， 而是需要综合多个因素进行判

断。 故本文提出多因素测试法， 使其一方面能够彰显刑事制裁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又能与侵犯商业
秘密罪的保护法益相契合， 即法律所保护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商业道德秩序。

首先， 多因素测试法主体应当采用抽象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标准。 这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
本质是对商业道德的违背， 而商业道德又是蕴含在市场竞争中由经济理性人所表达的合理标准。 它
既不同于个人品德， 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公德， 所体现的是一种商业伦理。 作为一名经济理性
人， 他采取一定手段追名逐利的行为虽然不一定合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标准， 但却能够符合商业道德
的基本要求。 正如企业勤于慈善和公益合于社会公德， 但怠于公益事业也并不违反商业道德。輦輴訛

其次， 多因素测试法需评价行为人的主观因素， 包括故意和恶意两种情形。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
故意犯罪， 入罪基础就在于行为人主观明知。 若行为人主观意图超出明知故意的情形， 出于其他恶
意动机侵犯商业秘密， 此时对于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的破坏程度更甚， 那么， 其受到刑事处罚可能
性就会更大， 遭受的处罚力度也会更高。

关于 “恶意” 的界定， 美国判例法经验指出， 既需要 “客观的伪造” 又需要 “主观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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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FLIR Systems， Inc. v. Parrish， 174 Cal. App. 4th 1270 (2009) .
輦輶訛 Computer Econs.， Inc. v. Gartner Group， Inc.， No. 98-CV-0312 TW (CGA)， 1999 U.S. Dist. LEXIS 22204， at *18-19 (S.D.

Cal. Dec. 14， 1999).
輦輷訛 In Vescovi v. Clark， Case No. G052716 (4th Dist.， Div. 3 Apr. 7， 2017)
輧輮訛 参见前引譽訛， 杨帆文。
輧輯訛 周光权、 陈兴良： 《刑法学的现代展开Ⅰ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423页。

客观行为主要指向于缺乏权利依据的主张或者诉讼，輦輵訛 而主观恶意仍需要通过客观事实直接或者间接
性地得到证明，輦輶訛 而此类客观事实对象既包括原被告提出的证据， 亦可以从诉讼过程中的相关行为
予以推断。 举例而言， 原告没有出示所谓的录像带， 显示被告对不法行为的供认； 原告不合理的和
解要求； 被告未能提供任何损害证据。輦輷訛 需要强调的是， 司法实践中可以积极将诉争双方无法承担商
业秘密举证责任的情形下， 列入恶意的考量因素。 该制度实现了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连接， 针对商业
秘密举证困难的现实特征通过证据出示令等规范转化为实体法中恶意的判定， 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商
业秘密使用人的利益， 对于那些原告因客观原因就损害举证不足五十万元、 被告又不承担相应的经
营账簿的举证责任的情形， 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最后， 多因素测试法的关键在于客观因素。 我国司法机关将五十万元作为重大损失存在与否的
考量因素， 但如前所述， 侵害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绝非仅仅是权利人的经济损失或利润
损失， 而是行为人借权利人之手给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造成的破坏。輧輮訛 本文提倡以重大损失要素为
主要标准， 并综合考量其他可以反映市场竞争秩序被破坏但无法精确计算的部分， 比如企业破产、
停业、 清算或者企业商誉损害等，輧輯訛 其中企业破产也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出台的 《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案标准的第三项 “致使
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

此类损害虽然并非直接损失， 但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维护应当是知识竞争时代背景下的题中
应有之义。 刑法入罪要件的适用过程中， 应当明确的是本罪行为对象为抽象的无体物， 表面上仅仅
是通过损失数额抑或是侵害所得方式建立关于竞争秩序损害最为直观的感受。 无体物的价值来源于
使用而非创造成本， 使用的类型又包括体现为市场利益的现实使用， 以及潜在竞争力的潜在使用价
值， 二者共同构建起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的基本盘和竞争力， 因此， 这也是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当被
置于动态的市场经济秩序罪体系中而非静态的财产犯罪保护体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知识经济
的时代， 商业秘密已然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支柱， 被窃取或被披露商业秘密不仅是现存市场利益的
重大损失，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企业难以在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破产清算等现象一般也被合理地
认为是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商业秘密被侵害公开后的结果。

三、 侵犯商业秘密罪之重大损失裁判规则研究

在明确重大损失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民刑分界的关键后， 仍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计算重大
损失。 鉴于重大损失的裁判规则无涉于不同法律的规范目的， 属于普遍意义上的对现实损害的法律
评价问题， 因此刑法中重大损失金额的计算方法， 如被告人获利、 许可费用的合理倍数等实质上沿
用了民事裁判的相关规则，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在刑法中，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颁布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 （以下简称 “《立案规定》”） 第七十三条之规定， 侵犯商业秘密，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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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739页。
輧輱訛 陈兴良：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及数额认定》， 载 《法律适用》 2011年第 7期。

予立案追诉： （1） 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 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
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 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 （4） 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
损失的情形。 从 《立案规定》 可以看出， 司法解释将权利人损失、 行为人获利和权利人破产等情形
都视为重大损失的内容， 但是这显然不够精细化。

实际上， 之所以诸多裁判规则背后的体系衔接和法律基础仍存在模糊和冲突， 一方面是因为民
事理论上直接粗暴地把专利法的相关裁判规则适用于商业秘密的过程中， 存在水土不服、 本质冲突
的问题， 比如重大损失的对象指向于商业秘密本身价值抑或是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是由于民事规则
有关损害的计算也存在不明晰之处， 比如判定行为和损害的因果关系界定问题， 抑或者是无形财产
的使用和侵害证据的举证难问题如何解决。 以上问题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在此部分未形成统一且合
理的规则， 亟需讨论。

（一） 行为类型化视野下重大损失裁判规则的厘清

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可以根据是否因遭受披露致使丧失商业使用可能性为标
准， 大致划分为窃取已经披露的行为和窃取未经披露的行为。 围绕具体行为采取科学化和针对性的
计算方式， 明确损失类型和计算规则， 是本部分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基于行为类型的重大损失数额计算符合商业秘密价值的基本原理， 即无形性财产价值来自市场
化的商业价值， 而非创造价值。 商业秘密重大损害赔偿的计算鉴于对象的无形性特征， 难以通过类
比有形财产进行判断， 其关键在于商业秘密损害的价值大多指向于商业秘密的使用价值， 重视市场
化过程中通过使用获得的市场利益和竞争优势， 而非在于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 即创造和维持商业
秘密所产生的成本。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 如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导致被害人丧失了利用商业秘密的
可能性， 可以将秘密本身的价值作为损失数额。輧輰訛 多数学者亦支持此种分类方式。輧輱訛 因此， 以行为类
型化分析的角度， 重大损失数额的计算方式以商业使用价值为原则， 以商业自身价值为例外。

1. 已经披露致使丧失商业使用可能性的行为
非法披露行为实际上同时对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和秘密性造成损害， 体现为商业使用价值和自身

价值均遭受损失。 为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利益， 此时损害赔偿的范畴应当包括商业使用价值和商业
自身价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 第十七条的规定， 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 确定损
害赔偿额， 包含研究开发成本、 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 可得利益等。 此时需要考量的商业损害
赔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研发成本； （2） 商业秘密的开发成本； （3） 维持秘密性的保密措施
成本； （4） 因侵害所生的可得利益的减少或者替代性解决方案； （5） 其他商业自身价值因素。

之所以将商业自身价值纳入损失范畴内， 是因为商业秘密被披露使得社会公众已经知悉， 该信
息已经脱离原持有人的控制且持有人对此信息的使用已经不再具有市场利益的可能性时， 回归基于
劳动价值论的财产利益保护有助于实现对创造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虽然在我国商业秘密以竞争法思
维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范畴内予以保护， 但仍有必要承认商业秘密的自身财产利
益， 即通过创造力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付出值得法律保护， 此种观点也是商业秘密财产权保护
路径的一种体现， 因此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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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30页。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史仲凯文。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黄武双文。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黄武双文。
輧輶訛 蒋志培、 孔祥俊等： 《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载 《法律适用》 2007 年第

3 期。

承认商业秘密自身价值保护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劳动成果正当性基础， 更重要的是该观点清楚地
认识到商业秘密与专利权的重大区别。 商业秘密的生命在于维持其秘密性，輧輲訛 维持秘密性就需要采取
各种主观或客观措施保证不为公众所知悉。 专利权是通过公开获得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利益， 公开
信息是获权前提， 但对于商业秘密来说， 维持秘密性才是权利保护的逻辑基础。 换言之， 但凡商业
秘密公开被公众所知悉， 其就不再具有因秘密性而获得市场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就不再具备市场利
用的可能性， 所谓恢复被披露信息至秘密状态更为吊诡之谈。

2. 未经披露仍具有商业使用可能性的行为
（1） 仅窃取但未实际使用造成竞争地位的损害
即便侵害人窃取信息后未投入市场积极使用， 但此种信息可能会影响到原商业秘密持有人市场

竞争地位， 此种信息使用可以作为间接使用发挥减少研发成本之功用， 进而实现商业使用价值的损
害。 有学者指出非法获取后但不使用并无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更有学者强调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
行为在于商业使用而排除了单纯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本文认为并非如此。 单独窃取行为之社会危
害性在于他人搭便车不正当地获取了竞争优势， 虽然竞争优势难以计算， 但不可否认搭便车行为对
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 如果竞争对手知悉相关信息， 无疑是将其引入光明大道， 有助于降低研发成
本。輧輳訛 借助于加速进入市场理论， 有学者指出即便尚未制造出包含或使用商业秘密的产品， 如果该
商业秘密加快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步伐， 也可以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使用。輧輴訛 需要指出的是， 有学者认为
在此部分应当考量研发成本和转让费用，輧輵訛 该观点实际上混淆了商业自身价值和商业使用价值的地
位， 在以竞争法地位规制的商业秘密保护范式下， 保护法益指向于商业秘密市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
的现实利益和竞争优势， 应当对以财产法思维为进路的自身价值利益保护的范式予以明确区分。

（2） 商业化使用后造成现实市场利益的损害
最为重要也最为常见的是窃取的商业秘密被市场化和商业化， 造成了现实的市场利益的损害。

市场损失的范畴和计算规则要以商业使用价值为评判标准， 建立与市场价值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计算
方式， 此时应当从计算时间、 计算方式两方面厘清损失的计算规则。

计算重大损失通常应当从窃取商业秘密之日起至原告丧失其竞争优势或者领先时间这一时间段
内为基础进行计算。 《司法解释》 第十六条指出， 依法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期间带来
的市场利益， 该观念基于持有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巧妙平衡。 结合商业秘密本身价值性和反向
工程创造难度大小的差异， 如果一项商业秘密比较简单， 本领城的相关人员在一定的时间内即可获
得， 或者此项商业秘密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 超出这个范围就对原告不会构成竞争威胁，輧輶訛

此时， 损害赔偿的损失计算应当仅限在特定时间内。
重大损失的计算方式应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持有人或使用人的市场利益损害为原则， 以侵

害人获益和合理使用费为补充的规则。 在适用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 商业秘密的无形性特征使得原告很难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支持损害赔偿的请求， 此时可以

借助于举证责任转移或者证据出示令制度， 充分认定商业秘密的市场损害。 重庆 《知识产权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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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沪 73民终 130号。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刘蔚文文。
輨輯訛 刘秀：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 “重大损失” 的认定》，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年第 2期。

讼证据指南》 指出，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 主张侵权事实的当事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且被诉侵权
人侵权获利的证据在被诉侵权人控制之下的， 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权利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
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被诉侵权人提供。 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诉侵权人提供。 上海
法院在 “恋舞 OL”輧輷訛 案件中指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 或者故意毁灭有关证据、 提交虚假证
据、 作出虚假陈述妨碍诉讼活动的行为， 存在刻意隐瞒游戏收入的主观故意， 这对于最终损害赔偿
的数额有重要影响。

第二， 商业秘密计算规则应当严格依照适用顺序， 且只能在穷尽前款规则仍无法适用的情况下
才予以顺位适用盈利或许可费用方式。 侵害人盈利和许可费用的合理倍数本质是作为损害界定的替
代性规则， 属于法律推定内容。 此种法律推定应当服从于市场价值， 即侵害人盈利方式和许可使用
费倍数的数额要符合同期市场内的正常水平， 此时需要借助社会评估机构或者第三人对此予以明
晰。 但此种意见只得作为专家意见证据被法庭认可， 最终的数额界定仍由法院综合考量侵害行为的
其他主观和客观要素综合判断。

第三， 商业秘密价值的不确定性， 直接导致了在处理损害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界定的问
题。 一方面， 确定市场经营过程中商业秘密因素和非商业秘密因素是影响行为与损失因果关系的基
本前提， 单独计算损失或者盈利均无法客观反映因果关系。 比如在侵害人市场盈利的计算过程中，
应当考虑包括如商业风险和重大改进而增加的部分等非商业秘密要素， 对于那些非由商业秘密所影
响的市场盈利应当排除在外， 此时可以遵循比较标准的不当得利规则。 又比如针对持有人市场利益
损害的计算时找出直接归因于侵权而造成的损害， 排除诸如权利人自己原因造成的损害， 应当考虑
由市场竞争和迭代发明所带来的削弱竞争力的商业规则， 同时亦需要考量持有人的商业秘密的价值
高度和使用程度， 此种程度的变动决定了商业秘密本身使用价值的高低。 再比如相比营业利润， 销
售利润并未扣除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等间接成本 （例如房租、 广告等）， 因此要坚持以营业利润为
标准进行计算。

另一方面， 行为后果并非一定产生涉及市场竞争秩序的损害后果的发生。 比如对于侵害人盈利
的计算过程中， 尤其是在已经发生诉前保全甚至是扣押的情形下， 对于那些已经制造但存储于仓库
中还未进行销售的产品价值的计算， 因其还未进入到市场销售， 并未导致发生现实的市场竞争秩序
的破坏， 因此该部分损害或者盈利数额不得全部认可。

（二） 计算方式的细化与修正

1. 被告人获利标准
被告人获利标准是指以被告人因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而获得的利益来认定损失。 在如何确定具

体获利数额上， 法院有着不同的计算方法， 例如用被告人实际销售的产品数量乘以单位毛利率， 用
被告人的销售总收入减去权利人的成本， 或者以被告人的销售量乘以权利人被侵权之前的平均销售
利润等。輨輮訛 前文已经提到， 被告人获利和权利人的损失是两码事， 不可简单替换。 赞同被告人获利标
准的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只不过因为一方面权利人的损失着实难以直接确定， 另一方面侵权人
用侵权产品抢占受害人的市场份额造成受害人的损失， 大多数情况下， 获利与损失相差无几， 因而
才不得已适用这种相对合理的方案。輨輯訛 被告人获利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纳， 实际上是受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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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黄武双文。
輨輱訛 钱玉文、 沈佳丹：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 “重大损失” 的司法认定》， 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期。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刘蔚文文。
輨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杨帆文。
輨輴訛 参见前引⑤， 杨帆文。

客观情况的无奈选择。 因此， 权利人的获利不宜当作重大损失认定的首选标准， 如陈兴良教授所
言： “只有在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形下， 才能根据侵权人的非法所得数额计算损失。”輨輰訛

2. 许可费用标准
实践中还有法院采取许可费用标准认定商业秘密权利人的重大损失， 这实际上参考了 《专利

法》 中的赔偿数额计算规则。 《专利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 “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
确定的， 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许可费用标准的合理性在于， 商业秘密和专利
的权利人都有许可他人使用以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輨輱訛 但是， 这一标准同样存在疑问。 民事审判在运
用许可费用标准时， 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 能够根据许可费的倍数确定损害赔偿额， 但在刑事审判
中却没有 “倍数” 一说。 在李明光等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中， 法院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难以计算出实
际损失数额， 因此应以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认定权利人的 “重大损失”。 可见， 在适用许可费
用标准时， 刑事案件中的损失数额会远低于民事案件中的损失数额。 虽然权利人可以通过许可他人
使用涉案秘密获利， 但是主动许可所预期获得的利益与被动失去遭受的损失仍然有差距， 在被动丧
失的情形中， 权利人可能还需要对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付出成本。 在审理民事侵权案件时， 司法者
关注的是对权利人利益的保障， 因此以商业秘密许可费用的倍数合理地确定损失数额是可行的， 也
是必要的。 但是， 这种计算方式可否直接运用到刑事犯罪案件中， 还值得再商讨。輨輲訛

3. 中间交易获利标准
司法实践有时还会以被告人非法出售商业秘密所收取的价款认定 “重大损失”。輨輳訛 这一标准显然

不合理。 在一些场合中， 被告人或许出于报复心理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涉案商业秘密， 其所获取的对
价可能显著地低于许可费用及商业秘密自身的价值。 对此， 美国联邦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Hallstead 案中即明确表示， 计算损失不应当依据被告人企图出售商业秘密的价格， 而是应以被告人
所窃取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为准。 也有学者提出， 以被告人获取的交易价款认定损失会混淆贿赂罪
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界限， 这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竞争秩
序和权利人的无形财产权， 而侵权人因非法窃取、 泄漏、 转让商业秘密获取不正当利益行为本身则
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者不可收买性， 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輨輴訛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只有
在侵权人同时触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和受贿罪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混淆， 此时侵权人进行中间交易
所获得的利益是受贿数额， 而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损失数额。

4. 其他标准
除上述几种标准外， 学理上还有观点提出， 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的 “重大损失” 的认定， 应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1） 若侵权人已将不当获取的商业秘密自行投入产品生产或者销售， 则根
据其违法所得 （侵权产品销售后的获利） 或者非法经营数额 （侵权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总量 ×权利人
在被侵权前的平均销售所得） 来认定 “重大损失”。 （2） 若侵权人将不当获取的商业秘密有偿转让
给第三人使用， 无论第三人是否使用， 则根据侵权人和第三人达成的商业秘密转让价格或者许可使
用价格， 或者该商业秘密的正常市场转让价格或者许可使用费来认定 “重大损失”。 （3） 若侵权人
仅不当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而未使用或者泄漏， 或者虽然无偿向第三人披露， 但第三人并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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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交叉视野下侵犯商业秘密罪边界的检视与厘清

輨輵訛 田宏杰：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载 《法商研究》 2010年第 2期。

或者披露， 则根据该商业秘密的市场转让价格或者许可使用费来认定 “重大损失”。輨輵訛 这种观点为司
法实践提供了简洁、 清晰的适用次序， 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仍然没有回应具体计算方法固有的逻辑
漏洞。

四、 建议与展望

在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中，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和意识得到关注， 但对于产业
的商业秘密保护程度仍有不足。 为实现商业秘密多元化保护并厘清商业秘密行使保护的要件和具体
规则， 本文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当破除唯数额论的构成要件， 积极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护经
验， 应当建立以市场竞争秩序法益保护为核心的主客观要素标准。 针对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缺乏重
大损失计算规则的问题， 本文从行为类型化和计算方式类型化角度予以剖析， 提倡建立以商业使用价
值为基础的市场导向规则， 以商业使用价值为原则并辅之以自身价值。 一方面， 明确计算规则顺位，
尊重市场规律并明晰商业秘密因素和因果关系， 采取更加积极的证据规则制度以实现损失数额计算的
合理； 另一方面， 修正多种计算方式以充分保证计算结果的公平客观， 法院应当在个案中酌情选择。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standards�of�civil�infringement�and�criminal�conviction�of�trade�secrets�have�never�
been� clear,� which� leads�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quantity� and� the� theory� of�
standard�of�proof�in� judicial�practice,�but�with� the�help�of� the� theoretical�analysis�of� the�second�
violation�of� the� law,�none�of� the�above�standards�can�reflect� the�core�characteristics�of�criminal�
law� protection.� Clarifying� the� attributes� of� business� secret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clarifying�the�legal�benefits�of� the�crime�of� infringing�on�business�secrets.�Only� the�multi-factor�
test�method�can�fully�guarantee�the�maintenance�of�the�market�competition�order,�and�the�major�
loss�is�only�the�result�of�the�conduct�and�it�has�become�one�of�the�criteria�for�the�crime�standard.�
The�significant�loss�is�reflected�in�the�objective�amount.�The�calculation�method�and�scope�of�the�
significant�loss�in�the�typed�behavior�model�are�different.�For�the�behavior�that�has�been�disclosed�
and�leads�to�the�loss�of�possible�commercial�use,�the�standard�of�commercial�secret�value�is�used�
as� the�main�consideration.�The�results�of�behaviors� that� still�have� the�possibility�of�commercial�
use�are�usually�based�on�the�use�value�of�trade�secrets.�At�this�time,�the�calculation�method�of�use�
value�can�be�modified�by�means�of�civil�law�rules.

Key Words: Trade�Secrets； Standards�of�Incrimination； Legal�Interest�Protection； Major�Loss-
es； Use�of�Trade�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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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信和，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 广东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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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见程信和、 曾晓昀： 《经济法典： 经济法集成化之历史大势》， 载 《政法学刊》 2021年第 1期。
譺訛 见程信和、 曾晓昀： 《经济法典 “总则” 论》， 载 《法治社会》 2021年第 2期。

程信和 曾晓昀 *

内容提要： 作为经济法集成化最高形式的 《经济法典》， 应由总则、 分则及附则组成。 其
中， 分则的任务在于构建经济法具体制度， 谋划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操作规程。
分则以总则为指引， 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设计 “横轴-纵轴” 模型，
分为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治理、 供求循环、 收入分配、 经济安全保障等层面 （维度）， 为
国民经济运行提供直接的、 综合的法律支撑。 对横轴上诸发展要素的功能考察， 使经济法
的内涵外延， 更为精准； 对纵轴上各行为主体、 活动领域就诸发展要素的应用考察， 使经
济法的制度合力更为高效。 《经济法典》 “一总五分” 的系统思维， 将在法制史上引起与时
俱进的革命。
关键词： 经济法典 分则 五大制度板块 发展要素 “横轴-纵轴” 模型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5

经济法典 “分则” 论

引言： 按照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的改革基调，
构建经济法具体制度体系

经济法是法律对国民经济最直接的反映。 我们设想， 作为经济法集成化的最高形式， 《经济法
典》 应由总则、 分则及附则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 “国家规划纲要”） 提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政策、 举措， 描绘
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也为 《经济法典》 设计指引了方向、 奠定
了基础、 提供了素材， 并提出了要求： “强化规划编制实施的法治保障”。 经济法所谋划的， 正是国
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法治保障”。

在 《经济法典： 经济法集成化之历史大势》 一文中， 我们讨论过 “经济法的法典化组合” 趋
势。譹訛

在 《经济法典 “总则” 论》 一文中， 我们讨论过经济法的定位定调 （宗旨、 原则）、 主体、 权
利、 行为、 责任等基本问题， 并且对经济法整体形象作出概括之后， 随之引出 《经济法典》 “分则”
五大板块具体制度的构想。譺訛

2018 年 《经济法通则 （学者建议稿）》中的 “分则” 曾作出初步制度设计， 具体分为 “市场运行

46· ·



譻訛 程信和： 《经济法通则原论》，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9年第 1期。
譼訛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373页。
譽訛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 2版），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02页。
譾訛 钱学森通信 （1987 年 7 月 2 日）， 转引自程信和： 《经济法新论———改革开放中的若干经济法律问题》，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74页。

法律制度”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法律制度” “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货币金融法律制度” “产业发展法
律制度” “区域协调发展法律制度” “消费法律制度” “投资法律制度” “对外开放法律制度” “经济
监督法律制度”。譻訛 现在看来， 上述设计仍有扩展的空间。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分类， 截至 2021 年 2 月， 国家现行有效法律为 275 件， 其中经济
法类 75 件。 但法律分类一般仅具相对意义， 75 件之外有的法律也可划入经济法类， 如城乡规划法、
土地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电影产业促进法、 就业促进法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 经济法与行
政法的部分交织是必然的法律现象。 这近百部经济法律和几百部经济法规， 立足本国经济实践， 放
眼全球格局， 并吸取了国外法律发展的有益经验。 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可从国民经济运
行的各项具体法律制度中找到科学依据和合理答案。 形势是不断发展的， 必须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
问题。 现在将这些行之有效而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系列经济法制度归纳总结、 提炼升华， 同时填补
若干具体制度立法空白， 加以整合， 一并纳入 《经济法典》 “分则” 编， 乃题中应有之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譼訛 我们认为， 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观， 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大
背景， 《经济法典》 “分则” 的任务在于构建经济法具体制度， 安排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操
作规程。 分则以总则为指引， 通过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治理、 供求循环、 收入分配、 经济安全保障
等规定， 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直接的、 综合的法律支撑。 其中， 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治理、 供求循
环制度集中体现经济发展权， 收入分配制度集中体现经济分配权， 经济安全保障制度集中体现经济
安全权。 按照系统思维， “分则” 对经济发展、 分配、 安全作出统筹安排， 包括对缺乏专门法律的
经济合作、 发展规划、 消费、 投资、 工资、 经济安全等方面加以完善， 补齐短板， 形成制度整体。
可以说， 改革催生理念， 理念引发改革， 经济法与改革开放同步。

本文引入了 “发展要素” 这一概念。 发展要素即发展的内部条件及外部条件， “唯物辩证法认
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譽訛 支撑高质量发展、 公平发展、
安全发展， 必须尽快形成和健全各项发展要素。 市场运行、 宏观经济治理、 供求循环、 收入分配、
经济安全保障， 都有赖于对相应的发展要素的综合应用。 刚刚通过的 “国家规划纲要” 中， 第二十
五章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的第二节标题为 “加强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 这里使用了
“发展要素” 一词， 而且要求 “加强保障”， 可称为中国式的、 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体现之一。 不
过， 本文所称 “发展要素”， 并非全部的发展要素， 而只限于经济法视域的发展要素。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 “一切社会系统的系统工程工作中， 确有许多只是定性的东西， 不能
勉强硬要定量。 所以搞这类系统工程必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譾訛 这一思想对法学研究具有指导意
义， 完全适用于经济法论证。 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本文设计出 “横轴-纵轴” 模型，
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来考察 《经济法典》 “分则” 的具体制度。 对横轴上诸发
展要素的功能考察， 使经济法的内涵外延， 更为精准； 对纵轴上各行为主体、 活动领域就诸发展要
素的应用考察， 使经济法的制度合力更为高效。

经济法典 “分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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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典 “分则” 论

活消费， 还有生产消费。 通过资源、 产品流动， 实现有效配置。 公平交易要有三个条件， 即质量保
障、 价格合理、 计量准确。 满足这三项条件， 交易才算是公平的。 无论是通常交易 （线下交易） 还
是电子交易 （线上交易）， 皆应如此。 由于电子商务发展迅猛， 人们对于这种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的适应性、 操作性都有待提高。 因此， 电子交易相关权责
问题引起特别关注。 例如， 平台经营者、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经营者的审查义务 （责任）， 政
府的交易监管职责， 等等。 基于电子商务新业态的功能， 国家依法鼓励发展、 创新商业模式。

关于经济竞争。 经济竞争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 通过优胜劣汰， 提高市场竞争力。 公平
的经济竞争， 要求平等进入、 自由流动、 有序运行。 基于市场竞争的功能， 国家强调确立竞争政策
的基础性地位。 对支持、 保护公平竞争的举措， 对制止、 纠正经济垄断、 不正当竞争的界限和办
法， 必须明确规定、 切实推行。

关于经济合作。 经济合作发生于市场主体之间、 国内区域之间、 国际之间。 通过优势互补， 达
到经济共赢效果。 经济合作的类型可分为紧密型合作、 半紧密型合作、 松散型合作。 以 “一带一
路” 为例， 需要开展和加强贸易合作、 投资合作、 金融合作、 科技合作。 没有合作， 就没有发展。
合作的功能， 经济立法 （含涉外经济法） 中必须作出回应。 以往的经济法认知中， 突出竞争法是应
该的， 但忽略合作法则是要补正的。 如前指出， 经济合作专门立法属于解决经济法制度短板的问题。

（三） 纵轴线上各行为主体、 活动领域对横轴诸发展要素的综合应用

这一模块的纵轴线是为实现发展目标的。 经济交易、 竞争与合作在实践中往往结合进行。 交易
中含有竞争， 竞争显示各别优势， 合作形成整体优势。 竞争中可以合作， 合作中可以竞争。 要共赢
共进， 不要零和博弈。 政府对企业等市场主体， 实行 “放、 管、 服”， 即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
化服务。 “运行” 的含义包括但超出了 “监管”， 其旨趣更为主动。 必须特别强调企业等市场主体的
法律地位， “没有企业主体的经济法， 不是真正的经济法。”讁訛 具体而言， 经济立法中必须着重解决
经营者、 消费者的内生动力、 利益协调问题， 推动经济发展， 保障有效消费。

关于经营者活力的激发。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求： “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合作和竞争。”輥輮訛 这里
指示的是 “合作和竞争”， 而不只是 “竞争”。 应鼓励经营者从事经济交易、 经济竞争、 经济合作，
激发其经营活力。 其一， 优化发展外部环境。 优化发展基金、 税收优惠、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 政
策性金融支持、 行政许可简便化等政府服务， 提升社会提供的效果评估、 管理咨询、 金融服务、 知
识产权保护等有效条件。 其二，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健全市场开拓、 服务措施、 权益保护、 内部控
制、 风险防范等市场化经营机制， 弘扬企业家、 工匠、 劳模精神。 其三， 推进国有企业发展。 加强
公益性与竞争性的分工和统筹，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革， 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
力。 其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施一视同仁的政策和制度， 帮助解决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其五， 规范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实行有别于国有独资、 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 促进投
资各方的利益平衡。 总之， 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举措， 综合应用各类发展要素， 最大限度发挥市
场有效运行功能。

