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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博士生蒋浩天。

①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 （第 1卷）》， 王世洲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97页。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实践展开

周光权 *

众所周知，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处理某一件事情时， 所有的规范秩序不能相互矛盾。 正如
德国学者罗克辛所言： “当在任何一个法律领域中得到许可的一种举止行为， 仍然要受到刑事惩罚
时， 那将会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价值矛盾， 并且也将违背刑法作为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的这种辅
助性。”① 应当说，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性质， 所有部门法的执行都应当贯彻该原则。

但是，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坚守。 在某些地方， 确实有不少主张
合法权利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的判决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实务中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有
助于合理地把握刑法干预市场交易、 行政管理的尺度， 实现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统一。

因此， 本文首先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 刑法和民法、 行政法等前置法之间， 究竟是怎样的关
系； 第二， 这种关系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 是怎样体现的； 第三， 处理民刑交叉、 行刑交叉案件，
应当遵循怎样的思考路径。

一、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需要关注前置法

（一） 刑法和前置法的关系极其密切

刑法和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是后置法与前置法的关系， 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制裁力

内容提要： 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要求在处理刑民交叉、 行刑交叉案件时关注前置法， 不能将
前置法上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刑法上的判断虽然需要顾及前置法的取向， 但不代表刑
法从属于前置法， 更不意味着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仅存在量的区别。 在入
罪时， 前置法和刑法的关系类似于 “烟” 与 “火”， 违反前置法能够提示司法人员行为人
有构成犯罪的嫌疑， 但证立刑事违法性还需要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且不存在违法
阻却事由。 形式上按照前置法的规定认定为违法， 但基于刑法上的规范目的考虑得出无罪
结论的情形在实务中大量存在， 只有坚持实质化、 规范化的思考路径， 才能准确地在违反
前置法的基础上推导出刑事违法性， 进而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长的处罚冲动。
关键词： 法秩序统一性 刑事违法性 前置法 刑民交叉 行刑交叉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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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② 这一点， 从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第三十三条所增设的高空抛物罪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
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
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
定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对
高空抛 （坠） 物行为，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高空抛 （坠） 物行为危及老百
姓 “头顶上的安全”。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对于高空抛 （坠） 物的法律规定， 既明确了侵
权后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 也要求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履行安全管理义务， 尽可能事前防
止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 还规范了事后的积极调查， 充分体现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和公平性。

但是， 高空抛 （坠） 物行为在某些地方成为顽疾， 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治理上
需要多管齐下， 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 因为民事侵权行为的治理手段毕竟效果有限， 不足以发挥
法律的一般预防效果， 而且侵权责任赔偿在有的时候不足以弥补被害人的物质损失， 更难以抚慰被
害人及其家属内心所受的伤害。 因此，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将类似行为规定为犯罪， 有助于维护
公共秩序和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展现了刑法和前置法的精彩联动。

（二） 关注前置法就是在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既然刑法和前置法的关系如此密切， 那么， 处理刑民 （行） 交叉案件， 势必就绕不开不同部门
法背后的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要遵循法秩序的统一性， 绝对不能偏离的规则是： 在民商法上合法的
行为， 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 反过来说， 唯有民商法所要反对的行为， 才有可能成为犯罪行
为。③ 在刑法与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相一致的场合， 刑法应当绝对从属于民法， 这是法秩序统一性的
当然要求。 换言之， 在民事违法不存在时， 应当断然否定待处理案件中行为的犯罪性； 行为具有民
事违法性时， 也只不过是为定罪提供了 “底线支撑”。 总之， 如果某一个行为的选择在民商法上有
争议， 甚至该行为被民商法所允许或容忍， 就可能成为 “出罪” 的理由。

（三） 前置法对犯罪认定的指导作用

由于前置法的影响， 在犯罪认定时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首先， 要考虑前置法所界定的处罚范围。 例如， 生产、 销售假药罪的行为对象是假药。 对于假

药的认定， 原药品管理法持宽泛态度， 包括真正的假药和 “按照假药管理” 的情形。 但是， 2019 年
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缩小了处罚范围， 将假药限定为药品成分虚假、 完全无法发挥其应有功效的药
品。 前置法的这一修改， 自然会带来刑事处罚范围的缩小。

其次， 要判定前置法上的权利归属能否被确定。 在实践中， 很多民事权利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能
够确认的， 如果被害人的权利难以被民商法所认可， 或者权属存在争议， 此时就不宜直接判定另一
方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侵权性质的犯罪行为。④

最后， 要审查前置法对于行为性质的基本取向。 前置法对于行为性质有明确界定时， 刑法上的
判断就可能受到前置法规范目的的制约。 换言之， 某一行为在民法上、 行政法上合法或者不禁止， 在

② 参见陈兴良： 《民法对刑法的影响与刑法对民法的回应》， 载 《法商研究》 2021年第 2期。
③ 当然， 由于刑法的构成要件设计上存在缩小处罚范围的政策考虑， 因此， 民商法上的违法行为中只有极小部分最终被作

为犯罪处理。
④ 参见周光权： 《“刑民交叉” 案件的判断逻辑》，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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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却将其认定为犯罪是难以被接受的； 完全不考虑前置法基本取向的刑法独立性是不值得提倡的。

二、 刑法不能唯前置法 “马首是瞻”

前文可能给人以刑法上的违法性判断必须从属于前置法， 犯罪与行政违法或民事违法仅存在量
的差异这样的印象。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刑法对前置法的关注， 更多是从 “出罪” 的角度讲的。 而
在 “入罪” 时， 刑法反而不能唯前置法 “马首是瞻”。 我认为， 应当在坚持刑法和前置法都必须共
同维护法秩序的统一的前提下， 承认刑法上的违法性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宜主张犯罪认定必须绝对
地从属于前置法， 或者在 “质” 上从属于前置法。 这一点， 对于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或者解决行刑衔
接问题， 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一） 前置法无法为犯罪认定提供 “质” 的根据

有学者明确提出， 刑法对于犯罪的规制， 在质上从属于前置法， 但是， 在量上相对独立于前置
法的保护性规则的调整。 由此决定了刑法并非绝对从属于前置法， 又不完全独立于前置法， 而是相
对独立于前置法的最终保障法。 据此进一步提出 “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 的刑事犯罪确
定机制。⑤ 这种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的主张， 似乎说得很周密。 但是， 在几乎所有的情形
下， 前置法与刑法的目的都有重大差异， 不存在前置法能够对于犯罪的认定提供 “质” 上的根据的
问题。

一方面， 刑法上对行为违法性的所有认定， 都要在民事或者行政违法之外， 再做一次违法性判
断或者过滤。 只不过刑法上有别于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过程， 在很多情况下都由司法人员在思考过
程中下意识地完成了， 判断者对此没有明确意识而已。 另一方面， 在刑法上顾及前置法的基本取向
之后作出的违法性判断， 其结论确实可能是和前置法相同， 即前置法上违法的行为， 刑法上也认定
其违法。 但是， 这不是由前置法对刑法的决定性所导致的， 而是因为前置法的某一条具体规定和刑
法试图保护的法益或者规范目的碰巧一致。 即便在这样的场合， 决定违法性的也不是前置法条文本
身， 而是前置法背后试图维护的法秩序， 即前置法的具体条文和刑法上关于某个犯罪的规定， 在共
同服务于维护某一领域共同的法秩序这一目标之下， 其关于违法性认定的外在规范形式正好相同。

因此， 重要的不是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而是前置法和刑法的规范目的是否一致： 如
果二者的规范目标不一致， 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对于刑法判断不具有制约性， 刑法的判断具有相对
独立性； 如果二者的规范目标一致， 前置法上违法的行为， 在刑法上也具有违法性， 但这不是刑法
从属于前置法的结果， 而是刑法和民商法、 行政法等在法秩序统一性的统摄之下， 两种违法性判断
所得出的结论相同而已， 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判断不能替代刑法上的判断。⑥

（二） 前置法和刑法是 “烟” 与 “火” 的关系

前置法的规定， 对于犯罪认定至多有提供判断线索的意义。 在存在犯罪认定需要参照前置法的
情况下， 具备前置法违法性， 极有可能产生类似于刑事程序上 “初查” 的效果。

换言之， 前置法和刑法之间， 大概是一种 “烟” 与 “火” 的关系： 违反前置法只不过是 “冒
烟”， 但是， 烟雾之下未必真有火。 行为人违反前置法的事实可能会提示司法人员： 行为人有构成

⑤ 参见田宏杰： 《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 载 《法学家》 2013年第 3 期； 田宏杰： 《知识转型与
教义坚守： 行政刑法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载 《政法论坛》 2018年第 6期。

⑥ 关于前置法和刑法在规范目的上的关系， 可参见陈少青： 《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 载 《法学家》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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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一定程度上的嫌疑。 但是， 被告人是不是真的有罪， 司法人员必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结合
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与规范目的 （包括法条位置、 法益种类等）、 刑法的谦抑性等进行违法与否的
判断。 此时， 重要的不是前置法的形式， 前置法上关于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的规定， 没有太多独立意义， 其对犯罪的认定也不可能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譿訛 产生实
质制约。 在认定罪与非罪时， 对每一个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尤其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必
须根据刑法设置该罪的特定化、 具体化目的进行解释， 既不能形式地将行政违法判断套用到犯罪认
定上， 也不能不加甄别地直接援用行政机关的决定或鉴定作为判断依据。 即使在刑法条文中提示了
某种犯罪的成立以 “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批准” “未取得许可” 等要素作为犯罪行为的前提， 对于
相关犯罪违法性的判断， 也需要在参照前置法律的基础上， 再按照刑法分则条文的目的， 进一步作
出实质的、 相对独立的判断。

综上所述， 法秩序必须是统一的， 规范之间不能有内在矛盾， 这就要求犯罪认定必须顾及前置
法的基本态度。 但是，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需要关注前置法， 不等于前置法对于犯罪认定有根本性、
实质性影响。 要有效限定处罚范围， 就必须承认， 刑法上的违法性判断是相对独立的。 那种主张刑
法在质上从属于前置法， 仅仅在量上相对独立于前置法的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的主张并不
具有合理性。

三、 实务上不应认同刑法只做定量判断的逻辑

在实务上， 也不应当认同在前置法定性之后， 刑事法只做定量判断的逻辑。 对于这一点， 在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以及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都表现得很充分。

（一）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处罚限定

根据 《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 违反税收管理法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构成犯罪。
据此， 司法机关在过去的很长时期内倾向于认为， 只要开票人在本人没有货物销售或没有提供应税
劳务的情况下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者单笔发票与交易关系无法对应的， 就构成犯罪， 从而将
违反税收法规的虚开行为和犯罪行为画等号。 这明显是将前置法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混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则规定， 虚开的税款
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 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认定为本罪数额较大； 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
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认定为数额巨大。 这一规定将定罪量刑的标准与虚开数额直接挂钩， 似乎也仅
根据前置法的违法性认定犯罪。

但是， 仅考虑虚开行为违反发票管理制度这一侧面， 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一定数量的
行为定罪， 并不符合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原理， 实务上也存在 “判不下去” 的疑虑。 为此， 在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或批复中， 对于本罪的认定不再遵循 “前置法定性、 刑
事法定量” 的观点。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湖北汽车商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的批复》 认为， 被告人虽然
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但客观上亦未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 其行为不符合刑法规
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构成， 不构成犯罪。

譿訛 参见蔡道通： 《经济犯罪 “兜底条款” 的限制解释》，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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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对 〈关于征求对国税函 〔2002〕 893 号文件适用暨××公司案定性
问题意见的函〉 的复函》 指出， 实际从事废旧物资经营的单位只要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 即使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物资收购难以对应， 也不宜定性为虚开行为。

再如，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如何认定以 “挂靠” 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
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的复函》 规定， 开票名义人与实际交易人不一致的， 只要
行为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活动， 客观上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 就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

还比如，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 “六稳” “六保” 的意见》 强调， 对
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 融资、 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行为， 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移送税务机关给
予行政处罚。

因此， 在本罪的认定中， 是否存在实际的商品买卖和货物流转， 行为人是否骗取、 抵扣税款对
于犯罪成立与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罪要处罚的是并无实际商品买卖和货物流转， 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直接用于骗取国家税款的情形。 构成本罪不仅要求存在形式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
为， 还要求其行为客观上产生骗取国家税款的结果 （危险）。 如此一来， 对于存在实际货物购销或
流转， 但开具发票的主体或者流程违反行政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并不进行
抵扣， 未使国家税收遭受损失的， 不宜以本罪论处， 可以由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为防止打击扩大化、 避免错案， 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而言， 实践中值得特别关注的
裁判规则主要有：

第一， 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基于虚增业绩、 上市、 融资、 贷款、 把账目 “做平” 等
并非骗税的考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未进行抵扣， 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 不以本罪论处， 可以
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 行为人以其他单位 （如被挂靠单位） 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 由该单位收取货款、 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 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其行为不构成本罪。

第三， 认定本罪， 需要考虑某些行业的特殊性。 例如， 废旧物资收购行业、 煤炭销售行业的交
易行为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能完全对应， 但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
同等金额的货款， 并确有大致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的， 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构成本罪。

第四， 作为第三方的开票者为交易双方代开发票的， 只要交易关系真实， 对开票者也不应以本
罪追究刑事责任。

总而言之， 仅站在前置法定性的角度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进行形式解释， 主张按照税收
管理的逻辑定向， 再从刑法上根据所开具的发票份数定量的观点存在明显疑问。 实务上必须根据行
为是否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或危险为标准， 对本罪构成要件进行目的性限缩。 在这里， 重要的不是前
置法对行为如何定性， 而是刑法上如何相对独立地进行违法性判断。

（二） 经营性传销活动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

实务中对于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 同样存在处罚范围过大的疑虑。 例如， 在被告人推
广的新能源汽车工业经营项目客观存在， 且有相关专利技术支撑， 经营活动有一定发展前景， 且吸
收、 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真实项目， 投资者申请退还会员费时也予以退回， 被告人通过推广项目营
利的故意很明确的， 也被法院认定为成立本罪。 又比如， 实践中还大量存在被告人建立商品销售网
络推销真实的化妆品， 但因其存在层级， 也被以本罪定罪处罚的现象。 这些案件都涉及如何处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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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前置法关系的问题。
《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组织、 领导以推销商品、 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

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
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引诱、 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 扰乱
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 构成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从上述规定看， 组织、 领导者实施本罪
的过程大致是： 首先， 要诱骗他人取得传销资格； 其次， 要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再次， 要以
“拉人头” 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最后， 要骗取财物， 从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其中， “骗
取财物” 是传销犯罪活动的本质特征。

按理说， 本罪是典型的行政犯。 如果按照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的逻辑， 对于本罪的认
定只不过是在前置法所认定的违法性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数额、 数量。 但是， 如此得出的定罪结论
明显过于宽泛。

本罪的前置法是国务院 2005 年发布的 《禁止传销条例》， 其第七条规定， 下列三种行为均属于
传销行为： “拉人头”、 收取入门费， 以及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
他人员加入， 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 牟取非法利益的”。
由此可见， 行政法上所反对的传销行为范围很广， 经营型传销、 诈骗型传销都是严厉惩处的对象。

但是， 在刑事司法中显然并不是将前置法中的违法性判断标准直接作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
据。 刑法仅将 “拉人头”、 收取入门费进而骗取他人财物的 “诈骗型传销” 作为处罚对象。 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 第五条的规定，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 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
其他人员加入， 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 牟取非法利益
的， 是 “团队计酬” 式传销活动。 对于单纯的 “团队计酬” 式传销活动， 不作为犯罪处理。

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合理的， 因为 《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落脚点在于 “骗取财物”， 其
他规定不过是围绕骗取财物这一目的所做的描述。 “以推销商品、 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强调
的是并无真实的商品和服务， 行为人使用了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段；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
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
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引诱、 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强调的是， 由于商品和服
务是虚假的， 故行为人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商业经营维持其运转， 而只能不断扩大其参与人员规模，
用后加入人员的资金支付前加入人员的返利， 由此极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 导致后加入人员经济
上受损； “骗取财物” 是上述行为模式的必然结局。 按照陈兴良教授的观点， 骗取财物并不仅仅是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行为的性质， 而且是本罪独立的客观要素。 这种诈骗型传销在构成要件上具有
其特殊性， 不仅要有被告人的欺骗行为， 而且还存在加入者因受欺骗参与传销组织而产生认识错
误。 在被害人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时， 对于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者才予以处罚， 唯其如
此， 才是对诈骗型传销犯罪构成要件的完整表述。讀訛 因此， “团队计酬” 式销售模式不属于组织、 领
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制范围， 处于刑法上 “意图性的处罚空白” 之中。

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 确实不宜再将传销组织有层级， 外观上有 “拉人头” 的嫌疑， 但上一级
成员的提成主要以下一级的商品销售额 （而非主要以 “人头数”） 作为计酬依据的情形认定为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将其作为行政违法行为， 或视情形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更加合理的。

讀訛 参见陈兴良：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性质与界限》， 载 《政法论坛》 201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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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肇事罪未必从属于交通法

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中， 同样不能直接将前置法的违法性直接作为决定刑事违法性的根据。 在
司法实践中， 存在不少根据行政法性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判定交通肇事罪的判决， 未取得驾驶
执照驾驶机动车辆、 明知是无牌证的机动车辆而驾驶、 驾驶冒用他人车牌或未年检的车辆、 超载驾
驶的， 在很多案件里都被作为定罪的重要甚至决定性依据。

但这一做法未必妥当。 必须看到，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范目的是维护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同时要
确保道路畅通， 对公共安全的维护与对行政管控效率的追求是并重的。 但是， 刑法上规定交通肇事
罪是为了保护公众参与交通行为时的人身安全。 因此， 交通行政法律法规的目的是多重的， 但刑法
的规范目的相对单一， 前置法的规范目的和刑法之间不可能完全对应， 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行政责
任明显不同于刑事责任， 行政违法未必能够对刑事违法的确定提供实质根据， 在有些场合直接根据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确定刑事责任分配会带来实质的不合理性时， 要求刑事责任的确定完全从属
于行政责任可能会导致定性错误。 特定犯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 行为自身的危险程度、 行为与死
伤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等才是确定刑事违法性的关键因素。

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差异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场合表现得最为充分。 例如， 被告人方某驾驶
一辆轮式挖掘机 （无号牌） 在道路上行驶时， 被害人崔某驾驶一辆轻型自卸货车从后方与方某驾驶
的车辆发生追尾， 导致崔某车上的二人死亡。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 方某驾驶与驾驶证载
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所驾车辆未按规定登记的违法行为， 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有因果关系， 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方某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 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崔某
驾驶轻型自卸货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 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也
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
的， 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 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责任。 当事
人故意破坏、 伪造现场、 毁灭证据的， 承担全部责任” 的规定， 最终认定方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
崔某为次要责任。 据此， 检察机关以方某犯有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

对于本案的处理， 显然不能将前置法所认定的肇事后逃逸这一违法行为作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
基准。 如果法院判决认定方某构成本罪， 势必违反刑法禁止肇事后逃逸的规范目的， 因为， 方某的
行为对于死伤事故的发生基本没有 “贡献”， 其属于追尾事故的被害人， 其逃逸行为发生于事故之
后， 与交通事故之间完全缺乏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联。 假如本案的责任划分不考虑被告人方某事
后驾车逃逸的情节， 仅凭驾驶未按规定登记的车辆以及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两
点， 完全无法认定其负全部或主要责任。 因此， 判断犯罪仅以交通事故行政责任认定作为判断依据
明显不妥。

应当承认，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肇事后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 其直接法律后果就是在事故处理
上使之处于不利地位。 这一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 防止肇事
者逃逸之后责任无法确定， 因此， 行政管理上要求肇事后逃逸者承担特别重的义务， 以禁止其逃
逸。 但是， 不能将这一认定标准直接照搬到刑事上。

显而易见， 谁也不会否认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存在一定关联， 但三种责任毕竟是不
同性质的法律责任。 刑事违法性与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紧密关联， 受制于特定的规范目的。 交通行
政法律法规的责任认定， 其目的在于确保道路畅通无阻、 易于实现行政处罚， 追求行政效率和效
果。 而刑法上禁止肇事后逃逸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伤者， 使之能够得到及时救
助。 单纯基于行政管理上防止逃逸的需要难以说明对逃逸予以刑罚重罚的根据。 基于此， 由于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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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负全责的法律后果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 其并非确定刑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更不能将其作
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成立与否的前提条件或标准。 在道路上监控摄像装置大量使用的今天， 对交通肇
事罪的刑事违法性更应当独立于关于逃逸的行政处罚规定予以判定， 否则就会与实质判断的刑法方
法论相抵触。 因此， 主张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很可能将原本仅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作
为刑罚处罚对象， 有导致扩大刑罚处罚的潜在风险， 不值得提倡。

当然，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任何时候都不考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 在很多时候， 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许多内容无论在目的上还
是形式上都具有一致性， 违法性判断的结论也应当相同， 在行为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保障交
通参与者的生命、 身体安全的规定时， 尤其是超速驾驶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重伤， 行为人有义务也
有能力救助被害人时竟然从现场逃离的情形下， 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最终认定很可能是相同的，
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刑法和行政法的规范目的 “碰巧” 一致， 对行政违法和刑事
违法分别判断后所得出的结论相同， 也可以说认定交通肇事罪适度顾及了前置法的态度。 但是， 这
丝毫不意味着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从属于前置法。

四、 依照实质、 规范的思考路径处理刑民 （行） 交叉案件

既然行政违法、 民事侵权等其他部门法的违法性判断， 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存在质的差别， 那么
在刑民 （行） 交叉案件中， 就不能过于形式地、 机械地将行政违法直接作为刑事违法的判断根据，
而应当承认刑法上所固有的违法性判断， 进行实质化、 规范化的思考。

（一） 法益保护与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 《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 生产者、 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
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而根据两高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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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的规定， “不合格产品” 是指
不符合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讁訛 据此， 认定生产、 销售伪劣产
品罪要考虑行为是否与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相抵触。

但是， 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为违反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行为必然构成生产、 销
售伪劣产品罪。 不可否认， 对前置法的违反是犯罪客观要件的具体要素， 如果不违反该规定， 不可
能具备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但在从行政违法性到刑事违法性的 “跳跃” 中， 成为刑事违法性 “基
石” 的因素， 是违反行政管理规定， 进而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造成法益侵害， 且不存在违法阻却事
由等， 而非违反行政管理规定本身。

这就意味着， 对于本罪的成立而言， 司法机关固然需要查明违反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所生产、 销售的行政法上的不合格产品， 是否属于 《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不合格
产品等， 但对于刑事违法性的判断， 更应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为的法益侵害性、 刑法规范的目的进行
实质性、 限定性解释， 以确定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 这是实质违法性论的基本立场。

必须看到， 一方面， 行政法的规制目的主要在于追求政府对特定事项的有效管理， 以体现政府

讁訛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不存在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有保
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 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 但是， 对产
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 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符合以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等
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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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实现管制效率。 其中， 规定产品规格的行政标准， 是以统一标准实现对产品生产、 销售等环
节的监督管理， 相关的行政标准相对形式化。 而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 只有当具体罪刑规范的保
护法益受到实行行为的侵害时才能以犯罪处理。 另一方面， 行政法基于不同的管理目的， 对生产、
销售的产品设定了诸多标准， 不符合这些标准即为行政法上的不合格产品， 这一点在 《产品质量
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 （三） 项要求产品质量 “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符合以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的规定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如摩托车产品自身
质量合格， 但外包装上标明的产品主要指标错误的， 或者食品标注的生产日期提前一天的， 这些产
品都是行政法上的不合格产品。 但如果该不合格产品在使用性能、 质量上与合格产品完全相同， 不
存在可能危及消费者权益的隐患， 就不应将其作为刑法上的不合格产品。 对行政法上的诸多不合格产
品， 有必要按照其不合格的程度、 实质性的产品瑕疵在司法上认定其是否为本罪中的不合格产品，
由此进一步判断客观构成要件是否符合。

这样说来， 在行政犯的场合， 罪刑规范的目的并非单纯保护行政管理规范的效力， 也不是仅仅
为了保护某些抽象的行政管控秩序， 而意欲保护特定的、 与构成要件紧密关联的法益。 行政犯的成立
虽然以违反行政法规范为必要， 但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未必就具有刑事违法性， 对构成要件的解
释和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不应在根本上受制于形式性的行政法规范， 而应围绕法益保护实质地展开。

对于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保护法益， 不能笼统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其侧重点
在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 财产权。 因此， 特定产品的使用性能、 产品质量在与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有关联的意义上为刑法所关注。

对此， 需要结合实例进行探讨。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 （GB7258-2012） 对摩托车、 拖拉机运输机组的外廓尺寸的要求， 正三轮摩托车的整车长度不能
超过 3.5 米。 而甲公司生产、 销售的一批正三轮摩托车的整车长度为 3.6 米， 由此获利金额达数百
万元的， 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指控被告人构成本罪？

本案中， 甲公司生产过长的正三轮摩托车， 其行为属于 《产品质量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所反
对的情形。 但是， 对于犯罪的成立而言， 问题的关键不是涉案产品的外廓尺寸是否超过 3.5 米， 而
在于其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是否造成危害或至少存在现实危险。 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产品
固然属于行政法上的不合格产品， 但如果对于购买者不存在上述危险的， 该产品就不属于本罪中的
伪劣产品。

具体到本案而言， 涉案产品仅超过国家强制标准长度 0.1 米， 很难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产品性能
方面的问题与瑕疵， 甲公司生产的产品增加这一长度对摩托车的紧急制动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在急
转弯时也不存在危及消费者权益的安全隐患， 没有现实的使用危险。⑩ 因此， 即使本案中的涉案车辆
违反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也不能将其认定为 《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不合格产品。 此时， 值
得反思的可能是在摩托车制造技术相对落后的时期所制定的行政强制性标准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地适
度调整的问题。

（二） 紧急避险与危险驾驶罪

对于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 必须例外地考虑被告人有无违法阻却事由。 某一行为虽然违反行政
管理法规， 但是， 如果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 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⑩ 当然， 如果该产品增加 1米是否具有危险， 需要刑法上进行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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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刑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紧急避险是违法阻却事由之一。 在危险驾驶案件中， 被告人
能够以紧急避险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加以辩护的情形比较少见， 但是， 也不排除存在基于紧急情况能
够排除其违法性的案件存在。 在实践中， 司法机关经常对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不予认可， 仍然认定
被告人构成犯罪， 至多在量刑时对避险情节予以适度考虑。 然而这种实务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 被告人赵某于案发前醉酒， 因其子生病， 遂驾车带孩子去某儿童医院就医。 途中在民警
夜查时归案， 其危险驾驶行为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 一审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从轻判处赵某拘役 1 个
月， 被告人以其具备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为由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赵某醉酒后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依法应予以惩处。 但其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
罚。 对于赵某所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未发生实际危害后果， 社会危害性较小等上诉理由予
以采纳， 据此， 撤销一审判决， 对赵某改判免予刑事处罚。輥輯訛

本案中， 二审法院对于赵某免予刑事处罚， 是结合本案的量刑情节单纯从量刑角度讲的： 首
先， 考虑到赵某血液中酒精含量并不是特别高， 且醉驾时间是在凌晨 3 时， 路上车辆、 行人很少。
其次， 赵某饮酒后并未直接驾车上路， 主观恶性小， 案发前与朋友饮酒， 然后返回家中休息， 不是
酒后直接驾车上路； 凌晨其子突发高烧， 情急之下没有选择打车、 找代驾或者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而是选择自驾， 其救子心切， 符合人之常情， 其主观恶性与其他持侥幸心理的醉驾行为相比较小。
再次， 赵某未造成酒驾撞伤人员或追尾等实际损害后果， 机动车的车况很好， 符合安全技术条件， 没
有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 社会危害性较小，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罪行。 最后， 庭审中
赵某真诚认罪悔罪， 而且其以往表现良好， 人身危险性较小。 基于上述考虑， 法院对其从宽处罚。

在不少司法实务人员看来， 这样处理案件已经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但我认为， 前述案
例中赵某能够成立紧急避险， 应认定其行为无罪。 紧急避险， 是指在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利益而不
得已牺牲较小利益的情形。 通说认为， 紧急避险阻却违法性的根据在于法益衡量， 即在价值较高的
法益陷入紧急危险状态时， 为了保全该法益而牺牲其他较小法益。輥輰訛

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健康、 自由、 财产等法益处于紧急的危险状态， 是避险的前提条件。 本案
中， 孩子生病对于被告人赵某来说， 就是一种法益的危险。 紧急， 是指危险正在发生且没有结束的
状态。 赵某的孩子发烧， 对于家长来说， 就属于危险已经出现并对一定的法益形成现实的、 迫在眉
睫的威胁， 如果不把发烧势头降下来， 危险继续威胁着孩子的身体健康， 甚至会对生命法益造成损
害。 无论出现哪种情形， 都要求行为人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否则就无法阻止损害的发生。

紧急避险是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 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此时， 就需要进行利益衡量。 在衡量紧急避险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应当考
虑：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小于或者等于所避免的损害的， 就是没有超过
必要限度。 就利益大小的比较而言， 一般来说， 人身权利大于财产权利。 在人身权中， 生命权大于
健康权， 健康权大于自由权以及其他权利。

在本案中， 赵某为了避免儿子发烧引发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危险而危险驾驶， 其行为可能引发公
共安全方面的危险， 似乎不存在优越法益。 但是， 赵某儿子发烧已经是一定程度的现实危险， 同
时， 孩子发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有更大的危及生命的危险， 而醉酒驾车所产生的危险连现实危险都

輥輯訛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京 02刑终 460号刑事判决书。
輥輰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 5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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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 仅有抽象危险， 即便其危险现实化， 也可能仅造成财产损害。 将被告人自身所遭受的现实
危险与其行为可能造成的抽象危险相比， 可以肯定被告人利益的优越性， 其属于损害较小法益来保
全较大法益的情形。 与此大致类似的情形是， 甲在地震发生时为逃命而撞翻乙、 丙， 致二人重伤
的， 如果认为甲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保全生命， 该行为就是紧急避险， 而不是犯罪。

《刑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避险行为必须是不得已而实施的， 才能够正当化。 “不得已”
是相对于需要保护的利益而言的， 即保护该利益是否还存在其他措施， 只有在避险行为成为唯一的
手段时， 被告人才能主张违法性的阻却。 如果其还有报案、 寻求第三人帮助、 逃跑等其他可行的方
法足以避免危险， 就不是不得已， 不能成立紧急避险。 对于本案， 实务上可能认为既然赵某可以打
车、 可以找代驾， 也还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醉酒驾车就不是送孩子去医院的唯一方法。 但是，
这种结论没有考虑到孩子突然发烧这一事实的紧急性以及危险发生时点 （凌晨 3 时） 的特殊性， 打
车、 找代驾、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送孩子去医院可能耽误疾病的诊治， 因此， 自驾车送孩子去医院基
本上是唯一选择。 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 在本案中， 可以认为除了醉酒驾车之外， 别无其他紧急送
医的有效措施， 故应认定赵某的行为符合避险的可行性要件， 可以成立紧急避险。 因此， 对赵某的
行为可以作无罪处理而不是定罪免刑。

在实务中， 行为人危险驾驶但能够成立紧急避险从而排除犯罪的情形除了类似于本案的 “送子
就医” 之外， 还有受追杀、 威逼后醉酒驾车逃生以及为给生病的亲人购药、 为处理紧急公务或事务
而醉酒驾车等， 对此， 需要结合 《刑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具体判断。

必须承认， 每年 30 万人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判刑， 这个数字太庞大了， 因此， 在个案中， 被告
人能否主张紧急避险从而排除其行为的犯罪性， 就是实务上无法绕开的问题。

结语

1. 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 对刑民 （行） 关系的处理， 尤其是刑事违法性的确定需要顾及民
法、 行政法等前置法， 民法、 行政法上不违法的行为， 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2. 在承认前一命题的同时， 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是民法、 行政法等前置法上违法的行为， 就一
定具有刑事违法性。 前置法的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存在必要条件关系 （无前者， 则无后者）， 由此
决定了出罪机制； 但就入罪机制而言， 二者并非充分条件关系 （有前置法的违法性， 未必有刑事违
法性）。 因此， 在入罪的意义上， 不应当赞成 “前置法定性、 刑事法定量” 的主张， 否则就无法适
度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长的处罚冲动。

3. 刑事违法性的内容远比前置法上的违法性要丰富， 成立要求也更高。 在刑民 （行） 交叉案件
中， 刑事违法性=违反前置法+符合 （实质的） 构成要件+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违反前置法的事实
可能会提示司法人员， 行为人有构成犯罪的嫌疑。 但是， 不能直接将前置法的违法性不加过滤地作
为决定刑事违法性的根据， 只有坚持实质化、 规范化的思考路径， 才能准确地从违反前置法的基础
上推导出刑事违法性。

11· ·



法 治 社 会 2021 年第 4期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principle�of�the�unity�of�legal�order�requires�attention�to�the�preliminary�law�when�
dealing�with�criminal-civil�and�criminal-administrative�cases�and�the�legal�actions�in�preliminary�
law� cannot� be� recognized� as� crime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riminal� law� is�
subordinate� to� the� preliminary� law,� nor� can� it� be� considered� that� there� is� only�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iminal� illegality� and� the� illegality� of� other� laws.� The� function� of� the�
preliminary�law�is�to�remind�judges�that�the�illegal�act�may�be�a�crime,�but�whether�the�crime�is�
ultimately�established�depends�on�whether�the�behavior�conforms�to�the�criminal�structure.�The�
content�of�criminal� illegality� is� far�more� than� the� illegality�of�preliminary� law.�Only� through�a�
substantive� and� standardized�way� of� thinking� can�we� accurately� deduce� the� criminal� illegality�
from�the�basis�of�violating�the�preliminary�law,�and�then�restrain�the�impulse�of�punishment�that�
may�grow�in�judicial�practice.

Key Words: Unity�of�Legal�Order;�Criminal�Illegality;�Preliminary�Law;�Intersection�of�Criminal�
Law�and�Civil�Law;�Intersection�of�Criminal�Law�and�Administrativ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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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 年， 为了回应社会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 我国卫生法研究呈现出蓬勃的
发展态势。 在卫生法基础理论方面， 关注的重点由对健康权的整体解释转向以新兴权利为
代表的更为具体的健康权利 （权能）。 在公共卫生法的研究上， 对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法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安全法的学术
讨论也崭露头角。 在医事法的研究上， 对于医疗行为的规范以及代孕、 基因编辑等医疗技
术应用的规制仍然是争议焦点。 相较之下， 对于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研究则略显单薄。
关键词： 卫生法学 公共卫生法学 医事法学 医疗保障法学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2

共享智识克时艰 卫生法学创纪元
———2020年度卫生法学研究综述

2020年在中国的卫生法学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英勇的
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同舟共济， 成功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 疫情。 这一
年，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正式实施， 《民法典》 表决通过， 公共卫生法立法、 修法工作全
面展开， 为促进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维护公民健康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在这些
创举中， 我们不难发现卫生法律人的身影。 他们以自己的智慧， 助力卫生法治建设一步一步迈向更
高的台阶。 本文统计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含扩展版） 中所有法学类文献中与卫生法
学有关的文献， 在 2020 年所有 8216 篇法学类学术期刊论文中， 约有 305 篇与卫生法学直接相关，
占比 3.59%， 尽管与传统部门法学中的民商法学 （文献数量最多， 为 2065 篇） 相比仍有距离， 然
而已经超过宪法学 （文献数量最少， 为 304篇） 的文献数量。

一、 卫生法基础理论研究———新兴权利成为关注焦点

本文所谓 “卫生法基础理论”， 是指关于卫生法的逻辑起点、 体系结构以及对卫生法分论 （包
括医事法、 公共卫生法） 共同问题的研究。

在 2020 年卫生法学的主流研究中， 对于健康权的探讨已经从整体的、 抽象的健康权深入到具
体的各项权利 （权能） 中。 随着 《民法典》 的出台， 对于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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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曹相见： 《物质性人格权的尊严构成与效果》， 载 《法治研究》 2020年第 4期。
譺訛 孟勤国、 牛彬彬： 《论物质性人格权的性质与立法原则》， 载 《法学家》 2020年第 5期。
譻訛 郭少飞： 《作为物质型人格权之 “基因权” 的理论证立与法律保护》， 载 《求是学刊》 2020年第 5期。
譼訛 崔丽： 《基因权利的法理基础与规制进路———由 “基因编辑婴儿” 引发的思考》， 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譽訛 陈玉梅、 从宇乾： 《大数据时代基因信息保护的制度架构》， 载 《科技与法律》 2020年第 6期。
譾訛 谢琳、 王漩： 《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的内涵与外延》，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20年第 9期。
譿訛 童峰、 张小红、 刘金华： 《大数据时代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立法保护》， 载 《情报资料工作》 2020年第 3期。
讀訛 吴何奇：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刑法路径———从医疗人工智能的隐私风险谈起》， 载 《科学与社会》 2020年第 2期。

的探讨再次引起了部分民法学者的关注。 一般认为， 卫生法上的健康权在客体的外延方面远大于民
法上的健康权， 而与民法上的物质性人格权的客体范围相当； 至于卫生法上的健康权的权能更是包
括但不限于民法上物质性人格权偏重于消极保护的侧面。 曹相见认为， 物质性人格权承载着尊严的
内在价值， 权利主体对于生物人格中涉及尊严的部分不享有支配权。譹訛 这就意味着， 对于物质性人
格权不得放弃、 转让或者继承的实质只有从尊严的角度来理解才是合适的， 否则便难以解释同样是
死亡的后果， 为何法律对于自杀、 献身和消极安乐死的态度判然有别。 曹文一方面为物质性人格权
的保护提供了更加深刻和细致的理由， 另一方面将保护的核心限缩到生命尊严、 身体尊严和健康尊
严的解释路径也为人格权积极利用的方面留下了余地。 孟勤国等从物质性人格权是否具有积极利用
的属性这一立法争议入手， 对反对观点中对于康德目的公式的误读进行了批判， 并以 “人的生物
性” 为物质性人格权的积极利用性背书。譺訛 基因、 血液、 细胞、 组织、 器官等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医
疗活动中广为应用，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仍然固守物质性人格权的消极防御性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卫生法上新兴权利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讨论的重点， 其中尤其以 “基因权” 的有关研究为典
型。 郭少飞将基因权的客体定性为物态基因， 因而认定基因权是一种新型物质性人格权， 在授予权
利人一定程度的自由的同时应当限制基因权的行使， 从伦理和法律两重角度对其进行规制， 并在基
因权的法律规范中确立审慎原则。譻訛 郭文虽注意到了基因的信息属性， 但是其认为就基因权而言，
物质属性才是更加直接和根本的。 崔丽提出， 基因权利的法理基础不仅根源于对个体自主决定的尊
重， 而且也包含了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譼訛 崔文特别提到了基因权利中公共利益的侧面， 这与卫生
法既关注个体健康， 也关注公共卫生的逻辑不谋而合。 无独有偶， 陈玉梅等在对基因信息保护的制
度架构分析中同样指出， 基因信息的保护应当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 以应对大数
据时代的挑战。譽訛 当然， 陈文较前两篇文章更倾向于通过公法来调整与基因信息有关的法律关系，
指出私法在这一领域存在局限性。

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对个人健康信息 （也包括了上述 “基因信息”） 保护等问题的讨论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 其一， 对于个人健康信息的性质， 学界一般认为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按
照谢琳等的观点， 个人敏感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不当使用， 可能对个人的生命健康等重大人格利
益或者经济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损害威胁的个人信息。譾訛 其二， 在个人健康信息的保护方面， 学
界对立法模式、 保护方式以及权利的限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童峰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隐私权保护
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模式进行分析。譿訛 吴何奇认为将隐私权附属于市场经济秩序、
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 社会管理秩序之下的保护模式使得我国刑法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制度
性的缺失。讀訛 从个人健康信息的保护与使用来看， 刘国指出在收集主体上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在收集范围上遵循 “目的明确” 和 “最少够用” 的标准， 在收集行为、 方式和过程等方面遵循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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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刘国： 《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框架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载 《甘肃社会科学》 2020年第 4期。
輥輮訛 张勇： 《论大数据背景下涉疫情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载 《河南社会科学》 2020年第 4期。
輥輯訛 高富平： 《论医疗数据权利配置———医疗数据开放利用法律框架》， 载 《现代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輥輰訛 楚道文： 《环境健康的权利进阶与立法展开———兼论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完善》， 载 《中国人口》 2020年第 12期。
輥輱訛 朱炳成： 《环境健康风险的公法规制路径》， 载 《学习与实践》 2020年第 4期。
輥輲訛 王晨光： 《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及展开》，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輥輳訛 任颖： 《从回应型到预防型的公共卫生立法》，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 4期。
輥輴訛 许安标：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最新解读》，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3期。

法律程序要求。讁訛 然而对于个人健康信息的法律保护不是绝对的， 张勇指出知情同意制度应当成为
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 但是利益衡量理念和最小比例原则应当构成保护的例外和对使用行为的制约。輥輮訛

而对于医疗数据的权利配置， 除了其中的个人隐私专属权利主体本人之外， 高富平提出医疗数据财
产权应当配置给医疗机构， 由此可以开启医疗机构主导的医疗数据资源社会化利用的大门。輥輯訛

对于健康权内涵的研究不仅从基因和信息的角度进行展开， 更有学者从环境的视阈提出了新的
见解。 楚道文论述了 “环境健康权” 这一新概念， 其客体是环境健康利益， 在主体、 客体和内容上
表现为健康权与环境权的交融。輥輰訛 朱炳成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公法规制进行了论述， 提出协调风险预
防原则和比例原则、 建立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机制、 适当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等举措。輥輱訛

二、 公共卫生法研究———深度与广度质的飞跃

2020 年在我国公共卫生法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从新冠疫情在国内暴发、 流
行， 到国内实现常态化防控， 再到国外疫情肆虐以及国际合作抗疫， 一系列公共卫生法上的问题以
一种直观而深入的方式展现出来， 引发每一位法律人的深思。 2020 年， 包括 《中外法学》 《法学》
《法学评论》 《比较法研究》 《政治与法律》 等多个法学核心期刊设置专栏讨论公共卫生法问题。 各
种关于公共卫生法治的观点层出不穷， 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相互碰撞， 极大地推动了卫生法学的发展。

（一） 公共卫生法体系化研究成果丰硕

自疫情爆发以来， 对于公共卫生法体系化的整体性研究方兴未艾， 以整体性视角对整个公共卫
生法律体系乃至法治体系的框架、 脉络、 基本原则、 基本理念乃至学科发展、 人才培养等基础性、
根基性问题的研究亦不断推陈出新。

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探讨中， 王晨光从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入手， 认为公共卫生法作为卫生法
的分支之一， 可划分为健康促进法、 健康环境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以传染病防治为核
心） 以及其他疾病防治与保健法四大子系统。輥輲訛 任颖则认为， 目前公共卫生回应型立法的 “后果控
制” 特征与公共卫生治理本身风险预防所要求的前瞻性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现代社会的公共卫生立
法应当转被动为主动， 向积极预防和健康促进方向转变， 建立广泛面对社会成员的、 兼具约束力和
保障力的公共卫生立法体系。輥輳訛 许安标则以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为蓝本， 从立法背景、
基本原则、 主要策略解读了其体系结构及主要内容， 并指出， 卫生健康法的出台， 是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保障。輥輴訛

在动态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运行层面， 李广德立足于法治体系的框架视角， 通过对公共卫生的
模式演进、 领域扩张以及基本价值、 调整方式的分析指出， 我国公共卫生法以 “公共健康” 为价值
追求， 以税收、 信息环境改变、 经济差异处置、 直接规制、 间接侵权机制等方式为规制工具， 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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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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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輥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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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輥輷訛 孟涛： 《公共卫生紧急法治的原理与建构》， 载 《法学评论》 2020年第 2期。
輦輮訛 张守文： 《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 发展法学的视角》，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輦輯訛 张明军、 赵友华： 《突发公共疫情依法治理的逻辑》，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輦輰訛 蒋悟真： 《疫情防控的社会法省察》，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輦輱訛 章志远： 《党内法规在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中的作用论析》， 载 《法治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輦輲訛 徐汉明： 《“习近平公共卫生与健康治理理论” 的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 载 《法学》 2020年第 9期。
輦輳訛 郭为禄： 《探寻公共卫生法学教育之道》， 载 《法学》 2020年第 4期。