关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提升消费者在市场运行中的地位，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其一， 拓展
消费者的权益范围。 消费者权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人身财产安全、 知情、 自主选择、 公平交易、 损
害赔偿、 组织社团、 获得知识、 受尊重、 监督等。 其二， 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义务。 对消费

讁訛 刘文华： 《关于 “经济法通则” 立法的基本考察》， 载程信和主编： 《经济法通则立法专论》， 濠江法律学社 2019年版， 第 142页。
輥輮訛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 7月 21日）， 载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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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展望： 在 “一总五分” 系统思维下， 形成 “经济法整体制度” 的新力量

马克思说过， 协作就是把 “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輥輴訛 改革开放以来，
总结经济建设的制度经验， 我国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立法。 然而， 现有经济立法仍较为零
散， 而且更多的仅限于在某个具体领域、 环节发挥作用。 相比之下， 《经济法典》 “分则” 提炼为
五个板块， 就可解决经济法整体性不强、 各分支衔接不紧的缺陷， 形成 “经济法整体制度” 的新
力量。

第一， 《经济法典》 “分则” 每个板块在各自领域分别发挥作用， 体现各自效能。 其中， 市场运
行法律制度板块发挥微观导向功能， 宏观经济治理法律制度板块发挥战略决策功能， 供求循环法律
制度板块发挥动态平衡功能， 收入分配法律制度板块发挥共同富裕功能， 经济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板
块发挥应对风险功能。

第二， 根据实际需要， 《经济法典》 “分则” 若干个板块、 若干个具体制度结合在一起发挥作
用， 体现部分整合效能。 比如， 产业制度和竞争制度， 产业制度和区域制度， 等等。 因此， 必须强
调五个板块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以便相应衔接。 特别是财政调控与金融调控并非孤立实施， 不能
脱节， 更不能对立。

第三， 在每一板块、 每一制度基础上， 五大板块所有制度综合发挥作用， 体现总体效能。 五个
板块并非简单地相加， 必须发挥 “1+1+1+1+1+1>5” 的作用， 将依法推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制度功能
发挥到最大化。 《经济法典》 “分则” 是中国经济建设各个领域规则的体系化设计， 把新时代国家经
济立法和法学创新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旨在提高国民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总体效率。

如同芮沐教授所言， “经济法的这种整体观念， 较其他法更为显著。 经济法的体系性或内在逻
辑性也就在这里。”輥輵訛 “整体经济法论” 贯穿于 《经济法典》 的总则和分则。

必须特别指出， 经济法 “分则” 实践性很强， 涉及面很广。 按照 《民法典》 编纂的经验， “分
则” 部分一般采取以若干现行单行法律为基础加以汇总、 整合， 消除不协调的、 过时的规定， 增补
新的规范， 使 “分则” 的每一个板块都与 “总则” 保持一致。 毋庸置疑， 在某种程度上讲， “分则”
比 “总则” 的设计难度更大， 因它涉及海量经济法律规范的合乎逻辑的组合。 我们一直苦苦思索
着， 构建 《经济法典》 “分则” 框架体系， 何为 “理想型”， 何为 “实在型”， 这两者怎么尽可能统
一起来？ 也许， 本文设计的五个模块， 只是 “理想型” 的 《经济法典》 “分则”。 但是， “理想” 并
不是空想， 也不是幻想， 五个板块完全以国家经济立法为基石， 只是如何组合更为科学而已。 正如
毛泽东同志教导的：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輥輶訛

关于 《经济法典》 “总则” “分则”， 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 而且中国法学界目前对经济
法的某些理论体系安排也不尽一致， 这就需要引起法学界的共同关注，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集思
广益， 求得对经济法 “总则” “分则” 更多、 更大的共识。

新时代经济法的集成化， 需要坚持高品位、 大格局、 上档次， 即站位正确、 视野宽广、 编纂科
学， 总则、 分则统筹设计， 行得通、 真管用。 经济与法律互动促进， “总则” 与 “分则” 相映生辉。
有了 “总则” 之后， “分则” 的制定， 意味着 《经济法典》 最后完成， 这必将成为人类经济法制史

輥輴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79页。
輥輵訛 芮沐： 《芮沐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12页。
輥輶訛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 2版），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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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座里程碑。 苦何惜哉， 乐甚至哉！

附： 《经济法典》 “分则” 结构

第二编 市场运行制度
第一分编
第一章 市场基础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二节 商品和服务市场
第三节 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
第四节 价格
第五节 产品质量
第六节 计量
第七节 标准化
第八节 广告
第九节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第十节 市场准入及退出

第二章 市场交易及其监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平交易
第二节 交易方式
第三节 市场交易监管

第三章 市场竞争及其监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平竞争
第二节 反垄断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
第四节 经济竞争与经济合作

第二分编
第四章 市场主体发展法律制度

第一节 市场主体发展外部环境
第二节 市场主体治理内部准则
第三节 推进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别举措
第四节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特别举措
第五节 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特别举措

第五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第一节 消费者权益的界定和范围
第二节 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义务
第三节 国家和社会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第四节 消费者权益的救济

第三编 宏观经济治理制度
第一分编
第一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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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规划导向
第二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的制定
第三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的执行
第四节 国土空间布局
第五节 统计

第二章 产业发展法律制度
第一节 产业政策调控
第二节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节 推进军民企业融合发展

第三章 科技创新法律制度
第一节 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战略
第二节 科技创新驱动支持制度

第四章 数字经济法律制度
第一节 数字经济定位
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应用支持制度

第五章 房地产业发展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业定位
第二节 房地产业稳定发展支持制度

第六章 就业促进法律制度
第一节 就业优先政策
第二节 就业促进举措

第七章 财政法律制度
第一节 财政政策调控
第二节 国家预算的制定
第三节 国家预算的执行
第四节 政府举债
第五节 财政转移支付
第六节 政府采购
第七节 会计

第八章 税收法律制度
第一节 税收一般规定
第二节 现行税种
第三节 税收优惠
第四节 税收征收管理

第九章 货币金融法律制度
第一节 金融调控 （货币政策调控）
第二节 金融监管之一： 通用监管
第三节 金融监管之二： 对银行、 信托、 证券、 保险各业的分别监管
第四节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第五节 商业银行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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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管理
第十章 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利用法律制度

第一节 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利用
第二节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利用
第三节 国有自然资源、 能源资源管理利用

第二分编
第十一章 区域发展法律制度

第一节 区域政策调控
第二节 若干经济区域发展重大战略
第三节 若干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第四节 发展海洋经济

第十二章 新型城镇化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第二节 提升城市品质

第十三章 乡村振兴法律制度
第一节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
第二节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举措
第三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第四编 供求循环制度
第一分编
第一章 消费法律制度

第一节 消费格局
第二节 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安排
第三节 促进消费
第四节 反对浪费

第二章 投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投资格局
第二节 政府投资
第三节 民营投资
第四节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第二分编
第三章 对外经济开放法律制度

第一节 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节 外贸
第三节 外资
第四节 共建 “一带一路”
第五节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第五编 收入分配制度
第一章 工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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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最低工资保障
第二章 生产要素市场贡献报酬法律制度

第一节 劳动贡献报酬
第二节 土地贡献报酬
第三节 资本贡献报酬
第四节 知识、 技术、 管理等才能贡献报酬
第五节 数据 （信息） 贡献报酬

第六编 经济安全保障制度
第一章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律制度

第一节 基本经济安全
第二节 重点经济安全
第三节 公共经济安全
第四节 应对国内外非经济因素对经济领域造成不确定性风险的对策

第二章 经济监督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审计
第二节 其他经济监督
第三节 经济监督组合

Abstract: As� the�highest� form�of�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law,� the�Economic�Code� can� be�
composed�of�general�provisions,�specific�provisions�and�supplementary�provisions.�Among�them,�
the� function� of�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is� expected� to� construct� the� detailed�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law�and�design�the�operation�rules�of�the�national�economy�on�the�track�of�the�rule�of�
law.�Under�the�guidance�of�the�general�provisions,�the�specific�provisions�should�use�the�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design� a� model� of� horizontal-vertical� axes,�
which� can� provide� direct� and� comprehensive� legal� support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market� operation,�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upply-demand� circu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so�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unctions� on� various�
factors�of�development�for�the�horizontal�axis�makes�the�meaning�and�extension�of�economic�law�
more� accurate.� Correspondingl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n� behavior� subjects� and�
activity� fields� for� the� vertical� axis� with� regard� to� various� factors� of� development� makes� the�
unification�of�institutions�on�economic�law�more�effective.�In�conclusion,�the�systematic�thinking�
of�the�general�provisions�and�five�parts�of�the�specific�provisions�on�the�Economic�Code�will�lead�
to�the�innovative�revolution�in�the�history�of�law.

Key Words: Economic� Code； Specific� Provisions； Five� Plates� of�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Factors； Horizontal-Vertical�Axes�Model

（责任编辑： 刘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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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基地 “东南大学民事检察研究中心” 主任； 王梦瑶，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重点委托课题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研究” （课题编号： CLS
[2015]ZDWT23） 的后期成果之一； 2019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
究” （课题编号： GJ﹝2019﹞D01）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受东南大学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资助。

譹訛 刘艺：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协同问题研究》，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9年 5期。

尹 吉 王梦瑶 *

内容提要： 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是国家公益保护法治体系中亟待改革的
领域， 也是刑民交叉公益诉讼案件的热点问题。 它存在公益保护的范围显著窄于刑法的法
益、 起诉主体的组成与顺位的顶层设计明显的失当、 管辖机制有待完善、 惩罚性赔偿与罚
金竞合适用不明， 以及以司法解释替代修改 《刑事诉讼法》 等问题。 根据 《中共中央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等重
要部署， 从立法层面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由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 “国家
财产、 集体财产” 扩大至 “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 并增加 “社会公共利益”， 使之与刑
法中的公共利益相对应； 扩大起诉主体的范围并且优化各主体的起诉顺位， 构建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依法有序地推进国家公益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 全面优化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立法研究
DOI： 19350/j.cnki.fzsh.2021.03.006

全面优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研究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学界的通说，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 的犯罪行为同时损害了我国 《刑法》 所保护的公共利益， 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刑事
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综合了众多性质迥异的要素和程序， 其功能、
模式和机制方面的协同问题亟待解决。”譹訛 全面优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推进国家公益保护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2014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探索建立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2017 年 6 月， 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增设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制度。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了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与 “深化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 的重要部署。 中共中央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 （以下简称 《规划》） 进
一步指出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和 “完善民事、 行政检察监督和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机制”。 当下，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存在案件范围过窄、 起诉主体的
设置与顺位不科学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国家公益保护的效能。 以 《规划》 和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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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为指导， 全面优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对于维护我
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提升社会大众的安全感， 完善国家公益保护法治体系并且推进相关的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进一步明晰刑法中的公共利益

通过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成为立法上无法回避的问题。譺訛 然
而， 现有 《刑事诉讼法》 与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没有进行同步的修改， 同时， 法律和司
法解释亦未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作出明晰的界定。 由此导致 “独立的刑事或民事诉讼无法形成合力，
以至于法益和公益保护难以协同， 甚至本应兑现的制度功能亦遭遇尴尬”。譻訛 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司法
资源的有限性， 应在立法层面确认 ‘公益’ 范畴。 诚然， 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具有可取之
处， 但目前立足于司法解释来界定公共利益， 难免带来较大的随意性。 鉴于此， 针对刑事附带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 既无法通过穷举式填补保护范围漏洞， 亦不能保障法律实施的相对稳定性。 问题的
本质在于刑法法益中的公共利益有哪些。 考量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关键在于对于公
共利益这一内涵的界定， 故需要进一步明晰刑法法益中的公共利益， 方能防止司法实践不当扩张案
件范围适用。

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是其法益中的重要内容， 也是拓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根
据。 公共利益是我国宪法、 刑法与民商法等共同涉及的法律概念。 不得损害国家的、 社会的、 集体
的利益， 于 《宪法》 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 据此， 公共利益分为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集体利
益。 刑法与民商法等中的公共利益均以宪法中的公共利益为基础， 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 刑法
与民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指向也有所不同， 且具有交叉关系。 刑法是民商法和行政法等的保障法，
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范围明显广于民商法。

刑法中的公共利益是指被犯罪行为损害的， 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 （有时也具有特定性） 的公
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法益， 该法益具有客观性、 社会性、 共享性、 主
体数量众等特点。 当然， 公共利益既不同于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本位利益， 也不同于公权力机
关的本位利益。 目前， 刑法与民商法等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并不一致。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三十
二条的规定， 将公共利益表述为： 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民事诉讼法》 第
二百零八条，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 《检察官法》 和 《法官法》 第十条均将公共利益具体表述
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对公共利益的表述并不严谨。 根据 《刑
法》 第二十条的规定， 作为构成正当防卫的主观前提为， 行为人必须是为了国家、 公共利益和个人
私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刑法》 第四百一十条 （非法批准征收、 征用、 占用土地罪） 中使
用了 “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语，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则使用了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的表述。 显然， “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并非并列关系， 因为公共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
和集体利益； 此外， “国家或者集体利益” 的范围也大于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不能仅仅保护公
共财产， 而限缩公共利益的范围。 《刑法》 中的公共利益具有多样性， 而 《刑事诉讼法》 不应将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限制为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根据 《刑法》 第二条 （任务）， 结合

譺訛 秦前红： 《检察机关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探讨》，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1期。
譻訛 卞建林、 谢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等三人非法狩猎案评析》，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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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姜洪： 《正视公益诉讼短板不足 落实公益司法保护 “中国方案”》， 载 《检察日报》 2019年 11月 23日第 1版。
譽訛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载 《检察

日报》 2014年 4月 16日第 1版。

《刑事诉讼法》 和民商法、 行政法等的规定， 刑法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集
体利益。

（一） 明晰刑法中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以现实国情为基础， 它在国与国之间具有一定差异性。 国家利益种类多样， 从时空角
度可分为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 从权重角度可分为核心利益与其他利益； 从发展角度可分为现实利
益、 潜在利益和预期利益。 此外， 还可以从精神与物质等角度对其进一步分类。

我国 《刑法》 直接使用 “国家利益” 共计十次。 《刑法》 中的国家利益以我国国内法为依据，
其范围宜参照我国的安全体系， 即政治、 国土、 军事、 经济、 文化、 社会、 科技、 信息、 生态、 资
源和核安全的体系。 该十一个项国家安全体系均与 《刑法》 分则中的一系列罪名相对应。 现行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中仅对国家利益中的国家财产进行保护， 而在司法改革中 “还探索了安
全生产、 互联网、 扶贫以及国防、 军事等领域的公益保护”。譼訛 根据实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需要， 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路径来保护国家
利益将更显重要。 鉴此， 需要将 “国家财产” 调整为 “国家利益”， 即能够满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的需要， 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利益性的事物， 而不仅仅限于国家财产。 当然， 这里所谓的 “国家
利益” 也应进行限缩性解释， 即刑法与民商法共同调整的 “国家利益”。

（二） 刑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出台之前， 我国 《刑法》 还没有使用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 但
它却是刑法法益中的重要内容； 它是指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公众依法享受的共同利益， 它是以公
民基本权利为核心展开的聚合性利益， 更是社会公众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需求。 这里的社会公众可以
是全国性的， 也可以是区域性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在增设的侮辱、 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
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罪中， 规定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事实上， 我国 《刑法》 法益中的 “社会公共利益” 是普遍存在的，
并不限于该罪的构成之中。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与 《刑法》 分则中
的一系列的罪名相对应， 如 《刑法》 中的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至一百
八十一条），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至三百四十六条） 等等， 建议将 《宪
法》、 民商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植入 《刑法》。

现代社会， 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的区别。 首先， 社会公共利益不
同于国家利益， 两者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 在一些领域， 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还具有交叉性或
者双重性， 如 《民事诉讼法》 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列为社会公共利益， 而 “生态安全、 资源安
全” 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要内容，譽訛 当属国家利益。 损害国家利益是对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
损害。 其次， 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 根据 《宪法》 第五十一条等规定， 基本利益分为社会
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不能相互涵
盖， 具有交融性， 如社会公共利益凝聚了广大个体利益的共性， 同时， “附带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种公共利益既不同于刑法保护的社会秩序这种利益模式， 更不同于公民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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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许瑛、 钟剑煌： 《检察机关办理刑民交叉公益案件诉讼模式选择与完善》， 载 《法治社会》 2020年第 1期。
譿訛 沈德咏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753页。
讀訛 胡巧绒、 舒平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运行实证观察》， 载 《犯罪研究》 2020年第 3期。
讁訛 肖巍鹏：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以与 〈刑事诉讼法〉 第 101 条第 2 款规定相比较为视野》， 载 《第三届全

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获奖文选》 2020年第 15期。

人私益。”譾訛 因此， “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是区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基本条件， 也是能够提起公
益诉讼的最核心条件。”譿訛

（三） 刑法中的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是刑法法益中的重要内容。 《刑法》 第四百一十条规定， “……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
损失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集体利益分为集体财产权益和其他权益。 根据 《宪法》
第六条的规定， 劳动群众所有制也是我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之一。 集
体所有制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由其集体组织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法律制度。 集体组织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 集体事业单位和集体公益组织等。 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在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管理和分配等方面明显不同。 集体财产权益， 一般是指法律明确
规定的属于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 集体财产的范围为： 依法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 山
岭、 草原、 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 集体所有的建筑物、 生产设施、 农田水利设施， 教育、 科学、
文化、 卫生、 体育等设施， 以及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 集体组织的其他利益主要有其名称
权、 名誉权和荣誉权等。

二、 拓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 应当依法进行

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如果是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人民
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979 年 《刑事诉讼法》 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制度至今未进行修改， 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仅限于 “国
家财产、 集体财产”， 而非完整保护刑法法益中的各项公共利益， 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保
障民生的现实需要。 相比之下， 如何拓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范围， 成为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关注
热点和难点。 在 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中， 明确强调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对法律明确赋权领域之外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问题探索立案， 但其基本原则是 “稳妥、 积
极”； 2020 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将该原则调整为 “积极、 稳妥”。 司法实践中， 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
亦从最初的物质利益逐步向精神层面适度拓展， 如各地检察机关对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等新型案例的
探索。 有基于此， 要根据党中央的相关重要部署， 从立法层面扩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
围， 使之与刑法法益中的公共利益相匹配。 将现行 《刑事诉讼法》 中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
护范围由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扩大至 “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 并增加 “社会公共利益”， 从
而有效落实 《刑法》 的任务。

前已述及， 从立法层面扩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确有必要之处。 具体而言， 学界
又有不同看法， 主要有通过司法解释或者专门增加法条两种主流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 “考虑实践
的迫切需求以及司法解释修订的迟缓， 可以在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一并规定”。讀訛 有的学者认为，
“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方法是对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进行修改， 增加一款关于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讁訛 主要理由之一在于， 因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其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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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苏和生、 沈定成：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厘清、 功能定位与障碍消除》， 载 《学术探索》 2020年第 9期。
輥輯訛 杨雅妮：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载 《法治社会》 2019年第 6期。

存在着程序启动条件的冲突， 即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不可等同理解的冲突。
笔者认为， 目前以司法解释的方法来扩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法律规定， 是不可取
的。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是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的法定范围， 由于其中并没有 “等”， 因此， 该范围是刚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基于落实党中央相关改革的部署， 出台的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法释 〔2018〕 6 号， 修改后为法释 〔2020〕 20 号， 以下简称为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 第二十
条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该解释不仅直接突破了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 而
且其中还有 “等”， 又为实践探索预设了巨大的拓展空间。

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依法对司法工作中具体适用法律条文的含义所作的说明。 首先， 从有
效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看，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 具有强化公益保护的积极意义， 但是， 从推进法
治中国建设的角度看， 其方法是不可取的。 最高司法机关虽然可以根据立法的目的、 原则和原意作
出扩大的司法解释， 但是， 其解释不能超出法律用语之含义的最大范围。 显然， 不能从 《刑法》
《刑事诉讼法》 中的 “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 解释出其也包括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等”。 要根据 《规划》
“坚持立法和改革相衔接相促进，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对改
革急需、 立法条件成熟的， 抓紧出台……” 的精神， 按照 《立法法》 相关规定， 及时提出修改 《刑
事诉讼法》 的议案。 其次， 有观点认为， 《民事诉讼法》 能够直接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
案件办理。 具体而言， 如有学者指出，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其本质上属于民事公益诉讼， 遵循
《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得以推行的合法性、 正当性基础”。輥輮訛 其实
不然， 从法律适用原则的角度看，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对于 《刑事诉讼法》 已有明确刚性规定的，
只能适用 《刑事诉讼法》， 而不能以 《民事诉讼法》 去突破 《刑事诉讼法》。

三、 优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来，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身份， 成为学界热议的
话题。 “已有的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规范性文件绝大多数是由 ‘两高’ 出台的， 由其对
公益诉讼程序进行规范。”輥輯訛 在顶层制度设计层面，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身份， 在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检察
公益诉讼解释》 等司法解释和改革文件中， 有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公益诉讼人” “公益诉讼起
诉人” 等称呼。 笔者认为， 基于对检察机关性质、 任务与诉讼原理关系的不同理解， 对检察机关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角色定位始终存在争议。 检察机关同为代表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集
体利益提起公诉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将其定性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公益诉讼人” 和 “公
益诉讼起诉人” 都是不准确的。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身份宜为公诉人。

首先， 我国 《宪法》 明确将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 该性质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决定的， 不同于欧美的检察机关即单纯公诉机关框架下的检察原告人地位。 2017 年 9 月 1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 《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 中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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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新华社：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载 《检察日报》 2017 年 9 月 12 日
第 1 版。

輥輱訛 阮建华： 《改革叠加背景下检察机关公诉职责再思考》， 载 《法治社会》 2019年第 2期。
輥輲訛 石晓波、 梅傲寒：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载 《政法论丛》 2019年第 6期。

出：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肩负着重要责任。 中国检察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輥輰訛 我国检察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力， 即法律监督与司法和公益保护的复合
体， 各项检察权都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化。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检察角色应当以宪法为依
据， 有别于欧美国家。 其次， 将检察机关列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并不恰当。 众所周知， 诉讼
角色决定诉讼权利的配置。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配置明显不
同； 我国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审判及执行活动， 而欧美检察机关和当事人不能监督审判活动。 同时，
检察机关并非案件当事人， 与诉讼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 基于维护公益而非自身权益提起诉讼， 不
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不可以放弃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诉权。 此外， 也不能适
用回避、 诉讼代理人、 反诉等， 以及被其他的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支持起诉等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则或者制度。 再次， 将检察机关列为 “公益诉讼人” 或者 “公益诉讼起诉人” 也不准
确： “检察官以公益诉讼起诉人之身份， 对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控诉， 积极出庭应诉， 承担举证证明
责任， 督促法院作出有效裁判。”輥輱訛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走出了民事诉讼本位的诉讼主
体思维， 但是， 它既不能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与其他的公益诉讼人相区别， 也不能展现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 究其原因， 其理念固化于单纯的民事诉讼原理， 脱离了宪法对检察机关的
定位。 第四， 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 提起各类诉讼的诉讼角色应当
协调一致。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性质在各项诉权领域 （指第一审） 的角色外化应当一致， 需要保
持性质及内在逻辑的一体性。 公诉人是传统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 形成了固化的内涵。 我国法律中
的公诉人， 不同于英美国家当事人地位的公诉人， 而是具有审判监督职能的公诉人。 为落实 《宪
法》 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 且区别于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中的诉讼角色也应当是公诉人。

四、 优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试点制度化的方式， 让检察机关主体资格合法化备受质疑。”輥輲訛 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效能。

（一） 从立法层面拓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唯一主体。 而根据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 （法释 〔2019〕 18 号） （以下简称 《批复》） 的规定， 不仅增加
了公益组织作为其起诉的主体， 而且它是前置于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虽然增加公益组织作为其起诉的主体具有合理性， 但是于法无据。

从有利于发挥多元起诉主体的积极性、 加大保护公共利益力度看， 建议参照 《民事诉讼法》 的
相关规定修改 《刑事诉讼法》，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再增加： 受犯罪侵害国有单
位的上级国有资产管理等机关、 负有管理和保护集体利益的机关， 以及社会公益组织。 虽然受犯罪
侵害的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但是， 从诉讼原理看， 它们是以刑事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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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新华社：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 “协同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协商议政 汪洋主持”》， 载 《检察日报》 2019
年 11月 23日第 1版。

人即当事人的身份起诉， 并不直接具有公益诉讼的实质属性。 当然，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准公益
诉讼的要素。 如果由受犯罪侵害国有单位的上级国有资产管理等机关或者负有管理和保护集体利益
的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则为完整意义上的公益诉讼。

（二） 优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各类主体的顺位

第一， 从立法层面优化检察机关与其他诉讼主体的起诉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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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 〔2021〕 1 号） 的相关规定与 《刑事诉讼法》 相悖。 该解释
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诉讼为前提条件。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并
不以 “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为前置条件。 综合考量多种因素， 检察机关与受损害的
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 宜根据向法院起诉的时间顺序来决定， 即一方先起诉的， 另一方则不再另行
起诉。 当然， 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起诉的赔偿数额小于实际损害赔偿数额的， 或者需要被告人承担
其他民事责任的， 则可以补充起诉。

第二， 从立法层面调整检察机关与公益组织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起诉顺位。 《检
察公益诉讼解释》 《批复》 规定， 检察机关拟提起公益诉讼的， 应当依法公告三十日， 期满后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司法解释将公
益组织列为前置于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值得商榷。

全国政协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围绕 “协同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召开的 “双周协商座谈会”
上， 一些委员提出 “明确行政机关、 公益组织、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顺位和相关程序。”輥輳訛 首先， 将
公益组织列为前置于检察机关起诉主体的制度设计， 既不符合诉讼规律， 也减损了公益保护的及时
性。 由检察机关一体化提起公诉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有助于提高保护公共利益的及时性， 提
高诉讼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 公益组织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将必然降低诉讼效率和增加司法成
本。 公益组织及其代理律师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需要查阅侦查卷、 主证复核和做好各项庭前准
备工作； 实践表明， 这将导致法院在审理刑事部分后， 再迟滞 1—2 个月才能审理民事部分。 而由
检察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一并提起公诉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可以一体化地开庭审理， 有助
于及时保护公共利益。 笔者认为， 宜将公益组织优先于检察机关起诉主体的顺位关系， 调整为检察
机关优先； 如果公益组织认为检察机关应当提起而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 则有权起诉；
或者认为检察机关起诉的赔偿数额小于应予损害赔偿数额的， 或者认为需要被告人承担其他民事责
任的， 有权补充起诉。 其次， 将公益组织列为前置于检察机关起诉主体顺位， 缺乏可操作性。 实践
中的一些问题也难以解决， 如一些公益组织基于功利主义， 选择在检察机关诉前的 “公告期间” 提
出起诉要求， 检察机关即失去了起诉主体的资格。 由于损害公共利益与犯罪基于相同的事实， 检察
机关与公益组织均陷入了一个困局： 公益组织为满足其起诉和出庭的基本需求， 向检察机关提出查
阅并且复制侦查卷， 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会见证人、 被害人等要求； 甚至为了降低
其起诉出庭难度， 依照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 提出再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其起诉的要
求。 侦查卷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权前依法属国家秘密， 即使在审判阶段， 侦查卷中的一些内容如侦
查方法、 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等也属于保密的法定范畴。 公益组织如何履行 《保守国家秘密法》 的
义务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也值得研究。 同时， 公益组织会要求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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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缺乏法律依据。 实践中也确有检察机关出庭 （刑事） 后， 再派员出庭支持公益组织提起的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这种多此一举的顶层设计亟待调整。

五、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制度

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改革探索中， 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时常发生争议， 一些司法改
革机制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刑事诉讼法。

（一）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地域管辖制度

实践中时常遇到以下情况： 一条被污染的河流经过多个省辖市甚至跨省， 上游的企业违法排污
导致下游受害， 上游所在地的公检法机关办案的积极性不大， 甚至因为保护地方企业等地方保护主
义的原因不想办案； 下游被污染后即使以犯罪结果地为由进行管辖， 但是由于河流有多个支流汇
入， 其污染源难以精准确定， 难以取证。 上游的党政领导不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依法依规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协调整合各方力
量， 有力促进了水资源保护、 水域岸线管理、 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等工作。” 等要求， 成为关
键因素。 在司法改革中， 一些地方不得已明确规定由下游集中管辖，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
民检察院对流经盐城市和连云港市的灌河环境污染刑事和民事案件， 指定由灌南县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集中管辖。 此举有力地保护了灌河的水环境。 但是， 从法治层面看， 刑事诉讼法中是以地域
管辖为常态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进行指定管辖， 如果以指定管辖为常态， 则不符合刑事诉讼
法关于管辖制度的立法精神。 建议加大监督落实 《刑事诉讼法》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等
的力度， 强化对上游党政领导和公检法相关的责任追究， 回归以地域管辖为常态、 指定管辖为例外
的刑事诉讼管辖制度。

（二）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制度

根据 《检察公益诉讼解释》 的规定， “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为由省辖市级人民检察院向中
级人民法院起诉。” 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案件， 绝大多数是刑民交叉案
件， 由基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节约司法成
本。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审判后， 再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民事赔偿部分， 完全没有
必要。 但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并不认同， 张军检察长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提出
“起诉案件中，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 77.82%， 民事公益诉讼占 6.52%， 行政公益诉讼占
15.66%。 起诉案件 “搭顺风车” 多、 “啃硬骨头” 少……。” 笔者认为， 应当遵循司法规律， 以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常态。