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的法治框架上均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资源， 构建以健康促进机制为核心的公共
卫生守法体制， 来达至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目标。輥輵訛 王奇才则提出在公共卫生法治体系
的运行过程中， 应当遵循权利保障原则、 权力依法行使原则、 合理性原则、 效率原则、 比例原则、
信息公开原则等六大法治原则， 以此来有效处理紧急状态与法治之间的关系， 防止紧急状态颠覆或
悬置了法治秩序。輥輶訛 孟涛也提出，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治理需以健康权利为最高保障目标， 兼顾科
学性、 程序性、 必要性， 建立稳定明确的领导指挥体系， 强化地方赋权和多方监督， 构建全方位的
合作框架。輥輷訛 张守文则从发展法学的视角指出， 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理性、 国家职能的内
在要求， 应依循 “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 的逻辑主线， 明确治理目标和手段， 确立合理的治理
体制和机制， 构建起以 “健康发展权” 为核心、 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并不断强化发展
能力。輦輮訛 张明军等则指出， 疫情治理必须以 “人民性” 为价值依归， 而 “人民性” 需要法治的护航，
面对新冠疫情之初依法坚守人民性的实践偏差， 唯有恪守依法而为的行动遵循， 才能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转换为疫情治理的整体效能。輦輯訛 蒋悟真则从社会法的角度省察和诊断我国公
共卫生法治之不足， 并从疫情防控卫生与医疗法治制度的保障、 应急性医保政策与医疗保险制度的
衔接、 疫情中国家与社会救助责任的调适、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平衡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輦輰訛

在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之上， 章志远则着重探讨了党内法规对于公共卫生法治的作用， 其指出，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健全， 不应止步于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关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和执行步伐， 形成公共卫生领域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发挥党内法规在
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中的保障、 补足和补强作用。輦輱訛 徐汉明则对 “习近平公共卫生与健康治理理论”
进行了归纳与分析， 其指出， 这一理论体系由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观， 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观， 构建公共卫生体系观，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观， 强化公共卫生执法监管观， 健全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观， 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观，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观， 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救
助制度观， 构建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观等在内的十四个核心要义观组成。輦輲訛

此外， 郭为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指出公共卫生领域法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高素质法律人才的
推进， 而目前公共卫生法律人才的培养现状与国家社会的现实需求存在着落差， 必须完善公共卫生
法学教育这一系统性工程， 从优化培养方案、 构建创新体制机制、 理论与实务结合、 推进教育国际
化等多个位面来实现公共卫生法学教育的使命。輦輳訛

（二） 传染病防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律问题研究异军突起

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既相互关联， 又相对独立。 因此， 本文将二者作为有
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讨论。

1. 疫情防控中对公权力主体的授权与限权
疫情防控中， 公权力的行使居于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 积极地形塑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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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赵鹏： 《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传染病防治法〉 适用与检讨的角度》，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輦輵訛 王旭： 《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的行政组织法调控》，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輦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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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輦輷訛 关保英： 《疫情应对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研究》，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6期。
輧輮訛 李晓安： 《“国家紧急权力” 规范约束的法治逻辑》， 载 《法学》 2020年第 9期。
輧輯訛 谢晖： 《论紧急状态中的国家治理》，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 5期。
輧輰訛 张帆：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为分析对象》，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1期。

此， 规范公权力行使在传染病防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中地位非同小可。
权力不得逾越法律设置的边界， 这是法治国家的共识。 赵鹏指出， 如何在授予政府必要权力与

对这种权力保持反思品质之间寻求平衡， 是法律面临的核心挑战。 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看，
在新发传染病监测、 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前的即时控制等方面， 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与职责似不充
分； 对新发传染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行政程序亦缺少规范。輦輴訛

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来看， 王旭提出， 应对重大传染病危机是以现代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组织任
务， 建立在调控特定行为的行政组织法框架之内。 从一般危机类型学出发， 我们需要深刻认识重大
传染病危机具有强烈的社会外溢性、 社会无差别性、 社会情境性和社会整体性危害等特征， 并以此
作为解释原理来建构组织法教义学体系。輦輵訛

就行政行为中的行政决策而言， 陈云良等提出： 传染病防治的法治化要求明确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的主导地位， 区分权力类型， 对后者强调法律原则的约束效果； 科学化则要求以学术自由保障医
学专业机构和医学专家的独立性， 提高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在面对新发传染病等特殊情形
下， 应当确立及时性优先的原则。輦輶訛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在疫情防控中的运用， 关保英指出， 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公共卫生
治理带来了制定主体及行政万能、 规避法定程序、 创造制裁种类、 乱设义务与责任等问题。 为此，
应当从疫情应对力度、 拓展疫情处置刚性权力、 因疫情限缩公民权利、 臆造疫情应对 “奇葩条款”
以及契合疫情应对上位法精神等方面进行审查。輦輷訛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或曰 “应急状态”） 下权力的规制是疫情防控法律制度中一个比较具有特
殊性的话题。 李晓安指出， 现行法律体系对 “国家紧急权力” 缺乏系统性的建构， 故应当以 “专门
法” 的形式构建 “国家紧急权力” 的法内规范体系； 以宪法为统帅， 以 “专门法” 为支撑， 以其他
相关法律为依托， 构建 “国家紧急权力” 的法外规范约束体系。輧輮訛

2. 疫情防控中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与限制
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和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共同构成了公共卫生治

理的版图。 谢晖指出， 对私权主体的权利进行必要克减与对公权主体的依法特别授权、 对私权主体
的权利进行必要保障与对公权主体的依法特别限制之间， 充斥着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共同构成了看
似二律背反、 实则并行不悖的紧急状态下的法治图景。輧輯訛

张帆主张确立和建构紧急状态下的 “限权原则”， 指出， 《突发事件应对法》 应当选择动态的权
利限制模式而非静态的权利清单， 辅之以一种动态的双重辩论思维。 限权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
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 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 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
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輧輰訛

赵宏也对前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应急状态下的限权措施受到法律保留、 比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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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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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輧輲訛 季卫东： 《疫情监控： 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輧輳訛 朱芒：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的义务主体分析———以 〈传染病防治法〉 第 38 条为对象》，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輧輴訛 刘超： 《风险交流视阈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之省思———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切入》， 载 《法学评论》 2020 年

第 2期。
輧輵訛 郭红欣： 《基于风险预防的疫情预警机制反思》，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 4期。
輧輶訛 汪再祥： 《预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缺失的环节———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载 《法学评论》 2020年第 2期。
輧輷訛 胡明： 《信息公开的法治反思》，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輨輮訛 高秦伟： 《传染病防控中的隔离措施》，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輨輯訛 孟凡壮：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25 条第 1 项的适用为中心》，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4期。

则、 禁止不当联结以及核心权利保障等诸多原则的限制， 而这些限制最终都指向对个体人性尊严的
保障。輧輱訛

3. 预警与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
针对疫情爆发初期预警与信息发布的阻滞与规范上的冲突， 不少学者亦对此展开了研究。 季卫

东认为， 应当实行发布权和举措权的分离， 在信息发布上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的能动性， 但在相应举
措的公布和实施上还是要严格限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 严格按照程序规则进行。輧輲訛 朱芒指出， 常
规公布义务与特定公布义务并非非此即彼之关系， 两款属于并行适用的公布制度， 而特定公布义务
的履行还依赖于对 “暴发、 流行” 有更为具体的判断、 解释标准。輧輳訛 刘超提出， 应该以风险交流理
念构建制度的互动交流模式， 让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在沟通之下提高疫情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
应完善公布疫情信息的类型和内容、 消除疫情信息公布主体的混乱、 具体化疫情信息公布的概括性
原则。輧輴訛 郭红欣也建议， 构建疫情预警制度必须遵循 “疑有从有” 原则， 并作为独立于应急预案的
机制由专业人士识别启动， 在预警期内政府职责应当包括公示决策信息， 以及筹备应急物资等。輧輵訛

汪再祥亦指出， 预警是我国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缺失的一个环节， 目前我国预警法律制度存
在法源庞杂、 位阶不高、 规范分散之不足， 预警发布主体更是存在规范上的差异、 在预警启动条件
上也缺失对新发传染病的特殊性规定。輧輶訛 胡明指出， 疫情信息公开存在的不足， 要从中央与地方、
科学与政治、 公民与政府的法治关系中去反思， 通过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的分权体制， 建立疫情信
息公开的协同机制， 保障信息公开的话语权， 促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真正实现。輧輷訛

4. 防控措施的法律规范
疫情防控中最重要的防控措施之一即 “隔离”。 自 2003 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开始， 这一措

施便在实务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理论研究却较为滞后。 高秦伟指出， “隔离” 的概念应当与 “检
疫” 区别开来。 通过层级化的法律保留体系、 法官保留体系， 从宪法层面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措施加以
审查， 在风险分析观念下为隔离措施提供组织和程序保障， 从而使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达致平衡。輨輮訛

除了对人采取的检疫、 隔离措施以外， 在疫情防控中还涉及其他相关措施， 这些措施提供了必
要的外部条件。 网络谣言治理即是一例。 孟凡壮提出， 谣言的构成要件中， 在客观行为方面， 应区
分 “公共言论” 与 “私人言论”； 在危害后果方面， 应将 “公共秩序” 解释为以 “公众生活的平稳
与安宁” 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 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 在主观故意方面， 对于涉及公
共言论的 “故意” 的认定， 可采用 “实质恶意” 原则， 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輨輯訛

关于应急征用的法律问题， 张亮指出， 应当通过比例原则对应急征用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具体
路径包括将合理性标准细化为人身安全保障、 同等法益限制、 征用物合理保护等规则， 以及从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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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张亮： 《应急征用权限及其运行的法律控制———基于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12 条的法释义学分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11期。

輨輱訛 吴加明： 《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刑事规制》，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7期。
輨輲訛 王轶： 《新冠肺炎疫情、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輨輳訛 沈建峰： 《疫情防控背景下劳动合同不能履行时的风险负担规则研究》，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輨輴訛 侯玲玲： 《防疫停工期间企业工资危险负担问题及解决方案》， 载 《法学》 2020年第 6期。
輨輵訛 车浩： 《刑事政策的精准化： 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 载 《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輨輶訛 张勇：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5期。

法上进一步明确征用审批、 决定送达、 清单登记、 财产返还与补偿等基本程序义务。輨輰訛

关于平抑物价的法律问题， 吴加明质疑实务中以非法经营罪来定罪的做法， 他指出， 在解释论
上， 以现行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规制此类行为， 亟需明确疫情期间的起止时间、 防疫物资的范围、
哄抬物价的幅度等具体要件。 在立法论上， 对于传染病引起的突发事件， 应当通过修订扩大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予以适用； 对于传染病以外的突发事件， 未来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
设 “妨害突发事件应对罪”。輨輱訛

5. 疫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市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许多法律问题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 王轶探

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和不可抗力以及情势变更之间的关系， 提出就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而言， 以该条
款生效为前提， 需要区分类型： 对于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以及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 不发生情势变
更制度的适用。 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就其保留的不可抗力事项， 依然属于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
项； 就其部分排除的事项， 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輨輲訛

疫情对于劳动关系的影响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沈建峰建议， 基于经济风险停产， 用
人单位应继续支付工资； 基于运营风险停产， 应根据风险转嫁能力， 由用人单位承担工资继续支付
义务， 但应考虑不同企业类型， 维持较低水平， 允许当事人合意安排风险， 允许预告解除。輨輳訛

侯玲玲对企业工资危险负担这一个侧面进行了阐述， 指出我国劳动给付不能时工资危险负担机
制应回归劳动关系之债的本质。 因企业原因受领迟延而致劳动给付不能的， 企业应负有工资续付义
务。 基于社会安保需要， 企业基于法定免于劳动给付义务而负有工资续付义务的， 应当区别于提供
正常劳动应得的工资数额。輨輴訛

6.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义务的刑事责任问题
2020 年 2 月 6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了 《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此司法解释一出， 很快
引起了刑法学界的热烈讨论。 此后发布的 《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全国
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等， 更是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从整个刑法适用的角度， 车浩提出了 “刑事政策精准化” 的目标， 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
心， 分析了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罪， 妨害公务罪， 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
学， 指出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 运用犯罪学分析犯罪成因， 实现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
通， 对症下药地划定宽严范围， 精准化地指导刑法适用。輨輵訛

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 张勇探讨了体系解释的适用， 他认为， 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
应当与刑法规范、 司法解释相协调， 遵循整体性、 动态性、 协调性原则， 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 同
一解释规则、 排他解释规则对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 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輨輶訛 姜
涛则探讨了目的解释的适用范围， 他提出把 “疫情防控秩序” 作为新生法益， 可以为依法从严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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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輷訛 姜涛：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重要问题》， 载 《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輩輮訛 姜涛：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5期。
輩輯訛 江溯： 《隐瞒接触史、 症状进入公共场所定罪研究》， 载 《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輩輰訛 欧阳本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輩輱訛 陈伟： 《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5期。
輩輲訛 魏庆坡： 《〈国际卫生条例〉 遵守的内在逻辑、 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6期。
輩輳訛 刘晓红： 《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 载 《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輩輴訛 刘蔡宽：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审视与制度创新———以 PHEIC为视角》， 载 《政法论坛》 2020年第 6期。

处罚提供法理基础， 亦对涉疫情犯罪之定罪与量刑的解释形成内在制约， 需要在入罪与出罪、 重罪
与轻罪、 重刑与轻刑的选择上灵活运用目的论解释， 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輨輷訛

关于涉疫犯罪中的竞合问题， 姜涛提出， 《意见》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的界限上， 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 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 区分涉疫情
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 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 还需强化政策标准， 并发展与实践“明
确优先于不明确” 的法理标准。輩輮訛 江溯指出， 由于前述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 应先判断有无
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或过失， 进而考虑能否认定 （过失）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若无危害公
共安全的罪过， 再考虑评价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輩輯訛

对于涉疫犯罪的构成要件， 欧阳本祺认为在前置法对甲类传染病作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 把按
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甲类传染病， 是实质入罪和反教义学化的表现。 公共卫生不属于公共安
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行行为上具有质和量的区别， 妨害传染病
防治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輩輰訛 但是这样的认识在生物安全法对重大传
染病疫情的规范又应当如何看待， 似乎仍然需要有说服力的论证。 对于客观要件的扩张， 陈伟指
出， 司法解释的渐进扩张难以与刑事法治相契合。 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需求，
应当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 “立法类型化调整、 司法解释适度限制” 的组合路径。輩輱訛

7.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的局面， 说明在传染病防治问题上， 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国家可以

独善其身， 仅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国际卫生条例》 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 魏庆坡指出， 应当确立 “风险化” 框架以弥合体系建设的内在张力与
矛盾； 明确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要素和要件， 增强其透明度， 确保 《国际卫生条例》 的规
范性和权威性；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合 《国际卫生条例》 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条约， 加强在贸
易措施方面的协调， 进而不断增强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制和能力。輩輲訛

部分学者从安全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解读。 刘晓红指出， 以国家主权为基石的国家政治疆域并
不能阻挡自然界病毒和疫情的入侵， 国际法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需要检视和反
思。輩輳訛 刘蔡宽也认为， 构成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致命性传染病具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识别
特征和法理基础， 应该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 其前所未有的全球性、 突发性、 高致病性、 高传染
性以及复合性特征决定国际合作应对是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輩輴訛

各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 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相应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来
解决治理困境。 李寿平对此进行了逻辑证成与现实路径的探索， 提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
下， 国际法治变革应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国家主权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 国际合作原则等国际法基
本原则， 确立 “以人类为本”、 合作共赢、 包容发展的理念， 完善并发展人权保护、 环境保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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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及全球公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国际法律制度， 共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輩輵訛

（三） 野生动物保护强调公共卫生面向， 生物安全迈上法治轨道

2020 年 2 月 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并实施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自此拉开了生物安
全风险防范的帷幕。 4 月 1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法治
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 提出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目标， 要求制定 《生物安全
法》， 并对 《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进行修订。 10 月 1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生物安全法》，
填补了我国一项重要领域的立法空白。 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风起云涌。

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 “野生动物” 的概念界定。 江保
国指出， “野生动物” 的法律界定既关系到相关行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也影响着法律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 应当在修法中明文规定家禽家畜以外未经驯化的动物为野生动物， 通过划定 “家禽家畜”
的外延来反向界定 “野生动物” 的外延。輩輶訛 第二， 关于野生动物的法律地位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立法宗旨。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 “防范公共卫生风险” 这一目标， 是否意味着应当改变现行法
将动物作为法律客体来设计规范的模式，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些学者认为当前将野生动物界定为
“物” 并不会阻碍法律的完善。 施志源提出， 禁食野生动物与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之间没有必然联
系。輩輷訛 有些学者虽然没有言明这一观念需要改变， 但是隐含了这一要求。 王岳提出要正确处理人与
动物、 人与自然的关系， 确立 “人与动物应平等相处” 的原则和 “不可替代原则”。輪輮訛 有些学者更加
鲜明地表达了动物应当作为法律主体来对待的立场。 王敬波等认为， 立法目的不应当继续忽视对生
命伦理的尊重， 这就意味着需要改变动物的法律客体地位， 应当以保护为原则， 以利用为例外。輪輯訛

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 “种际和谐” 和 “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 挑战 “人类中心主义” 的传统。 郭武
等指出， 新冠肺炎的本质是人与动物的种际冲突， 传统的法律范式下不能根治这一问题， 应当采取
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整体性理念的价值原则。輪輰訛 秦天宝也认为，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认识论维
度上应当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逻辑起点， 确立 “大保护” “大安全” 理念。輪輱訛 第三， 关于打击滥
食野生动物行为的法律问题。 叶良芳专门对其中有关 “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 条款进行了解
读， 指出该规定的依据在于公共卫生上的科学证据， 法律效果在于对食用需求的消费链的双向打击
与无例外打击。輪輲訛 王万华提出， 为增强可操作性， 应当以 “禁止食用原则加可食用清单机制” 的方
式进一步明确禁止食用的范围， 同时， 为了构建严格的法律责任机制， 应当不再以涉案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价值为基础设置处罚幅度。輪輳訛 刘兰秋在分析了日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
应当基于科学、 多元的立法理念， 将除鱼类之外的脊椎动物单独进行规定， 针对性地实施全面保护

輩輵訛 李寿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治变革： 逻辑证成与现实路径》， 载 《法商研究》 2020年第 1期。
輩輶訛 江保国： 《疫情下野生动物的法律界定： 起点、 难点及边线》， 载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輩輷訛 施志源： 《新冠肺炎疫情下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探讨》， 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2期。
輪輮訛 王岳：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进入新时代》，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27期。
輪輯訛 王敬波、 王宏： 《为谁立法———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目的再讨论》， 载 《浙江学刊》 2020年第 3期。
輪輰訛 郭武、 孟宇辰： 《反思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功能———兼论迈向种际和谐的荒野法之勃兴》， 载 《南

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輪輱訛 秦天宝： 《生物安全视角下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修订： 逻辑起点、 类型化方法及主要建议》，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輪輲訛 叶良芳： 《〈野生动物保护决定〉 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载 《法治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輪輳訛 王万华： 《完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的几点立法建议》， 载 《浙江学刊》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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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限利用制度， 进行精细化、 系统化的规制。輪輴訛

生物安全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生物安全法调整的对象———生物———
中包括了野生动物。 另外， 生物安全法主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设计规则， 而野生动物保护法则重在保
护。 但是两者在效果上殊途同归———生物安全法中的措施会起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效果， 而野生动物
保护法也是实现生物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生物安全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生
物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 孙佑海作为我国 《生物安全法》 起草工作咨询专家之一， 分析了
制定生物安全法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中的重要意义， 对以人为本、 风险预防、 分类管理、 协同配合等
原则， 法律的适用范围以及其下的具体制度进行了总括性的梳理。輪輵訛 于文轩认为， 生物安全法的理
念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 法律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是风险预防原则， 而基本原则还包括了谨慎
发展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輪輶訛 秦天宝分析了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 认为 《生物安全法》 是一部以
安全为价值导向的基础性、 政策性立法， 其基本原则应当包括风险预防原则、 全程控制原则、 分类
管控原则和多元共治原则等。輪輷訛 秦文与于文对于生物安全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的认识是一致的， 但是
在其他原则的列举上又不尽相同。 胡加祥对于生物安全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又有所不同， 他从生物安
全法属于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纵向视角以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横向视角， 提出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原
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 预防原则、 科学发展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輫輮訛 与前两位不同， 胡文对于前述
原则并没有给出位阶或者顺位， 其在论述 “预防原则” 时也仅仅把它看作科技立法都要遵循的原
则。 第二， 生物安全法的整体框架。 于文轩将生物安全法的基本框架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科技安
全保障， 旨在以人文关怀补足工具理性； 其二是生态安全保障， 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公共
卫生危机的应对。輫輯訛 刘跃进则从不同的视角对生物安全法的逻辑结构进行划分， 区分了生物安全和
生物威胁， 将前者认定为国家安全的次级构成要素， 后者定行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自然因素。輫輰訛

（四） 公共卫生法领域的其他研究

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传染病防治” 以及 “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安全” 两个专题相比，
2020年公共卫生法的研究中其他子领域虽然也成果颇丰， 但是较为分散。 其中包括劳动安全卫生保
护与职业病防治， 例如对 “过劳死” 的探讨；輫輱訛 妇女权益保障与母婴保健， 例如对准配偶的重大疾
病告知义务的证成；輫輲訛 老年人权益保障与老年人保健， 例如对于老年人健康权理论逻辑的专门研究；輫輳訛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 例如对于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的理论探索；輫輴訛 精神卫生， 例如关于心智障
碍者监护的理论争议；輫輵訛 以及健康相关产品， 如药品、 医疗器械、 食品等等。 受篇幅所限， 不一而足。

輪輴訛 刘兰秋： 《日本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及启示》，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輪輵訛 孙佑海： 《生物安全法： 国家生物安全的根本保障》， 载 《环境保护》 2020年第 22期。
輪輶訛 于文轩：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生物安全法： 理念与制度》，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20期。
輪輷訛 秦天宝： 《〈生物安全法〉 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20年第 3期。
輫輮訛 胡加祥： 《我国 〈生物安全法〉 的立法定位与法律适用———以转基因食品规制为视角》，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20期。
輫輯訛 于文轩： 《生物安全保障的法治原则与实现路径》， 载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 4期。
輫輰訛 刘跃进： 《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威胁》，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20期。
輫輱訛 参见郑晓珊： 《“过劳死” 之职业关联性疾病救济进路》， 载 《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輫輲訛 参见蒋月： 《准配偶重疾告知义务与无过错方撤销婚姻和赔偿请求权———以 〈民法典〉 第 1053 条和第 1054 条为中心》， 载