此外， 全面推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达四年， 对于应当单独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 其级别管辖宜调整为由基层检察院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六、 构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般而言，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 人民法院基于公正、 惩戒等价值考量，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
并且结合具体案情， 判决行为主体承担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责任。 现行的 《刑法》 《刑事诉讼法》
中没有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 相比之下， 《民法典》 不仅在多个条款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 同
时， 该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还规定：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 依照其规定。” 在 《侵权责任法》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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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杨静： 《全国首例适用民法典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案宣判》， 载 《江西日报》 2021年 1月 17日第 2版。

十七条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中， 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 这
些规定是私益损害的惩罚性赔偿， 而非公益损害的惩罚性赔偿。

近几年来以来，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 法院能否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主张， 始终
存在争议。 很显然， 从完善国家公益保护法治体系的角度看， 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包括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各项公益诉讼， 这样才有助于预防行为人以过低成本侵害公共利益， 增强法律
威慑效能。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规划》 中关于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等重要部署。

近两年来， 对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的有益探索不断发展， 如 2021 年 1 月， 全国首例适用
《民法典》 的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的公益诉讼案宣判， 该案由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对浙江海蓝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起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并且主张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的
规定予以惩罚性赔偿， 浮梁县人民法院予以采纳。輥輴訛 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邓秋城、 双善食
品 （厦门） 有限公司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等指导案例。 但是， 从法治层面看， 该案将法
律明文规定的被侵权人基于私益保护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直接适用于公益保护的惩罚性赔偿， 是缺
乏法律依据的。

当下， 亟待从顶层制定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革方案， 使之能够依法有序
地稳步进行。 虽然，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无争议， 但是， 该惩罚性
赔偿与适用罚金的关系有待厘清。 目前， 在办理刑民交叉案件中， 罚金与惩罚性赔偿能否竞合适
用， 本身就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指引。 此外， 在二者竞合适用扩大的背景下， 上述两者之间的折抵成
为具体处置难题， 因而备受理论和实践争议。

第一， 罚金与惩罚性赔偿可以竞合适用。 罚金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属性明显不同， 罚金属于刑
罚体系中的附加刑， 是惩罚犯罪的一种方式， 它是指法院判处被告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
罚方法。 在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可以并行适用的基础上， 才能解决好适用罚金与惩罚性赔偿的关
系。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2020） 粤 01 刑终 130 号判决书中写道， 罚金和惩罚性赔偿金的不同
属性， 以刑事罚金抵扣民事赔偿金并无法律依据， 且有可能降低侵权民事赔偿责任， 该自由裁断方
法有待商榷。

众所周知， 我国 《刑法》 中的罚金分为四类： “单科式” “选科式” “并科式” 和 “复合式”， 对
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 特别是被告人损害公共
利益造成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大小等依法判处。 对于 “单科式” 和 “并科式”， 罚金与公益保
护的赔偿或者惩罚性赔偿宜并行； 对于 “选科式” 和 “复合式”， 若选择判处罚金的， 不宜再判处
惩罚性赔偿。 从被告人的角度看， 承担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都是缴纳金钱， 但是， 从法律适用层面
看， 作为刑事责任的罚金可以与民事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并行， 而非必然的抵扣关系。 此外， 也要防
止过度地加重被告人的负担。

第二， 正确适用 《刑法》 中的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 该原告
人 （即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在获取合理的民事赔偿金后， 对于超出正常赔偿数额的惩罚性赔偿，
不宜适用民事赔偿优先原则。 因民事赔偿应当判归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刑事诉讼法》 并
没有规定基于私益保护， 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赔偿金或者惩罚性
赔偿金是基于公益保护， 不可判归该原告人， 该赔偿金应当交由相关的行政执法机关或者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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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将其用于修复对公益的损害。 罚金与公益保护的惩罚性赔偿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

结语

在我国改革开放处于纵深期的今天， 公共利益侵害现象愈演愈烈， 在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有权
提起公益诉讼及相关实体标准与程序， 使检察权更好、 更充分地发挥， 这不仅是公益保护之需求，
更是法治的需要。輥輵訛 根据 《规划》 等重要部署， 进一步厘清刑法法益中的公共利益， 从立法层面对
应性地拓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优化检察机关在该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适当增加该
诉讼中的起诉主体， 并且优化各类起诉主体的顺位， 探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 有助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人民检察制度和加快国家公益保护法治体系建设的步伐， 有助于保
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輥輵訛 参见姚建莲：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研究》， 载 《法治社会》 2017年第 5期。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current�legal�system�of�criminal�incidental�civi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s�not�only�
an�urgent�field�of�reform�in�the�national�public�interest�protection�rule�of�law�system,�but�also�a�
hot�issue�in�the�field�of�criminal�and�civil�cross�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t�not�only�has�the�scope�
of�public�interest�protection�that�is�significantly�narrower�than�the�legal�benefits�of�criminal�law,�
bu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secution� subject�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order� are� also�
obviously�inappropriate�and�juris�diction�mechanism�needs�to�be�improved.�There�are�also�issues�
such� as� substitut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 of “ expanding� th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of�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other� important�arrangements “ in�
CPC� Central� Committee's� Legal� Construction� Plan� for� China� (2020-2025)”,�� the� scope� of�
protection�of�criminal�and�civil�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needs� to�be�changed� from� the�criminal�
procedure�law “state�property�and�collective�property” in�Article�101�to “national�interest” and
“collective�interest”,�and “social�public�interest” should�be�added�to�make�it�correspond�to�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criminal� law.�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of�
prosecution�and�optimize�the�prosecution�order�of�each�subject,�build�a�punitive�damages�system�
for�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an� orderly�
manner�in�accordance�with�the�law.

Key Words: Comprehensive�Optimization； Criminal�Incidental�Civi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
Legislativ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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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 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吴寰
宇、 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性传染科主任潘浩的支持和帮助。

譹訛 侠克： 《疾控流调员———追踪新冠病毒的 “福尔摩斯”》，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3/29/c_1125784499.htm，
2020年 12月 5日访问。

汤啸天 *

内容提要： 目前， 尽管多数人支持流调工作， 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困难。 法律层面的原因
是流调工作法律属性不明， 现有规定的操作性不强。 为此， 必须揭示流调工作的基本特
点， 实现流调工作有法可依、 依法而为， 明确公安机关协助流调的依据， 廓清违反传染病
防治法受罚的前提。 强化流调工作法律支撑的制度设计建议： 一是明确对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授权； 二是明确疾控中心尊重事实、 服从法律， 具有独立性； 三是明确流行病学调查
具有行政性； 四是规定接受流调如实陈述的义务及其后果。
关键词： 流调 疾病预防控制 传染病防治法 法律支撑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7

流调的法治困境与制度支撑
———兼评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流行病学调查 （以下简称 “流调”） 是指为预防和控制疾病， 用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的医学调
查研究。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以来， “流调” 作为专业术语广泛见诸媒体， 公众对流调既有神秘
感， 也有不理解， 尽管多数人支持流调工作， 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疾病
监测任务的完成。 流调工作目前所遇到的困难， 在法律层面上的原因有三： 一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法律地位不够明晰； 二是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法律依据不够完善， 三是处罚规则的设计不够科学。

一、 流调的工作特点与法理逻辑

流调是传染病防控决策的基础， 没有流调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数据， 疾病监测的任务就会落
空。 正如新华社记者所言： 疾控流调员， 要尽量在最短时间内摸清楚每个上报病例的活动轨迹， 分
析出感染途径和传播链， 并及时采取措施阻断病毒传播， 从而将病毒的感染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
他们争分夺秒，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犹如战斗在抗 “疫” 一线的 “福尔摩斯”。① 特别是， 流调工
作有一定的滞后性， 需要当事人回忆若干天之前的活动轨迹和接触过的人员、 动物、 物品、 环境，
疾控流调员面对的是被调查人的疏忽、 遗忘与可能的不配合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 疾控流调员不
但要查清被调查人的行踪， 而且要查清被调查人的活动 （接触了哪些人物、 哪些动物、 哪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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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 披露， 2021年 1月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的超级传播事件。 该事件的超级传播者为 1 名 44
岁男性讲师， 截至 1月 31日其已造成至少 141个相关病例感染， 且感染者多数为参加保健品讲座的老年人。 该讲师举办了
三场讲座， 三场讲座参与者的新冠罹患率分别达到了 90%、 90%和 38%。 1. 《中疾控披露吉林通化新冠超级传播事件细节：
讲师 1传 141》， 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c/83vc9RZI2if， 2021年 5月 11日访问。

譻訛 《哈尔滨市： 流调排查切实有效 坚决控制传染源》， 中国新闻网： http://news.china.com.cn/2020-04/19/content_75949171.htm，
2021年 2月 21日访问。

哪些环境）， 以及是如何出现密切接触的。 显然， 理所应当明确流调工作的法律地位， 赋予其相应
的行政权力。

（一） 流调工作的基本特点

流调是医学专业与行政执法属性兼具的特殊工作， 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对外职能之一， 基本
特点有四： 一是彻查性， 即流调工作要尽最大可能摸清病例的活动情况， 时间不留空白段、 空间不
留空白点、 “密接” 不漏一人。 为此， 需要 “复盘” 发病前一个潜伏期周期内每一天的具体活动，
关键的环节甚至要要精确到分和秒， 找到足以支撑被调查人陈述的证据， 以防错讹。 二是溯源性，
即流调必须对感染来源、 感染途径作出准确的判断。 如果找不到传染的源头， 就意味着病毒仍然在
四处游荡扩散， 不断产生一代、 二代、 三代、 N 代感染者。 而每一个感染者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染
源， 形成新的滚动式的传播链。 如果某病人在发病前去过多个城市、 参加过多次活动， 判断此病例
在哪个地方、 哪个环节上传播了疾病， 必须取得相关方面的配合与协作， 才能组成完整的证据链。
三是紧急性， 流调工作是与疾病的传播抢时间， 切忌贻误战机。 时间的延宕必然造成疾病更加广泛
的传播， 必须争分夺秒采取措施阻断传播链。② 四是复合性， 流调既是医学行为， 也具有行政调查的
性质， 是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的基础性工作。 有的时候被调查对象不配合流调， 甚至编造谎言、 刻
意隐瞒信息或者拒不回答提问， 会使得流调工作更加困难。 据媒体报道， “目前哈尔滨市流调排查
切实有效， 但受客观条件、 配合程度等影响， 还存在一定漏查隐患”。③ 2008 年 6 月，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第四十九条规定： “单位或者
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应
当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追诉。” 现实中遇到的难题是， 在流调期间， 一般还未能掌握被调查人
“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证据， 所以往往连立案都很困难。

（二） 流调工作本身也需要有法可依、 依法而为

流调是公共卫生工作的一种基本方法， 除了阻断传染病传播以外， 在预防控制职业中毒事件、
食品安全事件、 不明原因疾病等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流调都有广泛的应用。 流调主要调查病
例的暴露情况、 活动轨迹、 与他人接触、 就医购药等多方面的内容， 确实涉及到公民的隐私与企事
业单位的内部活动 （如人员集聚的状态、 环境的封闭性等）。 显然， 如此艰巨的任务仅凭流调人员
“两条腿” 四处奔走和 “一张嘴” 做政治思想工作肯定是不行的。 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我国
绝大多数人是从政治上感觉到必须无条件服从流调才配合调查的， 所以很少有人查问流调的法律依
据。 其实， 公众对流调法律属性的知晓度很低。 但是， 流调处在疾病控制的前沿第一线， 不能仅仅
依靠政治上的正确性开展工作。 流调工作的对象是进入我国国境的所有人， 本身也需要有法可依、
依法而为， 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又妥善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我国的 《国家安全法》 第三条规定：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经济安全为
基础， 以军事、 文化、 社会安全为保障，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 构建国家
安全体系，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俗话说 “人命关天”， 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威胁人民安全，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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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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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譽訛 对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困境的问题， 详情可参见李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譾訛 据 2020 年 4 月 10 日， 来自黑龙江省卫健委的消息： 由于确诊者郭某明、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苓不配合流调工作， 给追溯传

染源、 查清密切接触者带来极大困难， 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已第一时间介入并开展立案调查。 现经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与公安
侦查机关联手调查， 王某苓的女儿曹某可能接触境外入哈人员所污染的环境致病， 进而导致家庭成员集聚感染。 资料来源：
《哈尔滨现一传十感染链： 连续四天共确诊 11 例， 警方已立案》，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6962797， 2021年 2月 12日访问。

大传染性疾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 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 必须把
流行病学调查放到维护人民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

流调是防止疾病传播和扩散的重要手段， 承担的是对疾病的发生、 流行进行监测， 及时为决策
提供准确依据的任务。 流调的及时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决策的正确性。 在宏观层面， 监测传染性疾
病的发生与流行是关乎人类健康与国家安全的重大任务， 流调是对社会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国家
负责的公务行为； 在微观层面， 准确及时地提供传染病监测数据是政府正确决策的基础， 任何闪失
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 是不可能事后弥补的。 客观地说， 查明感染来源与查明传播途径， 与公
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相类似， 必须追根溯源、 穷追不舍， 获得第一手证据。 两者的区别在于流调的对
象是传染性疾病而不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 具体病例必然涉及到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与法人以及非
法人组织， 流调工作的法律性质与行为边界亟待明确。 正因为流调工作具有上述特殊性， 且必须得
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应当向公众普及流调工作兼具医学专业与行政执法属性的知识。

二、 我国流调工作的法治困境

流调作为传染病防治的重要环节和端口， 事关传染病防治法治化和科学化的基本成效，④ 进而影
响整个公共卫生法治的进展。 受制于我国公共卫生法立法执法、 司法与守法体制的整体性困境，⑤

我国目前的流调工作仍面临着以下三重困境。

（一） 公安机关协助流调的依据不明确

在流调工作中遇到当事人不配合的困难， 疾病控制部门只得请求公安机关协助。⑥ 但是， 公安机
关在协助开展流调时， 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 只能 “借用” 《传染病防治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该条原文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和
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调查取证， 查阅或者复制有关的资料和采集样本。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不得拒绝、 阻挠。” 显然， 此项权力仅仅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行使， 疾控部门在此有 “搭便车” 之嫌。 限于流调的主体是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流调并不是卫生
行政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疾控与卫生监督均是卫健委的下属部门， 两者的职责也需要厘清。

（二）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受罚的前提模糊不清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七十七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的， 应
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规定的疑点有三： 一是，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追责的应当是 “行为说”
还是 “结果说”？ 二是， 追责是否应当限定在 “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 的范围内？ 三是， 应
当依法承担的仅仅是民事责任吗？ 在法理上， 规定予以处罚的有行为或者结果两种情形。 依据我国
刑法的规定， 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 结果犯是指犯罪行为
必须造成犯罪构成要件所预定的危害结果的犯罪。 概括地说， 行为犯是以行为的完成为标志，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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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法定行为即可处罚， 称为 “行为说”； 结果犯是行为导致出现某种法定后果才能处罚， 称为
“后果说”。 在流调范围内的特殊性在于， 被调查人并不一定能够最终确诊为患者， 与被调查人具有
“密接” 的人也不一定确实感染疾病， 不配合流调的行为也不一定出现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
的后果。 上述三个 “不一定”， 实际上使得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 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面对法律规定的 “后果说”， 深感 “远水解不了近渴”。 以哈尔滨市 “1 传 80+” 为例，
拒不配合流调的行为， 使得更多的人 “密接”、 更多的人被隔离观察。 这种客观上延长传播链的行
为， 已经扰乱了公共秩序， 是应当受到处罚的。 这就是说， 感染某种疾病的人不具有可罚性， 拒不
配合流调的行为具有可罚性。 法律是引导人们诚实守信的利器， 如实提供情况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传染病防治管理范围内， 只要有拒不提供真实情况的行为， 无论是否造成严重的后果， 都应当受
到惩罚。 造成严重后果， 只是从重处罚的依据。

（三） 立法对流行病学调查的规定操作性不强

现行的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二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必须
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等预防、 控制措
施，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 资料。”
这作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法律依据是充分的， 但是对拒不配合调查的行为却缺少明确的制约手段。 例
如，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调查中查行踪、 查聚集、 查密切接触者 （简称 “密接”） 是必须刨根问底
的重点， 在调查聚餐行为时， 必须报出所有共同聚餐人的姓名住址， 甚至要求当事人回忆邻桌的是
哪些人。 有人提出， 即便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都可以保持沉默， 为什么 “必须接受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 ……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呢？ 我不想说就不可以
吗？ 首先应当说明，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 “沉默权”， 只是规定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
有罪”， 新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
回答。 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流调并不是要求当事人 “自证其罪”， 只是
了解行踪与聚集状态， 尽快阻断传播链。 其次， 流行病学调查与刑事诉讼不适用同一原则。 有关传
染病的调查是医学领域的专业调查， 只是调查传染病流行的轨迹， 不存在 “定罪量刑” 问题， 但绝
对不能允许撒谎或隐瞒真相。 当事人如实回答与疾病控制有关的问题是对自己、 对社会负责。 其
三， 在疾病控制领域， 患者是无辜的， 阻断疫情传播刻不容缓。 一个人不如实报告真相， 会错失对
一批人采取医学措施的时机， 可能造成疫情的大规模传播。 无论客观上存在什么情况， 只要如实提
供情况就应当得到肯定， 反之则应当受到处罚。

《上海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 也规定： “涉及传染病疫情和疑似传染病疫情的单位和个人， 应
当接受并配合调查核实。” 换句话说， 疾控部门在调查核实疫情时，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但
如果出现拒不配合的局面， 疾控部门应当如何作为却语焉不详。 2020年 2 月 7 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 《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第十一条规定： “个人
有隐瞒病史、 重点地区旅行史、 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 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 除依法严格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 有关部门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 将其失信信息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归集， 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这一规定明确拒不配合流调就是失信， 必须予以制裁， 但因为仅
是上海市的地方法规， 只在上海市的范围内有效。

显而易见， 流调内容深度涉及个人隐私， 法律法规赋予疾控机构开展流调的法律保障也亟待明
确和加强。 特别是， 流调是针对各种情况人群的紧急调查任务， 必须具有明确的工作 “抓手”。 据
韩国媒体报道， 5 月 2日和 3日， 教师 A 某曾两次前往梨泰院夜店， 但 A 某最初在接受防疫部门调
查时， 不仅自称无业， 还隐瞒行程继续上课， 最终除了 A某本人确诊， 还造成 6名学生 （5名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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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韩国老师隐瞒夜店行程去上课： 致 21 人确诊》， 人民网： http://korea.people.com.cn/n1/2020/0519/c431815-31714850.html，
2021年 5月 11日访问。

讀訛 《疾控部门改革前兆？ 专家建议纳入公务员系统并赋予行政权》， 第一财经： https://www.sohu.com/a/376550792_114986， 2020
年 7月 5日访问。

讁訛 彭辉、 杨力： 《突发公共事件， 信息公开检讨， 义务主体公开范围与责任体系》， 载 《城市治理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輥輮訛 蒋子文： 《疾控中心成为政府机构， 剥离基础研究职能》，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107602， 2020

年 7月 5日访问。
輥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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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輥輰訛 2020 年 10 月 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修改工作部署， 对传染病

防治法进行了修改完善， 研究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和 1 名中学生）、 1 名家长和 1 名同事被感染。⑦ 诸如此类隐瞒行踪的情况在我国也有多次出现， “你
曾经到过哪里” “和哪些人有过接触” 的提问往往令被调查人不愿回答， 但这又是必须尽快查清的
关键问题。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散在偶发病例的随机出现， 流调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在增加。 以查
清某一位患者的行踪为例， 本人能够如实陈述是最省时省力的， 但如果被调查人不说实话或者编造
谎言， 流调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就会陡增。 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因为自己身体并无不适， 接受调查
时往往很不耐烦。 一旦传播链未被切断， 就会出现感染人数的激增。 “一个人坑一座城” 的说法虽
有片面之嫌， 但也切中要害， 作为立法就应当尽最大可能防止出现 “一个人坑一座城” 的局面。

三、 强化流调工作法律支撑的制度设计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之初， 钟南山院士曾明确表示： “我们 CDC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地位太低了， 这是一个技术部门。 CDC 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要一级一级上报。 它应
该有一定的行政权。”⑧ 学者彭辉、 杨力提出， “建议明确传染病或突发事件中， 疾控机构作为监测主
体， 以及及时提供最新掌握信息的法定义务和问责机构。”⑨ 笔者赞同 “疾控机构作为监测主体” 的观
点， 但如果将疾控部门定义为 “问责机构”， 就涉及到疾控部门是否具有行政权、 处罚权的问题。
笔者也注意到有公共政策学者建议 “把中国疾控中心及地方疾控中心作为卫健委各级政府卫生行政
管理机构的一部分， 将其基础研究职能剥离， 并入相关基础科研机构” 的呼声。⑩ 考虑到将国家及地
方疾控中心整体划入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成本巨大， 且不符合疾控中心的定位， 笔者赞同宋华琳教
授的如下观点： “问题的因应之道或许不在于 ‘行政化’， 而在于明确疾控机构的事业单位法人地
位， 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外部职能， 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 并明确疾控机构的
可问责性。”輥輯訛 建议以立法授权的方式， 赋予疾控中心对外的行政执法权。 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如下：

（一） 明确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授权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信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责之一是 “开展传染病、 慢性
病、 职业病、 地方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及国民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
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 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
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疾控信息系统建设、 管理及大数据应用服务技术支持”。 但是， 这并不能证明流
调工作的法律地位。 其一， 这一规定的依据是 《中央编办关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的批复》 （中央编办复字 〔2018〕 90 号文件）， 只是表明内部的职责分工， 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
其二， 中央编办复字 〔2018〕 90 号文件并没有程序化地对外发布， 公众并不知晓； 其三， 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 未经授权不能执法。 不难设想， 如果有人说： “疾控
中心的职责是监测疾病， 凭什么监测我的行踪？” 负责流调工作的同志就很难简单明了地说服对方。

笔者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輥輰訛 （以下简称 “新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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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9月 9日第 1版。

应当明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行使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相关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公益事业单
位。 在疾控中心具有管理与疾病预防控制相关公共事务职能的法律定位之下， 赋予其对外具有行政
权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仅仅规定 “疾控中心是由政府设立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
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 容易导致疾控中心仅仅是对卫健委负责、 从事 “技术管理和服务”
工作的误解。 “行使与疾病预防控制相关公共事务职能” 的提法显然包括 “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
务”， 又突出强调了疾控中心是承担疾病预防控制职能、 具有公共管理性质的公益事业单位。

这是因为， 一般的医疗行为是民事性质的， 而传染病防治行为具有应急性、 医学性、 行政性、
涉众性特征。 《传染病防治法》 必须廓清传染病防治与其他医疗行为的区别。 例如， 流行病学调查
具有单方意志性， 即流调是国家意志， 流调不可能在与被调查人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被调查人必须
无条件配合调查。 为此， 《传染病防治法》 必须规定传染病防治体现的是国家意志。 建议 “新传法”
第七条修改为： “传染病防治是国家行为。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
监督管理工作。” 相应地， 在第九章附则中增加国家行为的含义解释： “国家行为是指运用国家自主
权的行为， 包括处理本国重大事务和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行为。 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具
有高度的政治性， 与国家利益有直接的关系， 不能对之提起诉讼。 如果国家行为确有失当， 可以通
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予以纠正。” 这样规定， 既明确了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属性， 又
可以避免因为防治措施的实施出现大批行政诉讼， 还明确了国家卫健委的职责。 有的学者不认同
“传染病防治是国家行为” 的提法， 但无论从人类发展史上与传染病的抗争， 还是当今世界各国对
防治传染病的决策看， 传染病所造成的损失和防治传染病所投入的人财物力都远远高于战争。 为有
效控制疫情， 各国大都采取局部或者全面的隔离措施， 限制人员流动、 经济运行按下暂停键、 消费
活动受限， 导致国际需求链发生动摇。 同时， 不少国家还采取断航、 关闭边境等措施。 难道这些都
不足以说明是国家行为吗？ 习近平同志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召开 21 次会议研究决
策， 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大会战” “我们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
“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 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輥輱訛 等等， 也充分证明了 “传染病
防治是国家行为”。

（二） 明确疾控中心尊重事实、 服从法律， 具有独立性

我国现行的疫情报告制度实行 “属地管理” 原则。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三条， 规定疾控部
门 “接到甲类、 乙类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 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 逐级审核上报的机制尽管能减少误报， 但明显效率低下， 且难以控制地方政府的瞒报、 漏报，
其中隐而不言的原因是疾控中心只是负责 “技术管理和服务” 的机构。 我认为， 中国疾控中心提出
“以科研为依托， 以人才为根本， 以疾控为中心” 的自我定位是正确的， 《传染病防治法》 要为疾控
中心撑腰， 明确其尊重事实真相， 只服从法律的独立性。 建议 《传染病防治法》 增加如下内容：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应当依循尊重事实、 服从法律、 客观独立、 公开公正
的原则， 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因素的影响， 确保数据真实、 完整、 可靠， 作出的判断不受
其他组织或者人员的影响。”

（三） 明确流行病学调查具有行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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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修改， 建议 《传染病防治法》 明确规定：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流行病学调查、 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进入被调查、 检查单位或
者个人的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调查取证， 询问有关人员， 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和采集样本。 被调
查、 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不得拒绝、 阻挠。 必要时， 调查、 检查人员有权请求公安机
关协助。”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较， 流调是执行传染病防治管理法的政府行为， 现场调查取证中的
观察、 询问、 查阅、 复制、 取样、 采集标本等行为必然深度涉及公民的隐私， 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
规定或授权， 疾病控制部门是难以高效率开展工作的。 当然， 流调也必须依法而为， 现行 《传染病
防治法》 第十二条第二款輥輲訛 有关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内容还应当保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流调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 不可能在与被调查人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即流
调是国家意志， 被调查人必须无条件配合调查。 一般而言， 被调查对象虽然害怕疾病的传染， 但并
不愿意被追根问底， 回避或者不配合调查的可能性较大。 如查问聚餐人员时， 有人说 “我们就是在
一起吃饭， 没有做坏事”。 其实， 流调并不涉及是否 “做坏事”， 只是必须清楚确切地掌握共同就餐
的人员， 以采取防控措施。 据韩国媒体报道， 由于夜店系娱乐场所， 很多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
份， 甚至一些人在夜店等地登记时就使用了虚假信息。 在已有的确诊者中， 30%是无症状感染者，
相关人士分析， 在无法联系的 3000 多人中， 恐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也是无症状感染者。輥輳訛 在某种意义
上说， 流调是与疾病的传播抢时间， 任务紧迫， 刻不容缓， 在立法上应当给予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尤其是被调查人觉得自己的行踪、 与他人接触等信息属于隐私， 不必要向他人透露， 就可能使得流
调陷入僵局。 在立法时明确被调查人具有如实陈述和配合调查的义务并不是对人权的忽视， 而是从
根本上保障人权。 如果立法时不明确被调查人具有如实陈述和配合调查的义务， 流调就会流于形式。

目前， 当公安机关协助开展流调时， 行政行为的意志单方性就得到了较好体现。 立法时做出
“必要时， 调查、 检查人员有权请求公安机关协助” 的规定， 既可以体现行政执法的严肃性， 也便
于调查、 检查人员操作。 公安机关在协助疾控部门流调时， 可以使用归集手机定位、 现场支付、 行
踪轨迹、 视频监控资料等多种手段， 并通过手机警报、 媒体呼吁相关人员主动接受调查， 有利于提
高调查的效能。 据媒体报道称， 由于确诊者郭某明、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苓不配合流调工作， 给追溯
传染源、 查清密切接触者带来极大困难， 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已第一时间介入并开展立案调查。 现经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与公安侦查机关联手调查， 王某苓的女儿曹某可能接触境外入哈人员所污染的环
境致病， 进而导致家庭成员集聚感染。輥輴訛

（四） 规定接受流调如实陈述的义务及其后果

“新传法” 第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 团体和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协
助、 支持和配合传染病防控工作。” 相比较旧法有了明显进步， 但还不够。 建议进一步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 团体和个人有责任和义务接受医疗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有关传染病的查询、 检验、 调查以及预防、 控制、 诊疗措施， 并有检举、 控告违反传染病防治管理
法的权利。” 理由是： “协助、 支持和配合传染病防控工作” 的提法比较模糊， 作为义务性的规定应

輥輲訛 原文是： 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 控制措施， 侵犯
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輥輳訛 《紧急核查！ 1 人确诊， 5500 多人关联， 韩国总理恳请民众配合》，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7360048， 2020年 7月 3日访问。

輥輴訛 《哈尔滨确诊者感染源之谜揭开， 患者不配合流调， 警方立案》， 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s://xw.qq.com/cmsid/20200412A0AVQ
300， 2020年 7月 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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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present,�although�most�people�support�the�work�of�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it�
also�encounters�difficulties�in�practice.�At�the�legal�level,�the�reason�is�that�the�legal�attribute�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s� not� clear� and�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are� not� very� operational.�
Therefore,� it� is�necessary� to� reveal� 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 the�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ork,�realize�that�the�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work�can�be�done�according�to�the�law,�clarify�
the�basis�for�the�public�security�organs�to�assist�the�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and�clarify�the�
premise� of�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law�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ggestions�for�strengthening�the�system�design�of�legal�support�for�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
are� listed� as� follows:�The� first� is� to�make� clear� the� authorization� to�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institutions;�the�second�is�to�make�it�clear�that�the�CDC�respects�the�facts,�obeys�the�law�
and� has� independence;� the� third� is�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s�
administrative;�the�fourth�is�to�stipulate�the�obligation�and�consequences�of�accepting�the�truthful�
statement�of�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

Key Words: 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 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 Law�on�Prevention�
and�Treatment�of�Infectious�Diseases； Legal�Support

（责任编辑： 李广德）

当进一步明晰， 同时， 也应当赋予相应的权利。
众所周知， 行政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带有强制性， 行政相对方必须服从并配合行

政行为。 否则， 行政主体将予以制裁或强制执行。 感染疾病或者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都是无辜的，
但流调不是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选项， 配合流调是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的义务。 建议《传染
病防治法》 明确规定： “流调人员在调查开始前， 应当向被调查人告知具有如实回答与疾病控制有
关问题的义务， 要求配合开展调查。 被调查人拒绝配合调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足以影响调查工作
进行的， 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并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触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样
规定的益处有四： 第一， 强化程序， 明确流调人员首先向被调查人告知具有如实回答与疾病控制有
关问题的义务； 第二， 明确罚则， 规定拒绝配合调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必受处罚， 彰显了立法的严
肃性； 第三， 明确足以影响流调工作进行的行为将受到处罚， 避免了形成后果才予以处罚的不合理
性： 第四， 明确不同处罚的尺度， 体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新传法” 第九十六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 给他人造成
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 “单位和个人”
的表述有歧义， 应当改为 “单位或个人”。 理由是： “和” 的含义是 “二者皆有”， 如 “A 和 B”；
“或” 的含义是 “有一即是”， 如 “A 或 B”。 如果某人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 受罚时其辩称，
法律规定是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 我只是个人违法， 故不应当受罚， 就会导致 “法无明文
规定不为罪”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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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载 《求是》 2020 年第 5期。

肖柳珍 *

内容提要： 传染病隔离期限是从实体法意义上影响公共利益维护与公民人身自由权行使的
“双刃剑”。 2020 年 10 月 2 日公布的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第四十四条对隔离期限所
作的修改， 仍然是以强调行政管理或治理为目的， 对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及程序上的规范并
没有过多关注， 对公民个人自由权的保障或尊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与科学防控及法治
精神存在一定偏离。 建议传染病隔离期限判断依据回归医学检查结果判断标准， 以期进一
步回归传染病防控的科学性， 运用比例原则划定权力边界， 最大程度保障公民私权， 助力
依法隔离制度行稳至远， 实现良法善治的图景。
关键词： 传染病防治 隔离期限 期限判断标准 法治保障 比例原则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8

传染病隔离期限立法的法治偏离与专业回归
———以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第四十四条展开

引言

2019 年末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 再一次深度暴露了我国传染病防控法治体系的不足与缺
陷。 2020 年 2 月 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当前， 疫情
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 坚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提高依法
执政、 依法行政水平。”譹訛 2020 年 4 月 17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委员
长会议通过了 《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 2020 年 10 月 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
布了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第四十四
条将隔离治疗期限的判断依据由原来的 “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修改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
定”， 并将医学观察也列入了隔离的范围。 这是隔离制度的重大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将深刻影响到
每一位潜在被隔离者的人身自由权。 事实上， 自 2003 年 SARS 暴发以来， 诸多学者对隔离制度进
行了深入研究。 本文拟在回顾前期有关隔离制度问题学术研究之基础上， 分析 《修订草案》 第四十
四条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言， 以期助力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框架下进一步完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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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隔离制度。

一、 隔离制度问题研究概述及 《修订草案》 的回应

（一） 现有主要文献有关隔离制度问题的研究概述

2003 年 SARS 暴发后， 传染病防控中的隔离制度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诸多学者对隔离制度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染病防治隔离措施适用范围过于狭
窄； 二是法律、 法规之间的规定不一致， 部分法规及规章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合法性存在质疑；
三是缺乏采取隔离措施的正当程序规范， 易出现执法过程的随意性及责任的不确定性； 四是对公民
在被隔离过程中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条款明显不足； 五是缺乏对行政相对人违反隔离措施的行政处
罚； 六是没有规定人身自由强制的时效； 七是社区采取隔离措施的合法性不足。譺訛

2019 年末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 隔离制度再次引发学者的深度关注。 高秦伟指出， 传染病
防控中的隔离措施缺乏体系化建设；譻訛 王小光指出， 目前强制隔离观察的决定主体设置方式不合理，
强制实施手段法律依据不足， 新发传染病的密切接触者适用强制隔离观察缺少法律依据。譼訛 王思宜、
邹爱华指出， 因法的滞后性、 重公共健康轻个人权益的立法导向、 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模式使得制
定法在强制隔离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分歧、 执法主体及其权限边界不明、 被隔离人的程序性保障存在
缺失；譽訛 王洪芳指出， 公安机关在协助传染病强制隔离治疗方面， 存在立法规定粗疏甚至严重缺失；譾訛

王桢认为， 强制医疗隔离制度存在制度建构性缺陷及实施隔离正当程序的缺失， 同时缺乏权利救济
的有效途径以及违法行政的具体责任追究。譿訛

概括起来， 已有研究显示隔离制度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度建构本身存在
缺陷； 第二， 未对隔离措施加以体系化； 第三， 隔离正当程序缺失； 第四， 有关隔离引发的权利保
障与救济不足； 第五， 有淡化个人权利保障的倾向； 第六， 比例原则的缺失。

（二） 《修订草案》 对隔离制度存在问题的回应

客观地说， 此次修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期法律、 法规在立法上的冲突及隔离制度的合法性
问题， 并对隔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与修订。 第一， 从立法上完善采取隔离措施的法律依
据： 一是扩大采取隔离措施的范围， 为未来应对不明原因的、 具有传染性的疾病采取隔离措施提供
了法律依据， 改变了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中采取隔离措施前提的传染病法定性；讀訛 二是为社区采

譺訛 参见龙宗智： 《关于隔离措施的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载 《法学》 2003 年第 6 期； 朱芒： 《SARS 与人身自由———游动在合法
性和正当性之间的抗 SARS 措施》， 载 《法学》 2003 年第 5 期； 莫于川： 《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 载 《法学
家》 2003 年第 4 期； 方立新、 邵亚萍： 《行政强制隔离制度》， 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4 期； 李
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若干行政法律问题研究》， 载 《法治论坛》 2008 年第 1 期； 杜国明： 《“限制人身自由” 卫
生即时强制的立法研究》， 载 《西部法学评论》 2009年第 3期； 陈颖健：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美
国州卫生应急授权示范法〉 的借鉴与启示》， 载 《中国卫生政策》 2013 年第 6 期； 詹振运、 张朝霞： 《论传染病防治中人身
自由即时强制制度之优化》， 载 《行政与法》 2019年第 11期。

譻訛 高秦伟： 《传染病防控中的隔离措施》，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譼訛 王小光：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强制隔离观察的法制完善》，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2期。
譽訛 王思宜、 邹爱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强制隔离制度完善研究》， 载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0年第 3期。
譾訛 王洪芳： 《公安机关协助传染病强制隔离治疗制度的法规范理解与适用》， 载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0年第 4期。
譿訛 王桢： 《我国强制医疗隔离制度的理论基础、 现存问题与解决对策》， 载 《学术交流》 2020年第 8期。
讀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四条第一款： 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炭疽中的肺炭疽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采取本法所

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其他乙类传染病和具备传染病流行特征的不明原因聚集性疾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
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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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隔离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讁訛 三是赋予预先隔离制度的合法性。輥輮訛 第二， 为了加强对传染病防控的
管理与控制： 一是增加防控违法机构与人员信用记录；輥輯訛 二是增加有关单位与个人拒绝隔离的行政
责任；輥輰訛 三是隔离期限由原来的医学判断标准修改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来确定。

但与此同时， 此次公布的 《修订草案》 对隔离过程的正当程序没有进行增设， 在如何救济公民
在被隔离过程受到的损害也没有明显修改。輥輱訛 在回应隔离过程中行政主体或相对人行政责任缺失时，
只增加了公民违反隔离义务的法律责任或信用风险， 对行政机关或其他相关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违
法行为则没有增加法律条文。

总之， 《修订草案》 针对隔离制度的立法视角仍然是以强调行政管理或治理为目的， 对行政权
的正当行使及程序上的规范并没有过多关注， 对公民个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或尊重还没有引起足够
重视。 隔离期限判断标准由原来的根据医学检查结果判断修改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来确定是比较集
中的体现。

二、 隔离期限判断标准修订的立法评价

隔离期限是隔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限制的时长， 也从根本上影
响到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限制的程度。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相较于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
三十九条， 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隔离期限的判断依据上， 由原来 “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修改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定”。 此处修改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每一个潜在被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者的合
法权益及传染病防控的实际效果， 并有可能影响整个隔离制度的法治基础， 故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讨论。

（一）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与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的比较 （见下页表 1）

相较于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的主要变化有四个
方面： 一是扩大了隔离的范围， 即除了隔离治疗还有医学观察； 二是隔离期限的判断标准有变化；
三是增加了被隔离者 （四类人） 的法律义务， 即应当主动接受和配合医学检查、 检疫、 医学观察或
隔离治疗等措施； 四是病人修改为患者。 核心的修改是隔离期限确定的依据发生了变化， 即由原来
的根据医学检验结果修改为根据防疫要求来确定。

（二）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引发的思考

讁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十一条第三款：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当发挥自治作用， 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社区传染病防控宣传
教育和健康提示， 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及时收集、 登记、 核实、 报送相关信息， 并组织居民、 村民参与社区、 农村的传染
病预防与控制活动。

輥輮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五十条： 对于新发传染病、 具备传染病流行特征的不明原因聚集性疾病， 在病原体、 传染力、 致病力
等情况尚不明确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评估认为确有必要的， 可预先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措施， 同时立即上报上
级人民政府。

輥輯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八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建立传染病防控违法机构和人员信用记
录制度，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輥輰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九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或处二千元以
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 拒不履行政府发布的防控决定、 命令
的； （二） 拒不接受或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取的流行病学调查等防控措施的； （三） 故意隐瞒传染病病情的； （四） 患
者、 病原携带者、 疑似患者、 密切接触者拒绝接受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的， 以及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的； （五） 编
造、 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 （六） 有其他干扰、 阻碍、 妨害传染病疫情防控行为的。

輥輱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十四条第二款： 相关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及其他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实施的行政管
理和预防、 控制措施， 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83·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3期

针对上述核心修改， 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 隔离期限的确定到底是一个医
学问题还是一个行政裁量问题，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 这样修改是否
符合科学防控及法治精神？ 第三， 如果传染病没有引起疫情， 隔离期限怎么确定？

在分析隔离期限确定的性质之前， 先讨论一下隔离的性质。 学界对隔离的性质目前基本上形成
了一些共识。 隔离首先是一种医学措施。 公民是否有必要隔离， 应当经过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上的
检验。 隔离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 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在隔
离期间， 医疗机构应当密切观察被隔离者的有关症状及体质， 根据诊疗结果确定医学防控措施或治
疗手段。 从法律角度来说， 隔离作为一种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宏观上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实施
的行为。 因此， 隔离具有医学与法律的双重属性。輥輲訛

就隔离期限的确定而言， 笔者认为其本质是一个医学问题。 作为治疗的隔离也好， 作为医学观察
的隔离也好， 首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治疗、 控制传染病。 当面对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时， 第一
个问题就是要结合每一个被隔离者的具体情况， 从医学上判断要隔离多久， 治疗多久或者观察多久。
在隔离场所， 医疗机构应及时对被隔离者进行医学检查和防治， 并动态评估其有无继续隔离的必要。 若
无， 就应当及时解除隔离措施。輥輳訛 笔者认为， 医学治疗或医学观察隔离期限的确定不是行政裁量的范围。

虽然姜明安教授曾言： “行政王国的版图究竟有多大， 或者说它应该有多大， 其 “疆域” 如何
界定， 这恐怕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不同的时代， 政府有不同的管理职能。 行政的范围是变化着
的和发展着的。”輥輴訛 但我国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行政权边界模糊、 权力越界或冲突等问题，
因其规制不当而引发的争议也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輥輵訛 隔离期限判断依据由医学检查标准修改为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专业的界限， 也扩大了行政的版图， 值得深思。

针对第二个问题， 笔者查阅了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修订草案〉 修改说明》， 但没有找到有关第
四十四条的修改说明。 《〈修订草案〉 修改说明》 列明的主要修改内容有： 完善立法宗旨、 构建和完
善传染病防控的领导体制机制，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进一步强化四方责任、 完善传染病分类制度、
重点突出不明原因聚集性疾病防控、 完善传染病疫情监测制度、 完善传染病疫情预警制度、 完善传

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应当及
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病人、 病原携带者， 予以隔离
治疗， 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 对疑似病人， 确诊前在指定场所
单独隔离治疗；

（三） 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 病原携带
者、 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在指定场所进
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
离隔离治疗的， 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
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
施：

（一） 对患者、 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隔离期限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定；

（二） 对疑似患者， 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 对患者、 疑似患者、 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

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医学观察， 并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
措施。

患者、 疑似患者、 病原携带者、 密切接触者应当主动
接受和配合医学检查、 检疫、 医学观察或隔离治疗等措施。
拒绝医学观察、 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
疗的， 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强制执行。

表 1

輥輲訛 参见李凌云、 陈杰： 《疫情防控中强制隔离措施的理解与适用》， 载 《学术交流》 2020年第 8期； 前引譿訛， 王桢文。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李凌云、 陈杰文。
輥輴訛 姜明安： 《行政的 “疆域” 与行政法的功能》， 载 《求是学刊》 2002年第 2期。
輥輵訛 万里鹏： 《行政权的边界界定及其规制研究》， 载 《宁夏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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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重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完善防控措施、 健全传染病救治网络建设、 加
强传染病防控制度保障及加大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并增加对个人和单位不配合实施传染病防
控措施等情形的处罚规定共 12 个方面。輥輶訛

难道是这个修改不重要吗？ 笔者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但确定其修改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 从
逻辑体系上来看， 笔者认为此次修法的目的及传染病防治原则的变化是第四十四条修改的内在依
据。 《修订草案》 第一条规定， 为了预防、 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防范公共卫生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制定本法。 《修订草案》 第二条规定， 传
染病防控工作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 坚持政府主导、 依法防控、 科学防控、 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原则。 从上面两个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传染病防控的目的， 已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防控原则强调政府的主导责任， 由此似乎可以理解隔离期限应当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来确定。

可是， 这样的修改符合科学防控的原则吗？ 传染病疫情的暴发或流行， 固然有可能对社会的经
济秩序、 法律秩序、 国际秩序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并有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事件， 但传染病疫
情的起因、 控制与其他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都具有质的不同性。 传染病疫情， 首
先是传染病， 然后才是疫情。 传染病的诊断、 预防、 控制、 治疗都有科学基础。 作为传染病防控隔
离期限是根据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来确定的。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依法防控、 科学防控。輥輷訛 笔者认为，
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 科学防控是依法防控的基础， 依法防控是科学防控的保障。 传染病防控决策
不同于一般重大行政决策， 需要更加注重科学性。輦輮訛 医学隔离期限的判断是一个科学问题， 科学问
题只能由科学工作者来回答。 这才是科学防控的真谛， 也才是风险社会科学理性原则的真实体现。輦輯訛

同时， 这样的修改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吗？ 现代法治理念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法律的
权威性是现代法治赖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限制公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公正是现代法治最普
遍的价值表述、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实质。輦輰訛 如果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的期限要
根据疫情防控来确定， 无论是法律的权威性、 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正及限制公权力的精神可能都比
较难以体现。 因为， 疫情防控要求更多是一个行政裁量问题， 它是由政策、 政治、 经济、 法律、 社
会发展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在此框架下， 实体影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隔离期限将有可能变得非常不
确定。 此种修改与法治理念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关于第三个问题， 如果传染病发生没有引起疫情， 根据 《修订草案》 如何去判断隔离期限， 显
然找不到答案。 这是法律的漏洞。 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甲类传染病发生都一定会引起疫情，輦輱訛 只要
发现及时、 控制及时， 是完全有可能控制住从而不发展为疫情的， 而且如果医疗机构在早期仅诊断几
个或少数甲类传染病， 根据这条规定， 该如何确定它的隔离期限？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严谨对待的问题。

三、 隔离期限判断标准的医学回归及其理由

传染病防控隔离期限判断标准应当回归医学路径。 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 回归立法的首要目的

輥輶訛 参见 《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说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xw/crbfz/2004-04/30/content_18
04038.htm， 2021年 4月 15日访问。

輥輷訛 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网： http:/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leaders /2020－02/23/c_ 1125616016. htm， 2020 年 10月 20 日访问。

輦輮訛 李少文： 《风险社会的立法治理： 〈传染病防治法〉 的修改思路》， 载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李少文文。
輦輰訛 张志铭、 于浩： 《现代法治释义》， 载 《政法论丛》 2015年第 1期。
輦輱訛 结合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的规定， 疫情通常是指传染病的暴发或流行， 而且

暴发或流行都有特定的法律内涵。 参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十九条、 《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 第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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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一条规定， 为了预防、 控制和消除輦輲訛 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保障人体
健康和公共卫生， 制定本法。 《修订草案》 第一条规定， 为了预防、 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防范公共卫生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制定本法。 无论
是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还是此次的 《修订草案》， 均把 “预防、 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放在
首要位置。 对患有传染病的病人进行隔离， 首要的目的是有利于使其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尽快恢
复身体健康。 对于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 则有利于早期发现已经携带病原体的潜在患者， 及早防
治。 这既是对患者负责， 也是对社会公众负责。 当然， 强调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性， 并不是要否定现
代风险社会对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及其他的立法目的， 只是表明， 基础性的东西往往是根本性的东
西， 也是决定该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与意义。 由传染病疫情引发的社会秩序、 国家安全是一个更加
庞大、 更加复杂的体系问题， 但传染病防治的核心一定是从公共卫生或医学上所进行的医学专业防
治。 只有从专业上做好传染病防治，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并促进其他立法目的的实现。

（二） 回归比例原则的法治轨道

比例原则是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法治原则，輦輳訛 但如何理性地运用比例原则采取相关行政行为， 绝
非易事。 一方面，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本身就面临多元性的权衡； 另一方面， 公共利益内部与个人
利益内部也具有多元性。 但隔离期限判断标准回归医学检查结果确定模式， 至少为隔离的行政权行
使划定了一条底线或边界。 如果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期限的确定依据都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来
确定， 比例原则将更加难以体现。 因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情况下， 行政机关往往以提升行
政执法效率保证在最短时间内结束疫情， 给滥用行政权力留下广泛的空间。輦輴訛 某种防疫措施的实施
是否具有合理性， 不仅取决于该措施能否有效防疫， 还取决于该措施在各种有效的防疫选项之中是
否确实是 “对隔离对象损害最小的方法”， “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限制” 最轻。輦輵訛 事实上，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的比例原则， 在 《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已有原则性的规定。輦輶訛 《传染病防治法》 作为应对
突发事件的特殊法， 完全可以借鉴 《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好的立法经验。

（三） 回归科学防控的基本原则

科学防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反复强调的防控原则， 也被 《修订草案》 第二
条正式纳入了法律规范。 此次 《修订草案》 在很多地方体现了科学防控的思维。 例如， 《修订草案》
第八条的传染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制度輦輷訛、 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传染病监测制度輧輮訛、 第二十

輦輲訛 考虑到传染病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消除的， 此次 《修订草案》 删除了 “消除” 二字， 回归了科学的态度， 减少其管控的意念。
輦輳訛 王奇才：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原则与法理思维》，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 3期。
輦輴訛 张帆：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1期。
輦輵訛 参见前引譿訛， 王桢文。
輦輶訛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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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輦輷訛 参见 《修订草案》 第八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建全国传染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 由公共卫生、 临床医学、 中医
学、 法学、 管理学、 公共政策学、 经济学、 社会学、 传播学、 信息技术等领域专家组成， 为传染病防治政策制定及实施提
供咨询、 评估、 论证等技术支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组建本级传染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 发
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 国家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依托全国传染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专家组， 及时分析
研判疫情形势， 提出防控政策措施及调整建议， 向国务院报告。

輧輮訛 《修订草案》 第二十一条规定：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传染病的发生、 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 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 及时掌
握重点传染病流行强度、 疾病危害程度及病原体变异情况， 快速发现和甄别不明原因传染病； 对国外发生、 国内尚未发生的传
染病或者国内新发生、 国内已消除的传染病进行监测。 第二十二条规定： 国家建立跨部门、 跨地域的传染病监测信息共享机
制， 实现卫生健康、 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 畜牧、 林业草原、 海关、 移民等相关部门的联动监测和信息共享。 国家建立临床
医疗、 疾病控制信息的互通共享制度， 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传染病诊疗、 病原检测数据的自动获取机制， 规范信息共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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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修订草案》 第二十三条规定： 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制度。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分析传染病及健康危害
因素相关信息， 评估发生传染病疫情的风险、 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疫情发展态势。 经评估可能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 应当
立即报告本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本级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分析研判。 第二十四条： 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根据多渠道传染病监测信息和风险评估结果， 向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 并根据需要向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报告预警建议。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及时组织评估， 对于需要发布预警的， 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发布预
警和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輧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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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万里鹏文。
輧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王桢文。
輧輳訛 参见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
輧輴訛 参见前引譿訛， 王桢文。
輧輵訛 参见赵鹏： 《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传染病防治法〉 的适用与检讨的视角》，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輧輶訛 孙志香：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创新研究》， 载 《科学社会主义》 2020 年第 3 期。
輧輷訛 李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张帆文。

三条及第二十四条的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制度，輧輯訛 均体现了科学防控原则， 强调医学专家、 公共卫
生专家、 医疗卫生机构在传染病监测、 风险评估及防控决策中的专业作用， 但是， 在隔离治疗或医
学观察期限的判断依据上， 笔者认为此次修法存在欠妥当性。 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的防
控决策， 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科学防控力度不够有关。 完善传染病防治法， 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就
是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发挥科学决策在传染病防治中的关键作用。輧輰訛 《修订草案》 第四十四条 “医学
检查结果” 的回归就是对科学防控最好的坚持。

（四） 应对隔离程序的现实缺失， 助力公民配合隔离

程序的本质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是把利益的博弈和价值衡量转化为在法治规程上表达的诉求。
程序是约束权力的天然边界， 也是抵抗权力侵犯的安全屏障。輧輱訛 由于隔离会影响被隔离人员的自由、
隐私、 财产等权利， 所以隔离应当有正当的程序性保障， 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正当程序。輧輲訛

然而， 无论是现行的 《传染病防治法》 还是此次的 《修订草案》，輧輳訛 均偏向于如何保障隔离的顺利实
施， 而对于隔离应当遵守的程序， 都没有任何规定。 这种正当程序的缺失， 一方面导致隔离的实施
在程序方面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 有损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另一方面导致了一些被隔离人员不理
解、 不服从隔离决定的现象。輧輴訛 回归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期限判断的医学检查标准， 至少可以让公
民对隔离期限的预期有科学信赖与支撑理由， 有助于他们对隔离的理解、 接受及配合， 同时， 采取
医学检查来确定隔离期限， 也可以减轻人们对隔离的焦虑与不安。 现代风险社会， 人们对安全感的
需求可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輧輵訛 满足或促进人们的安全感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人民安全
也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輧輶訛

结语

在疫情防控状态下， 私权利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减， 公民要承担更多的容忍义务。 如何平衡
传染病防控中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限制一直是公共卫生法治中的难点问题。輧輷訛 但需
要强调的一点是， 人们不能因难以化解平衡的理论难题而反推出平衡本身在实践中毫无必要。 如果
不讲平衡而一味强调权力的有效施行， 或许效率是有了， 但最终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輨輮訛 此次 《修
订草案》 有关公民权利保障的条款虽然有所增加， 但相比于管控的义务性条款， 还是明显不足。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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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科学昌明以及权利保障意识增强， 政府应当认识到， 即使是紧急状态下， 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应
当受到保障， 否则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輨輯訛 第四十四条的修改，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传染病防控
科学性的认识不足以及法治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 人与病毒的竞争不可能取决于一场一劳永逸的战
争。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 可预见的制度安排来平衡相互冲突的法益。輨輰訛 隔离期限的确定依据回归医
学检查标准， 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传染病防控的科学理性， 坚持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科学抗疫， 同
时， 也为良法善治的法治图景提供了制度供给的可能性。 回归科学与法治轨道， 科学是基础， 法治
是保障。 违反科学基础的隔离措施是盲目的， 没有法律依据的隔离措施则是武断的， 只有将科学基
础与法律依据有机融合， 才能推动隔离措施的有序运行。輨輱訛

疫情防控， 隔离先行。 隔离期限的判断， 医学先行。 隔离是传染病防控最直接、 最有效、 最核
心的科学方法与法治路径。 专业性、 科学性是整个隔离制度的底盘， 唯有守此， 依法隔离的进路才
会行稳至远。

輨輯訛 高秦伟： 《传染病防控中的隔离措施》，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赵鹏文。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李凌云、 陈杰文。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period�of�isolation�of�infectious�diseases�is�a “double-edged�sword” that�affects�
the�maintenance�of�public�interests�and�the�exercise�of�citizens’ right�to�personal�freedom�in�the�
sense�of�substantive�law.�Article�44�of�the�revised�draft�Law�on�the�Prevention�and�Treatment�of�
Infectious�Diseases,� published� on�October� 2,� 2020,� still�modifies� the� quarantine� period� for� the�
purpose� of� emphasizing�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or� governance� and� does� not� pay� too�much�
attention�to� the�proper�exercise�of�administrative�power�and�procedural�regulations.� In�addition,�
the�protection�or�respect�for�citizens’ personal�freedom�has�not�been�paid�enough�attention,�which�
deviates�from�scientific�prevention�and�control�and�the�spirit�of�the�rule�of�law.�It�is�suggested�that�
the� period� of� isol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be� judged� on� the� basis� of� returning� to� the�
judgment�standard�of�medical�examination�results�in�order�to�further�return�to�the�scientific�nature�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limit� the� boundary� of� power� for� the�
application�of�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maximize�the�protection�of�citizens’ private�rights,�
stabilize�the�isolation�system�in�accordance�with�the�law�and�achieve�the�purpose�of�good�law�and�
good�governance.