《法治研究》 2020年第 4期。
輫輳訛 参见何燕华： 《老年人健康权理论逻辑及实现》， 载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第 4期。
輫輴訛 参见成绯绯、 王振耀、 高华俊、 唐正： 《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可行性研究》， 载 《残疾人研究》 2020年第 4期。
輫輵訛 参见王竹青： 《心智障碍者监护理论争议与发展方向———以 〈残疾人权利公约〉 第 12 条为视角》， 载 《法学杂志》 2020 年

第 5期。

22· ·



共享智识克时艰 卫生法学创纪元

三、 医事法研究———旧问题与新挑战并存

2020 年度医事法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部分： 其一， 医事行为法研究， 即以医
患关系之产生、 发展、 变更过程中某一主题为主视角进行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行为中医患双方
权利义务探讨、 医疗纠纷的预防及应对、 医疗损害赔偿相关理论研究等； 其二， 生命伦理法研究，
即对医疗新理念与新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 主要立足于如何对脑死亡、 安乐死等医疗新理念以及代
孕、 基因编辑等医疗新技术之应用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之探讨。

（一） 医事行为法研究

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探讨中， 本年度依旧围绕 “知情同意权” 这一权利为核心展
开， 但更多视角集中于对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的研究中。 如杨会指出， 要具体化近亲属代为行使
知情同意权的情形， 将其限制于 “患者无同意能力” 及 “保护性治疗” 两大场域， 同时应提高医院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违法成本。輫輶訛 而丁磊则主张应当舍弃亲属、 家属之概念， 标准化 “近亲属”
之内涵， 将共同生活之丧偶儿媳、 女婿囊括进其概念之中， 同时， 促进替代决策制度逐步向辅助决
策制度转变， 尊重并保护患者本人意思能力， 并进一步明确紧急救治情形下决策主体的顺位。輫輷訛

而在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应对层面， 徐明指出， 目前各种治理手段之间的冲突导致的 “政出多
门” 以及治理方式的偏软均不利于医疗纠纷的有效应对， 在实然情况强调 “手段—功能” 治理模式
之上， 更应树立法律权威， 以法律的刚性约束力来协调各种手段机制， 提升医疗纠纷治理效果。輬輮訛

张璐强调应当遵循以人为本、 监督发力、 加强联动等原则， 通过完善法治手段， 促进多渠道调解以
及搭建医患纠纷有关信息共享平台， 助力医护人员行使 “避险权”， 切实保障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輬輯訛

陈云良认为在医疗纠纷中应当确立 “保护道歉规则”， 其目的在于揭露医疗错误以保护患者的健康
权， 有助于修复和化解医患矛盾， 促进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和公开； 在保护道歉规则的立法模式
上， 应当确立针对全部道歉的意思通知型保护道歉规则， 将诉讼外医疗道歉纳入保护范围。輬輰訛

在医疗损害赔偿相关理论研究之上， 窦海阳认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医务人员过错的认定略
有宽泛之嫌， 导致医务人员被苛以过重之负担，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妥当结合理性人标准、 组
织过错以及替代责任等理论， 涤除医务人员过错判断中所掺杂的其他因素。輬輱訛 何炼红等指出， 现阶
段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的判定， 应以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设备的民事法律关系客
体定位为逻辑起点， 并从 “利益平衡” 视角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进行适当限制， 以促进人工
智能技术在医疗影像行业的广泛应用和大健康产业的长足发展。輬輲訛 毛吾吉达·依布拉依江则从医疗合
同的角度来探析医疗损害赔偿的另一种理论路径， 指出， 我国目前医疗损害案件过度依赖侵权责任
法， 侵权责任法忽略了医患双方平等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常规医疗行为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保

輫輶訛 杨会： 《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异化及其匡正》， 载 《南京社会科学》 2020年第 4期。
輫輷訛 丁磊： 《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司法认定———基于 48 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 载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輬輮訛 徐明： 《反思与完善： 医疗纠纷中的多元法律治理》，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2期。
輬輯訛 张璐： 《“避险权” 如何释放保护医护人员的善意》， 载 《人民论坛》 2020年第 19期。
輬輰訛 陈云良： 《保护道歉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的确立与运用》，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6期。
輬輱訛 窦海阳： 《〈民法典〉 中医务人员过错规范的限缩解释》， 载 《北方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輬輲訛 何炼红、 王志雄：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问题》，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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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因此有必要构建医疗合同违约责任制度， 并将医疗合同典型化。輬輳訛 而屈茂辉等则对医疗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中是否存在惩罚性功能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主张根据司法实践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
功能的客观需求， 应当在坚持精神损害赔偿补偿抚慰为主的前提下， 承认其惩罚性功能， 并与惩罚
性赔偿制度相结合， 构建更为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輬輴訛

（二） 生命伦理法

在医学新理念方面， 本年度由于 《民法典》 在第一千零二条有关生命权的规定中首次采用 “生
命尊严” 一词而使 “安乐死” 与 “尊严死” 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杨立新指出， 生命尊严的规定
具有重要意义， 其不仅更为完整地保护了人格尊严， 并扩展了生命权的内容， 确立了一个人从生到
死全过程的人格保护， 并将生命权从基础的防御权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生命体面， 从而为尊严死、 生
前预嘱、 临终关怀等提供了立法依据， 并为安乐死的合法化预留了解释空间。輬輵訛 王卓等认为安乐死
在概念、 分类等本体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并且基于生命尊严、 人格尊严以及医疗资源和家庭负
担等理论与现实， 安乐死的合理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但对于安乐死立法目前仍较为保守。輬輶訛

在医学新技术层面， 本年度 “代孕” 与 “基因技术” 的法律问题研究依旧占据核心地位。 有关
代孕的法律研究主要集中于代孕后的亲属关系认定以及代孕的立法规制两大主题。 于前者， 杨成铭
等认为在完全代孕中， 代孕协议不能作为当事人获得亲权的依据， 基因关系应当作为判断亲子关系
的实质标准， 为保障儿童最佳利益， 在无法定阻却事由下， 完全代孕的 “子宫母亲” 不得对抗“基
因父母”。輬輷訛 谈婷则通过梳理亲子关系确认的价值取向变迁指出， 代孕亲子身份确认中多元主体的价
值冲突， 应当基于子女利益的优先考量地位， 依据父母抚育意愿、 基因联系及双系抚育三要素， 确
立父母主观主义兼有限血缘主义、 双系抚育的亲子关系确认规则。輭輮訛 而于立法规制上， 刘长秋指出，
代孕是对怀孕母亲的物化， 与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品格相背离， 是违背人性的立法选择， 因此， 我
国当下应当考量出台 《人类辅助生殖法》， 并设立禁止代孕的有关规定。輭輯訛 马龙倩则认为， 代孕在现
实中一直处于 “法律不禁、 政府不许” 尴尬地位， 不应对代孕进行一刀切地否定， 应该有条件地开
放非商业代孕。輭輰訛

而对于基因编辑， 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否认目前将其用于人体胚胎试验。 石佳友等指出对人体基
因编辑等技术活动纳入 《民法典》 调整范围， 不仅能为后续立法提供基本法的指引， 并且能强化其
自身的治理功能。輭輱訛 章小杉则表示， 在技术安全的前提下， 基因编辑在治疗目的下的运用并不违反
个体和物种尊严， 而增强目的则有悖个体尊严且危及物种尊严。輭輲訛 杨丹则从刑法角度入手， 指出为

輬輳訛 毛吾吉达·依布拉依江： 《医疗合同的违约责任研究》，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5期。
輬輴訛 屈茂辉、 王中： 《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功能探析———基于医疗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证研究》，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0年第 5期。
輬輵訛 杨立新、 李怡雯： 《论 〈民法典〉 规定生命尊严的重要价值》，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輬輶訛 王卓、 李莎莎： 《老龄化背景下安乐死的合法化考量———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安乐死研究的学术史》， 载 《自然辩

证法》 2020年第 11期。
輬輷訛 杨成铭、 潘坤： 《非法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研究———评典型非法代孕亲子关系纠纷案》， 载 《法律适用》 2020年第 24期。
輭輮訛 谈婷： 《价值冲突与选择： 代孕亲子关系确认的困境破解》，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輭輯訛 刘长秋： 《代孕立法规制的基点与路径———兼论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为何删除 “禁止代孕条款”》， 载 《浙江学刊》 2020年

第 3期。
輭輰訛 马龙倩： 《国内代孕乱象及其规制路径》， 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12期。
輭輱訛 石佳友、 庞伟伟： 《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民法规制： 以 〈民法典〉 第 1009 条的适用为例》，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0年第 6期。
輭輲訛 章小杉：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宪法界限： 一个基于尊严的分析》， 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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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贯彻风险社会预防原则， 实现刑法和生命科技发展的良性互动， 应当将基因编辑用于生殖目的的
行为入罪化。輭輳訛

结语

纵观 2020 年卫生法学的研究状况， 可谓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值得肯定的是， 卫生法律人急
国家之所急， 为助力疫情防控保驾护航， 真正做到了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 王晨光、 郑雪倩入选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 成为专家组中仅有的两位法律界人士， 组
织、 参与、 撰写相关意见报告， 向政府提出应对策略建议， 为我国新冠疫情依法防控工作作出了突
出贡献。 其他卫生法学界的专家也纷纷开展研究、 建言献策、 组织宣传， 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
影响。 不过， 卫生法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一是重对策而轻学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余，
而理论深度和战略高度不足； 二是卫生法各个分支的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 由于大部分卫生法学者来
自不同的部门法背景， 对于非本部门的卫生法问题的研究关注度不够； 三是法学学者与医学学者之间
缺乏交流， 由于卫生法既涉及技术问题， 又涉及伦理问题， 法、 医二学各有侧重， 若基于充满偏见
和误解的前见来分析问题， 极有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视阈融合对于卫生法学而言既是难点、
又是重点。

輭輳訛 杨丹： 《生命科技时代的刑法规制———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中心》， 载 《法学杂志》 2020年第 12期。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In�order�to�respond�to�the�growing�practical�needs�of�the�society,�the�research�of�health�
law�in�China�has�shown�a�trend�of�vigorous�development�in�2020.�In�the�domain�of�basic�theory�
on�health�law,�the�focus�of�academic�attention�has�transferred�from�the�entirely�explanation�of�the�
right� to�health� to�more� specific� capacity�of� the� right� to�health,� like� some�newly� emerging� legal�
right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health� law,�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diseases�and�the�response�to�public�health�emergencies�has�reached�an�unprecedented�
depth� and� height.�Academic� discussions� on�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biosafety� laws� have� also�
come� to� the� fore.� In� the� study� of� medical� law,� the� regulation� of� medical� behavio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such� as� surrogacy� and� gene� editing� are� still�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By� contrast,� the� study� on� healthcare� security� law� is� the� least� developed� branch� in�
health�law.�

Key Words: Health�Law;�Public�Health�Law;�Medical�Law;�Healthcare�Security�Law

25· ·



“套路贷” 的概念辨析及相关疑难问题

刘仁文 刘文钊 *

内容提要： 对于 “套路贷” 的概念， 存在狭义界定观与广义界定观的对立。 狭义界定观将
“套路贷” 等同于犯罪行为， 广义界定观却认为 “套路贷” 并不等同于犯罪行为。 “套路
贷” 的认定， 有必要转向广义界定观。 之所以如此， 不仅在于其能整合多种法律关系， 也
能统一犯罪行为与罪名认定的标准， 更能实现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治乱需求。 以此观念
为指导， 更利于划定 “套路贷” 的犯罪圈、 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和合理确定犯罪数额。
关键词： “套路贷” 非法放贷 罪刑法定原则 非法占有目的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3

近年来， 在快速积累的民间资本、 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 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等多种原因的共
同促进下， 民间借贷行业日趋活跃。 作为一种资金来源多样、 手段灵活便捷的融资途径， 民间借贷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 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流动， 但也催生了诸多社会乱象， 甚至
衍生出大量违法犯罪行为。 大约从 2016 年开始， 一种被称为 “套路贷” 的借贷模式逐步出现， 其
巨大的危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此， 司法机关高度重视。 2017 年起， 上海、 浙江、 安
徽、 重庆等地陆续出台针对 “套路贷” 案件的地方性司法文件。譹訛 2018 年 1 月，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将民间借贷领域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之一。 2019年 4 月和 7 月，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先后印发了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 （以下简称 《“套路贷” 意见》）、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非法放贷意见》）， 希望统一民间借贷中刑事案件尤其是 “套路贷” 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思路。 但
应当看到的是， “套路贷” 并非一个严格教义学上的法律概念， 它仅仅是司法实践中对于部分新型
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化总结， 如何对其合理甄别、 准确处罚和有效规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由此产
生了一定的司法风险。 本文拟从 “套路贷” 的界定观入手， 分析 “套路贷” 在何种条件下构成犯
罪、 何种条件下不构成犯罪， 以期为准确认定和规范此类行为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刑法研究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 刘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刑法的立体分析与关系刑法学研究” （项目编号：
19AFX007）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例如， 2017 年 10 月 25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发布 《关于本市办理 “套路贷” 刑事
案件的工作意见》 （沪公通 〔2017〕 71 号）； 2018 年 3 月 18 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印发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浙公通字 〔2018〕 25 号）； 2018 年 6 月 15 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公安厅发布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皖高法 〔2018〕 125 号）； 2018 年 7
月 4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办理 “套路贷” 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 （渝高法 〔2018〕 1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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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刘道前、 满艺伟： 《“套路贷” 的法律性质及侦防对策分析》， 载 《犯罪研究》 2018年第 4期。
譻訛 参见董邦俊、 侯晓翔： 《“套路贷” 的刑事规制及其防控研究》， 载 《湖北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0期。
譼訛 参见彭新林： 《论 “套路贷” 犯罪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 载 《法学杂志》 2020年第 1期。
譽訛 在 “套路贷” 法律关系中， 本文统一使用放贷人、 借款人的表述。
譾訛 按照我国目前刑法的规定， 高利贷本身不构成犯罪， 但依 《非法放贷意见》， 高利贷在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

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情形下也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不过即使在此情形下，
由于非法经营罪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 与狭义界定观认为 “套路贷” 构成财产犯罪仍然存在区别。 根据下文广义界定
观的观点， “套路贷” 与高利贷存在交叉重叠，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既可能构成财产犯罪也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譿訛 参见谢波、 蒋和平： 《“套路贷” 犯罪的特点及其法律规制》， 载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孙丽娟、 孟庆华：
《“套路贷” 相关罪名及法律适用解析》， 载 《犯罪研究》 2018年第 1期。

讀訛 参见朱和庆等：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理解与适用》， 载 《人民法院报》 2019年 6月 20日第 5版。

一、 狭义 “套路贷” 界定观的偏差

理解 “套路贷” 的前提是明确其法律性质。 在 《“套路贷” 意见》 发布之前， “套路贷” 的法律
性质就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地方司法实务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 “套路贷” 是假借民
间借贷之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譺訛 或者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 通过虚增债务等欺诈手段，
辅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譻訛 《“套路贷” 意见》 发布之后， 仍然有
学者支持该观点， 认为符合 “套路贷” 行为模式的就是犯罪行为。譼訛 地方司法实务中亦不乏持此观
点的， 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2018 年 3 月印发的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 就将其界定为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通过 ‘虚增债务’ ‘签订虚
假借款协议’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 ‘肆意认定违约’ ‘转单平账’ 等方式， 采用欺骗、 胁迫、 滋扰、
纠缠、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虚假诉讼等手段， 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 显然， 这是一种狭义
界定观。譽訛 虽然上述界定的内容不尽相同， 但都存在着以下共性： 第一， “套路贷” 是犯罪行为， 其
在借款目的、 侵犯客体、 手段方法、 法律后果等方面与民间借贷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应当严格区分
“套路贷” 与民间借贷、 高利贷、譾訛 非法讨债等行为；譿訛 第二， “套路贷” 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
的； 第三， “套路贷” 具有债权债务的虚假性， 但是没有特定的行为类型， 只能根据 “套路贷” 的
常见犯罪手段来认定， 包括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 故意制造违约
或者肆意认定违约、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软硬兼施 “索债” 等。讀訛 本文认为， 这种理解存在以下一
些偏差：

（一） 占有目的的非法性内涵不明

狭义界定观认为， 占有目的的非法性既是 “套路贷” 的认定特征， 又是其与正规民间借贷行
为、 高利贷行为区分的重要标准。 诚然，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区分诈骗犯罪与借贷
纠纷的重要标准， 但是与传统利用借贷进行诈骗不同， “套路贷” 中的行为主体不是借贷人而是放
贷人。 正常民间借贷中， 放贷的目的本来就是获得利息， 在表现形式上， 民间借贷的谋利目的与财
产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都是占有借款人财物。 为了区分正常民间借贷行为与
“套路贷”， 狭义界定观只能将占有目的的非法性作为民间借贷谋利目的与财产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
区分标准， 认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及获取利息， 占有他人
财物的目的是合法的； 与之对应， “套路贷” 中非法占有目的判断的核心在于占有财物的目的具有
非法性。 但是非法性的具体内容十分模糊。 无论是民间借贷、 高利贷还是 “套路贷” 案件都涉及多
个法律关系， 非法性究竟指的是刑事违法、 行政违法还是民事违法， 并不明确， 由此引发了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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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关于办理 “套路贷” 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 （浙高
法 〔2019〕 117号） 第二条规定。

輥輮訛 参见胡公枢： 《“套路贷” 的刑法规制路径》， 载 《中国检察官》 2018年第 4期。
輥輯訛 例如，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抢劫、 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九条第二项以暴力、 胁迫手段索

取超出正常交易价钱、 费用的财产行为定性中规定， “从事正常商品买卖、 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 以暴力、 胁迫手段迫使
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 费用相差不大钱物， 情节严重的， 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买卖、 交易、 服
务为幌子采用暴力、 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 费用相差悬殊的钱物的， 以抢劫罪定罪处刑”。 这里以获得对价是
否合理作为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标准。

輥輰訛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 仅 2019 年上半年公开的涉及 “砍头息” “上打息” 的民间借贷一审案件就达 243 件， 遍
及全国 25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说明这种情况在民事领域较为普遍。

輥輱訛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民间借贷规定》） 第二十七条规定： “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 一般认定为本金。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
定为本金。”

輥輲訛 《民间借贷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 “原告仅依据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适用的混乱。 有人以行政违法认定占有目的的非法性， 但我国目前对于金融领域的管理采用特许制
度， 以此为逻辑， 凡是未经监管机构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均被视为非法， 这显然背离了财产犯罪侵
犯公私财产的本质。 也有观点认为， “在 ‘套路贷’ 案件中， 只要有 ‘套路’， 就可认定非法占有的
目的”，讁訛 但如果有套路就径直认定有占有目的的非法性， 那么非法性就没有独立的判断价值了， 因
为 “套路贷” 都有套路。 还有人以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来认定非法性， 认为只要 “套路贷” 的手
段行为触碰一般社会道德底线， 就应当评价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輥輮訛 这实际上是将占有目的的法
律标准降格为道德标准。 另外， 根据以往的司法解释精神， 具有交易因素的侵犯财产犯罪中非法占
有目的的认定标准是对价的不合理性，輥輯訛 但如果以对价的不合理性作为占有目的非法性的判断标准，
则无法有效区分高利贷与 “套路贷”， 因为利息是否合理也是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分标准， 超出
合理利息就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实际上是将高利贷归入 “套路贷” 之中， 这与区分民间借贷、
高利贷、 “套路贷” 的初衷相矛盾。

（二） 将虚假的债权债务一律入罪易扩大入罪标准

狭义界定观还认为， 区分 “套路贷” 犯罪与民间借贷的另一特征是债权债务的虚假性， 即吸引
被害人借款， 利用虚增借贷金额、 恶意制造违约、 肆意认定违约、 毁匿还款证据形成虚假债权债
务。 但是， 这些行为并不能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完全对应。 而且， 从实质角度看， 一个行为被认
定为犯罪还应当具备 “当罚性”， 也就是处罚的必要性、 合理性， 但 “套路贷” 的常见行为模式并
不完全具有当罚性， 甚至有的行为不仅不是统一法秩序所禁止的， 反而有可能是有效的。 若直接将
其作为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 则不当扩大了入罪标准。 如虚增借贷金额、 制造虚假给付痕迹就不能
完全被解释为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等犯罪的实行行为， 因为在民间借贷中， 大量存在着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的情况， 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 “砍头息” “上打息”，輥輰訛 民法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导致民
事法律行为的无效， 只要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为本金即可。輥輱訛 如果刑法将这种虚增债务的行为一律
认定为犯罪， 并不妥当； 再如肆意认定违约， 通过诉讼、 仲裁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 违约责任由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定， 以协商方式解决纠纷的， 违约责任由双方协商确定。 无论前述哪种方式，
放贷人都具有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 民法并不限制放贷人主张违约责任的范围， 实践中存在民事诉
讼原告过度主张权利的情况并不能作为民事违法处理。 刑法作为保障法， 将这类民法都不禁止的行
为一概解释为犯罪行为， 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再如毁匿还款证据，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
定， 谁主张谁举证， 在民间借贷中， 还款的事实自然由主张还款的借款人举证。輥輲訛 在民事诉讼规则

28· ·



“套路贷” 的概念辨析及相关疑难问题

輥輳訛 虽然法律适用过程并不仅使用三段论方法， 但是无论怎样调整， 其逻辑骨架仍然是三段论。
輥輴訛 详见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 （2019） 赣 0121刑初 298号刑事判决书。

中， 放贷人并不具有交出还款凭证的义务， 那么单纯隐匿还款凭证并不能被评价为违法行为， 若基
于狭义界定观直接将其作为犯罪行为予以评价， 也是不妥当的。

（三） 分割判断模式不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司法机关定罪的基本方法是涵摄或者涵摄锁链， 即采取三段论判断每一个构成要件要素，輥輳訛 也
就是法律适用者应当以刑法规定的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为大前提逐个判断行为是否符合。 若一
个行为符合全部构成要件要素， 则整体评价为犯罪行为， 同时判断出构成哪种罪名。 在这个过程
中， 是否构成犯罪、 构成何种犯罪仅依据刑法规范同时判断， 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然要求， 又
是三段论适用过程的必然结果。 狭义界定观最大的问题， 在于将 “套路贷” 等同于犯罪行为， 从而
将是否构成犯罪、 构成何种犯罪分割判断。 也即， 在 “套路贷” 犯罪案件适用法律中， 首先认定是
否构成 “套路贷”， 一旦构成 “套路贷” 就是犯罪行为， 之后根据犯罪构成确定具体罪名： 根据犯
罪行为的表现不同， 认定不同罪名， 一般情况下构成诈骗罪； 如果行为人采用多种手段构成诈骗、
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 虚假诉讼、 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 抢劫、 绑架等多种犯罪的， 则区分不同情
况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罪处理。 若能有效统一 “套路贷” 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种分割判
断模式虽然造成法律适用的重复， 倒也不会对正确处理案件造成实质影响。 但是， 狭义界定观仅是
对部分发达地区早期 “套路贷” 犯罪事实特征的归纳总结， 其判断标准与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并不
能一一对应， 存在着符合 “套路贷” 条件但不构成犯罪的情形。 如果司法机关按此确定的规则进行
法律适用， 有时就会出现进退两难的情况， 即一方面认定行为构成犯罪， 另一方面又没有合适的罪
名可以适用， 这正是目前司法机关遇到的有些 “套路贷” 案件法律适用难的根源所在。