Key Wor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olation� Period； Judgment�
Criteria�of�Isolation�Period； Legal�Protection； 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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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轩毅 *

内容提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权力行使之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安
全， 要确保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各项疫情预防与控制举措围绕此目的来展开， 就有必要依
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建立完备的信息传导机制。 目前 《传染病防
治法》 在信息传导机制的具体规定上仍然存在模糊地带， 应当在规范层面重新审视信息预
警的主体资格与层级上报的程序设计， 以立法的形式强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责与
权限， 避免 《传染病防治法》 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规则冲突。 而针对现行规范在信息搜
集与披露规则上存在的限制， 应当进一步拓宽疫情信息搜集的法定渠道， 在规范上明确授
予地方各级政府在其行政区域内及时公布信息的行政权能。 通过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传导
机制， 对行政行为予以规范与监督， 运用比例原则协调个体权利诉求与公共卫生管理政策
之间的紧张关系， 方能确保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各项举措有法可依， 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同
时减少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进而建构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常态化疾病预防控制机制。
关键词： 公共卫生 知情权 疫情防控 比例原则 权利保障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09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
———以 《传染病防治法》 中的信息传导机制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非常态现象， 也是考验各国政府执
政能力与疾病预防控制能力的一大难题。 2020 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至
我国各地，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
了制度保障。 2020 年 1月 20 日， 国家卫建委发布 2020 年第 1号公告，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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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着疫情正式进入 “依法防控” 的阶段。 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机
关、 各级疫情预防与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疫工作、 开展联防联控，
使疫情防控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体现出我国在社会动员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的制度优势， 亦为
重新审视 《传染病防治法》 等一系列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之间的协同问题提供了契机。

针对目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呈现出的经验与问题， 中央明确提出 “要有针对性地推进
《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律修改和制定工作， 健全权责明确、 程序规范、 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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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习近平：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载 《求是》 2020年第 18期。
譺訛 习近平：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载 《求是》 2020年第 5期。
譻訛 参见斯蒂格利茨、 宋华琳： 《自由、 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02年第 3期。
譼訛 参见柳华文： 《联合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 4期。
譽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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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
譾訛 参见章剑生： 《知情权及其保障———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为例》， 载 《中国法学》 2008年第 4期。

制， 明确中央和地方、 政府和部门、 行政机关和专业机构的职责”。①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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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政策背景下， 《传染病防治法》 业已纳入修订日程，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反思 《传染病防治法》 中的相关规则， 重新审视 《传染病防治法》 中疫情预警阶段、
疫情综合控制阶段的信息传导机制， 厘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公民知情权的规范保障及其限度问题。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法理依据与规范困境

（一） 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下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理依据

公民的知情权， 又被称为公民的信息自由权利， 是指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知悉、 获取信息的权
利。譻訛 从知情权的发展来看， 联合国大会 1946 年通过第 59 号决议承认了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这一原则在 1948 年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 《世界人权宣言》 中得以体现。 作为第一份关于
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 《世界人权宣言》 第 19 条明确指出， 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包括 “通过任何媒
介和不分国界以获取、 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④ 这一条款也在联合国大会于 1966 年 12 月通
过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19 条第 2 款再次确认， 以公民信息表达自由的形式确立
了公民知情权的国际人权法基础。

我国关于公民知情权的理论研究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 与对之前 SARS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反思不无关联。 2003年 SARS 疫情中信息预警与披露的不及时， 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信息公开制度
的关注， 在疫情结束后进行行政问责的同时， 也为政府正视公民知情权提供了外在的压力。⑤ 2003
年至 2006年， 全国已有 31 个省级 （含自治区、 直辖市） 政府建立了政务公开管理制度， 国务院在
综合各地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 于 2007 年 4 月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
下简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并于 2019 年 4 月予以修订。 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一条明确
提出颁布这一行政法规的目的是 “为了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
作的透明度， 建设法治政府，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
用”。 虽然这一立法目的并未明确提出公民知情权的概念， 但确立了政府信息依法公开的原则， 实
质上为公民知情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基础。⑥

从知情权的权利属性来看， 它不仅是一种个体的私法权利， 还具有保障公法请求权与公共事务
参与权的公法权利性质。 在政府机关行使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权力时， 知情权的保障更是
维护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确保公共权力在合理限度内行使的前提。 根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
十条第十二项之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 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
开的政府信息， 这一条款明确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信息公开的制度。 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的过程中， 公民基于知情权可要求政府机关公开特定的行政信息， 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
减少公共权力的不作为与滥用权力的行为， 增强公共权力行使的透明度， 提升政府公信力与公民参
与社会治理的程度。 同时， 也能让公众更及时地掌握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动态信息， 在出现突发疫
情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进行社会动员与疫情防控。 疫情信息公开既是为了实现公民知情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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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胡明： 《疫情信息公开的法治反思》，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也是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规范公共权力行使的有效举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的知情权既
是不可褫夺的基本权利， 也是实现公民其他权利、 避免公民权利遭受不当克减的重要手段。⑦

（二） 《传染病防治法》 中信息传导机制的规范困境

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的知情权有正当的法理依据， 但是就前期疫情防控而言， 部分地
方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在疫情前期预警时选择了 “内部预警” “酌情公布” 的形式， 在个人信息搜
集与上报的过程之中也存在迟延，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在国内各地的扩散。 从 2019 年12 月8 日
官方通报第一例确诊病例， 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建委发布 2020 年第 1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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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着疫情正式进入 “依法防控” 的阶段。 具有专业资格的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由
于不具有 《传染病防治法》 中规定的疫情预警与信息披露的职权， 在行政主导、 维稳先行的综合因
素考量之下， 这些专业机构很难及时成为向政府及公众呈报疫情专业判断的 “吹哨人”。 疫情信息
传导机制的滞后性， 可能导致在疫情暴发之初贻误最佳的防控窗口期， 在疫情正式暴发后容易引发
社会舆论对于地方政府疫情防控举措的质疑。

但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去审视地方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所采取的举措， 《传染病防治法》 并未
规定疫情信息公开制度。 作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法
律， 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于 1989 年 2 月 21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自 2004 年 “非典”
疫情之后进行修订以来， 在 2013 年完善了第三条、 第四条关于传染病病种公布权限与解除甲类传
染病防控措施的规定， 其余内容一直未作改动， 也并未规定疫情信息公开义务及其具体程序。 面对
新的突发疫情时， 受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影响， 政府机关对于疫情信息的处理采取了内部传
达、 层级上报、 审慎公开的做法，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 “酌情公布” “层级上
报” “授权方能发布” 等举措均能找到法律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第十二项所提到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当予以公开的内容在 《传染病防治法》 的规定中并未得到确认与细化， 也使
得这一条款被虚置。

因此， 基于疫情信息公开制度面对的此种规范困境， 有必要结合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中关于
信息传导机制的相关规则， 进一步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方式以及目前规范层
面疫情信息传导机制潜在的改进空间。

二、 公民知情权的事前保障： 疫情预警制度的规范化建构

（一） 前期预警的问题回溯： 公开预警的必要性证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期预警， 意味着即将从常态化预防转向疫情的管理与控制阶段。 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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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传染病预防， 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频次， 降低
传染病暴发、 流行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 如果说预防是常态化的制度， 那
么从传染病日常预防到疫情暴发， “疫情预警” 便成为法律规范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第一道
防线”。 疫情预警， 意味着即将从常态化预防转向疫情的管理与控制阶段。 虽然 《传染病防治法》
将疫情预警制度规定在 “传染病预防” 的章节之中， 但 “预警” 不能被 “预防” 完全涵盖，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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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徐玉镇、 孙超群： 《公共危机事件后的社会信任修复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载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年第 6期。

讁訛 参见周汉华： 《政府监管与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36页。
輥輮訛 参见胡浩： 《走进疫情风暴中心———疫区一月记》， 载 《中国记者》 2020年第 3期。

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所主导或授权的行政行为， 而 “预警” 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依职权行为， 还涉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 “知情权” 与 “参与权”， 直接影响到疫情是否能在最佳控制期予以有
效地防控。

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较好地控制， 但反观疫情开始发生的阶段， 从 2019 年 12 月 8 日首例不
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 至 1 月中下旬地方政府才正式开始采取疫情控制措施， 由于疫情发生阶段地
方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对疫情的分析研判存在一定失误， 部分地方政府就难以做到
及时、 准确的公开预警。⑧ 在处理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地方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出于防止社
会恐慌、 稳定社会情绪的考量， 采用了 “内部预警” 的形式， 但在媒体的报道与披露下， 使得公众
在对疫情 “不知情” 的状况下引发了更严重的社会舆论影响。 而总结疫情防控的经验与问题， 这些
地方政府的做法其实是 “于法有据” 的， 造成预警信息涉密与迟延， 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法律规范
本身的问题。

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 但这种预警制度并
未明确提出必须是 “公开预警”， 这也使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 疫情信息往往是通过严格
保密的内部文件进行上传下达， 如果 “内部预警” 的涉密文件泄露或被公开报道， 信息不对称反而
会更容易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而通过预警信息公开， 不仅能够保证疫情
信息的及时、 透明， 避免社会公众基于不实消息、 小道消息对疫情进行误判，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同
时也能够通过动员社会公众进行监测预警， 避免疫情突然扩大引发大面积恐慌， 为疫情防控提前做好
应对措施。 因此， 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而言， 有必要建立和完善 “疫情公开预警” 制度， 细化公
开预警的主体与程序。 公民愿意与政府合作， 建立起良好的信息交流机制， 社会更多的宽容与理解。⑨

（二） 谁可以公开预警及如何预警： 信息预警制度的授权主体与程序设计

就我国目前疫情预警制度的主体与程序而言，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 流行趋势的预测， 及时发布传染病
预警， 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从这一条文来看， 发布预警的主体应当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以及省
级地方人民政府。 公布预警的程序为 “酌情公布”。 对于预警主体的严格限制与预警程序的模糊处
理， 为地方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对于 “酌情预警” 中“情况” 的把
握尺度不同， 便会造成负有维护社会稳定职责的地方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在发布预警时往往更愿
意首先选择 “内部预警”， 并将预警所依据的 “情况” 做严格控制。 排除地方政府不作为的可能性，
这种依职权的预警更符合行政权力的垂直位阶， 同时严格控制公开预警的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为了防止造成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保证疫情信息的准确性。

在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 疫情于 2019 年 12 月中上旬已开始发酵， 但为公众知晓却并非首先通
过官方途径， 而是源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内部文件， 即 12 月 30 日武汉卫健委印发的 《关于做好不
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严格疫情信息上报， “未经授权， 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
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次日， 武汉卫健委首次发布肺炎疫情调查情况通报： “调查未发现明显人
传人现象，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此后还由此引发了备受舆论关注的 “李文亮事件”。⑩ 如果仅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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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参见祝哲、 彭宗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 挑战和对策》， 载 《东南学术》 2020年第 2期。
輥輰訛 参见邓峰、 吕菊红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发展与改革情况综述》， 载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9年第 4期。
輥輱訛 Rodier G， Greenspan A.L， Hughes J.M， Heymann D.L. Glob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Vol.13， No.

10， 2007， pp.1447-1452.
輥輲訛 §4.IfSG （Gesetz zur Verhütung und Bek覿mpfung von Infektionskrankheiten beim Menschen）.

规范视角来看， 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九条之中严格限制预警主体资格， 且公布程序为 “根据
情况酌情公布”， 则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之中被官方媒体曝光、 又引起舆论热议的这份内部文件， 其
实是 “有法可依” 的。

但随着之后疫情的扩散， 疫情前期呈现出的预警不及时、 疫情信息分析研判存在失误等现象，
却也说明了这种 “于法有据” 的地方政府内部文件与规范层面 “酌情公布” 的预警程序存在一定的
问题。 省级人民政府作为预警主体， 由于要考量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等综合因素， 同时也要受上级
卫生行政部门的约束， 因此在本辖区内并不会轻易做出公开发布预警的决定。輥輯訛 这使得 “酌情公布预
警” 难以做到准确、 及时， 往往在疫情暴发后的控制阶段才能做到明确、 公开的信息公布， “预警
制度” 本身无法及时起到应有的作用， 以预警机制来提前防控风险的条款便在事实上流于具文。 而
要防止预警机制 “虚置”， 就有必要在现有的规范基础上进一步审思预警制度的主体及 “酌情公布”
的程序设计。

1. 预警主体： 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的权能扩展
在预警制度的主体设计上， 由于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对疫情暴发进行及时、 公开的预警， 就需要预警机制采用更专业、 更审慎的权力主体。 在本次新冠
疫情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CDC） 在 2020 年 1 月 6 日时便已在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
反应， 相较于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于 1 月中下旬的通报中依然提到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国
家疾控中心在对疫情预测的专业性上显然更为准确。 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无行政权能， 《传
染病防治法》 第七条只是规定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所应承担的工作， 对于国家和地方疫情预防
控制机构的权限规定并不明确。 在实践中， 各级疾控中心属于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的技术部门与决
策的支持机构， 无权作出决策和对外发布疫情预警信息， 地方各级疾控中心掌握疫情监测数据后也
需要逐级上报。輥輰訛 这使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之中疫情预警容易发生 “滞后效应”， 各级疾控
中心的专业性及其职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比于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下属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明确规定了疾控中心的信息发布权、輥輱訛 德国 《联邦传染病防治法》 第四条明确授权 “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 （Robert Koch-Institut） 在疫情预防与控制阶段向社会公众提供行政援助和数据通报的权
力，輥輲訛 目前我国疾控中心 （CDC） 的功能定位和职责尚不清晰， 本身的法律地位与职权有必要在法律
规范中予以明确并在未来的机构改革中进行加强， 而授权其发布疫情预警便是一种可能的进路。

相较于层级行政审批机制，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国家与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更直
接、 及时地接触到疫情信息， 在突发疫情之中对原因不明的某种疾病或病毒的类型、 毒性、 传播渠
道等问题能够进行更专业的分析评估； 同时， 这些关于病例、 临床症状与可能的传播途径等疫情信
息， 属于事实信息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授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公开预
警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评估与公开报告， 相反地， 如果将预警权力限制在非专业的政府机构，
不仅可能错过疫情最佳控制期， 也可能在舆论信息处理不当的情形下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 在
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九条关于公开预警的主体设计上， 可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国家与地方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纳入公开预警的授权主体。 当出现特定种类传染病或某种传染病病例累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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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美]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梁治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版， 第 48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3.IfSG。
輥輵訛 参见冯巾桐： 《试论知情权救济的相关理论问题》， 载 《人权》 2016年第 1期。
輥輶訛 参见陈云良： 《健康权的规范构造》， 载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5 期； 李广德： 《健康权为权利的法理展开》， 载 《法制与社

会发展》 2019年第 3期。

一定数量之后， 直接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疫情信息监测资料与流行病学专业评估报告， 决
定是否向辖区范围内公众发布疫情预警。 通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对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授权的形式， 赋予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拥有对外发布疫情预警的行政职责， 明确各级防疫控制中心在其防控地域范围之内有权收集、
分析疫情信息， 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向防控地域内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防控建议， 并在必要时
直接发布防控地域内传染病预警。 而在地方人民政府接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地方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发出的传染病预警后， 应当按照与地方同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疫情集中暴发所属医疗
机构共同拟定传染病预防、 控制预案， 针对疫情预警的评估报告采取相应的预防、 控制措施。

2. 程序设计： “公开预警制度” 的确立
此外， 针对目前 《传染病防治法》 “酌情公布预警” 的程序设计， 公开发布传染病预警， 应当

是行政机关的公共责任而非 “酌情考虑” 的行政事项，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輥輳訛 对 “公开” 的责
任要求在 2006 年原卫生部修订的 《关于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 之中
便有所体现， 该方案指出，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传染病暴发、
流行以及发生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有义务及时、 准确地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类似的义务型条款在其他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之中亦有明确规定， 譬如德国
《联邦传染病防治法》 第 3 条规定： “告知和教育公众有关传染病的危险及其预防方法是公共责任。
根据联邦各州法律负责传染病防控的主管部门必须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必须提供一般性和具体针对个
人的有关预防感染的一切可能信息， 同时为公民预防传染病提供防控建议、 行政援助和医疗护理。”輥輴訛

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于疫情防控期间 “公开预警” 的公共责任予以确认和强调， 这种立法思路亦值得
借鉴。 而重新审视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九条 “根据情况予以公布预警” 之规定， 便不难发现 “酌
情公布” 并不具有清晰的规则指向性。 何种情况予以公布， 并无严格的程序与量化的标准， 相反容
易成为疫情暴发后地方政府规避责任的手段， 进而容易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 基于此，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 “酌情公布” 的模糊程序应当转换为 “公开预警” 的公共义务， 以推定公开为原则、 涉密
为例外，輥輵訛 并以前述新增预警主体 （地方卫生行政部门、 各级疫情预防控制中心） 的专业性、 科学性
为依归， 针对可能引起大规模暴发、 流行的传染病， 向管辖范围内社会公众 “公开” 预警， 提供专
业性的防控建议，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维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輥輶訛

三、 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疫情信息传导机制的过程控制

（一） 信息收集与报告系统： 信息传导过程中的问题厘定

从日常预防到公开预警， 再到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阶段， 信息的收集、 报告与披露贯穿始
终， 信息的准确性与披露的及时性是保障公民知情权、 实现有效疫情防控的基础， 直接关系着国家
及地方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对于疫情的专业评估效果， 进而影响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疫情防控
决策。 从本次疫情防控的制度实践来看， 《传染病防治法》 所设计的信息传导机制在信息的收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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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马怀德： 《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制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3页。

报告制度方面尚存在如下问题有待完善：
第一， 在疫情信息收集方面， 疫情信息收集的法定渠道较为单一。 在收集疫情信息的过程中，

“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综合性、 协调性及合作性， 这不仅意味着政府系统内部的协调、 合作， 也意味
着政府和社会及公民之间的积极合作与配合”。輥輷訛 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八条与第三十三条之规
定， 收集传染病监测信息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责，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 “主动收集、 分
析、 调查、 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 但是， 对于如何 “主动收集”，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否有权力要
求其他机构提供个人信息或配合上报， 条款本身语焉不详， 只是在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收集信
息过程中发现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
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同时为了督促各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履行 “主动收集” 的职能， 还在 《传染病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疾控机构 “未主
动收集传染病疫情信息” 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使得各级疾控机构承担着主动收集信息的责
任， 但却未有明确的职权去收集信息。 于是各级疾控机构对于疫情信息的收集仅能依赖于辖区内的
医疗机构与下级疾控机构的报告， 对于基层街区、 农村自治组织、 社会团体、 边检机构所发出的信
息无法及时地做到 “主动收集与调查核实”。 处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提供的诊疗信息、 边检机构提
供的境外归国传染病患者信息、 基层社会服务工作者提供的街区和农村的疫情信息， 在疫情信息的
层级审查程序之下就会有可能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回复和处理， 甚至在上报医疗机构、 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时产生 “隐瞒、 谎报、 缓报疫情” 的风险。

因此， 要发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主动收集” 疫情信息的职能， 就不能仅仅依靠目前单一
渠道的信息汇总， 而应当同时吸纳社会中各个渠道的信息，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系统将各类疫情信息
登记整合， 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疫情信息时其他各个机构的配合义
务， 以保证专业机构能全面地搜集信息， 对疫情状况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与研判。 在法定渠道之
外， 可以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组织下进一步增设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收集程序， 按照程序归口
管理各种非正式渠道上报的信息， 将来自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人员、 城市街道办事处、 基层社区、
农村自治组织、 边检机构、 媒体机构等各个渠道的疫情信息进行分类管理、 主动收集， 并针对其中
一线医务工作人员提供的疫情信息与专业意见给予回复。 通过此种程序设计， 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能够将各个渠道的信息进行管理、 筛选与整合， 通过专业判断来审查信息的有效性， 保证疫情
信息搜集的及时、 准确。

2. 在疫情报告制度方面， 网络直报系统及其配套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 《传染病防治
法》 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八条业已确立了 “疫情报告、 通报与公布制度”。 这一制度明确指出 “疫情
报告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原则”， 即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时， 按照行政管理区域， 及
时报告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 由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当地卫生行政
部门， 再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逐级上报。 这种逐级上报、 纵向管理的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了信息的权
威性， 但是， 这种 “属地管理原则” 也会导致疫情信息在经过层层传递进行上报时容易失真， 官方
渠道下严格、 复杂的报告程序会导致信息传导延迟， 来自医疗机构的一手信息在 “逐级上报” 的信
息传导过程中亦容易受到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制约和限制； 在疫情发生初期这种信息传导机制基于地
方政府的维稳压力亦可能从 “科学上报” 演变为 “慎重上报” 乃至于 “尽量不报”， 使疫情信息报
告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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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施小明、 马家奇等： 《我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 载 《疾病监测》 2006年第 5期。
輦輯訛 参见郭青、 张春曦等： 《中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网络直报管理工作现状调查》， 载 《疾病监测》 2010年第 5期。
輦輰訛 参见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 载 《疾病监测》 2020

年第 1期。
輦輱訛 参见冯子健、 李克莉等： 《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及时性的研究》， 载 《疾病控制杂志》 2008年第 2期。

基于此， 除了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逐级上报制度之外， 我国于 2004 年还建立了一套 “全
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 （简称为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以便在医院接诊
不明原因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例的情况下能够快速上报。輦輮訛 同时卫生部门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也能
够据此系统对疫情作出快速分析和研判。 按照这一信息系统的程序规划， 一线医护人员只要发现传
染性病例、 不明原因肺炎， 填写纸质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 最终汇总至医院公共卫生科或医院感染
管理科， 这些部门负责将病例直接录入直报系统， 同时由疾控中心专人监测实时传染病数据。輦輯訛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设计本身可以弥补层级上报存在的信息延迟问题， 为早期监测预警、 调
查研究病例提供信息支撑， 但在本次疫情暴发后的最初阶段， 这一系统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更新上
线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冠肺炎动态监测功能”輦輰訛 之前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 是目前网
络直报系统对于 “不明原因” 肺炎的认定标准问题。 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本来是专门设置了 “针对不
明原因肺炎” （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 PUE） 的直报， 即医生一旦发现符合条件的不明原
因肺炎病例， 便可以在这个系统进行上报。 而在此之前一批专家便曾统计过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报告的情况， 调查发现， “不明原因” 肺炎的定义模糊， 大部分病毒性肺炎由于找不到病原体， 因
此也很难做到所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都能进行上报。輦輱訛 此外， 医疗机构难以从病例报告、 标本采集
和送检中获知对临床有意义的结果， 上报信息如果存在瑕疵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也会影响医生
采用网络直报的积极性。 而对于新型突发传染性疾病， 如果要通过系统上报， 首先要由上级疾控部
门、 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会诊， 在会诊确定结果后才可以通过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信息监
测系统上报。 监测报告程序还需要逐级排查、 采样监控， 使得直报程序在疫情暴发初期未能有效运
用。 基于此， 为了提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效率与作用， 建立健全传
染病监测报告网络信息系统， 有必要简化疫情直报机制的程序， 在专家会诊前允许一线医务工作人
员人员能够直接将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病例上传进入信息系统。 而对于疫情信息的报告可以由惩罚转
向激励机制， 如果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导致疫情信息存在瑕疵， 报告人应当免责， 增强直报系统
本身的可适用性； 针对及时、 准确的疫情信息报告， 还可以对报告人予以组织嘉奖或物质奖励， 保障
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对突发疫情信息进行上报的积极性。 同时， 在日常预防工作中， 可以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监测信息系统进行定期更新， 实现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智能化与规范化， 并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进一步明确传染病监测报告信息系统的法律地位， 细化医疗机构以及各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中的职责， 建立各级疾控中心定期组织下级疾控中心与本
级医疗机构展开监测信息系统上报程序的定期培训制度， 通过法律规范保障网络直报系统的效能。

（二） “授权” 的论争与对策： 传染病疫情信息披露的主体审思

关于疫情信息披露的制度， 由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予以确立， 这一条款规定 “国家建
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而哪些主体有权在疫情暴发阶段直接披露疫情信息， 也成为疫情信
息公开制度中备受争议的论题之一。 不同于前述疫情预警制度直接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均具备发出预警的权力，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对于疫情信息公布
的权限做了 “二分法” 的技术处理。 一方面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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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另一方
面， 在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同时 “可
以授权”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这
就将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疫情信息公布的行政权能划分为两种样态， 即日常工作中具有
“定期公布” 的权力， 而在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这种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 “需经授权” 方可行使。
此次疫情之中， 武汉等地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 所给出的理由正是作为地方政府， 必须 “依法披
露”，輦輲訛 即在获得疫情信息之后， 需要经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

从文本解释的视角来看这一法律问题，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具有直接披露疫情信息
的权力， 主要涉及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的理解和适用。 “授权” 条款适用的场合是 “传染
病暴发、 流行时”， 那么面对新发的、 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时， 是否也属于 “传染病暴发、 流行”
的授权要件射程呢？ 如果结合第三十八条最后一句 “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 准确” 这一要
求来看，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发生， 在疫情原因不明， 且尚未暴发、 流行时如果已掌握充
足的数据证明疫情的危险性，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 “保证疫情信息及时、 准确” 为理由，
在疫情暴发前， 向社会公众尽快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疫情信息并作出提醒， 也并不在 “传染病暴
发、 流行” 的授权要件射程范围之内，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完全有此权
限用以履行其信息披露义务，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 就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中 “可以授权” 的文义而言， 本身便存在着双重解释：
既可以视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直接通过部门规章等形式直接赋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信息披露的职
权， 即除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明确规定必须经由其重新授权的事项之外， 其他信息均可由省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布； 亦可以理解为每次遇到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均需要
报请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单独进行授权， 才能披露疫情信息。 从本次疫情防控中武汉市政府针对信
息披露不及时所提到的理由来看， 是采取了后一种思路， 认为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 地方
政府无权披露。 但颇具吊诡意味的是， 在原卫生部印发的 《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信息发布方案》 （2006 年 3 月公布， 以下简称 《方案》） 之中， 曾明确提出 “按照 《传染病防治
法》 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第二款的规定， 从本方案
公布之日起， 卫生部授权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传染病暴发、 流
行以及发生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及时、 准确地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信息”。 在处于更高法律位阶的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了授权条款之后， 原卫生部其实已经通
过《方案》 的形式进行了抽象授权， 直接赋予省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疫情信息披露的权限，
无须再经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于每一次疫情暴发、 流行期间进行重复授权。

而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经验来看， 地方行政机构由于掌握第一手疫情数据， 公布疫情
数据相应地也会更及时、 准确； 报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 往往会造成疫情信息发布有所迟
延， 不仅容易引发社会公众舆论的质疑， 还有可能错过疫情防控最好的时机。 因此， 为了保证 “公
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及时、 准确”， 增强疫情防控的专业性， 有必要修改与完善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中所规定的的授权条款， 直接赋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披露本行政区域内疫情信息的权
力， 规定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有权直接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
情， 并将所公布的疫情信息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由 “事前授权” 改为 “事后备

輦輲訛 参见朱昌俊： 《疫情大考： 公共卫生领域应该加速补短板》， 载 《中国青年报》 2020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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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不仅可以避免 《方案》 中的 “抽象授权” 由于部委机构改革所导致的效力争议， 防止地方政
府以 “授权条款” 为由推脱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也能够及时地动员社会公众， 做好本辖区内的疫
情防控工作。

四、 公民知情权的保障限度： 疫情防控中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衡平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公民知情权予以合理的保护， 除了要以 《传染病防治法》 为中心建构
疫情信息公开制度之外， 疫情在综合控制阶段的信息公开往往牵涉公共权力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克
减。 论及公民的知情权， 不仅意味着政府机关与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发布预警和公布自身所采取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举措， 还意味着政府要行使公共权力搜集公民个人信息， 并对确诊病例、 疑似
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信息予以公布， 因此在信息传导过程中如何调和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
知情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依据国务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三条、 第四条之规定， 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国务院以及省一级人民政府应依法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 县级以上
其他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也应当在所管辖区域与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在实
行行政应急状态的区域内， 居民的生活也要进入应急管理状态。輦輳訛 而这种应急管理体现在疫情的综合
控制阶段， 最为典型的便是基层农村、 社区、 街道办、 派出所、 学校等不同组织机构经上级行政机
关授权， 收集公民隐私数据， 并公布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身份、 活动信息的行为。輦輴訛 为了应对传染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产生的社会风险， 稳定公众对于突发风险的恐慌情绪， 在公共空间内为了保
障公共卫生而进行的 “大规模监控” 也随之产生。輦輵訛 为了公共卫生安全， 就不得不对信息收集、 存储
和适用进行阶段性控制。輦輶訛 在此种情势下， 公共卫生保障与公民个人隐私权之间就不免发生冲突， 产
生“公民权利基于公共利益而克减”輦輷訛 的情形。

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中， 首要目的是通过应急管理来保障公众生命健康。
因此个人的隐私权与公共卫生保障之间可能的冲突， 本质上是个体权益与群体生命健康安全之间如
何衡平的问题。輧輮訛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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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
在现行的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二条亦据此作出相应的规定：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不得
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 资料。” 并在该法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九条分别规定了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故意泄露个人隐私有关信息、 资料的法律责任。 从法律规范而言， 在疫情信息的
搜集、 公布等方面的个人信息保护主要是对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医疗机构的约束。 而在此次新冠
疫情防控之中， 除了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之外， 村委会、 居委会、 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公司、 街
道办、 派出所等不同类型的组织， 或基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委托， 或基于管辖范
围内疫情防控的实际需要， 均实际上行使了收集个人信息的权力。 而在个人信息的搜集过程之中，

輦輳訛 参见王晨光： 《从应急措施向常态化健康促进过渡》， 载 《健康报》 2020年 3月 12日第 6版。
輦輴訛 参见郝川、 李立峰： 《怎样进行疫情控制》，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2月 25日第 3版。
輦輵訛 参见 [美] 洛伊斯·N. 玛格纳： 《传染病的文化史》， 刘学礼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9页。
輦輶訛 参见刘艳红： 《公共空间运用大规模监控的法理逻辑及限度———基于个人信息有序共享之视角》， 载 《法学论坛》 2020年第 2期。
輦輷訛 赵宏： 《疫情防控下个人的权利限缩与边界》，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輧輮訛 参见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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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搜集权限尚未得到 《传染病防治法》 的授权， 不免存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争议；
另一方面， 不同地域、 不同机构对于个人信息搜集、 发布内容范围的把控尺度不一， 在疫情中哪些
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 现行法律体系内也并未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成为基层疫情防控中法律的 “灰
色地带”。

鉴于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中对于感染者、 疑似病例与密切接触人群等信息进行收集、 披露能够
更好地保障辖区的公共卫生安全， 因此这种疫情信息的收集、 披露有一定的必要性且经过政府机关
的委托授权， 但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侵害， “仅在个人目的许可的情况下， 对
天然自由的限制才是正当的和应当的”。輧輯訛 所以在现行 《传染病防治法》 关于个人信息搜集的主体之
外， 可以明确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应急处理指挥部， 根据传染病防控的需要， 委托其他
机构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 发布， 并对委托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将不同类型组织在事实上已
经在实施的个人信息收集工作纳入法律的监管范围之内。 同时， 对于经委托而进行的感染者、 疑似
病例等个人信息的收集、 报告与公布， 也应当依据法律的限定， 以比例原则为裁量基础， 譬如在基
层社区中公布确诊患者时， 可以隐去其个人真实姓名与家庭信息； 在公布确诊患者信息以追查可能
被传染的人员时， 可以提供具体行踪轨迹但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应当免去患者姓名、 身份信息， 确
保信息收集合乎防控疫情与维护公众身体健康的目的， 在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权的基础上选择
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适当方式进行。

结语

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信息的前期预警到信息的搜集、 披露， 针对 《传染病防治法》 中尚
未明晰的权责内容， 有必要强化公民知情权体系下的疫情信息传导机制， 建构制度化、 常态化的信
息公开机制。 在赋予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同时， “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予以
主动监督”，輧輰訛 将公共政策透明化， 方能够在紧急状态下让公民对权力的监督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
的克减相衡平， 为各项公共政策的实施提供正当性， 形成一个闭合式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律
体系。 而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工作中， 由于公共卫生领域本身的专业性，輧輱訛 在未来的制度建构中有
必要更多地依靠国家及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出专业判断与及时的疫情评估， 将专业判断作
为疫情公开预警、 疫情信息评估与疫情控制策略的核心依据， 并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将疫情防控的
权限与程序予以明确， 才能对公民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更及时的救济。輧輲訛 同时， 通过疫情信息公
开制度限缩政府机关的行政权能， 避免不当涉密的行政事项延误对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保障， 进而
增强社会动员能力， 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过程中的防控措施有法可依、 于法有据， 亦能使得
政府公信力在面对公众舆论和社会质疑时， 避免受到不必要的误解与损害。

在此逻辑进路下，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必须以公众的知情权作为保障， 依靠专业机构和公众的舆
论监督作为内在动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也不仅仅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过程， 而是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輧輳訛 坚持依法防控， 不仅要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在 “酌情公布” 疫情信

輧輯訛 [德] 格奥尔格·耶利内克： 《主观公法权利体系》， 曾韬、 赵天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7页。
輧輰訛 赵鹏： 《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传染病防治法〉 适用于检讨的角度》，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輧輱訛 参见李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輧輲訛 参见黎慕、 徐缓： 《中国传染病防治领域公民权利的法律渊源》， 载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年第 1期。
輧輳訛 [美] 米格代尔：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李杨、 郭一聪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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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rpose�of�exercising�public�power� in�public�health�emergencies� is� to�maximize�
the� safety� of� citizens’ life� and� health.� To� ensure� that� variou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are� carried� out� around� this� purpose,� it� is�
necessary�to�protect�citizens’ right�to�know�in�accordance�with�the�law�and�establish�a�comple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Law�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vague� zone� i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mechanism�in�the�Law�on�the�Prevention�and�Treatment�of�Infectious�Diseases,�and�
the�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early�warning� and� the� procedure� design� of� hierarchical�
reporting� should� be� re-examined� at� the� normative� leve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duties� and�
authority�of�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 institutions�at� all� levels� in� the� form�of� legislation� to�
avoid�the�conflict�between�the�Law�on�Prevention�and�Treatment�of�Infectious�Diseases�and�other�
legal�norms.�In�view�of�the�limitations�of�the�current�norms�in�the�rules�of�information�collection�
and� disclosure,� we� should� further� broaden� the� legal� channels� for� the� collection� of� epidemic�
information�and�clearly�grant�local�governments�at�all�levels�the�administrative�power�to�publish�
information� in� their� administrative� areas� in� a� timely�manner.�By� establishing� a� transparent� and�
open�information�transmission�mechanism,�standardizing�and�supervising�administrative�behavior,�
and�using�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to�coordinate�the�tens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
rights� claims� and�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policies,� we� can� ensure� that� various� measure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have� laws� to� follow,�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reducing� unnecessary�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n� construct� a�
normalized�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mechanism�guided�by�rights�protection.

Key Words: Public�Health； Right�to�Know； 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Rights�Protection

（责任编辑： 李广德）

息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 确保信息公开、 透明； 还应当通过法律形式增强疫情防控中信息决策的专
业性， 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 准确， 在应急处置中坚持合目的性、 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輧輴訛 因此若
要建构与完善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那么行政权力对于法
律漏洞的填补和续造既难以避免、 也不可或缺。 但这种行政权力的续造必须限制在法律规范的限度
之内， 以保护公民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为目的， 同时设立体系完备的疫情信息公开制度来保障
公民的知情权， 通过比例原则协调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卫生保障之间的关系， 方能为未来潜在的种
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持久、 稳定的法治保障。

輧輴訛 参见江必新：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载 《求是》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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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① 全面评价原则， 是指除非刑法有特别规定， 案件事实能独立符合几个犯罪构成， 就应当评价成立几个犯罪， 而不能将其中

一个忽略无视。 该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执行原则。

邵维国 *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通说基于 “处断一罪” 的观念， 把 “本来数罪” 的牵连犯， 认定为一
罪， 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 这既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也不符合全面评价原则。 反观
德、 日等国刑法典， 秉持 “法定一罪” 理念， 用总则条款明文规定牵连犯。 这种模式虽有
优长， 但弊端也很明显， 且弊大利小。 我国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款和司法解释， 基于行为人
特定犯罪动机及其实施数罪之间的特定密切关系， 列举式规定， 对这样的数罪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种列举式规定牵连犯的模式， 能使牵连犯成立要件和范围都十
分明确。 我国刑法理论须对标这种立法和司法解释之规定， 来开展牵连犯研究， 为司法适
用提供操作指南。
关键词： 法定一罪 刑法总则规定的牵连犯 刑法分则规定的牵连犯 司法解释规定的牵
连犯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10

我国的牵连犯是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罪

一、 处断一罪的牵连犯学说导致 “五难”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 数个危害行为， 原本各自独立符合数个犯罪构成， 本应评价为数个犯罪，
但由于行为人具有牵连意图和这数个犯罪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所以司法机关可处断为一罪， 而不实
行数罪并罚， 这就是牵连犯。 之所以名其为 “处断一罪”， 是因为在法无明文规定时， 将本来的数
罪 “临机处断” 地认定为一罪。 至于为何这样处断， 解释的学说林立； 但无一能说清楚牵连关系到
底如何界定， 也不能清晰框定牵连犯的范围， 更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对本来数罪的牵连犯， 却
不数罪并罚， 反而冒违反全面评价原则之风险。①

笔者认为， 按 “处断一罪” 理念构建的牵连犯学说有欠妥当。 因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
就把本来的数罪按一罪认定， 违反 “犯罪构成是罪数判断标准” 的原理， 不但引发其内部各观点相互
对立， 难圆其说， 而且也导致司法实践很少适用这样的学说。 总括起来， 其导致如下 “五难”。

（一） 如何界定牵连关系难达统一

在 “处断一罪” 理念指导下， 我国学界共产生了如下七种界定牵连关系的学说， 即 “通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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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通常性” 说力陈，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一个犯罪为最终目的， 其通常性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同时触犯不同罪名的罪数情
况。 例如， 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方法 （触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骗取公私财物 （触犯诈骗罪）， 就构成 “方法与目的”
之牵连犯。 盗窃他人提包 （触犯盗窃罪）， 发现提包里有手枪和子弹， 然后加以隐藏 （触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构成
“原因与结果” 之牵连犯。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95 页。
“马工程” 刑法学教材也认为， 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 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所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有
机统一体。 参见刑法学编写组： 《刑法学 （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66 页。 “同一犯罪构成之一部分” 说力
主， 只有触犯他罪名的方法或结果， 是其所犯之罪的客观要件的一部分， 也即被牵连的数个犯罪在客观要件上具有包容关
系， 才能认定它们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参见段立文： 《如何界定牵连犯的牵连关系———兼谈两个 “补充规定” 中的几种数罪
并罚》， 载 《法学评论》 1990 年第 2 期。 “侵害同一客体之同一过程” 说坚持， 先后发生的两个犯罪行为属于对同一客体的
同一次侵害过程， 是认定它们之间具有牵连关系的客观基础。 参见庄劲： 《从一重断还是数罪并罚———从牵连关系的限定看
牵连犯的处断》， 载 《甘肃政法学院报》 2007 年第 1 期。 “不可分离关系” 说认为， 数个行为在客观事实上具有直接密切关
系或不可分离关系， 就是牵连犯。 行为间有无直接关系或不可分离关系， 以纯事实的客观标准为根据。 参见马克昌主编：
《犯罪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683页。 “主从关系” 说主张， 数行为间具有主从关系是牵连关系的客观要素，
是牵连关系的外在形式。 本罪行为是主行为， 而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是从行为。 从行为依附于主行为。 参见吴振兴： 《罪数
形态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82页。 “内在必然联系” 说以为， 实现犯罪的行为， 与成为其方法或结果的行为
之间， 在客观上必须有内在的、 必然的联系。 参见顾肖荣： 《试论牵连犯》， 载 《社会科学》 1985年第 8期。 “类型性” 说提
出， 应将牵连犯的手段与目的、 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类型化。 只有具有类型化的手段与目的、 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时， 才存在
牵连关系。 而类型性特征是指多个行为在经验上具有通常的、 甚至高度盖然性的伴随发生关系。 参见甘添贵： 《罪数理论之
研究》， 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年版， 第 21页。 转引自张明楷： 《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39页。

③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39页。
④ 参见魏红： 《刑法原理与案例解析》，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259页。

说、 “同一犯罪构成之一部分” 说、 “侵害同一客体之同一过程” 说、 “不可分离关系” 说、 “主从关
系” 说、 “内在必然联系” 说、 “类型性” 说等。② 其中 “通常性” 说是通说。 此说虽然在统编教材上
据有话语权， 但反对的观点也为数不少， 其中不乏强有力者。 当然， 它们之间的分歧， 并不在于牵
连关系的主观方面需要牵连意图， 或者说出于同一犯罪目的， 而在于数个客观行为之间需具备何种
关联性， 才能认定具有牵连关系。

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通说以外的其他六种观点， 与通说在词语表达上， 虽有不同， 但它们
并无本质区别， 都可列入同一大类， 可姑且称之为以 “通常性” 说为代表的一派观点。 这派观点的
共同弊端是， 难以清晰界限牵连关系。 何为 “通常性”， 何为 “不可分离关系” “内在必然联系”
“主从关系” “类型性” 等， 都是难以把握的词语。 以这样的词语为指导来界定牵连关系必然会出现
矛盾。 例如， 有观点认为， 非法侵入住宅杀人宜认定为牵连犯， 但盗窃枪支后杀人， 则不宜认定为
牵连犯， 应实行数罪并罚， 因盗窃枪支并不是杀人的通常性手段行为。③ 但反对的观点却认为， 为杀
人而盗窃枪支， 是牵连犯， 只认定故意杀人一罪即可， 盗窃枪支行为可不再定罪。④ 但是， 其对于为
何前者是通常性方法， 后者不是通常性方法， 并没有给出理由， 即其不能说明 “通常性” 的标准或
类型到底是什么。 持不同价值观的人， 会对 “通常性” 做出不同的解释。 比如， 律师为主张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罪轻， 往往对 “通常性” 做扩大性解释； 检察官以追究犯罪为目标， 一般会限制 “通
常性” 的范围。 在此情况下， 法官对 “通常性” 的裁判就举步维艰。

另外， “通常性” 说也不能将牵连犯与吸收犯区分开来。 “通常性” 说用来说明牵连犯所举之例
证， 与其解释吸收犯所举之例证大体相同。 例如， 该说时而将 “盗窃他人提包， 结果盗窃了手枪和
子弹， 遂藏于家中”， 作为牵连犯的例证， 时而又将 “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 事后私藏于家中” 作
为吸收犯的例证。 该说认为， 吸收犯对行为间的伴随概率更高， 一个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吸收其他犯
罪行为， 是因为这些犯罪行为通常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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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96页。
⑥ 参见高铭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 法律出版社 1981版， 第 106页。
⑦ 参见马克昌主编： 《犯罪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版， 第 684页。
⑧ 参见庄劲： 《机能的思考方法下的罪数论》，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3期。

系： 前一犯罪行为是后一犯罪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 后一犯罪行为是前一犯罪行为发展的自然结
果。⑤ 按此说法， 那为何 “非法制造枪支、 弹药， 事后私藏于家中” 就是 “自然结果”， 而 “盗窃枪
支弹药， 事后私藏于家中” 就不是自然结果， 而是 “通常性” 结果？ “通常性” 与 “自然结果” “必
经阶段” 又有何区别？ 即使反复研读仍不得其解。

（二） 将本来的数罪处断为一罪难容法理

以 “通常性” 说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 构成牵连犯的数个行为本来是数罪， 各自独立符合犯
罪构成， 触犯不同罪名， 它们之所以能被认定为一个犯罪， 是因为在主观上， 行为人以犯一罪为最
终动机； 而在客观上， 它们彼此为犯一罪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样从主客观考察， 它们虽然触犯了
数罪名， 但既不是单纯一罪， 也不是实质的数罪， 其主观方面的恶性、 客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比
单纯一罪大， 较数个独立的犯罪小， 所以不进行数罪并罚。⑥ 类似的观点也主张， 牵连犯是目的性犯
罪现象， 几个犯罪牵连在一起， 是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犯一罪的目的， 即数个犯罪都因为此目的
而实施。 各个行为共同地具有犯一罪的主观意思， 客观上才可能发生直接的不可分离牵连关系， 所
以只按一罪认定处罚。⑦

而笔者却认为， 上述理由实难令人信服。 虽然牵连犯的动机只有一个 （以实施一个犯罪为最终
目的）， 但这一动机统领下的具体犯罪故意却是数个。 我们都知道， 除刑法分则条款特别规定以外，
犯罪动机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其对于犯罪成立与否并无决定性意义。 一个动机统领之下的数个犯
罪故意， 支配实施了数个危害行为， 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 本来就构成数个犯罪， 如果仅仅因为
行为人只有一个动机， 其实施的各行为在客观上联系密切， 就按一罪处罚， 这怎能让人们认同呢？
例如， 甲以实施强奸的意思 （动机）， 侵入妇女乙住宅将乙强奸。 本案能仅仅因为犯罪动机只有一
个， 而且非法侵入住宅行为与强奸行为， 在客观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按照通说， 就只能认定为一
个犯罪吗？ 又设若， 甲以实施盗窃的意思， 侵入妇女乙住宅， 进入住宅后产生强奸故意， 将乙强
奸， 则应当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与强奸罪数罪并罚。 这两个案例的结论说明， 根据牵连犯的通
说， 将两个犯罪行为， 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 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 这必然导致认定一罪或数
罪之随机性太大的不良后果。 现实生活中， 出于同一动机而实施多个犯罪行为的案件， 比比皆是。
如出于筹钱结婚之动机， 实施盗窃、 诈骗、 抢夺等行为， 是否也应当认定为一个犯罪呢？ 显然不能。

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实施的多个行为之间， 往往互为手段与目的。 孤立而不与其他行为产生联
系的行为， 几乎不存在。 将本来的数罪， 仅因为它们之间具有所谓 “通常性” 方法与目的之关系就
按一罪处断， 实属 “有罪当罚而不罚” 的违法行为。 当某种行为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 无
法定违法阻却事由， 就应当定罪处罚， 绝不能因为其成为了另外一个罪的手段 （方法） 或结果就消
失了。

（三） 将本来的数罪按一罪量刑难达罪刑均衡

牵连犯作为罪数论亦或竞合论的一种情况， 其理论宗旨在于使刑罚合理化； 确立处断一罪的标
准， 应考虑罪刑均衡和诉讼效益等要求。⑧ 而牵连犯通说却背离于此要求， 最终可能导致刑罚不均衡。
比如， 牵连犯通说将下面案例作为牵连犯的典型： 其一， 为了骗取财物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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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尘埃落定———（2012） 深宝法刑初字第 1778号判决严惩深圳联防队员杨某》， 找法网： https://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
d122371.html， 2020年 12月 13日访问。

二， 盗窃他人提包却盗窃到了手枪和子弹。 对于这两个牵连犯的量刑， 按通说就可能导致刑罚失
衡。 举例说， 某甲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方法实施诈骗， 骗取他人二十万元财物； 而某乙只是用花
言巧语， 也骗取了他人二十万元财物。 如果对前案因构成牵连犯而只认定诈骗一罪的话， 那么法院
就会根据前后两案的诈骗所得数额相同， 对两案判处相同的刑罚。 这种量刑对后案的被告人是很不
公平的。 因为前案的被告人毕竟多实施一个犯罪行为， 却与只单纯实施一个犯罪行为的后案被告人
判处了相同的刑罚。 再比如， 根据牵连犯通说， 我们完全可以把 “为了诈骗而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伪
造的信用卡诈骗的行为” 认定为牵连犯， 从而只认定信用卡诈骗一罪。 在现实社会中， 伪造信用卡
是信用卡诈骗的通常方法。 但是， 如果把这两个犯罪认定为一罪并按一罪来量刑是极其不合理的。
伪造信用卡、 用伪造的信用卡诈骗各自本为严重的犯罪， 行为人分别实施这两个行为， 应当分别构
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但为何行为人先后连续实施这两个行为， 就只构成一个犯罪了
呢？ 对于这样严重的两犯罪进行并罚的量刑， 与据牵连犯通说只按一罪的量刑相去甚远。 又比如，
对于盗窃他人提包， 结果却盗窃到了手枪和子弹， 遂将手枪与子弹藏于家中的案例， 似乎认定为盗
窃罪 （未遂） 与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罪数罪并罚更合情理。 若按照牵连犯通说， 以杀人为最终动机
非法侵入住宅并将被害人杀死， 只认定故意杀人罪一罪， 非法侵入住宅行为就不必处罚； 那对行为
人没有非法侵入住宅， 而只是在户外杀死一人的就应从轻处罚， 但显然司法实践不是这样处理的。
另外， 如果按牵连犯通说就能解决非法侵入住宅而盗窃的案件的话， 那为何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
条却将入户盗窃作为一种加重型盗窃罪， 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 可见， 立法者在规定入户盗窃犯罪
时， 同时考虑到了其与入户抢劫相同的因素， 并不相信按牵连犯通说就能解决此类问题。 当然， 牵
连犯通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解释说 “入户抢劫” “入户盗窃” 不是牵连犯， 因为立法有了专门
规定， 将 “入户” 列入了加重型犯罪构成。 这种一会儿把非法侵入住宅当作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一
会儿又把非法侵入住宅视为与其他犯罪构成牵连犯的说法实相矛盾。 其实， 立法也将一些 “通常
性” 伴随的两个犯罪， 明文规定为数罪并罚。 如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通常伴随对其拘禁、 伤害、 强
奸等行为， 而 《刑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四款规定， 对上述情形应当进行数罪并罚。 此类立法例，
远不止于此。

（四） 法院依通说所作牵连犯判决难得公众认同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按牵连犯通说， 对一起案件所作的判决⑨， 备受公众质疑。 该判决书载
明： 2011年 10月 22日 21时许， 宝安区联防队员杨某、 叶某、 晏某三人酒后， 手持钢管警棍， 踢开
卷闸门， 强行闯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家电气修理店（兼具经营与居住功能）。 杨某用暴力威
胁， 当着被害人丈夫的面， 不顾被害人王某的反抗， 强行搂抱、 亲吻王某。 王某逃入里间的卧室
后， 被杨某强行奸淫。 2012 年 8 月 30 日， 法院一审判决杨某因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叶
某、 晏某因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和一年。 此判决立即引起舆论哗然。 社会公众不
理解， 为何法院对这样民愤极大的持凶器暴力非法侵入住宅的强奸案， 量刑如此之轻。 要知道， 法
院是在考量了杨某系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况下， 在 “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的中间线以下量定此
刑的。 这一量刑严重罪刑失衡。 试想， 若行为人在户外比较僻静的地方， 实施了强奸行为不考虑累
犯情节， 那么也可在三至十年的幅度内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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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因为 “通常性” 说的标准过于抽象， 规范性差、 明确性不足。 所以根据此说， 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况都可理解为牵连犯。 而
根据本文核心观点和后文的论述， 上述法条的规定， 并不都是牵连犯。

輥輯訛 参见赵秉志主编： 《刑法学总论研究述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419-421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譻訛， 张明楷书， 第 440页。
輥輱訛 我国的司法解释具有普遍性的司法效力， 其对法官办案具有最高的规范性效力。 而法官根据司法解释所作判决， 对于法律

执业资格考试的相关题目， 具有标准答案效力。 这样， 司法解释通过对法官办案和全国高校法学教育都具有教科书一样的
指导作用。 如此一来， 其无形中也成为普通公民的行为规范。 因此， 把我国的司法解释说成是广义的法， 毫不为过。

笔者认为， 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罪刑失衡的判决， 是因为其把 “持凶器暴力非法侵入住宅”，
当作了强奸罪的 “通常性” 方法， 不予独立定罪， 从而把全案认定成了牵连犯， 只认定构成强奸罪
一罪。 鉴于此， 如果一种刑法学说， 导致了法院据其所作之判决如此不公， 或者说， 其理论初衷与
实践效果严重背离， 那么就非常值得我们深入而系统地思考了。

（五） 牵连犯理论之存废聚讼难消

鉴于我国牵连犯理论所带来的上述尖锐问题， 学界对于牵连犯的概念及理论， 产生了废除说、
保留说、 保留加除外说的主张。 其中废除说最强有力。 废除说的理由是， 用 “通常性” 说解读的牵
连犯， 却被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迥然不同的定罪处罚原则： 有的法条规定了从一重处罚原则， 如刑
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 有的法条规定了从一重处断原则， 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 有的
法条专门规定了重一档法定刑， 如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的法条规定了数罪并罚， 如刑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⑩。 至此， 读者不禁要问， 对于相同的牵连犯情况， 为何刑法分则采取了如
此不同的定罪处罚原则？ 于是， 人们对牵连犯理论的科学性产生高度怀疑， 认为在刑法典或司法解
释未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对于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是最科学的处罚方式； 这样就不需要牵连犯的概
念了。輥輯訛 更为要紧的是， 根据 “通常性” 说， 牵连犯的范围太宽泛， 边界难以把握。 而取消牵连犯的
概念， 则能较好地消除目前的混乱状况， 有利于正确区分一罪与数罪。 也有观点主张， 取消牵连犯
后， 可将牵连犯所包含的现象分别作为想象竞合犯、 吸收犯和数罪并罚处理。輥輰訛

笔者认为， 虽然取消说强有力， 但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取消说的最终结论是： 对于牵连犯
的情况， 除大部分用数罪并罚解决以外， 其余的可完全归于想象竞合犯、 吸收犯。 但是， 牵连犯与
想象竞合犯、 吸收犯的构成要件毕竟不同。 在不对想象竞合犯、 吸收犯构成要件作相应改革以便包
含牵连犯的情况下， 强行将牵连犯的情况归于想象竞合犯或吸收犯， 可能会破坏想象竞合犯和吸收
犯的构成要件。

其实，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一些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牵连犯条文。 例如， 《刑
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三款、 第四款规定：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与此相同的立法例
有十个之多。 我国司法解释也大量规定了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牵连犯， 后文将一一
列举。 这些立法例和司法解释样本都需要用一种成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笔者认为， 用大家已经普
遍接受的牵连犯概念来解释再贴切不过。 所以， 维持牵连犯概念， 遵循 “法定一罪” 理念， 按既防
止重复评价又杜绝不全面评价的双重价值取向来改造牵连犯构成要件是最好的选择。輥輱訛

所以， 我们通过借鉴外国刑法， 认真研究牵连犯的起源、 沿革， 揭示其本质， 发现其规律， 并
据此有针对性地阐释我国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牵连犯， 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牵连犯
理论 （而不是照搬外国） 指导司法实践，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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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杨兴培： 《关于牵连犯的理论再思考》， 载 《法学》 1998年增刊。
輥輳訛 高铭暄： 《刑法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226页。
輥輴訛 萧榕主编： 《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46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萧榕书， 第 383页。
輥輶訛 《德国刑法典》， 徐久生、 庄敬华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59页。
輥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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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874页。

二、 德、 日刑法典用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弊大利小

英美法系各国的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 对于具有牵连关系的犯罪， 均按其所构成的犯罪以数罪
并罚处断，輥輲訛 故本文不对其做评述。 下面仅对对我国牵连犯学说影响巨大的德、 日等国及我国台湾地
区刑法的规定及判例情况， 作利弊得失论证， 以为我国牵连犯理论的重构提供借鉴。

（一） 德国将牵连犯归入观念竞合的立法导致司法困境

德国刑法典并未直接规定牵连犯， 而是将类似于牵连犯的情况规定为观念竞合。 有学者认为，
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 （1775—1833） 起草的 1824 年 《巴伐利亚刑法典 （草案）》， 用一个条文的
前后两段， 分别规定了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 其规定是： “（1） 犯罪人以同一行为违反不同的刑罚
法规， 或者 （2） 确以不同的行为实行了不同的犯罪， 但这一行为仅是实现主要犯罪手段， 或者是
同一主要犯罪的结果， 应视为附带的情形， 可考虑不作加重情节， 只适用所违反的最重罪名之刑。”輥輳訛

据笔者考查， 费氏上述关于所谓牵连犯的描述， 仅仅停留在地方刑法草案上， 并没有转化为正式颁
行并历次修订的德国刑法典中。 1871 年 《德意志帝国刑法典》 第 73条规定： “同一行为触犯刑法上
数规定者， 应仅适用规定最重刑罚的法律规定； 如果数法律规定所定的刑罚种类不同者， 应仅适用
规定刑罚种类最重的法律规定。”輥輴訛 此条之规定， 是观念竞合的一种情况， 即同一行为触犯不同刑法
规定。 除此之外， 该法典再无有关犯罪竞合的其他规定。 而 1953 年 8 月 25 日颁行的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刑法典》 第 52 条规定： “（1） 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刑罚法规， 或者数次触犯同一刑罚法规
者， 只科以一刑罚。 （2） 触犯数个刑罚法规者， 依所设刑罚最重之刑罚法规， 量定之刑不得轻于其
他可资适用法规所容许之刑。”輥輵訛 此条比之前增加了 “同一犯罪行为数次触犯同一刑罚法规” 的情况。

以上两部刑法典经过长期适用和多次修订， 导致 1998 年 11 月 13 日新版本的现行德国刑法典
问世。 徐久生和庄敬华先生将该法第 52 条 （一罪） 第 1 款翻译为： “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个刑法法
规， 或者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刑法法规的， 只判处一个刑罚。”輥輶訛 笔者认为， 此处 “数个犯罪行为
触犯同一刑法法规” 之翻译似有误， 其应当翻译为 “同一犯罪行为数次触犯同一刑法规定” 才正
确。 理由有二： 其一， 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刑法规定， 如果这数个犯罪行为是同种的， 那还好理
解； 如果是不同种的， 就不合逻辑。 相比之下， 萧榕主编的 《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 第 383 页
所作 “同一犯罪行为……数次触犯同一刑罚法规者， 只科以一刑罚” 的翻译， 就非常合理。 其二，
当代德国刑法学家耶赛克等认为， 德国刑法第 52 条第 1 款 （一罪） 规定了两种想象竞合 （观念竞
合）： “同一行为触犯数个刑法规定” 是不同种想象竞合； “同一行为数次触犯同一刑法规定” 为同
种想象竞合。輥輷訛 未见其论证 “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刑法法规” 的竞合类型。

德国刑法学说将类似于牵连犯的情况， 归入不同种观念竞合。 观念竞合犯亦称想象竞合犯， 是
指行为人以一个相同的行为， 触犯数个刑法法规， 或数次触犯同一刑法法规的情况。 其先决条件有
二： 其一是必须只存在同一个行为 （单数行为）， 其二是必须通过有关行为同时触犯了数个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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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书， 第 880-883页。
輦輯訛 贾东海： 《外国刑法学原理 （大陆法系）》， 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52页。
輦輰訛 吴振兴： 《罪数形态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72页。
輦輱訛 《日本刑法典》， 张明楷译，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24页。
輦輲訛 参见 【日】 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 （第二版）》， 东京成文堂 2008年版， 第 999页。

这数个法规， 既可以是同时触犯不同的刑法法规， 也可以是数次触犯同一刑法法规。 根据刑法规
定， 可将观念竞合划分为二类：

第一类是不同种观念竞合， 即 “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个刑法法规” 的情况。 其有三种表现： 第
一种相当于我国的想象竞合犯， 例如， 某人开一枪打死一人， 同时损坏了财物。 第二种类似于我国
的牵连犯， 例如， 用伪造的银行资讯， 使得贸易伙伴对自己信用确信无疑， 同时构成诈骗罪和伪造
文书罪。 第三种相当于我国的法条竞合， 例如， 父亲使用暴力与自己不满 18 岁的女儿性交， 同时
构成强奸罪 （第 177 条）、 与卑亲属通奸 （第 173 条第 1 款）、 对被保护者性虐待 （第 174 条第 1 款
第 3 项） 和可能的身体伤害 （第 223 条）。

第二类是同种观念竞合， 即通过一个行为数次触犯同一个刑法法规。 例如， 某一个人在一次谈
话中劝说五人作伪誓， 该五个教唆行为构成想象竞合 （帝国法院刑事判决 70， 334 （335））； 一枪打
死数人； 用一句污言秽语辱骂两个人等。

对上述两种观念竞合的本质， 德国刑法各学说的论证过程虽有不同， 但对其处理的原则都是一
致的。 即对于不同种观念竞合， 因为只存在一个行为， 因此只能考虑构成一个犯罪。 对于不同种观
念竞合处理时， 必须将所有同时被触犯的刑法法规一一列出， 在科刑上， 主刑的量刑范围向上不得
高于被触犯的数个刑法法规的最高刑， 向下不得底于最低刑。 在最后量刑时， 触犯数个刑法法规通
常可在结合的量刑范围内考虑加重处罚 （帝国法院刑事判决 22， 388.393）。 如果可适用的数个刑法
规定之一要求， 应当或可以判处附加刑、 附随后果或处分的， 依其规定 （第 52 条第 4 款）。 对于同
种类型观念竞合， 有罪判决必须表明数次触犯同一个刑法法规。 一般情况下， 会在该犯罪构成要件
规定的法定刑的上限范围内向加重处罚的方向考虑。輦輮訛

如上所述， 德国刑法将类似于牵连犯的情况， 当作不同种观念竞合的一种表现。輦輯訛 我国吴振兴教
授认为， 牵连犯一词源自德语 Verbrechen skonkurrenz， 是从观念竞合蜕变而来的。輦輰訛 这种说法确有根
据。 与我国学说将牵连犯视为 “处断一罪” （即实质数罪） 不同， 德国刑法学说认为， 牵连犯的情
况， 类似于复合行为犯的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单数， 大体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犯罪构成
要件只包含一个自然行为； 二是犯罪构成要件由复合行为组成， 立法认可此复合行为属于一个构成
要件行为。 例如， 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包括暴力、 暴力威胁和劫取财物。 从表面上看， 在抢劫犯
罪过程中， 行为人实施的不同行为， 好像分别触犯了伤害罪、 敲诈勒索罪等不同的罪名。 但是， 由
于立法者认可此类复合行为仅构成一个犯罪， 所以对其只能判处一个刑罚。