以吴某、 付某某诈骗案为例：輥輴訛 某 APP 软件为网络借贷平台， 注册成为用户就可以通过该平台
放贷获利， 也可以向其他用户借款。 放贷人员与借款人员在网上签订的借款协议需要扣除 “砍头
息”， 借款周期均为一个星期。 被告人吴某系该平台中介， 负责审核借款人信息以及向平台上的放
贷人员推荐借款人， 借贷成功后向放贷人员收取中介费。 被害人龚某经他人介绍首次通过平台借贷
1 万元然后再放贷给他人获得了高额利润。 之后， 因有人在平台上主动向龚某借款， 其又通过平台
向他人借款 2 万元， 扣除 “砍头息” 后实际到账 1.5 万元并放贷给他人。 因该笔款项借款人并未如
期还款， 龚某无力偿还欠款。 龚某不断向平台上其他放贷人员借款用于平账， 陷入以贷还贷的怪
圈。 2018 年 8 月初， 吴某介绍龚某向其他放贷人员借款用于平账。 经被告人吴某介绍， 龚某先后向
被告人付某某及其他放贷人员借款， 其中被告人付某某分两次， 每次放贷 2 万元， 共放贷 4 万元给
龚某， 实际到账 3 万元； 其他人分别向龚某放贷 9 万元、 2 万元、 3 万元， 实际到账 7.2 万元、 1.5
万元、 2.2 万元。 按平台规定， 吴某从中实际获取中介费共计 3800 元。 一审判决认定网站中介吴
某、 放贷人付某某属于 “套路贷” 犯罪， 构成诈骗罪， 理由为： 一是平台通过宣传无抵押借款、 只
需借款人提供所谓的 “资料包” （包括有借款人以及家人的身份信息、 照片、 通讯录等材料） 等方
式诱使借款人借款， 之后以 “行规” 为理由扣除 “头息” 仅支付部分借款， 符合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这一常见 “套路”； 二是在被害人无力偿还后推荐其他人放贷， 通过以贷还贷的模式垒高债务， 符
合恶意垒高借款金额这一常见 “套路”。 其中， 龚某的犯罪数额是其介绍几笔借款中被扣除的 “砍
头息” 4.1 万元， 付某某的犯罪数额是自己借款中扣除的 “砍头息” 1 万元。 本文认为， 本案虽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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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 （第 6版）》， 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 第 1272页。
輥輶訛 比如， 网络经典名句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少一点套路， 多一点真诚”。
輥輷訛 最高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规定》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式上符合 “套路贷” 的行为模式， 但不构成诈骗罪： 第一， 本案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
的， 虽然利息超过了法定利息限额， 属民事违法， 但是仅以民事违法不能认定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
的； 第二， 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是以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造成被害人错误认识以取得财物。 本
案中， 被害人龚某同时在该平台借款、 放贷， 对于平台 “头息” 支付的规定是明知的， 也是同意
的。 既然龚某完全知晓虚高的借款中含有利息的事实， 也知道其中的风险， 那么其借款以及事后归
还的过程就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 另外， 现有证据又无法证明吴某在平台上虚构他人主动向龚某借
款， 吸引其陷入以贷还贷的陷阱， 仅能证实吴某在龚某无法还款时乘人之危推荐借款。 在没有造成
认识错误或者胁迫的情况下， 乘人之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从这个案例可以发现， 套路贷狭义界
定观可能产生法律适用错误的风险。 结合近期司法实践中出现的 “套路贷” 案件特点及 《“套路贷”
意见》 的相关规定， 套路贷的界定观有必要予以转向。

二、 广义 “套路贷” 界定观的提倡

（一） 广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在 2012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 中， 套路的含义主要有二个： 一是编制成套的武
术动作， 如少林武术套路； 二是成系统的技巧、 方式、 方法。輥輵訛 在这个阶段， 套路并不具有贬义色
彩。 近年来， “套路” 一词的内涵正在逐步变化。 随着互联网兴起， 网友、 青年人之间相互调侃时
常常使用套路一词。輥輶訛 此时， 套路逐渐具有圈套、 诡计、 门道、 陷阱的意思。 与 “套路” 一样， “套
路贷” 的行为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最初的 “套路” 主要手段是欺骗， 也就是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典型的犯罪方法为放贷人以行规、 保证金等理由欺骗被害人签订虚高的借款合同并明确告知其不会
按照虚高合同履行， 只要按时归还实际借款金额即可。 之后， 双方按照虚高借款合同的金额转账，
放贷人将虚高金额以现金方式取走， 被害人留下实际借款金额。 要债过程中， 放贷人软硬兼施索要
虚高的借款合同金额， 从而骗取被害人财物。 这个过程中， 因放贷人的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对借款数
额存在认识错误， 从而处分财产， 可能构成诈骗罪。 但是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之下， “套路” 开始
逐步改变， 主要体现为放弃欺骗行为， 如在借贷之初明确告知借款人虚高的金额是砍头息或者手续
费， 如果不接受高额利息则不会放贷给借款人。 借款人迫于自身资金压力饮鸩止渴同意高额利息，
在无法归还时还会采取以贷还贷的方式将高额利息转化成为本金， 从而实现利滚利。 此类 “套路
贷” 获取被害人财物的方法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欺骗而是更多地带有乘人之危的色彩 （当然里面仍然
有可能包含欺骗的情形）， 其法律定性也要复杂得多， 不再单纯构成诈骗罪。

“套路贷” 行为模式的丰富决定了 “套路贷” 法律评价的多样性， 也进一步促成了 “套路贷”
的界定观由狭义走向广义。 广义界定观下， “套路贷” 的法律评价不只是诈骗罪， 还可能具有多种
属性。 在刑法视角内， 其既可能构成犯罪， 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既可能构成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
等财产犯罪， 也可能构成非法经营、 强迫交易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还可能构成非法拘禁、
寻衅滋事等侵害人身权利、 社会秩序的犯罪； 在民法视角内， 其借贷关系既可能因乘人之危 （显失
公平） 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也可能因为实际利息超过年利率 36%属于部分无效的合同，輥輷訛 甚至在个

30· ·



“套路贷” 的概念辨析及相关疑难问题

别“套路贷” 案件中存在借贷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的可能； 在行政法视角内， 其可能根据 《非法金融
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以下简称 《取缔办法》） 属于非法发放贷款而应当予以取缔，
也可能因设立方式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
意见》 （以下简称 《小额贷指导意见》） 的规定而具有发放贷款资质。

《“套路贷” 意见》 指出： “‘套路贷’ 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诱使或迫使
被害人签订 ‘借贷’ 或变相 ‘借贷’ ‘抵押’ ‘担保’ 等相关协议， 通过虚增借贷金额、 恶意制造违
约、 肆意认定违约、 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 并借助诉讼、 仲裁、 公证或者采用暴
力、 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虽然这里的界定
与广义界定观不完全等同 （广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有时甚至连违法都不构成）， 但至少不是狭
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也可以说， 在广义界定观与狭义界定观之间， 司法解释是偏向前者的。
因为 《“套路贷” 意见》 明确将 “套路贷” 与 “套路贷” 犯罪相区分， 在第一部分 “准确把握 ‘套
路贷’ 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中使用了 “套路贷” 的表述， 而第二部分 “依法严惩 ‘套路贷’ 犯罪”
中则使用了 “套路贷” 犯罪。 这里可以理解为， 前者乃广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后者则是狭义
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即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 虽然 《“套路贷” 意见》 并未明确指出 “套路
贷” 存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 但从 “套路贷” 与 “套路贷” 犯罪的区别表述来看， 可以推出 “套路
贷” 存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 另外， 《“套路贷” 意见》 还认为， “套路贷” 是 “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的概括性称谓”， 并非单纯构成犯罪， 也可能是违法行为， 这也印证了广义界定观的观点， 即 “套
路贷” 具有多种法律评价属性， 而非狭义界定观中仅构成犯罪的法律评价属性。

为了准确理解 “套路贷” 的法律性质， 需要厘清 “套路贷” 与民间借贷、 高利贷、 非法放贷的
关系。 狭义界定观认为 “套路贷” 就是犯罪行为， 应当严格区分民间借贷、 高利贷、 非法讨债等行
为。 如前所述，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狭义界定观自身不够清晰明确， 无法有效区分罪与非罪。 本文
认为， 根据广义界定观， “套路贷” 是民间借贷不同程度的异化， 其规范基础仍然是民法中的民间
借贷规范， 只是对于其中构成行政违法甚至犯罪的， 要分别按照相关行政法和刑法来处理。

关于 “套路贷” 与高利贷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两者存在一定交叉重合。 高利贷系指利率超过
国家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允许范围的出借资金行为， 其本质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获取暴利。 采狭义界
定观的学者通常认为， 高利贷与 “套路贷” 的本质不同在于目的不同， 前者的目的是获取利息， 后
者的目的已经演变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本文不认同这种观点， 事实上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
为了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 当借款人无法偿还高额利息时， 高利贷债主及其代理人也可能采取暴
力、 胁迫等手段获得借款人房产、 车辆等财物抵偿， 典型的如讨债型非法拘禁案件； 而一些 “套路
贷” 案件也存在着借款人最终以现金交付本金、 利息、 违约金的情况， 并未侵犯到特定财物， 此时
与高利贷无本质区别， 所以， 此种情形下的 “套路贷” 就与高利贷之间存在交叉重合， 前者的实际
利息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允许范围时就属于高利贷。

关于 “套路贷” 与非法放贷之间的关系， 两者也存在交叉重合。 《非法放贷意见》 规定： “违反
国家规定， 未经监管部门批准， 或者超越经营范围， 以营利为目的， 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
放贷款，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依照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通常情况下， “套路贷” 属于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的非法放贷
行为， 但是不排除一些 “套路贷” 公司获得了小额贷经营资质的可能。 广义界定观中的犯罪行为既
可能构成 《“套路贷” 意见》 中的财产犯罪， 也可能构成 《非法放贷意见》 中的非法经营罪。

3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4期

輦輮訛 根据 《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为两个独立的合同可撤销的条件。 但是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
条将二者合并规定， 赋予显失公平新的内涵。 本文考虑到语义的衔接并未直接使用该名词， 仍使用乘人之危一词， 表达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关于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立法变化及评价， 参见陈甦主编： 《民法总则评注》， 法
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082-1084页。

輦輯訛 参见姚辉： 《关于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3年第 12期。
輦輰訛 参见沈伟： 《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及规制工具选择》， 载 《中国法学》 2014年第 4期。
輦輱訛 参见奚玮、 王泽山： 《审判视域下 “套路贷” 案件的甄别及罪数认定———基于涉 “套路贷” 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载 《法

律适用》 2019年第 24期。
輦輲訛 参见刘仁文： 《立体刑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19页。

综上， 广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是指采取乘人之危 （显失公平）、輦輮訛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胁
迫等方式， 系统性地诱使、 欺骗或者迫使借款人签订或形成规避法律的虚假文件、 证据的民间借贷
行为的异化。 其法律评价具有多样性， 存在构成犯罪的 “套路贷” 与不构成犯罪的 “套路贷” 的区
别。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等财产犯罪， 也可能存在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伴随犯罪行为， 还可能因属于非法放贷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 广义界定观的优势

1. 整合多种法律关系， 更好实现 “扫黑除恶” 的治乱需求
民间借贷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相比正规融资途径， 其具有更灵活的利率和借贷

期限， 更简便的手续和交易方式， 更宽泛的担保方式。 不容否认的是，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社会部分融资需求， 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 有利于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
展。輦輯訛 但是， 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一直存疑。 市场一般将这类民间金融定性为 “灰色金融” 或 “地下
金融”， 主要是因为法律对此设有许多限制， 没有提供足够的规范和保护，輦輰訛 更缺少有效的监管措
施。 当借款人拖延还款、 宣告破产或者干脆消失时， 放贷人缺少有效的保护。 为了生存与发展， 规
避法律成为民间借贷行业的 “理性” 选择， 但一旦打开 “潘多拉盒子”， 有效监管的缺位和资本逐
利的本质便催生了 “套路贷” 这种异化的借贷行为。 实践中， 民间借贷行业的暴利和乱象逐步成为
滋生犯罪的温床。 本次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比以往 “打黑除恶” 更加全面深入， 与 “打黑” 更多
是从社会治安角度点对点打击黑恶犯罪不同， “扫黑” 更加强调治理社会乱象， 重视综合治理、 源
头治理、 齐抓共管。 相比狭义界定观， “套路贷” 的广义界定观更符合社会综合治理的需求。

“套路贷” 涉及的法律关系、 法益类型具有广泛性， 不仅包括刑事法律关系， 还包括民事、 行
政法律关系。 实践中， “套路贷” 引发的民事诉讼数量远远高于刑事诉讼。輦輱訛 面对复杂的法律关系，
有效治理 “套路贷” 需要打破学科壁垒、 树立系统思维， 构建一个统御全局的界定观， 指导民事、
行政、 刑事法律的协调适用， 提示司法机关、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法学和法治是一个开放复杂
的巨系统， 相关学科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 对内有其自组织系统的原理， 对外有和环境的关系及
其沟通。輦輲訛 广义界定观为各部门法的协调与沟通搭建了平台， 其并非刑法的专属概念， 也不与犯罪
行为相对应， 能够有效表征民间借贷行为异化的最新特点， 确保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2. 统一犯罪认定标准， 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与狭义界定观直接将 “套路贷” 认定为犯罪行为不同， 广义界定观认为， “套路贷” 的法律评

价涉及民事、 行政、 刑事三个层面的问题， “套路贷” 并不直接对应任何一种法律评价， 而是需要
根据具体行为， 结合相应的法律规范判断是否属于民事欺诈、 行政违法、 刑事犯罪。 如此便能避免
狭义界定观产生的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分割判断的问题， 防止出现司法机关根据狭义界定观认定
犯罪但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两难处境。 刑法处罚的并非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虚假给付事实、 恶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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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 “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 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
债权人所有。”

輦輴訛 公安机关当然不能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 但当经济纠纷案件中出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行
为时， 此时若仍不介入， 就有可能激发新的矛盾、 酿成新的事态。

輦輵訛 参见刘仁文： 《于欢故意伤害案的学理评析》， 载 《中国审判》 2017年第 19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讀訛， 朱和庆等文。
輦輷訛 之前是放贷人、 讨债人过于强势， 现在有的借款人甚至老赖反而强势了， 动辄举报放贷人、 讨债人是黑恶势力， 使得有的

债权人人财两空。 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民间借贷的有序发展。

成违约、 肆意认定违约、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以虚高 “借款” 提起诉讼的行为， 而是在这些行为背
后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诈骗行为， 以借贷、 违约为借口威胁借款人获得财物的敲诈勒索
行为以及软硬兼施索债时的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强迫交易、 虚假诉讼等行为。

在实体上， 广义界定观的优势在于承认存在不构成犯罪的 “套路贷” 行为， “套路” 并不能直
接被解释为刑法规定的实行行为， 认定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应当严格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
成。 没有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套路贷” 不构成诈骗罪， 如果不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应当按照无
罪处理。 例如， “套路贷” 组织采用借款后以房平账的方式来进行 “套路贷”， 放贷人与借款人以砍
头息的方式签订借款合同， 将借款人某房屋作为担保， 办理了抵押登记。 同时， 放贷人又要求与借
款人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 委托 “套路贷” 组织其他成员全权代理该房屋买卖事宜， 办理了全权
代理公证， 当借款人无法还款时， 放贷人要求借款人用该房屋抵偿， 征得借款人同意后利用全权代
理进行过户占有房屋。 在此 “套路贷” 中， 砍头息、 虚假买卖合同是虚高债务阶段的 “套路”， 全
权代理、 逼迫抵债是实现债务阶段的 “套路”， 应当综合两个阶段的套路判断是否构成诈骗、 敲诈
勒索、 抢劫等财产犯罪。 如果借款人明知砍头息和虚假买卖合同以及全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只是因
为急需用钱不得不签订上述合同， 那么借款人并没有产生认识错误， 不构成诈骗罪。 其中， 全权代
理的过户行为属于法律规避 （规避了物权法关于不得预先约定转移抵押物所有权的规定），輦輳訛 应当认
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妥当处理借贷纠纷， 理性应对 “套路贷” 案件
在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之前， 公安机关等刑事司法机关存在过于慎重处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

违法犯罪行为的倾向， 尤其是民间借贷、 买卖等纠纷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輦輴訛 典型案例如于欢案， 讨
债人采取辱骂、 暴露下体、 拖鞋捂嘴、 扇拍面颊、 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暴力讨债， 其间， 民警虽曾
出警， 但未能有效介入， 致使索债人继续拘禁于欢， 于欢最后持刀自卫， 捅死一名索债人， 捅伤其
他三名索债人。 案发后， 于欢因防卫过当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向于欢母子放贷、 暴力讨债的
吴某某、 杜某某等人被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制侮辱妇女罪、 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
罪等罪追究刑事责任。輦輵訛 从该案案发过程看， 公安机关过于审慎介入因经济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行
为，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借贷尤其是 “套路贷” 中犯罪行为的滋生。 在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
始之初， “套路贷” 并未出现在司法解释性质的 《指导意见》 中。 之后， 司法机关制定 《“套路贷”
意见》 的背景是一些地方对 “套路贷” 案件的理解、 认识存在偏差， 在办理 “套路贷” 中的刑事案
件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不会打” 或 “打不准” 的问题，輦輶訛 提出界定 “套路贷” 的主要目的是防止
地方司法机关因理解偏差造成刑事处理的不当。 《“套路贷” 意见》 的出台为强化对“套路贷” 中的
犯罪行为的打击提供了有力武器， 但也要防止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 尤其是有些地方持狭义界定观
而将 “套路贷” 与犯罪行为直接对应， 致使以 “套路贷” 定义代替犯罪构成， 甚至将不符合犯罪构
成的 “套路贷” 作为诈骗等罪来处理， 这无疑不利于扫黑除恶斗争在法治轨道内的正确开展。輦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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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如甲乙两人为公司共同股东， 向银行贷款后， 甲按约定还款而乙没钱还款。 甲考虑到如果自己直接借钱给乙则无法索要高
额利息 （碍于情面）， 遂找丙帮忙以其名义借钱给乙， 但实际由自己出钱。 在与丙谈妥后， 甲让乙去向丙借钱， 并作为担保
人共同签订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 乙按照 3.5分的月利率 （即 49.5%的年利率） 向丙支付利息。 后丙按照乙的指示将借款汇
入酒店对公账户 （用于偿还乙的欠款）， 但乙没按期还款给丙， 丙为了帮助甲而不断催促乙偿还本金和利息。 此时恰赶上扫
黑除恶， 乙报案， 公安机关以诈骗罪 （未遂） 对甲和丙进行立案。 本案虽然表面看来有一定套路， 但乙应还银行贷款为真，
其借款和应付利息也属实， 不存在财物被骗的问题， 所谓被骗也只是他不知道所借的款项来自于自己的合作伙伴甲， 但这
不能成为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輧輯訛 当然也可能因非法放贷构成非法经营罪。
輧輰訛 参见金懿： 《“套路贷” 犯罪案件的刑法定性》， 载 《犯罪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钱立波、 胡公枢： 《“套路贷” 行为规制刍

议》， 载 《中国检察官》 2019年第 2期。
輧輱訛 参见陈志君、 梁健： 《论 “套路贷” 的打击与防范》，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20期。

提倡广义界定观， 有助于树立理性处理 “套路贷” 案件的司法观念， 引导侦查机关查清具体案
件中 “套路贷” 行为的法律性质。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 之后的审查起诉、 审判阶段都
以该阶段发现和收集的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 在侦查阶段， 广义界定观的作用是既要防止
侦查机关被假借的民间借贷之名误导以致无法有效取证， 又要防止以狭义界定观的思维直接将带有
一定套路色彩的行为等同于犯罪行为。輧輮訛 根据 “套路贷” 中确实容易隐藏犯罪行为以及 “套路贷”
行为的复杂性等特点， 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将认定为 “套路贷” 的案件作为重点侦查的对象， 另一
方面检察机关要加强立案监督， 包括必要时提前介入， 指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证据、 查明案件事
实、 防止矛盾激化。 为防止造成被动， 对此类案件立案侦查后一般不宜采取审前羁押的强制措施。
经过侦查， “套路贷” 行为符合诈骗、 敲诈勒索等犯罪构成的， 就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不
符合犯罪构成的， 则作撤案处理 （检察机关也应加强监督撤案的工作）， 同时做好相关防范和消除
隐患的工作。

三、 涉 “套路贷” 司法认定的其他几个疑难问题

（一） 合理界定特殊 “套路” 的法律性质

“套路贷” 中的 “套路” 往往存在诱骗性， 也就是引诱、 欺骗甚至胁迫借款人以高额的利息、
严格的违约条款等方式借款。 这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行为有区别。 根据诱骗程度的不
同， “套路贷” 可能符合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 强迫交易等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 也可能不符合。
当前认定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需要重点分析以下情况。

首先， 放贷人明确告知 “套路”、 借款人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的不构成财产犯罪。輧輯訛 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很多没有欺骗但是引诱进入 “陷阱” 的行为， 如赌博、 传销、 虚假广告。 这些行为虽然存在
一定引诱的成分， 但是不能被直接解释为诈骗行为， 当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时
只能单独规定为其他犯罪。 “套路贷” 的发展过程中， 为了规避打击越来越多的放贷人有意摒弃套
路中 “骗” 的环节， 不再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而是将不公平的条款明白无误地告诉借款人， 借款
人因自身原因还不上款， 最终造成出现高额违约金或者利息的局面。輧輰訛 这种明确告知 “套路” 的
“套路贷”， 其获取利益的主要方式是乘人之危， 也就是利用借款人有毒瘾、 赌瘾或者陷入暂时性资
金短缺等的特殊情况， 引诱借款获得高额利息。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 此种情况仍然构成诈骗
罪， 理由是认定诈骗罪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否实施了足以使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
的欺骗行为， 被害人主观上是否 “明知” 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輧輱訛 本文认为， 认定诈骗罪的前提是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当放贷人将虚高本金、 违约金等不公平的条款如实告诉借款人时， 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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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如果借款人故意诈骗 “套路贷” 的资金， 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 也可以按照诈骗罪处理。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陈甦主编书， 第 31-35页。
輧輴訛 此时的暴力讨债虽然因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财产犯罪， 但是可能构成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 如故意伤害罪、 非

法拘禁罪等。

任何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行为， 也就不可能认定为诈骗罪。
其次， “套路贷” 实施了欺骗行为， 借款人借款时就不准备归还的， 放贷人也可能构成诈骗罪

未遂。 司法实践中， 存在 “套路贷” 中放贷人、 借款人双方互相诈骗的情况， 也就是放贷人按照
“套路贷” 的流程在放贷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行为， 希望使借款人产生认识错误，
通常情况下借款人会产生认识错误。 但是， 一些特殊的借款人因为长期借贷， 在借款的时候并没有
产生认识错误或者因为债务缠身借款的时候就抱有不归还的心理， 而且在借款期满后也不归还借款
和利息。 根据诈骗罪要求， 被害人应当陷入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 此时没有陷入认识错误， 则不应
当认定为诈骗罪既遂； 但是如果 “套路贷” 的放贷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希望骗取财物， 也实施
了诈骗行为， 则仍然可能成立诈骗罪未遂。輧輲訛

（二） 合理判断 “套路贷” 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主要形式为诈骗、 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犯罪， 需要认定放贷人具有刑
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再结合犯罪行为、 主观故意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分析是否构成犯
罪、 构成何种犯罪。 合理认定放贷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准确认定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的重要
一环。 “套路贷” 通常包括缔结虚高债务、 实现虚高债务两个阶段， 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分别
分析。 司法实践中， 那种认为凡是有 “套路” 就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过于片面强调行为的不正当
性， 忽视刑法中法益侵害风险与经济交往中正常风险的实质区别， 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 行政责
任。 本文认为， 认定 “套路贷” 中的刑事非法占有目的应着眼于以下情形。

一是只有在缔结虚高债务阶段侵害缔约自由的才可能具有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法秩序的评
价具有统一性， 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不能将在民法上有效的法律行为解释成为犯罪行为。 意思自治原
则是民法基本原则的核心，輧輳訛 体现于民法的各项制度中， 在民间借贷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为缔
约自由。 “套路贷” 中区分刑法中法益侵害风险与经济交往中正常风险的关键， 在于 “套路贷” 中
放贷人是否侵害了借款人的缔约自由。 当 “套路贷” 侵害了借款人的缔约自由， 造成认识错误或者
因恐惧而违背借款人意志时， 就有可能认定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是只有在具有债务履行阻却事由时采取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等方式要求给付时才可能具有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在缔结虚高债务阶段没有侵害缔约自由， 履行债务阶段暴力讨债没有显著
超出债务范围的， 一般不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輧輴訛 但是如果债务人具有债务尚未到期、 债
权已过诉讼时效等给付阻却事由， “套路贷” 的放贷人采取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等方式要求给付
的也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比如， “套路贷” 团伙以月息 3%向王某放贷 10 万元， 制造
虚假给付痕迹、 签订空白合同， 预先扣除了一年利息 3.6 万元后实际支付了 6.4 万元， 约定一年后
连本带息偿还。 但是， 半年后放贷人在空白合同上缩短借款期限， 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本息， 应当
认定具有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 虽然负有合法债务的时候， 借款人应当全面、 及时履行债务，
但是具有债权尚未到期、 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等给付阻却事由时， 借款人享有拒绝履行的权利， 如此
时放贷人使用诈骗、 敲诈勒索、 抢劫等犯罪方法排除给付阻却事由， 不正当地侵犯了借款人的权
利， 就有可能认定为非法占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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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套路贷意见》 第六条规定， 在认定 “套路贷” 犯罪数额时， 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 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 “虚高债
务” 和以 “利息” “保证金” “中介费” “服务费” “违约金” 等名目被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物， 均应计入犯罪
数额。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 不计入犯罪数额。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陈志君、 梁健文。
輧輷訛 参见杨柳： 《“套路贷” 案件法律适用探索》， 载 《检察调研与指导》 2019年第 3期。

（三） 厘清 “套路贷” 中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

如何认定 “套路贷” 中财产犯罪数额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对此， 《“套路贷” 意见》
确立了整体评价、 本金扣除两个原则。輧輵訛 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操作仍然存在争议， 具体包括以下情况。

1. 适用本金扣除原则的实践争议。 有观点认为， 《“套路贷” 意见》 规定的本金扣除原则是指借
款人获得的本金分别从既遂、 未遂数额中扣除， 而不是将所有本金一律从既遂数额中扣除。 构成诈
骗罪的 “套路贷” 案件中， 放贷人支付本金约定利息后， 借款人一般陆续还款， 直到案发也未还
清， 也就存在借款人已经归还的本金、 尚未归还的本金、 已经归还的利息、 尚未归还的利息四部
分。 对于归还的资金， 有的明确约定为本金， 有的明确约定为利息， 也有的不明确是本金还是利
息。 现有证据能够查明归还资金为本金或是利息的， 按照已经归还的利息作为既遂数额， 尚未归还
的利息作为未遂数额。 对于不能查明归还资金是否为本金的部分， 本着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 也应
当在归还数额中扣除本金认定为既遂数额， 对于未支付的数额认定未遂。 如果归还数额低于本金
的， 继续在未归还部分扣除剩余本金， 认定为未遂数额。輧輶訛 另一种观点认为， 本金扣除原则是指将
借款人获得的本金一律从既遂数额中扣除， 也就是无论是否能够查明或者约定归还资金的性质都应
当在既遂部分中整体扣除本金， 归还数额低于本金的， 继续在未遂部分扣除剩余本金。輧輷訛 本文同意
第二种观点， 认定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等财产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 为被害人是否遭受了实际财产
损失。 “套路贷” 中应当以整体财产损失作为 “套路贷” 中诈骗犯罪是否得逞的认定标准， 无论是
先支付本金还是利息， 借款人的整体财产损失只有在支付的欠款超过获得的本金时才受到侵害， 才
能构成既遂， 超出的部分作为既遂数额。 对于没有归还的部分， 如果放贷人实施索要行为， 可以认
定诈骗、 敲诈勒索行为着手实行， 按照未遂处理， 索要的数额认定为未遂数额。

2. 被害人多次借款垒高债务时的数额计算。 “套路贷” 中财产犯罪案件存在同一借款人多次向
同一 “套路贷” 团伙借款、 不断垒高债务的情形。 此时要么前面的 “套路贷” 已经还清、 借款人另
行借款， 要么前面的 “套路贷” 没有还清、 借款人借新还旧或者再借新债。 对于两个借贷行为没有
关联， 应当分别处理。 如果套路相同， 借款人两次都产生了认识错误， 可以认定为两次诈骗行为，
首先分别计算既未遂数额， 之后累计计算犯罪数额。 第一次诈骗已经还清的， 应当认定为既遂， 将
财产损失认定为既遂数额， 不受第二次借款是否还清的影响。 比如， 第一次 “套路贷” 借款本金 10
万元， 诈骗 5 万元利息， 借款人已经归还本金和利息 15 万元， 应当认定诈骗 5 万元既遂。 之后借
款人继续借款 20 万元， 放贷人索要高额利息 10 万元， 借款人支付 5 万元本金后， 无力偿还， 此时
可以认定诈骗 10 万元未遂。 如果只有这两次诈骗行为， 那么诈骗数额应当认定为既遂 5 万元、 未
遂 10 万元。 对于两个借贷行为具有关联的， 应当认定为一次诈骗行为， 综合计算既未遂数额。 比
如同样是第一次借款 10 万元， 诈骗 5 万元利息， 借款人偿还 5 万元本金后， 无力偿还。 放贷人采
取借新还旧的方式垒高债务， 再次借给借款人 20 万元， 利息 10 万元， 借款人获得的 20 万元中 10
万元用于偿还之前债务。 第二次借款后借款人陆续支付 15 万元才无力偿还， 可以认定为诈骗未遂
15 万元。 因为第二次放贷中用于倒贷的 10 万元， 借款人没有实际获得借款， 属于虚高债务， 不应
当计入实际本金。 倒贷后， 实际本金为 20 万元， 实际利息为 15 万元。 借款人两次实际支付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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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 的概念辨析及相关疑难问题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For�the�concept�of “Trap�Loan”,�there�is�a�contradiction�between�the�narrow�definition�
view� and� the� broad� definition� view.� The� narrow� definition� view� equates “ Trap� Loan” with�
criminal�behavior,�while�the�broad�definition�view�believes�that “Trap�Loan” is�not�equivalent�to�
criminal�behavior.�The�identification�of “Trap�Loan” must�shift�to�a�broad�definition.�The�reason�
for� this� is� not� only� its� ability� to� integrate� multiple� lega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to� unify� the�
standards� of� criminal� acts� and� charges,� and� to� better�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 Special� Struggle� of
“Combating� Underworld� Gangs”.� Guided� by� this� concept,�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delimit� the�
criminal� circle� of “Trap� Loan”,�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nd�
reasonably�determine�the�amount�of�crime.

Key Words: “Trap�Loan”;�Illegal�Lending;�Principle�of�Legality;�Purpose�of�Illegal�Possession

万元， 刚好归还本金， 剩余的实际利息均应当认定为未遂数额。
3. 同时具有既遂、 未遂情节时的处罚原则。 “套路贷” 中犯罪行为通常存在多次诈骗的情况可

能既有既遂又有未遂，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輨輮訛 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 或者既、
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 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准酌情从重处罚； 反之， 如未遂
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 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准， 酌情从重处罚。 既遂、 未遂部分都没有达到
犯罪数额， 总和达到犯罪数额的， 考虑到既未遂的本质都是犯罪行为， 只是犯罪形态有所区别， 可
以按照总和数额未遂处理， 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结语

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套路贷” 的出现与民间借贷行业的混乱息息相关， 加强
对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只是依法治理 “套路贷” 乱象的一个环节， 还需要民法、 行
政法等部门法的协同配合。 使用狭义界定观理解 《“套路贷” 意见》 不仅难以满足 “扫黑除恶” 专
项斗争的社会治理需求， 还会带来某些法治风险。 本文提倡广义界定观， 以 “套路贷” 中的犯罪行
为来代替狭义界定观下的 “套路贷”， 希望能够在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 为部门法之间的有效
协调与沟通奠定基础。 妥善处理 “套路贷” 案件不仅需要完善 “套路贷” 的刑法规制， 还应当完善
经营性民间借贷行为的行政监管， 如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替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人民银行制定的 《小额贷指导意见》， 明确 “套路贷” 的行政规制手段。 同时， 制定民事司法解释，
统一 “套路贷” 案件中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 只有在进一步明确行政、 民事等前置规范和界限后，
刑法的介入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輨輮訛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的规定， 诈骗既有既遂，
又有未遂， 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 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 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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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模式探讨

于立深 *

内容提要： 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例表明， 法院通过司法复原的方式审查了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 也同时审查了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或违法性， 这是行政诉讼法学值得关注的新司法问
题。 关注相对人违法行为附带司法审查的限度和强度， 应该注意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否以及
如何被法院审查的。 行政诉讼审查实质是一种 “双重行为” 审查。 一方面直接审查行政机
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间接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或违法。 “双重行为” 审查可
能导致法庭审查实际上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设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目的， 但是距离
相对人权益保护的立法宗旨更近一步了。 行政诉讼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也是一种综合
审查， 既包括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也包括实质审查和裁量审查， 但是其既不是形式审查
也不是全面司法审查， 也不是对相对人违法构成要件的审查。
关键词： 行政相对人 违法行为 司法审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4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员，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东南大学校内资助课题 “行政制裁体系构造的人
权维度” （项目编号： 2021SEUHR04）、 江苏高校哲社重大项目 “民生目标实现的区域协调发展行政法律措施” （项目编号：
2018SJZDA00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资助项目 “交通政府规制与行政相对人的公共行政义务研究” （项目编号：
2242020S30043） 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杨伟东：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3页。

一、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实践

收集、 整理和分析大量行政诉讼案例之后， 可以发现法院在司法审查中通常是重述了相对人违
法行为的构成与判断， 这类似于诉讼重新审查。 所谓重新审查， 通常是指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再审
查， 是不给行政机关在法律和事实认定上的最终权力，譹訛 实际上由法院自己做出有关行政行为属性
的决策。 在重新审查过程中， 法院对构成行政行为决定内容的相对人行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司法
审查。 但是， 由于缺乏相对人 “违法构成论”， 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相对人违法构成的法定化形式，
法院也就没有完全按照 “违法构成论” 来审查相对人的行为。 相反， 法院是按照行政决定的要素模
式来审查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碎片化的司法审查实践做法。 以下总结了相对人违法行为司法审查
的五种实践情况。

（一） 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属性

相对人违法行为属性， 既包括该行为属于行政不法 （行政违法）、 刑事不法还是民事不法的区
分， 也包括属于何种行政违法的辨别。 在 “刘自荣案” 中， 劳动局对刘某不予工伤认定的理由有两
点： 一是刘某不在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 因不安全因素所受伤； 二是刘某的改造电雷管行为属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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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造爆炸物品行为。 由此， 依据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第九条第 （一） 项 “犯罪或违法
的” 不予认定工伤。 本案争议的关键是刘自荣私自改制延期雷管行为的定性。 再审的新疆高级人民
法院认为， “根据公安部公治办 〔2002〕 867 号 《关于将瞬发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定性
的意见》， 在没有任何防护条件下将瞬发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 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
和民爆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 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 刘自荣 “改制
雷管的行为虽然不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 但也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器材
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 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终审判决确认刘某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
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最高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 公安部 《关于对未经许可将火雷管改为电发雷管的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规定将
火雷管改为电发雷管属非法行为， 而刘某等人是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 不符合该批复规
定情形。 公安部公治办 〔2002〕 867 号中明确答复， 对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不应
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 其行为就不构成违法或犯罪， 不属于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第
九条第 （一） 项规定的 “犯罪或违法” 情形。 因此刘某应该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撤
销了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行政判决。譺訛

（二） 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

行政执法机关依据法律法规、 规章等规范文件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 是
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行政执法机关是根据要件事实作出行政行为认定的， 要确保所认定的构成要
件事实清楚， 获得有足够且合法的证据支撑。譻訛 例如在 “罗美霞案” 中， 争议的问题是： 有多人共
同实施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只对其中一人做出治安处罚裁决， 是否属于法定事实不清？ 是否明显偏
袒第三人？譼訛 在 “石少六案” 中， 讼争焦点之一是： 原告是否有殴打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
为发生？ 法庭通过证据确认， 原告对第三人有报复殴打， 造成轻微伤害， 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和社会
危害性， 对造成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 因此被告依法对其进行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譽訛 在
“鼎盛公司案” 中， 法院坚持过罚相当原则， 综合考虑处罚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违法行为的情
节、 性质、 后果及危害程度等因素， 决定是否对相对人并处罚款。 本案中法院立论的事实基础是：
已经审查了相对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判断是否构成混淆或近似混淆， 是否造成市场混淆。
是否造成 “市场混淆” 的事实判断， 在通常情况下， 不仅包括现实的混淆， 也包括混淆的可能性。
法院认定了原告的违法行为， 审查了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譾訛

（三） 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证据及其证明力是判断相对人违法构成的一部分， 具体地说它们也是违法性事实认定的一部
分。 在 “于某性骚扰案” 中， 核心问题是： 在违法客观方面， 相对人向第三人发送的微信文字图片
是否构成了淫秽物品， 监控视频保存的截取信息能否证明有 “性骚扰活动”。譿訛 在 “廖宗荣案” 中，

譺訛 参见 “刘自荣工伤认定纠纷抗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 （2011） 行提字第 15号行政判决书。
譻訛 参见 “胡初民诉江西省都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行政纠纷案”， 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 （2016） 赣 0428

行初 4号行政判决书。
譼訛 参见 “罗美霞等不服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治安处罚裁决案”，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案例选》

2003年第二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391-396页。
譽訛 参见 “石少六诉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区分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纠纷案”，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2000） 纳溪行初字第

11号行政判决书。
譾訛 参见 “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纠纷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苏知行终

字第 0004号行政判决书。
譿訛 参见 “于某某、 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公安行政管理： 治安管理 （治安） 二审行政判决书”，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鲁 02行终 553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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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某拒不承认 “违反禁令左转弯” 这一违法事实。 本案执法警察为一人执法，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
基层法院的判决， 其案的裁判摘要认为 “交通警察对违法行为所作陈述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客
观真实性， 且没有证据证明该交通警察与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交通警察的陈述应当作为
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优势证据。”讀訛 本案属于特殊案件， 待证事实的证据只有一对证据， 即廖某作为
当事人的陈述和警察否定的辩解， 两者针锋相对， 并无其他证据印证或佐证， 形成了一对一证据的
认定难题。 在本案中， 法院论证了执法人员的陈述具有优势地位的结论和理由。讁訛

（四） 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 “构成”

杨伟东教授认为， 如果把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定位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 “凡影响到公
民基本或重要权益的事项， 法院的审查强度应大。”輥輮訛 很显然， 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认定， 是影响
其权益的重要事项。 在行政执法中， 相对人违法行为是由行政机关判断的， 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被
法院重新认定相对人是否构成违法、 构成何种违法、 违法程度如何， 由此决定了行政处理 （处罚）
的种类、 幅度等。 但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文此处所说的相对人违法行为的 “构成”， 并非类
似于犯罪构成体系的严格意义上的 “违法构成论”。 因为， 我国行政处罚等制裁性措施没有形成体
系性的判断标准， 局限于散乱个案的经验性判断。 执法者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 “相对人违法
构成论”， 用于判断相对违法成立的判断标准是一堆散在的经验聚合， 是偏向于行政执法者行政行
为视角的， 缺乏 “构成” 的体系性和逻辑性。輥輯訛

法院在对行政行为审查中， 经常会指出作为原告的相对人行为是否构成了违法行为， 或者指出
违法行为是否满足了独立完整充分的构成要件， 构成几个违法行为。 例如在 “木制品加工厂案”
中， 病疫木材加工厂应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和编制验收报告。 法院认为 《关于建设项目
“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环政法函 〔2018〕 31 号） 中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同时构
成 “未批先建” 和违反环保设施 “三同时” 验收制度两个违法行为的， 应当分别依法作出相应处罚。輥輰訛

相对人是否构成共同违法行为， 是法院审查的特殊问题。 在 “介付超案” 中， 介付超伙同他人
违法伐树 9 棵， 树木价值 5900 元， 介被罚款 4000 元， 其他人也各自被罚款 4000 元。 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 罚款数额超过 10000 元的为数额较大的罚款， 应给予听证权利。 介付超独自提起行政诉
讼， 是否有权要求听证？ 其他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 法院在本案审理中遇到的行政程序问题有： 对
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的多人的罚款总额较大， 依照 《河南省 〈行政机关执法条例〉 实施办法》 和
《林木行政处罚听证规则》， 应当赋予受处罚人听证权利， 而行政机关仅仅以每个违法行为人被科处

讀訛 参见 “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7年第 1期。
讁訛 参见王贵松： 《一对一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廖宗荣诉重庆市交警二支队行政处罚决定案评析》，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 3期。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譹訛， 杨伟东书， 第 12-13页。
輥輯訛 以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2003年制定， 2012 年、 2014 年、 2018 年修正） 为例， 其第五十条规定， 需要调查

的案件事实包括： （1） 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2） 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3） 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 （4） 实施
违法行为的时间、 地点、 手段、 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5） 违法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 从轻、 减轻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6） 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对行政案件进行审核、 审批时， 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1） 违法嫌疑人的
基本情况； （2）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3） 案件定性是否准确； （4） 适用法律、 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
（5） 办案程序是否合法； （6） 拟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适当。 这两个条文表征的并不是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 “构成要件”
的审查。 同样， 《行政处罚法》 （2021 年修订）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也不是相对人违法 “构成要件” 的审查。 但
是， 它们都暗含了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主要因素。

輥輰訛 参见 “丽水市莲都区周永杰木制品加工厂与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丽水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 （环保）”， 浙江省青田
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1121行初 91号行政判决书。

40· ·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模式探讨

的罚款数额较小为由不赋予被处罚人听证权， 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法院判决撤销处罚， 退还罚款。輥輱訛

在本案中， 司法审查对象是行政处罚的合法性， 而法院间接审查了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问题。 类似
的相对人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审查案件还有许多。 相对人是否构成共同违法行为， 是关键。 如果有
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以及共同的行动， 则本案中相对人构成了共同违法行为， 而不是多个独立的违法
行为。 因此， 行政处罚行为是针对单一而共同违法行为作出的，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
行政机关应准许享有听证权。

（五） 法院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意志因素

法院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中， 也经常认为对相对人主观方面的认定， 是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重
要方面。 法院有时会指出相对人违法行为中是否有明知、 故意、 过失因素， 是否构成故意违法行
为。 例如， 有隐匿、 毁弃邮件的主观故意， 构成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輥輲訛 《广告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虚假广告的构成要件。 广告以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 构成虚假广告。 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 市工商局认
为虚假广告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心态应为故意， 得到法院支持。輥輳訛 在 “方吉跃案” 中， 法院
认定方某在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 应定性为滥伐林木。輥輴訛

典型的案件是在 “中油国门公司案” 中， 再审申请人中油国门公司被合并罚款、 没收款项达
3231 万元之多。 关于它是否存在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已经被查实没有真实交易
而虚开了增值税发票抵扣款项。 但是， 案件的关键问题是只有违法的客观方面， 能不能确定当事人
构成了违法？ 中油国门公司认为一二审判决未对其 “偷税” 的主观故意作出充分认定， 被申请人未
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少缴或不缴税款具有主观故意。 检察机关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抗诉审查， 认
定申请人的相关负责人徐某 “不具有主观故意”。 而且， 申请人完全是在符合 “直销交易模式” 之
交易习惯的条件下从事正常业务往来， 不具有主观恶意。 被申请人国税局认为现行行政法律规范没
有明确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须以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 《行政处罚法》 没有规定行政处罚要考虑违
法者的主观过错， 主观故意不是判断是否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必备要件。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没有对偷税的构成， 直接或间接地明确须以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 偷税的 “偷” 字和
手段隐含着主观故意的性质， 纳税人的行为符合主观上的故意， 据此就可以认定为偷税行为， 而无
需另行再去认定主观故意的问题。 再审法院认为： 检察机关对中油国门公司负责联系油料销售、 采
购业务的副经理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认定 “徐某主观上不明知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没有犯罪
事实”。 原审法院未对该项法律事实与被诉处罚决定之间的关联问题进行综合判断， 应当进一步查
明。 且， 原审法院对申请人提交的多项证据用以支持其没有偷税故意的主张， 未予说明不采纳证据
的理由， 再审法院需要进一步审查。 再审法院认为， 从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所列举的 “偷税” 情形看， 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 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
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 并
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 “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