（二） 日本牵连犯立法导致司法认定牵连犯的随意性扩张

与德国将牵连犯归入观念竞合不同， 日本刑法典用总则条款直接规定， 数个触犯不同罪名的行
为， 基于它们之间的牵连关系， 可按其中一个处罚最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现行 《日本刑法典》 第 54
条第 1 款后段规定： “作为犯罪的手段或者结果的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 按照其最重的刑罚处断。”輦輱訛

据说， 日本刑法的这一规定， 是深受了 1824 年费尔巴哈撰写之 《巴伐利亚刑法典 （草案）》 相关条
文的影响。 但也有日本学者认为， 这一规定是参照了西班牙刑法第 90 条。輦輲訛 而否定的观点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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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参见 [日] 浅田和茂： 《刑法总论 （补正版）》， 东京成文堂 2007年版， 第 485页。
輦輴訛 参见 [日] 大谷实： 《刑法总论》， 黎宏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65－367页。
輦輵訛 参见 [日] 野村稔： 《刑法总论》， 全理其、 何力译，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455页。
輦輶訛 此类日本判例主要有： 行为人企图装成强盗威胁家人而侵入了他人的住居后， 在屋内产生杀意而杀害了人时， 认为是侵入

住居罪和杀人罪的牵连犯 （大判昭·5·1·27 集 9·16）、 侵入住居与放火 （大判明·43·2·28·录 16·349）、 侵入住居与强奸
（大判昭·7·5·12集·11·621）、 侵入住居与杀人 （前判别最决昭 29·5·27）、 侵入住居与伤害 （大判明 44·11·16录 17·1989）、
侵入住居与盗窃 （大判明 45·5·23 录 18·658）、 侵入住居与强盗 （最判昭 23·12·24 集·2·14·1916 等）、 不退去与伤害 （大
判大·4·4·29录 21·444）、 使用伪造的私文书与公正书原本不实记载 （大判明 42·11·25 录 15·1667）、 公正证书原本不实记
载与使用不实记载的公正证书原本 （大连判明 43·1·20 录 16·23）、 公正证书原本不实记载与行使不实记载的公正证书原本
和诈欺取财 （最决昭 42·8·28集 21·7·863）、 伪造私文书和使用伪造的私文书 （大判明 42·2·23 录 15·127）、 伪造私文书及
使用伪造的私文书与诈欺取财 （大判大 4·3·23 录 21、 221）、 伪造有价证券与使用伪造的有价证券 （前列大连判明·42·2·
23）、 伪造有价证券与行使伪造的有价证券和诈欺得利 （大判明 43·11·15 录 16·1941）、 伪证与诈欺取财 （以诉讼诈欺为手
段） （大判大 2·1·24录·19·39）、 教唆伪证与诈欺利得未遂 （以诉讼诈欺为手段） （大判大 5·5·29 录 22·833）、 监禁与恐吓
未遂 （大判大 15·10·14集 5·456）、 妨碍业务与恐吓取财 （大判大 2·11·5 录 19·1114）、 损坏查封的标记与盗窃查封物 （大
明判 44·3·23录 17·453）、 以获取赎金为目的进行诱拐与要求赎金 （最决昭 58·9·27 集 37·7·1078） 等。 参见 [日] 大塚仁：
《刑法概说》， 冯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492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大谷实书， 第 365-367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大谷实书， 第 365-367页。

牵连犯是日本刑法的独创。輦輳訛

日本关于牵连犯的学说并不统一， 大体可划分为三类。 主观说认为， 根据行为人以实施一个犯
罪作为最终目的 （意图）， 即可将本来的数罪按一个罪来认定。 而 “通常性” 说是日本的通说。 相
对于主观说，“通常性” 说以 “数行为之间具有通常伴随关系” 作为牵连关系的基础， 可谓一种客观
说。 其核心观点是， 牵连犯在性质上是并合罪（数罪并罚）， 刑法之所以将其作为科刑一罪， 是由于
在经验法则上， 通常伴随有作为某种犯罪的手段或结果的情况， 所以， 没有必要作为并合罪独立地
进行刑法上的评价。輦輴訛 除前两说以外，“将数行为作为总体评价” 说则认为， 牵连犯是以复数的行为，
违反复数的刑法规范， 由于其行为之间存在手段和目的、 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所以， 违反某一条刑
法规范是伴随着以别的违反刑法规范为前提， 或者以别的违反刑法规范为结果， 所以要将这些复数
的违反刑法规范作为整体加以评价， 以其中最重的刑罚进行处罚。 这是牵连犯尽管在实质上是数
罪， 但却在科刑上作为一罪处理的理由所在。輦輵訛

由于通说主张的 “通常性”， 其标准比较模糊， 所以导致日本判例大有不断扩张牵连犯范围的
趋势， 而且这种扩张不尽合情合理。 目前， 日本的牵连犯判例， 基本集中在 “非法侵入住宅与各种
目标犯罪” “伪造文书与诈骗犯罪” “非法拘禁与恐吓” “妨碍业务与恐吓取财” “损坏查封标记与盗
窃查封物” “以获取赎金为目的进行诱拐与要求赎金” 等犯罪上。輦輶訛 大体上可划分为 “手段牵连关系”
和 “结果牵连关系” 两类。

判例在手段上认可牵连关系的情况主要有： 侵入住宅罪和放火罪， 侵入住宅罪和强奸罪， 侵入
住宅罪和杀人罪， 侵入住宅罪和盗窃、 抢劫罪， 逮捕罪和敲诈罪等。 没有认可牵连关系的主要有，
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 监禁罪和强奸致伤罪、 监禁罪伤害罪， 非法使用公印罪和受贿罪等。輦輷訛

判例在结果上认可的牵连关系的情况有： 伪造公文罪和使用公文罪， 公证书原本不实记载罪和
使用该公证书罪， 伪造公文罪和诈骗罪， 伪造私文书罪和使用该私文书罪等。 没有认可牵连关系的
判例有： 抢劫罪和为毁灭罪迹的放火罪， 抢劫杀人罪和遗弃尸体罪， 杀人罪和损坏尸体罪， 杀人罪
和遗弃尸体罪等。輧輮訛

从总体说， 上述日本判例体现了客观说立场， 认为所谓牵连关系的手段， 是指在某犯罪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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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大塚仁书， 第 351页。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大谷实书， 第 450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野村稔书， 第 461页。
輧輲訛 参见 [日] 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总论》， 刘明祥、 王昭武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51页。
輧輳訛 参见 【日】 大谷实： 《刑法讲义总论 （新版第二版）》， 黎宏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450页。

上普遍作为手段而使用的行为； 所谓牵连关系的结果， 是指由某犯罪产生的当然结果。 而犯罪人所
犯的两罪只是偶然处于手段、 结果的关系上时， 不能说是牵连犯。輧輯訛 但是， 判例对 “普遍” “当然”
“密切因果关系” 的含义， 并未界定清楚。 这导致其认定的牵连犯在不断扩张。 这遭到了学者的批
评， 认为判例对牵连犯认定， 太随意和宽泛。 所以， 即便坚持客观说， 也还不能明确牵连犯与并合
罪 （数罪并罚） 的区别。輧輰訛

（三） 德、 日刑法典用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的利弊评析

德、 日刑法典用总则条款将牵连犯规定为一罪的利好体现在： 为防止对同一案件事实作重复评
价， 避免对犯罪人处以过苛刑罚， 立法认可将牵连犯按一罪处罚， 能给司法操作提供法律依据。 在
法无明文规定时， 对于本来就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谁也无权只认定为一罪。 只有在法律
特许的条件下， 法官才能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事实， 评价为一个犯罪。 而德、 日牵连犯的立法，
就是这样的特许。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由于刑法总则对牵连犯的规定高度抽象和概括， 必然导致对牵连关系
的认定标准， 既存在学说争议， 也不乏判例冲突。 具体而言， 刑法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的弊端如下：

第一， 立法的模糊性导致牵连犯认定的随意性。 上述立法， 都是用一个极其简约的条款， 来表
述类型丰富的牵连犯。 根据这样的条款， 法官审理此类复杂案件， 会进 （按把本来的数罪按一罪认
定） 退 （把本来的数罪按数罪并罚） 两难。 这就是刑法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的巨大弊端。 从总体上
看， 牵连犯立法之目的， 在于防止对同一案件事实的重复评价， 但由于条款规定得极其简约， 其势
必与全面评价原则产生冲突。 根据这样的极简约条款， 法官极难在上述两个目标取向上选择好平衡
点， 往往导致对牵连犯认定的随意性。 德国的司法实践， 虽然将类似于牵连犯的情况按观念竞合处
理， 但仍然存在很难判断 “一个案件事实到底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 的情况。 相比之下， 日本司法
实践， 对牵连犯判断的随意性就更大， 其学说争议及判例冲突尤甚。

第二， 牵连犯认定的随意性导致刑罚裁量不均衡。 日本理论界按 “通常性” 说来界定牵连关
系。 但由于 “通常性” 说的界限不清， 往往导致根据该说而认定的牵连关系范围很大， 甚至出现了
将三个犯罪因所谓的牵连关系而只认定为一个犯罪的判例。 这就是所谓的 “纽带现象”。輧輱訛 例如， 甲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并分别杀害了 X、 Y、 Z 三人， 由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与杀人属于牵连犯关系，
因而本案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一个行为作为 “搭扣”， 分别与其他三个杀人行为相关联， 对此，
判例认为 “住宅侵入与三个杀人” 属于牵连犯， 将整个犯罪以科刑上的一罪来处断。 与此相反， 若
甲在户外分别杀害了 X、 Y、 Z 三人， 则属于并合罪 （数罪并罚）。 对前后两个案例， 按一罪处罚与
按并合罪处罚， 两者之间明显存在刑罚上的不均衡。 为了对此予以修正， 日本刑法学界提出了各种
各样的学说， 但至今尚无定说。輧輲訛 在日本司法界， 甚至出现了 “插销现象” 的判例， 这种判例是指本
来应当成为并合罪的数罪， 根据其分别和某个犯罪之间处于观念竞合或者牵连犯的情况， 将全部数
罪作为科刑上的一罪加以处理。輧輳訛 例如， 甲罪与乙罪本来是并合罪， 偶尔甲罪与丙罪形成科刑上一罪
（观念竞合或牵连犯） 关系， 这同时乙罪与丙罪也形成科刑上一罪关系， 甲罪、 乙罪也就作为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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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参见 [日] 川端博： 《刑法总论讲义 （第 3版）》， 东京成文堂 2013年版， 第 664页。
輧輵訛 参见贾东海： 《外国刑法学原理 （大陆法系）》， 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56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川端博书， 第 667页。
輧輷訛 参见马克昌： 《我国台湾刑法修正述评》，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年第 4期。

上一罪处理了。 因为丙罪像 “挂钩” （插销） 那样起作用， 将本为并合罪的数罪联结起来， 作为科
刑上的一罪。 如有判例认为， 行为人侵入住宅犯强盗杀人罪后又实施放火， 被认定为牵连犯按一罪
处理。輧輴訛

第三， 牵连犯认定的随意性导致案件既判力上的不合理性。 例如， 最初只发现 A 罪与 B罪是牵
连犯。 判决确定后， 又发现了 C 罪。 由于 A 罪的 “钩环” 作用， 不仅仅 B 罪， 而且包含 C 罪在内
都应作为观念竞合上一罪， 既判力也及于 C罪， 因而就不可能对 C罪进行起诉处罚。 虽然对于此不
合理现象， 日本学界有争议， 但是通说仍然认为基于对现行刑法的解释， 应全面承认插销现象。輧輵訛

第四， 牵连犯认定的随意性导致司法不公正从而引发牵连犯存废之巨大争议。 早在 1940 年的
《改正刑法准备草案》 中， 就有废除牵连犯的主张。 1971 年的 《改正刑法草案》 和 1974 年的 《改正
刑法草案》 均主张删除关于牵连犯的规定。 从学说上看， 废除牵连犯的理由有三： 一是牵连犯的规
定， 在适用上存在随意性； 二是相当于牵连犯的犯罪， 可以作为包括一罪或并合罪处理； 三是外国
很少有关于牵连犯的立法例。 而保留牵连犯的理由亦有三： 一是在现行刑法之下， 牵连犯在实务中
已经被认可并固定下来了， 不能忽视这一事实。 为了像从前一样处理这些犯罪， 对牵连犯进行规
定， 是特别必要的； 二是在存在类型化的手段与结果等关系下， 将数行为进行一体评价， 存在一定
合理性； 三是废除牵连犯的规定属于对行为人不利的法律修改。輧輶訛

在牵连犯的存废问题上， 我国台湾地区 2005 年 “刑法修正案”， 作出了废除的选择。 在此修正
案前， “刑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一行为而触犯数罪名者， 或者犯一罪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而
触犯他罪名者， 从一重处断。” 2005 年修正的 “刑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一行为而触犯数罪名者，
从一重处断。 但不得科以较重罪名所规定最轻本刑以下之刑。” 其取消牵连犯的理由是： 牵连犯之
本质难有合理之根据， 存在扩大既判力的范围， 从而有鼓励犯罪之嫌， 故应当删除之。 对于当前处
理之相关案件， 应分别以想象竞合和数罪并罚， 予以处断。輧輷訛

综上， 用刑法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 并不能完成既防止重复评价又确保全面评价之牵连犯双重
立法目标的平衡。 而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 按 “处断一罪” 理念， 来构建的牵连犯理论更是行不
通。 如此一来， 牵连犯之合理性出路， 只剩下一条， 那就是用刑法分则条款或司法解释， 按个罪情
况来列举式规定牵连犯。

三、 我国列举式规定牵连犯的例证、 合理性及牵连犯理论重构

（一） 例证分析

我国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款和许多司法解释列举式规定牵连犯的模式， 能明确限定牵连犯的范
围， 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认定牵连犯的随意性。 在此情形下， 我国牵连犯理论应当对标此类立法和司
法解释， 有针对性地对其加以法理阐释。 其并不是直接认定牵连犯的标准， 而只是对已有立法和司
法解释加以法理阐释的工具， 其价值目标是指导司法机关对这些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适用， 这如同我
国转化犯理论只是阐释相关立法的工具一样。 我国刑法分则列举式规定牵连犯的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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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第一款。 其规定的是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与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 管制
刀具、 危险物品罪， 危及公共安全罪， 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 邮寄、 储存枪支、 弹药、 爆炸物
罪， 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 储存危险物质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2）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 其规定的是伪造货币罪与出售、 运输假币罪之间的牵连犯。
（3） 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 其规定的是私自开拆、 隐匿、 毁弃邮件、 电报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牵

连犯。
（4） 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第三款。 其规定的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非法经营罪， 以及
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5）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三款。 其规定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诈骗罪， 非法制造、 出售
枪支罪， 贩卖毒品罪， 制作、 复制、 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掩饰、 隐瞒犯罪所
得罪， 非法经营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6）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其规定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 非法制造、
买卖枪支罪， 贩卖毒品罪， 制作、 复制、 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罪， 非法经营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7）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三款、 第四款。 其规定的是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各种
金融诈骗犯罪， 虚假破产罪， 受贿罪， 贪污罪， 徇私枉法罪， 民事、 行政枉法裁判罪， 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8） 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三款。 其规定的是抢夺、 窃取国有档案罪， 擅自出卖、 转让国有档案罪
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非法持有国家绝密、 机密文
件、 资料、 物品罪之间的牵连犯。

（9） 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 其规定的是受贿罪与徇私枉法罪， 民事、 行政枉法裁判罪， 执行
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罪等之间的牵连犯。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第 1 条第 2 款。
其规定的是骗购外汇罪与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 印章罪之间的牵连犯。

当然， 我国刑法分则条款所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情况， 有些属于法条竞
合。 例如，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三款、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第三款、 第一百四十二条之
一第二款、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 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

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牵连犯有很多。 例如， 1998 年 12 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
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
著作权行为， 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只定侵犯著作权罪， 不实行数罪并罚。
再例如， 2017 年 9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药品、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 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受贿
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药品注册申请
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合作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共同实施第
一款规定的行为， 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生产、 销售药品， 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
产、 销售假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样的司法解释还有很多。 限于篇幅， 本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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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据笔者统计， 还有如下司法解释的条款规定了牵连犯： （1） 1998 年 12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行为， 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 违法
所得数额巨大的， 只定侵犯著作权罪， 不实行数罪并罚。 （2） 2000 年 1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盗窃公用电信设施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 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 2000 年 9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二条规定， 行为人购买假币后使用，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 以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 （4）
2000年 12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规定， 对于伪造允许
进出口证明证书等经营许可证明， 同时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非法经营罪）、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 证件、 印章罪） 之规定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 2000年 12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规定， 伪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
书、 特许狩猎证、 狩猎证、 驯养许可证等公文、 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 变造、 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罪定罪处罚。 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 同时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款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 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6） 2001 年 4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十条规定， 实施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7） 2002年 8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生产、 销售假药、 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五条规定，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 同时触犯刑法规定的两种以上犯罪的 （非法经营罪、 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 2002 年 9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九条规定， 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 同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9） 2004年 12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规定，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 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
十三条的规定，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10） 2007 年 1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盗窃油气、 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定， 盗窃油气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 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11） 2007 年 8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破坏电力设备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盗
窃电力设备， 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 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2） 2011 年 6 月实施的最高法
《关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 盗窃正在使用的广播电视设施， 同时构成
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3） 2011年 8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
式服装、 车辆号版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规定， 实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犯罪
行为 （伪造、 变造、 买卖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罪、 盗窃、 劫夺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罪）， 同时又构成逃税、 诈
骗、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4） 2012 年 12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妨害国 （边）
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规定， 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犯罪， 同时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
提供伪造、 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 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5） 2013年 5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 以提供给他人生
产、 销售食品为目的， 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 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 销售的非食品原料、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
销售、 使用的农药、 兽药、 饲料添加剂等非法经营犯罪，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 销售伪劣农药、 兽药罪
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规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
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商
检徇私舞弊罪、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6） 2013年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与他人共谋， 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 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的共犯的，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7） 2013 年 6 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 倾倒、 处置含有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 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 非法处置
进口固体废物罪、 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8） 2013 年 10 月实施的两高两部 《关于依
法惩治性侵未成年犯罪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规定， 实施猥亵儿童罪， 造成儿童轻伤以上后果， 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
条或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 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9） 2014 年 9 月实施的两
高和公安部 《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意见》 第二条第 （九） 项规定， 为实现所教唆
的犯罪， 教唆者又传授犯罪方法的， 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20） 2017年 9月实施的两高 《关于办理药品、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 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和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药品注册申请单位的工作人员
和药物非临床研究机构、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共同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
件生产、 销售药品， 同时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生产、 销售假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文不一一列举。輨輮訛 我们在判断司法解释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情况时， 应当注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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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哪些是牵连犯， 哪些是法条竞合。 例如， 2014年 9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
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规定， 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
货物、 物品，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 以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货物、 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偷逃应缴税额， 同时又构成走私普通货物、 物品罪的， 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司法解释条款所规定的情况， 就是法条竞合。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 以上列举的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牵连犯， 其数量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 根据完善立法和指导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还会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 来对某些
犯罪之间因具有牵连关系， 从而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 我国刑法分则
条款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牵连犯， 还会有所增多。 但是， 无论刑法分则条文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如何变
化， 牵连犯必须由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明文加以规定的特征不会改变。

（二） 合理性

我国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列举式规定牵连犯的模式， 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第一， 能确保牵连犯之双重价值目标平衡。 对牵连犯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价值

目标， 无非有二： 一是防止对案件事实重复评价， 以保护被告人利益； 二是杜绝对案件事实作不全
面评价， 坚持有罪当罚、 必罚理念， 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这两个目标并不彼此排斥， 而是相得益
彰。 但是， 用一个简短法条， 难以清楚表达平衡此二目标之标准。 换言之， 刑法用总则条款规定牵
连犯的模式， 无法明确牵连犯之成立标准。 这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于 2005 年取消牵连犯立法的原因
所在。 虽然德国刑法所规定之牵连犯的数个行为， 是指同一犯罪构成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些不同部
分， 在法律评价上属于同一个犯罪构成要件； 但其司法操作却并不简单。 而日本刑法总则对牵连犯
的规定， 并没有表达出牵连犯的数个行为， 应当是同一犯罪构成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意思， 这就给司
法操作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为司法机关将实质的数罪按一个犯罪来认定打开了方便之门。 寻求不同
利益目标的诉讼参与人， 都会按最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解释牵连犯， 从而导致司法混乱和学说
争议。

借鉴德、 日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用刑法分则条款或司法解释等高效力的
规范， 采用明文列举式模式， 来规定牵连犯的范围， 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例如， 虚假诉讼行
为， 与通过虚假诉讼而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或逃避财产给付义务， 实际上是用两个行为， 即捏造虚假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和取得他人财产利益， 侵害了两个法益， 一是司法秩序， 二是财产权； 但到底对
其按一个犯罪来评价， 还是按数个犯罪论处？ 对此， 理论学说并不能说清楚， 只有靠高权威的法律
规范来授权认定。 顺应此需求，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 对此类案件事实， 只按一个罪来
评价。 看来， 对于数个符合犯罪构成的案件事实， 是否按一罪来评价， 除遵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外， 还必须遵守法定性原则。 禁止重复评价是内在精神， 法定性是外部形式； 若无法定性， 则无以
阻止学说之争， 无以勘定司法乱象。

第二， 能为本来的数罪按一罪认定提供高效力规范依据。 对本来就符合多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行
为， 如认为不宜数罪并罚， 仅根据经验或理论是不可能得出确定结论的。 在现实生活中， 何种方法
行为与目的行为关系密切？ 何种目的行为 （原因行为） 与何种结果之间具有必然联系？ 仅根据经验
法则相对性地进行判断， 会带来很大的弹性或随意性。 无论何种牵连犯学说， 都是以极具概括性或
抽象性的词语来界定牵连关系， 其自然会使人们对学说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确切把握。 所以， 为加强
对本来的数罪按一罪认定的严肃性， 必须用高效力的规范来框定范围。 除单靠理论学说可能破坏这
一严肃性以外， 如前所述， 用刑法总则条款规定牵连犯的模式， 也行不通。 如此一来， 用刑法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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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司法解释列举式规定牵连犯， 就成为唯一的最佳选择。 如无高效力的规范作依据， 理论学说
和法官， 都无权把本来的数罪认定为一罪； 否则就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有罪必究原则， 就会无端放
纵犯罪分子， 也会造成同案不同判乱象。

（三） 牵连犯理论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 应当针对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规定牵连犯的情况， 按 “法定一罪” 理念，
来重新界定牵连犯概念， 重构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特征）， 并将其功能界定为诠释立法和司法解释
的工具， 而其本身并不成为认定牵连犯的标准。 我们用转化犯理论来诠释转化犯立法例、 用结合犯
理论来诠释结合犯立法例， 已经得到了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认同。 现在， 我们用牵连犯理论来诠释
有关牵连犯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 也顺理成章。 一种类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 需要用学
说来诠释， 以便指导司法操作， 丰富和发展刑法理论。 据此， 我们应当对牵连犯概念作如下重新界
定： 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最终目的， 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
罪形态。 其构成要件 （特征） 应作如下重构：

第一， 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都能独立构成犯罪。 牵连犯在实质上是数罪， 而且是异种数罪。
这是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的根本区别。 例如， 在 《刑法》 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牵连犯中， 行
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 本来就构成数个犯罪， 不但构成了受贿罪， 而且也构成了徇私枉法罪， 民
事、 行政枉法裁判罪， 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罪。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
必须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 如果触犯同一罪名， 则不是牵连犯。

第二， 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犯罪之间具有法律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牵连关系。 牵连犯必须以牵
连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然而， 我国刑法通说所主张的牵连关系， 过于宽泛和随意。 有观点主张牵连
犯的数行为应限制在一罪构成要件的范围之内。輨輯訛 此观点与德国刑法将牵连犯限定为观念竞合如出一
辙。 如前所述， 这也与事无补。 例如， 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基于特殊理由将受贿犯罪与徇
私枉法等犯罪按一罪论处以外， 对国家工作人员因收受贿赂而实施的其他徇私舞弊案件， 法院仍应
当对其加以数罪并罚。輨輰訛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根据牵连犯学说， 把受贿罪与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罪，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罪以外的其他徇私舞弊犯罪， 一概认定为一罪。 这
是对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作反对解释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
规定， 是否合理， 则另当别论。 只要此立法没有被废除， 就应当坚决遵守。 所以， 如何限定牵连犯
的范围， 只有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说了算。 至于牵连犯的理论， 其只不过是对这样高效力规范
加以解释或注释的工具而已。

第三， 刑法分则条款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
解释， 明文要求把本来的数罪按一个罪来认定， 这是牵连犯的最重要特征。 反言之， 除得到这样高
效力的规范认可以外， 尽管数个行为之间具有 “通常性” 的 “方法与目的” 或者 “原因与结果” 的
密切关系， 只要它们分别独立构成不同质的犯罪， 触犯不同的罪名， 就必须数罪并罚。 依照我国犯
罪构成理论， 犯罪构成要件是判断罪数的最高标准。 毋庸置疑， 牵连犯是本来的数罪； 但是， 根据
“既防止重复评价又确保全面评价” 的双重价值目标， 只要刑法分则条款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 将

輨輯訛 参见庄劲： 《从一重断还是数罪并罚———从牵连关系的限定看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7年第 1期。
輨輰訛 张明楷： 《渎职罪中的徇私舞弊的认定》， 载 《人民法院报》 2007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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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牵连犯是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罪

其按一重罪定罪处罚， 则理论学说必须对其合理性加以解释， 法官必须坚决对其加以遵守。

结语

以 “处断一罪” 的观念为指导而构建的牵连犯理论， 虽学说林立， 但都因其主张的观点过于高
度概括和缺乏高效力规范的认可， 从而无法指导法官准确把握牵连犯的范围， 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之嫌。 如果把两个以上的犯罪， 仅仅基于行为人以实施其中一个犯罪为最终目的， 从而将其设定为
目的与方法的关系， 或者一个犯罪是另一个犯罪的自然结果的关系， 就认定为一罪， 将导致牵连犯
认定的随意性。 这样的处理， 既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 也难达罪刑均衡， 或可能导致放纵犯罪之
嫌。 基于此， 我国牵连犯理论之存废， 聚讼颇多， 其中取消论强有力。 借鉴德、 日两国刑法总则用
一个条款来规定牵连犯， 其中德国将牵连犯归入观念竞合的一种情形， 日本则直接规定了牵连犯，
但因德国司法实践无法准确判断行为的单一性和日本司法实践对 “通常性” 理解的人言人殊， 仍导
致牵连犯认定极具随意性、 刑罚裁量不均衡和案件既判力上的不合理性。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 用刑法总则的一个条款来规定牵连犯的模式， 并不比我国按 “处断一罪” 观念来构建的牵连犯
理论优越多少， 仍不能避免弊大利小的结局。 如是， 在 “处断一罪” 的牵连犯理论和刑法总规定牵
连犯模式均行不通的情况下， 用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这样高效力的规范来列举式规定牵连犯，
既能防止重复评价， 又能确保全面评价之牵连犯价值目标的平衡。 基于此， 我国应当秉持 “法定一
罪” 理念， 对牵连犯理论加以重构。 刑法分则条款和司法解释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是牵连犯的最重要构成要件。 换言之， 若不符合刑法分则条款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 “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的情况， 即使行为人以完成一个犯罪为最终目标， 在此目标支配下， 其实
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目的与方法、 原因与结果的密切关系， 只要其不符合想象竞合或吸性犯
特征， 就都应当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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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general� theory�of�criminal� law�in�China,�based�on� the�concept�of “one�crime� in�
punishment”,� considers� the� implicated� crime�of “original� several� crimes” as� one� crime,� but� it�
can’t�offer�convincing�reasons.�This�not�only�violates�the�principle�of�legality�of�crime�and�pun-
ishment,� but� also�does�not� accord�with� the�principle�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On� the� con-
trary,� the�criminal�codes�of�Germany�and�Japan�uphold� the�concept�of “A�declared�guilt” and�
clearly�stipulate�in�the�general�provisions�that�an�implicated�crime�is�a�legal�one�crime.�Although�
this�model�has�advantages,�its�disadvantages�are�also�obvious,�and�the�disadvantages�are�great�and�
the�advantages�are�small.�The�provisions�of�the�specific�provisions�of�the�criminal�law�and�the�ju-
dicial�interpretation�of�China,�based�on�the�specific�criminal�motivation�of�the�perpetrator�and�the�
specific�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cution� of� several� crimes,� enumerate� the� provisions,�
such�a�number�of�crimes “according�to�the�provisions�of�heavier�punishment�for�conviction�and�
punishment”.�This�kind�of�pattern�can�make�the�elements�and�scope�of� the�establishment�of� the�
implicated�offense�very�clear.�The�theory�of�criminal�law�in�China�should�follow�the�provisions�of�
the�legislation�and�judicial�interpretation,�adhere�to�the�concept�of “A�declared�guilt”,�and�carry�
out� the� research�on� implicated�crime�so�as� to�provide�operational�guidelines� for� the� judicial�or-
gans.�

Key Words: A�Declared�Guilt； Implicated�Offense�Stipulated�in�the�General�Provisions�of�Crim-
inal�Law； Implicated�Offense�Stipulated�in�the�Specific�Provisions�of�Criminal�Law； Implicated�
Offense�Stipulated�in�Judicial�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卢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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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完善生态环境执
法与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20ZDA09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李瑜青： 《法律社会学教程》，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9页。
譺訛 该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 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研究