輥輱訛 参见 “介付超诉河南省舞阳县林业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案例选》 2005 年
第 1辑 （总第 51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52页。

輥輲訛 参见 “张宏军与如东县公安局双甸派出所、 冯永祥不履行法定职责”，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苏 06 行终 689
号行政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等与赵连秋复议决定上诉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京 01 行终 592 号
行政判决书。

輥輴訛 参见 “新化县圳上镇中路村陈家湾片一组与新化县森林公安局、 娄底市森林公安局资源行政管理一审行政判决书”， 湖南省
涟源市人民法院 （2019） 湘 1382行初 107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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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 的基础上， 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 “主观过错” 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
故意的问题。輥輵訛

本案被评为中国首届 “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 之一， 评论认为 “税法规定了各种具体
违法行为， 每一种违法行为， 其主客观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
必须具备主观故意， 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 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
责任分配。 由于该案强调和厘清了以往税务司法审判实践中一些容易混淆和模糊的重要规则， 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輥輶訛 但是， 税务工作人员则认为，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 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不是认定偷
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 只要当事人采用了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列举的偷税手
段， 造成不缴、 少缴税款的后果， 税务机关即可认定其偷税， 不需要专门对当事人的主观方面调查
取证。 但是， 当税务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构成偷税， 须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时， 应将其主
观意图作为考虑处罚幅度的重要因素。輥輷訛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三个个案批复，輦輮訛 不能不考虑 “主观故意”
这个因素， 然而主观故意的考察并不能成为认定偷税行为的障碍。

税务征收偷税处罚案的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认定争议， 通常标准是看税务相对人的 “客
观手段+行为后果”， 而不问其主观状态的模式， 但是这种税务实践模式遭到了异议。 偷税违法行为
构成是否应当具备主观故意， 一直是 《税收征收管理法》 执法争议不断的焦点问题之一。 税务稽查
部门对第六十三条有不同的理解， 全国各地税务稽查局在偷税认定上衍生出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1） 偷税定性不考虑主观故意。 （2） 偷税定性上不考虑主观故意， 但回避明确的偷税定性。 （3） 偷
税定性上考虑主观故意， 主要限于对过失不实申报造成的不缴少缴税款现象。 （4） 偷税定性上考虑
主观故意， 对过失不实申报作其他定性。 税务实务部门多认为， 主观故意不是现行税法规定的偷税
行为的构成要件， 主观故意是偷税构成要件的观点可能导致 《税收征收管理法》 法律责任条款在执
行中的不周延和显失公正。輦輯訛

二、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司法审查的切入点

（一） 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行政行为决定的一部分

在以行政行为为核心范畴建构的行政法学体系中， 或者说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标准之下，
实践中有关行政行为决定的做出， 实质吸收了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内容。 但是， 违法相对人 （尤其是
第三人） 在行政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类似于犯罪审查中的被害人的早期诉讼地位， 缺乏诉讼主体资格。

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执法手段， 其作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也就是说， 行政行为
的作出依赖于客观的法律事实认定和法律规范的适用。 其中， 法律规范本身就包括了对相对人违法
事实的界定， 而被行政执法机关确认的违法事实并不是完全的客观真实的， 其客观性只是符合了法
律上的真实， 即违法事实也是法律真实的一种。 在追求客观目的的行政诉讼中， 相对人违法行为必

輥輵訛 参见 “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7） 京行申 1402号 （2018年 5月 28日作出裁定） 行政裁定书。

輥輶訛 参见 “中国首届 ‘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 之十： 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诉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案”，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法宝引证码 CLI.C.67642877。

輥輷訛 参见刘阳： 《主观故意是认定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吗？》， 载 《中国税务报》 2019年 2月 19日第 7版。
輦輮訛 参见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呼和浩特市昌隆食品有限公司有关涉税行为定性问题的复函》 （国税办函 〔2007〕 51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期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是否影响偷税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批复》 （税总函 〔2013〕 196号）、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偷税案件复核意见的批复》 （税总函 〔2016〕 274号）。

輦輯訛 参见薛娟： 《偷税认定的理论争议与实践检思———以主观故意的认定为视角》， 载熊伟主编：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 第 8
卷，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23-128、 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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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作为行政行为组成的一部分， 它是以法律适用、 事实认定、 因果关系及逻辑推理判断等面目体
现在行政行为之中的， 即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认定被吸附在行政行为决定之中。 正因为如此， 在
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司法审查模式中， 相对人违法行为处于附带审查的地位。

（二） 相对人违法行为居于法律事实地位

需要追问的问题是： 相对人违法行为是如何被包裹在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中的？ 在对行政行
为合法性审查、 合理性审查时， 法院间接附带地审查了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即在行政行为的
事实审中， 才会涉及到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的审查。 这既是对行政执法主体的决策行为作出的审
查， 也是一种对行政行为事实构成的审查。 这种司法审查更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审查。 法院对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审查无法排除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 因为相对人违法行为认定是行政行
为有效或无效的前提条件， 或者说相对人行为是行政行为事实的一部分。 这一 “前提事实” 必须被
执法者搞清楚， 也需要被法官们搞清楚。 法院虽然按照 《行政诉讼法》 设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原则来运行行政诉讼程序， 但实际上法官们也附带地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的属性、 违法内容和违法
程度， 做出新的独立的司法判断， 最后以司法判断代替了行政判断。

（三） 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符合新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性要求

行政诉讼法官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与刑事诉讼法官审查犯罪行为有所区别， 但又有相同
性。 在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审判中， 主要有四个诉讼主体： 被告 （辩护人）、 被害人 （代理人）、 公诉
人、 法官， 他们围绕着犯罪行为的定性和量刑进行争论。 其中， 被害人在较长时期内不具有独立的
诉讼主体地位。 在行政诉讼中， 也有四个主体： 原告 （相对人或违法嫌疑人）、 被告、 第三人、 法
官。 表面上看， 刑事诉讼法官面对的是公私关系， 能比较单纯地判断犯罪行为的构成并予以量刑。
行政诉讼法官面对的则是公-私-公之间的关系， 即法院-相对人-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
法》 要求法官直接且唯一地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 但是这种合法性合理性是经过行政机关
首次判断过的合法性合理性。 刑事诉讼法官的司法行为是复原性质的， 法官不具有对事实的亲历
性。 而行政执法者不仅是面对既有的已然的事实， 在有些听证案件中还面对当下的或者未来的事实。

从刑事诉讼结构和过程上看， 刑事诉讼关系涉及的主体关系并不简单， 它缠绕着公检法三个机
关之间的侦查结论、 检察决定和审判决定之间的权力关系、 终局行为效力上的判断及处理。 刑事审
判的直接和最终目的是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 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如何定罪量刑。 法院作出是否有罪
的判决， 核心是如何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的客观性。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刑事诉讼政策之下，
如何解决审判活动与侦查、 起诉、 刑罚执行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程序顺位和权力效力关系， 被作
为一个基础性的司法实践问题提出来。輦輰訛 陈瑞华教授指出， 根深蒂固的 “侦查中心主义” 的诉讼构
造， 可能架空了法院审判过程， 对法院审判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此侦查机关造成案件已然构成 “犯
罪案件”， 法院只能通过形式审查来确认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 检察院通过退回补充侦查、
撤回起诉、 重新起诉等程序倒流措施， 迫使法院接纳和认可侦查结论。 法院对侦查结论的形式审查
和确认过程， 使自己 “失去了自行产生诉讼结论的能力”。 检察院移送案卷记录， 使得法官事先全
面接触了公诉方的案卷材料， 还将影响庭审对证据的实质调查。 陈教授认为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
审方式， 造成法官 “无法通过询问侦查人员来获取案件侦查过程的事实信息。 法庭没有责令公诉方
通过举证来重现案件事实的全部过程， 而是简单地接受公诉方业已形成的事实认定结论。” “在没有
辩护律师参与或者辩护律师参与范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法院总有直接接受公诉方案卷材料及其认
定事实结论的倾向， 既无法将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 也无法拒绝侦查机关庭前

輦輰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意见〉 的通知》 （法发 〔2016〕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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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形成的事实认定。”輦輱訛

刑事诉讼中暴露出来的最大司法问题是： 法院在审判中应该如何对待侦查结论和检察决定？ 在
事实和规范方面是否以及如何审查侦查机关和检察院的证据和法律结论？ 法院是在形式上接受还是
实质审查其他机关的事实和决定， 这关系到审判中心地位制度能否确立。

2014年修订的 《行政诉讼法》 在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 增加了 “解决行政争议” 的立法
目的， 并且删除了立法宗旨中 “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的规定。 在相互关系上， 实质解
决行政争议是对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的实际诉讼请求的回应， 解纷是诉讼的题中应有之义， 保护相
对人合法权益构成了行政诉讼法的核心宗旨。輦輲訛 行政诉讼中交织着复杂的法律关系， 法院在司法审
查中如何贯彻保护相对人权益这两种立法目的， 值得反思。 法院既有直接进行的行政行为审查， 也
有间接进行的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 在行政诉讼中坚持全面司法审查， 也就是表明： 法院通过
对行政行为的事实审和法律审 （法律规范适用审查）， 间接地审查了行政相对人违法构成。 在行政
行为合法性审查之中， 法院必然是包含着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附带性审查。 法院有权查明和审查相
对人违法行为 （合法行为）， 其切入点主要是事实审， 也可以有法律审， 其目的都是保障相对人权
益之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落实。 换句话说， 不审查相对人违法行为 （合法行为） 的认定和量罚过
程、 合法性合理性， 则不可能实质地保障相对人权益， 也不可能实质地解决行政纠纷。

三、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司法附带审查的限度

正因为前述的行政诉讼审查的复杂性， 特别是将行政诉讼目的设定为保护相对人作为原告的主
观公权利和实质解决争议之后，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必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
性合理性的审查中， 包含着透过事实审和法律审来全面审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 并且重新界定了相
对人违法行为是否和如何构成， 是否具有可罚性。 对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
不应陷入 “流水作业” “接力甩锅” 的流于形式的刑事诉讼模式弊端。 但是， 法院对相对人违法行
为的司法审查， 仍是附带性的， 仍有或应该有一定的审查限度。

（一） 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

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按照宪法规定， 存在权力分工。 行政与司法同样执行国家法的任务， “首
次性决定权属于行政机关。”輦輳訛 在现代社会， 行政机关具有职业性、 专业技术性， 特别是它们所形成
的职业行为准则、 职业惯例、 职业经验， 对行政事实的判断， 对量罚的经验积累， 对执法手册的烂
熟于心， 对法律规范的解释， 等等， 已经形成了职业技术。 所以， 在相对人行为违法性的法律审和
事实审上， 法院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第一次判断权， 以及认识到法院自己的司法监督和矫正权力的
限度。 例如， 对偷税行为的界定， 税务行政机关或经济侦查的公安机关的判断更可能具有专业性。

目前， 国内研究 “行政首次判断权” 即初审权 （primary jurisdiction） 的著述甚少， 且研究者多
关注课予义务诉讼案件中的首次判断权行使尊重。 在司法适用方面较少注意到具有积极或谦抑的法
院应该如何对待相对人行为或违法行为的行政判断这一问题。輦輴訛 法院如不尊重 “行政首次判断权”，
而进行全面地重新审查， 则既在权力分工上不符合宪法上的权力监督精神， 也在审判效率和效益上
不合算。 更主要的问题是忽略了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 法律规范适用的专业技术性优势。

輦輱訛 参见陈瑞华：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1期。
輦輲訛 参见梁凤云编著： 《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第 2版， 第 5页。
輦輳訛 [日] 田村悦一： 《自由裁量权及其界限》， 李哲范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82页。
輦輴訛 参见黄先雄：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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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重合法与合理的行政裁量决定

“裁量不予审查原则”， 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和奥地利确立的重要行政诉
讼法原则。 它同时是权力分立理论伴生的产物。 “只要行政机关的判断过程大致具有合理性， 就不
允许 [法院] 超越该最大界限介入审查。 否则， 就成为它对行政固有领域的侵犯。” 但是， 司法审查
有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的目的， 人权保障事项并没有委任给行政机关自由行使。輦輵訛 行政裁量导致享有
行政判断余地的事项， 主要有三： 尊重由专家集团所为之自治决定； 尊重政治的外交的决定； 尊重
专门技术的政策的决定。輦輶訛 但是， 在明显不当 （显失公正/显失均衡） 这样的行政裁量运用的领域，
“法院不可能给予行政机关的裁量百分之百的尊重， 否则就没有必要建立司法审查了； 但法院也不
可能时时处处以自己的观点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 否则就没有必要设立行政机关了。” 设定司法审
查限度的目的， 在于防止司法过分干预行政裁量， 法院应给予行政裁量必要的尊让。 对行政裁量予
以充分尊让， 避免以司法判断代替行政判断。輦輷訛 然而， 明显不当的行政裁量行为是一种违法， 所以
也应该接受司法审查。

（三） 有条件地尊让行政解释的优先性

1990 年 9 月 13 日， 浙江省富阳县公安局因夏小松 “煽动闹事” 将其行政拘留， 夏某提起行政
诉讼。 二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夏某 “没有编造谣言， 欺骗迷惑群众， 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
事的故意， 其行为尚未构成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第十九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定要件， 公安机关适用
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判决维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定不公”， 判决撤销拘留决定。 本案经历了
被告上诉、 请示公安部作出行政解释、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等诉讼程序环节。 省检察院认同
“批复” 观点并抗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则认为， 夏某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应受
处罚， 裁定撤销二审行政判决、 维持公安局拘留处罚决定。輧輮訛

“夏小松案” 的核心问题是： “造谣惑众， 煽动闹事” 系一种还是两种行为？ 公安部 “批复” 认
为系两种行为， 可分别处理。 “造谣惑众， 煽动闹事” 为一种行为， 该行为之成就须符合造谣与煽
动两个要件。輧輯訛 二审法院认为夏某仅煽动未造谣， 故认定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1977 年， 美国国会修订了 《清洁空气法》， 针对 “固定污染源” 的改设确立了行政许可制度。
但是， 何谓 “固定污染源”， 联邦环保署有两种解读： 一是以整个工厂为单位的宽松的 “气泡
（bubble）” 概念； 二是以一件设备例如烟囱为单位的严格概念。 1980 年， 环保署在制定非正式规章
时， 采取严格概念， 要求未达标地区任何 “一件设备” 的改装或增设都要申请许可。 里根就任总统
后实行放松管制政策， 环保署重新制定了关于空气质量问题的非正式规章， 推翻了 “固定污染源”
的严苛标准， 允许各州使用 “气泡” 标准， 在计算污染物排放源时， 将包含所有设备在内的整个工
厂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统计， 只要工厂整体的排放量没有增加， 个别设备的变化就不需要申请环境
许可。輧輰訛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田村悦一书， 第 23、 第 103页。
輦輶訛 参见阙铭富： 《行政诉讼权保障之现代意义》， 台北论证出版公司 2015年版， 第 7页。
輦輷訛 参见何海波： 《论行政行为 “明显不当”》， 载 《法学研究》 2016年第 3期。
輧輮訛 参见 “夏小松诉富阳县公安局治安处罚裁决抗诉案”， 引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法宝引证码 CLI.C.380850。
輧輯訛 参见公安部： 《关于 “造谣惑众， 煽动闹事” 如何适用问题的批复》 （公法 〔91〕 57 号， 1991 年 5 月 20 日） 认为： 《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 第十九条第五项规定 “造谣惑众， 煽动闹事” 是指两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
前者指以制造谣言的手段蛊惑人心， 造成群众思想混乱， 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后者则是指以各种方式、 手段挑逗、
鼓吹、 唆使群众闹事， 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的安定。 在前一种行为中， 行为人可能以煽动闹事为目的； 在后一种行为中， 行
为人可能兼有造谣惑众的情节。 在这两种情况下， 两种行为均可合并裁决处罚， 但不能以此认为没有煽动闹事目的的造谣
惑众或者不具备造谣惑众情节的煽动闹事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不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

輧輰訛 Kenneth W. Starr,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ost-Chevron Era”, 3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985), p.28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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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裁判的 “雪佛龙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案， 其核心问题是行政解释的法律地位问
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被诉机关根据总统令， 改变了法律解释。 法院在面对行政解释时， 首
先应该判定国会法律是明确还是模糊。 如果法院认定国会没有解决涉案的具体问题并将这一任务交
给了负责实施法律的行政机关， 那么法院此时应顺从行政机关合理的法律解释。輧輱訛 此后， “雪佛龙
案” 成为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典型案例， 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该案也成为近 36 年来， 美国引
用和争议最多的判例之一。

美国联邦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解释？ 法院采取了既审查又尊重行政决定的做法。 法院平等对待包
括行政解释在内的不同诉讼主体的法律解释观点， 使之能保持平等竞争， 再分析每种解释的优劣，
发现是否有更好的解释结论。 法院逐渐积累了从本质或形式上判断行政解释优劣的标准， 并在个案
中根据其与行政解释的相关性选用不同的行政解释。 鉴于法院自身权力或司法制度能力有限， 法院
有时会主动放松甚至排除某些司法审查的形式标准。

对于我国而言， 借鉴美国成熟的法律解释判断标准， 应该平等对待行政解释， 有条件地而非盲
从地遵从甚至消极地服从行政机关的解释。 “既要保证司法 ‘说最后一句话’ 的权力， 也要尊重行
政的自主权和首次判断权。”輧輲訛 在某一工伤认定案件中， 如何判断当事人的窜岗行为是一般违章还是
蓄意违章？ 法院审理认为： 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三人为了完成工作而受伤， 主观上是为了单位利益，
客观上是在工作时间和生产区域内受伤， 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受伤结果是本人恶意为之。 且， 根据劳
动部函 〔2001〕 48 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解释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中 “蓄意违章”
的复函》 的规定， 蓄意违章是专指十分恶劣的、 有主观愿望和目的的行为， 在处理认定工伤的工作
中， 不能将一般的违章行为， 视为蓄意违章， 因此受伤第三人的行为不构成蓄意违章， 不属于 《企
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禁止的不应认定工伤的情形， 法院对劳动管理机关提出的第三人蓄意违
章的主张不予采纳。輧輳訛 可见， 行政机关的解释经过法院审慎审查后才能被接受为判断行政行为合法
性合理性的根据。

尊重行政解释有利于保障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效率性， 也避免了法院过度介入行政领域。 法院
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以推翻行政解释， 同时对行政解释有司法审查权限， 法院保留对行政解释的最后
权威解释权。輧輴訛 我们反对 “法院自己不做判断而是采纳行政机关的判断。” 赞成 “法院接受合理的行
政解释”。輧輵訛

（四） 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的 “行政判断余地”

在最高人民法院 〔1999〕 行他字 9 号答复中， 面临着如何司法审查事实问题与政策这样的棘手
问题。 贵阳某厂家研制出一种叫做 “一捏响” 的电子爆竹， 公安机关按照对贵阳市政府规章 《关于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的理解， 认为该产品不属烟火爆竹范畴， 不禁放。 贵州省人大最后做出
的法律解释则认为 “一捏响” 有光有声有污染， 需要禁放。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
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一捏响” 是否属于 “烟火爆竹”。輧輶訛 实际上， 烟花爆竹与其替代产品等问题涉

輧輱訛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839, (1984).； 高秦伟： 《政策形成与司法审
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 载 《浙江学刊》 2006 年第 6 期； 于立深、 孙超然： 《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解释———美国经验的
借鉴意义》， 载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輧輲訛 王锴：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07年第 1期。
輧輳訛 参见 “三明市金马木业有限公司不服三明市三元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事故决定案”， 载祝铭山主编： 《劳动和社会保障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版， 第 1-9页。
輧輴訛 参见高秦伟： 《行政法规范解释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38-239页。
輧輵訛 参见李洪雷： 《行政法释义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47、 第 369页。
輧輶訛 参见梁凤云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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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俗传统与环境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若能结合法律与事实进行系统的论证， 会对当时全国烟花禁
放及烟花替代产品的研发提供重大法律政策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属于烟花爆
竹， 而是将一个事实问题演化成了法律问题， 即贵州省人大地方法规对地方政府规章的解释有效，
省人大具有对 “一捏响” 性质认定的权力。 替代性烟花爆竹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市场潜力的产品， 地
方各公权力部门有着不同的政策考虑与发展要求。輧輷訛

法院不应该盲从于行政解释， 它应该在权力范围内进行积极的自己解释和判断。 法院在一些专
业技术领域， 确立了 “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
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规定 “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 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 有专
业上的特殊涵义的， 该涵义优先”。 可见， 法院应该保持非常谨慎的谦抑原则， 尊重行政机关对事
实认定的 “判断余地”。 司法审查权的界限之一是奉行尊重行政判断余地原则。 所谓 “行政判断余
地”， 是指行政机关独立享有的法院不能审查的权衡领域或判断领域， 法院必须接受在该领域作出
的行政决定， 只能审查该领域的界限是否得到遵守。輨輮訛 法官被认为是法律解释的专家， 法官的解释
优于行政机关的解释。 在大陆法系， 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范围在缩小， 有时甚至被推翻。輨輯訛 但是，
法院对法律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中的认定判断权限上， 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輨輰訛 高度技术
性、 考试评分、 高度学术性、 人事上能力考核、 专家委员会决定、 技术性预测决定和风险评估、 政
策性决定的判断等， 法院原则上可以审查， 但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 行政机关有 “判断余地”。輨輱訛