李培培 *

内容提要： 《环境保护法》 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六年， 对该制度研究的
重点应从立法设计转向运行状况， 从实效层面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践探讨
显得尤为必要。 而运行实效的研究离不开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中立法、 执法和司法
因素的综合系统考察， 以实践考察为基础研讨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存在的立法、 执法和司
法问题， 并提出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提升应当加强配套制度衔接、 重视执法程
序规范、 完善司法审查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 环境保护 按日连续处罚 制度运行 法律实效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3.011

一、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廓清

（一）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内涵

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效是现有法律规范在执行、 适用和遵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现状态和社会效
果， 是法律上所架构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享有和实际履行。譹訛 从宏观角
度来看， 以立法目的是否达到或多大程度上达到为标志； 从微观角度来看， 以法的规范性要求是否
达到或多大程度上达到为评判尺度。 法律运行实效主要归结为将法律的要求、 愿望、 目标变为现
实， 强调法律的实施状态， 并从法的社会运行结果来考察法的社会调整功能。 从主观价值评价角度
分析按日连续处罚制度， 主要是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所赋予行政机关的执法权能， 以及其背后所隐藏
的价值判断。 从客观社会存在的角度看，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运行实效指通过提高环境行政违法行
为经济成本， 形成惩罚与教育机制， 通过经济刺激提高环境行政违法者的守法自觉性， 形成环境执
法领域的良性互动， 亦指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对于各类主体自愿执行和遵守环境法律的推动力。 这种
推动力的产生以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实际生活中被遵守、 执行和适用为前提条件。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九条② 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前半部分是遵守法律的手段行为， 后半部分是法律效果的
结果， 此两个部分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同时， 由于违法排污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的对象是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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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陈明： 《论法律实效评判的方法和标准》， 载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第 5期。
④ 魏佳容： 《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 载 《理论月刊》 2012年第 4期。
⑤ 邓可祝： 《民法典视角下侵权法的环境规制功能研究》， 载 《法治社会》 2020年第 4期。

具有典型的外部性， 需要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 良好的社会秩序要以完善的法律
制度建构为保障， 首先就要在立法环节保障制度的合理性。譻訛 其次， 能否对违法排污行为进行有效
的遏制， 也是检验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法律实效的最主要标准。

（二）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要素

目前学界关于法律实效的实现要素判定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但基本上认同将行政执法的有效
性、 专业管理的高效性、 守法的有效性和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作为法律实效的重要考核指
标。 结合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性质和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运行实效应主要聚
焦于如何保障按日连续处罚效用得以充分发挥。

首先， 从法规范因素分析，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本身的合理性 （立法）、 法律在行政执法中得以
规范执行 （执法）、 司法对法律的良好适用 （司法） 都是人们接受、 遵守法律的原因， 这三者均有
助于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获得积极的运行实效。 同时， 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天然联系和内在逻辑性， 进
行执法研究、 司法研究的前提是准确理解立法理念、 立法宗旨、 立法原则； 执法研究、 司法研究的
过程既在不断发现立法存在的不足或者缺陷， 为立法研究提出问题， 又可提出解决执法、 司法问题
的方案而为完善立法积累经验。 由此， 三者形成良性互动， 进而为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实
现提供保障， 扫清障碍。

其次， 从法实践因素分析，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社会实效， 不能仅仅基于某一个独立事项， 而
应当多因素综合考虑。 判断其社会实效的有无， 不能简单地以违法案件数量的多少来判断： 案件数
量过多， 并不意味着实效性良好， 因为个体对该制度的普遍漠视是其效率低下的表现； 案件数量过
少， 并不意味着实效性不佳， 因为社会公众的普遍遵守是其价值最大化的体现。 把违法行为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 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才是法律实效的最佳体现。譼訛 客观地判断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
法律实效， 分析按日连续处罚能否对违法排污的后果进行有效的内部化， 并通过内部化的程度分析
环境权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消耗， 进而对社会秩序的状况予以分析， 最终判断出法律运行实
效的好坏。

综上，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核心要素应归纳为如下三个： 立法规范因素、 行政执法因
素和司法适用因素。

二、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存在的问题

违法企业为了获得利润， 利用环境开发利用行为负外部性的特征， 逃避污染环境的法律责任。
由此， 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 对违法排污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不仅体现了损害担责原则， 也有
利于实现环境开发利用的公平性。譽訛 但目前我国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运行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的立法问题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中将按日连续处罚简单地规
定为行政处罚， 而忽视了其具有的 “执行罚” 的外观， 可能会在执法以及司法适用中产生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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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办法》 第一条规定： “为规范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等
法律， 制定本办法。”

理解偏差。譾訛 同时， 由于 《办法》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化控制不足， 实际执法中可能出现“天价
罚单” 的情况， 不利于环境执法社会实效的发挥。 因此， 保障该制度良好运行的立法规定尚需进一
步完善。

1. 按日连续处罚立法协调性不足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了专门的部门规章， 对按日连续处罚进行全面规定。 前述 《办法》

即依据 《环境保护法》 和 《行政处罚法》 制定， 要求按日连续处罚的执行要在两部法律规定的实体
和程序规制范围内进行。 《办法》 更进一步揭示了按日连续处罚为行政处罚的法律性质， 但此种法
律定性， 可能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规范冲突。 在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设定之初， 其与 “一事不再罚”
的关系便一直争论不休。 通常， 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在现实中表现为持续性违法行为， 例如长年
累月的超标排污、 治污设施设备闲置、 偷排污水等违法行为， 按照行政法理论， 这种持续性违法行
为， 只要造成违法的状态一直持续， 理应界定为一个 “违法行为”， 而且以一次行政违法对其进行
处罚。 在数量上人为地对其施加以 “日” 或者次数， 将其分割为若干个不同的违法行为， 这与我国
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不相适应， 导致按日连续制度在立法体系上的协调性欠佳。

2. 按日连续处罚的可预测性不够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多， 可预测性不够。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九条是定性

规定， 对于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描述是 “排放污染物”， 对行政相对人改正行为的表述是 “拒不改正”
或 “不按要求改正”， 行政机关在适用过程中有较大解释余地。 而 《办法》 的操作性规定可能存在
约束力的不足， 从而导致实体上和程序上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过大。 以行政相对人的改正行为为例，
有完全改正、 存在改正行为但没有达到规定标准和完全没有改正等多种情形， 在完全不改正与彻底
改正之间存在中间形态， 现有法律对于中间形态的规定过于笼统， 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大。 此外，
对于限期改正， 在不同条件下因情形特殊可能造成客观上的履行不能， 也可能因不可预见因素对行
政相对人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都导致可预测性的降低。

3. 按日连续处罚的效果评估机制欠缺
按日连续处罚是为了延伸对违法排污行为的计量范围从而扩大对排污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的统

计范围， 尽可能地使罚款接近排污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从而在经济上对排污行为形成强大的压力，
迫使排污者在合法排污限度内自觉守法。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开出巨额的罚单， 但是最终责任如
何落实， 需要对 “按日连续实施” 效果进行评估。 行政相对人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 通过罚款形式
进行处罚， 虽然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是便利的， 但其社会实效值得商榷。 目前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
内生问题是如何合理判定罚款数额， 也就是说罚款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经济制裁作用。 按日
连续处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通过按日连续处罚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使得各方主体的利益得以平
衡。 当处罚的数额超过污染者所造成的外部成本时， 处罚过重， 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可能对
污染者存在反面的诱导； 如果处罚的数额低于污染者的外部成本， 处罚过轻， 对污染者实际上是变
相的鼓励。 因为立法缺乏有效的效果评估机制， 可能会导致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滥用。 因此， 应尝试
加入经济学分析， 合理判定启动条件和罚款标准， 不断夯实按日连续处罚的合理性基础。

（二）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的执法问题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执法水平与执法能力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按日连续处罚法律实效的实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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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这里谈到的 “执法” 为狭义的 “执法”， 即不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
职权和法定的程序实施法律的活动， 而仅指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譿訛

1. 按日连续处罚执法时效性较差
根据按日连续处罚的实施程序要求， 《环境保护法》 对行政机关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提出了相当

严苛的条件： 必须以污染者曾经接受过行政处罚 （罚款） 为适用基础， 这种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
制造了执法的困境。 因为污染者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拖延时间， 那么完整的
行政处罚周期就被延长了。 尽管 《行政处罚法》 确立了 “不停止执行” 的基本原则， 但是按日连续
处罚一般采取申请法院执行的方式， 在实践中造成裁判和执行的分离， 这势必会影响按日连续处罚
的适用效果。 另外， 由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 “部门墙” 的存在， 司法机关在审判任务繁重的
情况下， 无力分出更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等资源投入到这类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 从行政机关
申请强制执行到司法机关实际强制执行之间存在较大的 “时间差”， 污染者在 “时间差” 内持续排
污， 按日连续处罚的实效将难以发挥。

2. 按日连续处罚执法程序缺损
关于是否启动按日连续处罚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关具有较大的裁量权， 如此一来， 可能会导致

裁量的不合理。 但行政执法应具备合法性要件而且要尽量做到合乎情理， 保障违法排污者的合法权
益， 避免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度干预。 这就要求在作出按日连续处罚决定时， 应当充分考虑其他可
替代性的行政手段， 慎用这一严厉的惩戒手段， 由此设立 “合理审查” 程序就显得尤为必要。 环境
保护主管机关为了实现具体执法目的， 可以运用法律所赋予的多种行政手段， 按日连续处罚只是其
中之一， 是否运用按日连续处罚应当视执法的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按日连续处罚的运用无法真正实
现提高违法成本或减少违法收益的作用，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 “变相鼓励” 环境违法行为， 那么在这
种情况下就应当采取其他环境执法行为， 避免出现作出处罚决定却不能执行进而导致违法行为继续
的现象， 这是对排污者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损害。

（三）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的司法问题

法律的实效性就意味着法律必须成为具体的社会争议以及社会问题解决的标准， 而这首先就要
求对一般性的法律进行具体解释以对应社会事实， 否则法律就逐渐失去其在具体社会事实中的权
威， 进而沦为一纸空文。 由此可见， 司法作为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对于法律实效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1. 按日连续处罚司法审理困难
现行法律体系中， 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是对按日连续处罚法制化矫正、 救济的重要手段。 其

中， 排污者不服行政执法机关按日连续处罚决定的， 可依据 《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 等法律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但是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性质争议以及处罚形式的特殊性， 使按日连
续处罚进入司法程序后的审理和裁判仍存在一定争议， 从而带来法律适用的问题。 尽管有 《行政诉
讼法》 及其相关配套规定可以为按日连续处罚进入司法程序提供基本框架， 但按日连续处罚自身所
固有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实施阶段的程序性要求， 这些都需要司法中通过解释说理来完成， 增加
了司法审判难度。

2. 按日连续处罚司法矫正不足
《行政诉讼法》 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以合法性为重点， 对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缺乏

譿訛 雷喻义、 许之景等： 《行政机关执法问题研究》， 载 《中国法学》 198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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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约束， 这在按日连续处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讀訛 这主要是由于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主要
采用定额模式， 而按日连续处罚通常是对定额的连续加倍。 但是， 定额处罚本身存在对违法行为具
体特征考虑不周的问题， 而按日连续加倍又更加凸显了这一弊端。 因此， 对按日连续处罚行政纠纷
案件的审理， 应当在合法性要件审查的同时， 重视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对不当的按日连续处罚决定
进行矫正。 以云南蒙自银烁矿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烁公司） 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环境保护
局 （以下简称环保局） 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为例，讁訛 虽然最终法院撤销了被告连罚的决定， 但环保局
在银烁公司二氧化硫超标 12.27 倍时适用 “顶格” 的 100 万元罚款輥輮訛 是否适当， 以及超标 1.6 倍是
否仍属于 “严重超标”， 这些涉及案件实质合理的因素， 在判决中却并未涉及。輥輯訛 而且， 就银烁公司
已经采取措施积极整改， 环保局后续复查时发现其超标排污的情况已经大大减轻的情形， 法院审理
时也未纳入考量， 仍旧按照 “原处罚数额” 进行按日计罚， 恐存在僵化适用法条之嫌。

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 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下的行政裁量权进行事后干预， 是避免或减少按日
连续处罚行政裁量权滥用、 从而造成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异化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輥輰訛 但是， 基于我国
行政职能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的权限较大的现状， 涉及按日连续处罚的案件即使进入行政诉讼程序，
仍然受到多方力量的影响和制约， 这势必会影响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实效性发挥。

三、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欠缺的原因

（一） 配套制度衔接不够

从立法上讲，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尚需与其他环境法律制度不断磨合， 相互协调。 从执法上讲，
按日连续处罚的实施需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严格执法， 也应加强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 这样
才能有效控制环境行政违法行为， 减缓环境恶化趋势， 改善环境状况， 实现生态法治。

1. 按日连续处罚与行政拘留衔接不畅
行政拘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 是比罚款更加严厉的行政处罚种类。 现行按日连续处罚制

度的设计方式， 与既有的 “移送难” 固疾结合起来， 造成按日连续处罚与行政拘留不协调的现象。
实践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符合公安机关拘留情形的环境案件的移送并不积极， 除部分环保执法人
员的认识问题，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 行政罚没收入划归地方财政收入
中， 而地方财政会按照一定比例向罚没机关返还。 罚款的处罚功能也可能随之变异， 行政罚款能给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带来经济效益， 因此，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可能更倾向使用罚款这一行政处罚手
段。 第二， 移送案件是行政绩效与责任风险共存的行为。 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案件多为屡罚不改的
违法行为， 除向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时组织证据、 配合调查等行政成本更高之外， 往往还可能有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滥用职权、 渎职等原因裹挟其中。 移送公安机关在有的情形下也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讀訛 刘学涛： 《按日连续处罚案法定程序适用研究———以银烁公司诉红河州环保局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案为例》，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10期。

讁訛 “蒙自银烁矿冶有限公司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原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纠纷案”， 云南省蒙自县人民法院 （2017） 云 2503
行初 30号行政判决书。

輥輮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批准， 责令停业、 关闭： …… （二） 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 ……”

輥輯訛 严厚福： 《“比例原则” 下我国环境执法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完善》， 载 《中国环境管理》 2021年第 1期。
輥輰訛 杨建顺： 《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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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曝软肋的过程， 自行罚款处理可以避免配合公安机关的程序负担和行政风险。輥輱訛 尽管行政执法中
罚款成为最常用手段， 但单纯罚款对排污者持续性违法行为的威慑力是不足的， 因此， 如果制度衔
接不畅， 其法律实效势必大打折扣。

2. 按日连续处罚与刑罚衔接不畅
当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符合刑法上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时，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而不能以行政处

罚代替。 由于环境违法行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不可逆转的特点， 环境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不在于
其处罚的频率， 而在于其环境污染预防功能， 因此刑罚威慑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 虽然 《刑法》
规定了环境犯罪， 其后的修正案、 司法解释也不断完善其罪名和构成要件， 但是在执法实践中行政
机关处理的多， 对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真正移送司法机关却很少， 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按日连续处罚
制度， 既可能会陷入固有执法、 司法不衔接困境， 还可能形成新的衔接不畅问题。

（二） 执法程序规范化不足

程序合法是行政执法活动的内在要义， 程序是具有 “独立于结果之外而又内含于本身内在品
质” 的正义标尺。輥輲訛 具体而言， 就是要保障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各个阶段都是按照法定的要求， 符合
法定的实施条件， 终极目的是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 实践中， 有的按日连续
处罚是为了罚款而罚款， 但罚款本身并不是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目的， 只是推动违法排污主体履行环
境保护义务的手段而已。 不重视程序规范性， 激进地推进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极容易造成公权力对私
权利的侵犯。

从权力结构上讲， 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公权力行使的过程， 在对排污企业等权利主
体进行监管过程中应当坚持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在程序规制中主要体现为对公权力行使
过程的管制以及对权利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包括限制执法主体、 明确权力界限， 以及建立权利救
济机制。 按日连续处罚不但需要以程序规制加强对公权力的限制， 也要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执
法过程的博弈提供有效制衡。 基于这种功能， 除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进行听证、 提出异议等特定程序
外， 还应在个体权益保护优先理念指导下， 平衡按日连续处罚所涉各方利益， 推动执法程序规范化。

（三） 司法监督力度欠缺

按日连续处罚作为惩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重要手段， 其本质属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规制， 而
公权力存在恣意性， 如果不对公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 环境法按日连续处罚制度便很有可能损害环
境污染企业的合法利益。 如果欠缺对做出按日连续处罚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同时也缺乏司法监
督， 容易引起公权力寻租的状况， 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严格治理时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 亦可能
导致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可见， 离开有效的监督机制， 将造成按日连续处罚法律制度的实效性
严重下降。

从内部约束机制来看， 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否应当加强对下一级的监管？ 比如， 按日连
续处罚如果涉及金额巨大， 针对 “重大的环境违法行为”， 是否应当向上一级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进行备案？ 如果上级机关不能及时有效监督下级的行政执法活动， 不合理的行政处罚决定就难以通
过内部机制予以及时纠正。

此外， 司法监督作为重要监督手段， 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 一是违法排污者

輥輱訛 彭新喜： 《我国环保按日计罚制度功能的反思与完善》， 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2期。
輥輲訛 周佑勇： 《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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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按日连续处罚的决定不服时可以提起诉讼， 寻求权利救济， 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是按日连续
处罚由于罚款数额大， 其执行需要司法机关的协助， 在行政机关申请法院非诉执行时， 应当对行政
处罚的合法性提交证明材料， 司法机关对其存有疑问的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说明， 证据链条不完
整的， 可以驳回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 目前， 这两方面的监督皆存在不足。

四、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运行实效的保障机制

实现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实效关键在于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 执法部门的实施情况和处罚数额
上不封顶的威慑效果等因素。 实践中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虽然对环境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震慑， 但
也存在局限性。 比如， 在处罚金额达到一定数值后， 相关行为人往往会选择停产甚至破产来规避
“天价” 罚单， 这固然表明了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约束力， 但是， 一旦罚款数额超出一定水平之后，
其威慑力反而无从发挥作用。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要达到的法律效果是环境违法者能够感觉到 “痛”，
并改正其违法行为， 而不是希望环境违法者 “僵” 或 “死”， 对社会经济产生消极、 负面的影响。
因此， 从此角度而言，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运行需要限定在合理限度内， 并且需要相对完善的保障
机制促进其法律实效的实现。

（一） 加强配套制度衔接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下，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行为规范越来越显示出共同协作的局
面， 即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实施总是需要其他法律制度或规则的支持， 法律作为一个整体，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尤其是在当前环境日益恶化， 环境执法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 制度衔接和
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必须在环境法律责任分配的大格局下看待按日连续处罚制度， 即该制
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其他配套制度， 如 “诚信罚” 制度、 “查封、 扣押” “限产、 停产” “移送拘留”
等制度的支持和配合， 而如何选择和组合需要根据环境违法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相应的判断。 受篇
幅所限， 在此仅讨论按日连续处罚与 “诚信罚” 和 “查封、 扣押” 的衔接。

1. 按日连续处罚与 “诚信罚” 的衔接
“诚信罚” 制度輥輳訛 规定在 《环境保护法》 的第五十四条第三款， 其基本内涵是环境执法机构应

当对环境违法者的违法信息建立社会诚信档案， 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輥輴訛 “诚信罚” 最大的作用或
功效在于通过信息公开， 解决执法者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里的不对称不仅仅指的是执法者与违法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 更包括各行政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 这是由于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下， 政府机
构或公共事业单位掌握了大量的社会信息， 但各部门之间因为管理领域、 执法方式、 执法依据、 行
政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信息无法充分共享， 从这一角度而言， “诚信罚” 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各部门之间的综合执法问题， 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共用， 共同执法。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与 “诚信罚” 制度的衔接， 关键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作为行政处罚手段的

輥輳訛 事实上， 环保领域的诚信体系建设早已起步， 但历程却并不顺利。 早在 2002 年， 《清洁生产促进法》 就规定建立环境保护
“黑名单” 制度。 2007 年 7 月， 国家环保总局、 人民银行、 银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 防范信贷风险的意
见》， 指出要加强环保和信贷管理工作的协调配合， 强化环境监督管理， 严格信贷环保要求。 经过环保部门与人民银行的共
同努力， 有近 4 万条环保信息被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 许多环境违法企业因此被银行限制或收回贷款。 虽然环保执
法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巳经形成了一些信息共享和执法衔接渠道， 但从范围和规模来看还远远不够。 参见刘晓星、 邢
飞龙等： 《公开环保黑名单》， 载 《中国环境报》 2014年 3月 20日第 10版。

輥輴訛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国办发 〔2014〕 56号） 要求： “建立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将环境违法企业列入 “黑名单”
并向社会公开， 将其环境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让失信企业一次违法、 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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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在处罚程度上， 一般而言， 前者要重于后者， 因此在面对具体案件时， 可以考虑首先适用
“诚信罚”， 以达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督促违法者停止环境违法行为。 其次是二者在执法技术或手
段上的衔接， 例如， 环境执法部门在决定对违法者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时， 通过 “诚信罚” 制度建立
的诚信档案体系， 可以及时获得该违法者的诚信信息， 从而对后续的环境执法发挥作用。 再者，
“诚信罚” 所建立的诚信档案体系也可以及时更新违法者接受按日连续处罚的信息， 这样， 既能够
有效警示和教育相关违法者， 也可以防止中小企业通过更换企业注册信息、 恶意分立、 合并等方式
“改头换面”， 在事实上起到阻止违法者继续实施违法排污行为的效果。 另外， 可以考虑在 “诚信
罚” 制度中引入信用分级制度，輥輵訛 信用分级制度能够更好地区分不同行为主体在生态环境部门执法
过程中的表现， 生态环境部门可以针对不同信用等级的行为主体采取不同的执法策略和执法手段，
就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而言， 也可以在信用分级制度中明确可能适用的对象， 环境执法部门甚至可以针
对信用较差行为人提高执法检查的频率， 这对于提高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法律效率具有实际操作价值。

2. 按日连续处罚与 “査封、 扣押” 的衔接
我国 《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了 “查封、 扣押” 措施。 环境行政执法的 “查封、 扣押”

与司法领域的 “查封、 扣押” 的内涵和内容不同， 主要区别在于， 环境行政执法领域的 “查封、 扣
押” 仅涉及 “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 设备”， 对于违法者的其他财产如银行存款、 厂房、 车辆、
其他生产生活设备等均无权查封、 扣押。 而司法领域上的 “查封、 扣押”， 其适用范围相对宽泛得
多。 另外， 环境行政执法领域的 “查封、 扣押”， 仅作为一种保障性的行为发挥作用， 无权对查封、
扣押物进行处分， 而司法意义上的 “查封、 扣押” 则可能涉及物品的处分， 例如没收、 拍卖、 变卖
查封扣押物等。 同时， 相较于司法领域 “查封、 扣押” 的执行强制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查封扣
押缺乏强制性保证。

具体到按日连续处罚和查封扣押的衔接， 可以考虑对按日连续处罚制度设计进行适当调整。 例
如， 在确定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时，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明确事后检查的具体期限， 而不是拖延事
后的检查， 放任罚款数额的增加。 同时， 对 “查封、 扣押” 制度本身， 也应当做出适用情形的具体规
定， 例如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可以采用列举方式对应当采取和可以采取查封、 扣押措施的典型情形做
出规定， 甚至考虑将查封、 扣押措施作为某种情形下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前置程序或保障措施。

（二） 明确环境行政执法限度

1. 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
适度自由裁量权在环境行政执法活动中是必不可缺的， 规范环境行政执法环节的程序也就是保

障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理限度内得以实施。 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体现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环境行政
违法行为实施惩戒时执法手段的选择， 即何时启动按日连续处罚， 如何下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 确
定处罚幅度大小等方面。 对于自由裁量的规制， 一方面要求在法律规定条件下采取行动， 也就是
说， 自由裁量应当是根据具体明确的法律规范做出的， 合乎法律构成要件， 另一方面要求在执法中
尽量排除执法者个人主观因素， 只有这样，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才能够控制在有效限度内， 保障其发
挥最大的功效。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适用， 违法行为认定是重要的一环。 由于计罚考量因素不多等
多种原因， 我国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度存在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 如果不依法控制， 执法的公正性将

輥輵訛 《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环发 〔2015〕 161 号） 以及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 （环发
〔2013〕 150号） 对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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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保证。輥輶訛 对于违法行为的判定要求执法者充分考虑违法行为各个要件， 综合考量计罚因素， 从
违法行为后果严重性、 违法者的主观过错等方面进行全方面衡量， 确保执法行为公正性。

2. 明确环境执法原则
环境执法是一个系统工程， 明确执法原则为按日连续处罚的执法树立 “标杆”。 在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时， 应明确需要保护的环境利益与其他社会、 经济等因素之间的优先顺序。 需要强调的是，
按日连续处罚的目的在于遏制环境行政违法行为， 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处罚数额。 因此， 建议明确以
下原则：

首先， 理顺价值位阶， 平衡公私利益。輥輷訛 按日连续处罚是对违法者施加的经济处罚， 其直接目
的就是通过加重的惩罚对违法者形成一种威慑和压迫， 迫使其停止违法行为。 但是环境公益与个人
财产权益的关系需要明确界定， 具体到环境行政执法裁量中， 就是要注重对私权利的保护， 保障制
度实施公平公正。

其次， 避免执法手段单一化。 按日连续处罚只能解决特定的问题， 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作
为众多执法手段的一种，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避免执法工具选择的偏差， 摆脱
对 “好用” 或者 “创收” 执法手段的路径依赖。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做出按日连续处罚决定时不仅
要慎重， 而且在发现按日连续处罚不能处理的情况时， 应马上转变方式， 选用其他行政手段， 及时
遏制污染的严重化， 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

最后， 形成公私利益良性互动。 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过程中， 公私利益博弈存在于每个执法
阶段。 如果违法排污者可以积极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执法， 如呈报改善进度、 报请查验等， 不仅
可以降低企业遭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复查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风险， 也可以节约企业环境保护成
本。 这不但对于违法排污者意义重大， 而且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而言， 及时的信息沟通、 合作履行
环保义务都是提高行政执法效率的重要手段。 当然， 良性互动不仅体现在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
广泛的第三方参与亦是提升违法排污者守法程度的重要路径， 比如代履行制度在面临紧急情形时就
有比按日连续处罚更大的优势。 此外， 主动公开执法活动、 接受监督， 也是公私协作的重要方式。輦輮訛

（三） 完善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司法审查通过司法活动对国家机关滥用国家权
力、 玩忽职守以及行政不作为的行为进行纠正， 对由此造成的相关公民或法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行
弥补。 司法审查具有中立性和终局性的特征， 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矫正和救济的作用。 现实中， 司法
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个案的解决来实现的， 在个案的解决过程中， 司法也实现了法律实效。

对于按日连续处罚制度来说， 完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日连续处罚通过对个案中
相对人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计罚， 罚款数额具有上不封顶的特点， 因此， 需要赋予司法行政相对人救
济的权利。 具体而言， 行政诉讼可以更好地界定相关案件的事实， 对环境执法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的合法性、 合理性等进行全面判断。 实践中， 完善司法审查机制需要诉讼程序根据按日连续处罚
的特点进行调整， 例如， 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决定对相对人采取按日连续处罚措施并告知相对人

輥輶訛 胡红玲： 《环境保护按日计罚制度适用反思与完善———以美国环境保护按日连续处罚制度为借鉴》，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
年第 8期。

輥輷訛 秦鹏： 《环境公民身份: 形成逻辑、 理论意蕴与法治价值》， 载 《法学评论》 2012年第 3期。
輦輮訛 事实上， 信息披露不仅要求排污者公开涉及环境执法的相关信息， 以便于环保机关和公众对其进行监控， 也要求政府公开

做出按日连续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信息， 以此作为法院审查或公民评价环保机关行政裁量权合理性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
信息披露也是公私协作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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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时处罚并未开始计算， 在诉讼程序中， 该制度是否应当中止执行？
本文认为， 从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内容来讲， 该制度是一种可预期的不利后果， 相对人在提起诉讼
时对这种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 且诉讼本身不能成为计罚中断的法定条件， 因此， 在这情
况下， 按日连续处罚应当继续计算， 最后根据司法审查的结果进行执行。

结语

按日连续处罚法律实效的立法因素、 执法因素和司法因素不能简单割裂地看待， 三者之间具有
天然联系， 也存在内在逻辑性。 进行执法研究、 司法研究的前提是准确理解立法理念及合理适用立
法规定， 同时， 在执法、 司法过程中不断发现立法存在的不足或缺陷， 亦为立法的不断修正积累经
验和提出解决方案。 按日连续处罚制度的完善需要多举措并用， 遵守制度运行中的执法程序， 完善
司法监督， 确保制度落到实处， 以实现良好的法律实效。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It�has�been�more�than�six�years�since�the�implementation�of�the�system�of�continuous�
penalty�on�a�daily�basis,�which�is�stipulated�in�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and�the�focus�
of�research�on�the�system�should�shift�from�the�legislative�design�of�the�system�to�the�operation�of�
the�system.�Therefore,�it�is�particularly�necessary�to�explore�the�theory�and�practice�of�the�system�
at� the� level� of� legal� effectiven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aw�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a�
comprehensive�and�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legislative,�enforcement�and�judicial�factors�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examines� in� detail� the� legislative,�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nd� then� proposes� that� the� legal�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should�be�achieved�by�strengthening�the�convergence�of�supporting�systems,�paying�attention�to�
the�regulation�of�procedures�and�improving�the�judicial�review�mechanism.

Key Words: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Continuous�Penalty�on�a�Daily�Basis； Operation�of�the�
System； Legal�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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