行政机关的 “判断余地” 通常限于专业性的事实认定， 法院仍就其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司法审查
权力。 例如， 《吸毒成瘾认定办法》 （公安部、 卫生部 2010 年发布的行政规章） 规定吸毒成瘾认定，
是指公安机关或者其委托的戒毒医疗机构通过对吸毒人员进行人体生物样本检测、 收集其吸毒证据
或者根据生理、 心理、 精神的症状、 体征等情况， 判断其是否成瘾以及是否成瘾严重的工作。 在公
安机关认定吸食甲基苯丙胺是否为违法行为的一个请示中， 经过会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认为通过实验室检测检定目标物， 只能认定某人是否摄入了甲基丙胺， 从而认定是否体内摄
入了毒品， 但是当事人 “其主动吸食行为是否成立， 还应当结合实际查处情况， 排除诱骗、 强迫等
被动摄入现象”，輨輲訛 还需要法院进行法律审查。 在新经济业态中， 以算法为基础的 APP 及其运用的违
法审查， 更加考验行政机关、 法院、 技术公司的专业性。

（五） 全面司法审查的限度

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 一般包括： 不仅审查行政行为做出所适用法律法规是
否正确、 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是否遵守正当法律程序， 而且对是否超越职权、 滥用职权进行审查；
不仅审查是否履行法定职责， 而且审查是否 “明显不当” （显失公正）； 不仅依据合法性审查标准，
而且依据合理性审查标准。

相对人违法构成涉及违法主体、 客体、 主观方面、 客观方面的事实认定、 因果关系、 阻却事
由、 法律适用、 证据等等。 行政诉讼全面审查， 是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重要原则， 它也间接审查
和发现相对人违法构成。 根据对大量案件的司法处理的观察， 法院对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时， 实际上

輧輷訛 参见亓晓鹏：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对 105 件法律适用类批复、 答复的研究》，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5 年第
1期。

輨輮訛 参见 [德] 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34页。
輨輯訛 参见翁岳生： 《不确定法律概念、 判断余地与独占事业之认定》， 载翁岳生： 《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 元照出版公司

2008年第 2版， 第 91、 第 96页。
輨輰訛 参见陈新民： 《中国行政法学原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47-151页。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毛雷尔书， 第 137-138页。
輨輲訛 参见公安部 《关于根据实验室检测结论认定吸食甲基苯丙胺违法行为有关意见的批复》 （公复字 〔2015〕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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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违法行为） 进行审查， 这主要是因为法院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合
理性审查时， 必须复原行政决定做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因此， 所谓司法审查的综合考虑就必
然包含了对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 违法性、 合理性的全面审查。 但是， 毕竟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是
直接和全面审查行政行为， 那么除了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 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的
“判断余地”、 有条件地尊让行政解释之外，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特别诉讼程序问题是什么， 概
要如下。

第一， 司法权不是代替行政决定决策的作出， 不是对行政行为和相对人行为的全面重新审查。
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不能当然地被法院接受， 法院要对行政行为做事实审。 事实
审中包含了对全部行为的审查， 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行为， 也包括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第三人的行
为以及其主观、 客观、 心理因素、 违法阻却因素等。 其中的司法审查界限是， 如果没有违法或者明
显的瑕疵， 法院应该接受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违法事实的认定， 而非全部重新审查并由法院做出相对
人违法行为的判断。 法院应该尊重行政机关作出的事实调查， 尊重其专业特长在解决事实问题上的
实质性证据优势。 美国的重新审理标准 （de novo test）， 是一种依法重新审查方式， 联邦法院既不给
行政机关法律决定也不给行政机关事实认定最终的权力， 法院重新确定行政人员先前认定的所有事
实和法律问题。 允许法官从头开始， 并且可以举行新的行政问题听证会的模式， 此谓 “纯粹重新审
查” （pure de novo）， 它允许以法院意见代替行政意见。 另一种模式是法院仅仅依据行政案卷而做出
有限审查。 法院不举行新的听证会会， 仅就案卷存在的问题， 发回由行政机关自行认定事实或作出
结论， 此谓 “案卷重新审查”。輨輳訛 美国重新审理标准是一种严格审查标准， 按其要求， 法院不需考虑
行政机关意见， 得基于自己判断作出行政决定， 实际上是法院对行政行为决定推翻重做。 “这样的审
查标准显然不适用于我国法院对一般行政行为的审查。”輨輴訛 在我国， 另起炉灶式的全面审查模式， 在司
法效率和司法公正、 权力监督关系上， 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法院应该审查有争议的诉讼请求问题。

第二， 司法权不能对行政决定做出偏狭的选择性司法裁量。 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有 “选择性执法
权力”， 经常被认为违反了平等对待原则。 法院在审查行政案件中的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时， 应该
去除偏见， 只考虑相关问题， 而不考虑不相关问题。 同时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地位， 是居于裁判
者身份而行使有限的审查权力。 法院的司法审查要符合司法权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义务和责任规
定， 不可以违背行政诉讼原被告举证责任制度， 通过有偏见的证据收集规则或者举证责任、 证明规
则， 偏袒某一方， 从而脱离案卷而孤立地审查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包括违法行为）。

对行政相对人共同或同类违法行为的 “错误的选择性执法”， 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蔡
平案” 发生于 2016 年， 乘客通过滴滴打车软件平台与私家车司机蔡平取得联系， 约定运输任务，
支付车费 16.7 元。 交通执法机关依照国务院 《道路运输条例》 对蔡平作出责令停止营业并处 3 万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审法院认为在网约车运营模式下， “网络平台运营商与司机共同作为不可分割
的一方主体而向乘客提供预约运输服务”， 执法机关在对营运行为进行查处时仅处罚司机而不对网
络平台运营商予以处理， 属于错误的选择性执法， 违反了平等原则。輨輵訛 本案有关的司法审查限度在
于， 法院认为应该对新型共享经济模式予以必要的理解和宽容， 这就意味着对打车平台应予宽容， 同
时要对私家车司机宽容。 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共同实施行为， 影响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的认定。

第三， 法院不能审查行政决定作出的思考过程。 美国四个 “摩根案” 和 “肯德基国家管理公司
案” 等， 确立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法规则和判例原则。 虽然法院对行政首长如何作出行政决定的思考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高秦伟书， 第 209页。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何海波文。
輨輵訛 参见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与蔡平行政处罚行政纠纷上诉案———对网约车营运行政处罚的审查”，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17） 粤 71行终 786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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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无权司法审查， 但是法院有权要求作出行政行为的 “决定者必须听审” （he who decides must
hear）。輨輶訛 摩根案判例原则是： 有义务做出行政决定的机关， 必须切实做出决定； 法院不能对行政决
定的方法———首长的思考过程、 其决策对职员的依赖关系， 进行严格司法审查。 即法院不能探索行
政首长作出行政决定的思考过程， 但是行政决定者的决定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輨輷訛 美国法院如此判决
的目的是： 作出行政行为的决定者， 应该诚实地按照程序要求行使公共权力， 不诚实或滥用权力将
危及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 当根据行政案卷无法判断行政决定合法或违法时， 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机
关阐明行政决定成立的证词和成立过程。 与此相似，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认定和结果处理，
也必然是行政执法机关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了从事实、 法律规范适用， 到因果关系、 逻辑
推理过程。 行政决定的决策过程， 即思维形成过程， 法院无权审查。 从 1903 年至今， 美国联邦法
院法院可否刨根问底、 深入审查行政首长的 “精神活动”， 行政官员或其首长是如何参与调查和听
审、 决断行政决定的证据和结论的， 是美国行政法纠结的百年难题。 联邦最高法院和大多数巡回法
院在辗转的否定—肯定—否定的众多不一致判决中， 总体上是否认法院可以调查行政首长对其行政
行为做出的依据和事实理解的决策思维过程的。輩輮訛 我国也有类似审查行政首长决策思维过程的案例。
在 “王俊凯案” 中， 法院认为学校作出开除学籍决定之前， 未给予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的主张。
重要的是，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第五十七条规定： “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 应当
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 在本案中， “被告虽提交了校长办公会记录， 但却流于形式， 太过简单， 开
除学籍是对学生违规违纪行为最严重的一种处分， 作为校长办公会， 应当郑重研究， 并对参会者发
言予以较为详细的记录。”輩輯訛 法院最后认为学校作出的行政决定程序违法。

第四， 法院如何做到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有限审查， 需要通过个案评判来实现。 重点是形式审查
和重要事项的审查。 所谓形式审查， 是指评价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的认定和量罚决定， 主要看是否
有明显的程序、 形式上的瑕疵。 所谓重要事项， 是指如果行政行为构成一个复杂或重大案件， 一般
也表明其中的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构成也属于重大事项， 包括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案件、 审
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 需要国务院部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或法制工作机构作出解释的案
件、 检察院抗诉案件、 法院申诉再审案件、 在人权上权益攸关的案件等等， 都属 “重大事项”。 在
英美法系， 在法律规则上和案件事实上均有疑难案件 （hard case）。 作为一个外来概念， “疑难案件”
属于法律规则和原则之上的法律解释意义上的问题。 我国一般所谓的 “疑难案件” 包括了社会学和
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涵义。 行政法上也有自己的疑难案件。 一般来说， 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
法院请示和批复的案件都是疑难案件。 构成重大、 复杂的行政案件的因素， 包括案件所涉及的当事
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 案件所产生的影响社会性、 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难度。輩輰訛 另外， 检
察院抗诉的案件通常构成 “疑难案件”。 “桐梓农资公司案” 是我国首个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抗
诉案件， 抗诉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农资公司经销的复混肥被工商机关定性为 “劣质商品” 是否正确，
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輩輱訛

第五， 法院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和量罚的审查， 包括事实认定上的审查， 也包括对法

輨輶訛 参见 Morgan v. United States 304 U.S. 1 （1938） .
輨輷訛 参见 United States v. Morgan， 313U.S..409,422 （1941）， 以及 KFC National Management Corp., Petitioner,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Respondent, 497 F.2d 298 （2d Cir. 1974）。
輩輮訛 参见 [美] 皮尔斯： 《行政法》 第一卷， 苏苗罕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五版， 第 562-568页。
輩輯訛 参见 “王俊凯与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教育行政管理 （教育） 行政处罚案”，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2016） 川 1402 行

初 91号行政判决书。
輩輰訛 参见杨惠基： 《探析重大复杂行政案件的定性与管辖》， 载 《政治与法律》 1995年第 1期。
輩輱訛 参见 “桐梓县农资公司诉桐梓县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抗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 （1995） 行再字第 1号行政判决书。

49· ·



法 治 社 会 2021 年第 4期

律适用的全面审查。 在绝大多数立法中， 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包含多个种类和一定幅度。
如果处罚结果明显畸轻畸重， 则构成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法院对 “明显不当” 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时， 必然反过来要考察 “明显不当” 的行政决定决策所赖以作出的事实基础。 在行政诉讼事实审方
面， 关键是事实认定的证明标准， 它不应该是刑事案件所采用的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标准， 多数
情况下也不是优势证据标准， 而是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接受的标准即可。

《行政诉讼法》 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行政相对人违法时的法律适用问题， 而只能规定行政机关
作出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制度和原则。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指法院在司法审查中， 运用实体法律
规范文件、 程序和诉讼法律规范、 司法解释， 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合理性， 并作出裁判的
活动。 所谓 “适用”， 是指依据、 参照、 引用、 援引或者解释某种法律规范。 所适用的 “法律规范”
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行政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定、 行政解释、 技术标准） 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等等。 行政诉讼法律
适用作为一种司法认知活动， 包含了对行政相对人实施法律规范的审查， 应该坚持以法律法规为依
据、 参照规章、 援引规范性文件的原则。 法院对各种法律法规等立法形式表现的法律规范实行有限
的 “依据” 选择权。 在认识审判 “依据” 时， 法院不是固执地消极地理解 “上位法”， 恰恰是下位
法与上位法的不抵触的立法原则， 赋予了法院对下位法一定的立法裁量自由权， 同时也就赋予了法
院适用法律、 法规等 “审判依据” 时以一定的司法选择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说， 根
据 《行政处罚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 “法律、 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 地方
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 必须在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种类和幅度的范
围内规定。”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款关于对承运人罚款基准为 “盐产品价值” 及对
货主及承运人罚款幅度为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规定， 与国务院 《食盐专营办法》 第二十五条輩輲訛

规定不一致。 法院在审理有关行政案件时， 应根据 《立法法》 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第七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輩輳訛 的精神 “进行选择适用”。輩輴訛

“法律适用” 作为司法审查的要素， 包括了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 其实质是对相对人行为
违法构成的法律基础的审查。 实践中， 法院须要直接回应行政相对人是否违法的法律依据问题。 例
如， 在 “尹源才” 案中， 尹某取得了卫生局颁发的私人个体诊所的职业医师执业证、 医疗机构许可
证。 作为一个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否需要取得工商局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查处并取缔无照经
营， 需要哪种法律依据尚有争议。輩輵訛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2003年） 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已经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它批准文件， 但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
行为，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 （2003 年） 第五条规
定从事生产、 销售、 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领取营业执照。 2000 年 9 月 1 日，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财政部、 国家计委四部门发布的
《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 （卫医发 〔2000〕 233 号） 规定 “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

輩輲訛 参见 《食盐专营办法》 （1996 年， 国务院令第 197 号） 第二十五条规定： “无食盐准运证托运或者自运食盐的， 由盐业主管
机构没收违法运输的食盐， 对货主处以违法运输的食盐价值 3倍以下的罚款， 对承运人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的罚款。”

輩輳訛 参见 《立法法》 （2000年）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 其它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生效后， 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 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第七十九条第二
款：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 规章。

輩輴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对人民法院在审理盐业行政案件中如何适用国务院 〈食盐专营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与 〈河南省盐业
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问题的答复》 （法行 〔2000〕 36号）。

輩輵訛 参见 “尹源才诉韶关市翁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2010 年），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法宝引证码 CLI.C.
177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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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 的营利性医疗机构， 按有关法律法规还需到工商行政管理、 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
续。” 卫生部制定、 发布的 《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 （卫医发 〔2000〕 385 号） 规定 “核
定为 ‘营利性’ 医疗机构的， 还应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到工商行政管理、 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
手续。” 什么是 “按有关法律法规”？ 什么是 “依法”？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存在一种模糊性， 还
无法直接表明在医疗机构获得许可证外， 必须进行工商登记。

需要注意的另一问题是， 新 《行政诉讼法》 确立了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制度， 新 《行政处罚
法》 增加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创制和法律适用地位， 这对判断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认定和
量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 “方才女” 案件中， 公安消防机关对方某的出租房进行消防检
查， 责令其改正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逾期未改正的， 被行政拘留。 《浙江省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
要求》 《关于解决消防监督执法工作若干问题的批复》 和 《关于居住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整治中若干
问题的法律适用意见 （试行）》 被提起附带审查。 法院认为这些规范性文件对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其他供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 进行了扩大解释， “出租房” 属于与旅馆、 饭店、
影剧院、 娱乐场、 运动场、 展览馆、 公开运动场所相同的 “社会公众活动的场所”。 这些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内容并不与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相抵触。輩輶訛 因此判决驳回方某撤销被
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在 “大昌公司案” 中， 其销售的进口巧克力饼干中英文营养成分表数值不
一致， 不符合 GB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违反了 《食品安全
法》， 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有关的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与 《食品安全法》 立法目的并不相悖， 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依据准确。輩輷訛

在 “万润肉类公司案” 中，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环境标准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现行法
律、 行政法规对省级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程序未作规定。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根据 《立法法》 之前
形成的行政贯例所制订、 发布的 《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4-2013）， 符合立法
的行政惯例， 没有超越立法的法定权限， 规范制定程序没有违法。 省级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并不违法。 相对人未达到污染物排放技术标准， 对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的， 罚款 100 万元是合法的。輪輮訛

结论

行政相对人合法性或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 是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真问题， 值得究问。 毕竟连
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行为也是中外行政法学欠缺关注的， 缺乏对其系统的研究。 行政相对人行
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其中相对人违法行为包括： （1） 第一性违法行为， 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和制裁； （2） 第二性违法行为， 一般产生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輪輯訛

法院的司法审查面临着裁判权的局限性， 包括行政活动的全部是否都是司法审查的对象， 以及
司法审查方法上的界限所在， 都值得深究。輪輰訛 在司法对象上， 行政诉讼审查实质是一种双重违法行
为的审查。 一方面是直接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是间接审查相对人的行为， 包
括是否合法或违法之行为。 这种 “双重行为” 审查， 也可能导致法庭审查实际上背离了行政诉讼制

輩輶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二： “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
一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浙杭行终字第 254号。

輩輷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四： “大昌三昶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丰台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2015） 丰行初字第 443号行政裁决书。

輪輮訛 参见 “济南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与山东省济南市环境保护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 （2019） 鲁 01行终 244号。
輪輯訛 参见方世荣： 《论行政相对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前言， 以及第 122、 第 137页。
輪輰訛 参见 [日] 盐野宏： 《行政法》， 杨建顺译，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39页。

5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4期

度设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目的。 在司法审查方法上， 行政诉讼审查也是一种综合审查， 既包
括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 也包括裁量审查和实质审查， 但不是形式审查。 因为法院行使的是监督
权， 行政诉讼审查又不似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审查，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一审相当于刑事诉讼
对犯罪行为的二审， 应该对相对人不加罚， 不加重处理。 法院对 “双重行为” 的综合全面审查中，
包容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和相对人请求权合法性两大类的审查， 也包括对相对人证据的审查。 但
是， 全面司法审查不等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重新审查。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起相对人违法构成理
论， 此种司法审查也不是对相对人完整的 “违法构成” 的审查， 相反， 法院审查的是行政决定的各
种要素， 并且做了实质审查。 在司法方法上， 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审查必然涉及对行政裁量、 不确
定法律概念、 法律规范适用、 违法行为构成和归责的审查， 法院应该权衡公益与私益的保护关系，
尊重行政机关的自主判断权， 谦抑行使司法权。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A�large�number�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cases�show�that�the�court�not�only�reviews�
the� legal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 by� the� way� of� judicial� restoration,� but� also� reviews� the�
legality� or� illegality� of� the� private� party’s� behavior,� which� is� a� new� judicial� issue� worthy� of�
attention�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The�issues�concerning�about�the�intensity�and�limits�of�
the�incidental�judicial�review�of�private�party’s�illegal�activities�should�pay�attention�to�whether�
and� how� private� party’s� illegal� activities� were� reviewed� by� the� court.� The� essenc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review�is�a “dual-action” review.�On� the�one�hand,� it�directly� reviews�
the� legitimac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ndirectly�reviews�the�actions�of�private�party,�whether�they�are�legal�or�illegal.�This�kind�of “dual�
action” review�may�cause�court�review�to�actually�deviate�from�the�purpose�of�legality�review�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establish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but� it� is� one� step�
closer� to�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rivate� party.�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view�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including� factual� review� and�
legal� review,� as� well� as� discretionary� review� and� substantive� review.� However,� it� is� neither� a�
formal�review�nor�a�comprehensive�judicial�review,�nor�a�review�of�the�constitutive�elements�of�
the�private�party’s�violation�of�the�law.

Key Words: Private�Party;�Illegal�Act;�Judici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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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悖论” 与 “哲人说谎” 的法理理由

曹义孙 胡宗亮 *

内容提要： “哲人的高贵谎言” 出自柏拉图的 《国家篇》 （又译 《理想国》）， 认为哲人作为
统治者时需要以 “高贵的谎言” 维持城邦的稳定。 施特劳斯基于柏拉图的言说， “重新发
现” 了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与言说的 “显白与隐微结合” 的方法， 这种方法要求受教
诲者或读者通过 “字里行间” 的阅读来探求哲人的 “微言大义”。 施特劳斯的主张虽然得
到部分学者的认同， 但是 “哲人的谎言” 这一论题实际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 概言之， 有
基于语言哲学上的 “说谎者悖论” 所提出的逻辑上的指控， 以及基于实践哲学上的对于
“哲人说谎” 的理由的拷问。 本文认为， 若不能化解 “说谎者悖论” 的逻辑困境， 那么哲
人就会陷入 “不明智” 的践言冲突； 若不对 “哲人说谎” 这一行为进行实践理由上的证
立， 那么哲人就是 “虚伪” 的。 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削弱 “说谎者悖论” 对 “哲人谎言” 的
影响， 同时对于 “哲人说谎” 这一实践的理由进行找寻和证立。
关键词： 隐微主义 说谎者悖论 法的理由理论 意见与真理 古典政治哲学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5

“说谎”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有些谎言是对我们有冒犯的， 因此 “恶意谎言” 遭到
我们的抵制， 有些谎言则因是 “善意的谎言” 而被我们谅解和接纳。 然而， 作为 “真理” 的代言人
的哲人如果 “谎话连篇” 就很难被我们接受， 但是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 “哲人谎言” 不仅是惯例，
也是哲人品性的应有体现， 这种谎言被标示为 “高贵谎言”。 由于社会的变化， 现代社会对于 “高
贵谎言” 的质疑和对 “知性真诚” 的提倡使得我们有必要对 “哲人谎言” 进行理由的证立， 既要在
逻辑上化解 “说谎者悖论” 对哲人 “智性” 的质疑， 也要在 “法” 这一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为哲人的
谎言寻找现实的理由。

一、 哲人的 “高贵谎言” 与 “隐微教诲”： “谎言” 的结构

（一） “高贵谎言” 及其现代性质疑

“高贵的谎言” 是古典政治哲学之中的关键概念， 它可以被概括为：
“在 ‘美好城邦’， 公民被灌输这样的信息： 他们都由同样的养育者 （即祖国的土地） 生养， 土

中的金属组成了他们的身体 （有的人主要材料是金， 而其他人则是银或者铜）， 不同的材料决定了
他们发挥能力的领域和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柏拉图坚信， 人们对于某种神话的普遍接受可以创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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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美] 理查德·克劳特： 《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 柏拉图导读》， 王晓娥、 谢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5年版， 第 131页。
譺訛 参见 [美] 列奥·施特劳斯：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申彤译， 译林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41页。
譻訛 施特劳斯认为数字 “7” 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前注的 “七类学问” 的划分之中， 更体现在 《逻辑技艺论》 的谋篇之中。 参

见 [美] 列奥·施特劳斯： 《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 王承教译， 张缨校， 收录于氏著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等译， 华夏
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57页。

譼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 〈法义〉》， 程志敏译， 张缨校， 收录于氏著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等
译， 华夏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21-143页； 以及氏著：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李永晶译， 华夏出版社 2013年版。

一种凝聚力， 这种凝聚力远强于理性所能产生的群体联系。”譹訛

但是这一 “高贵的谎言” 在 “现代自由民主观念” 面前受到质疑， 在这个业已为启蒙所 “祛
魅” 的现代， 人们对于 “真理可知” “生而平等” “大众教育” 等立场的信念， 以及法律和道德等规
范为这些信念之正当性担保， 要求其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了解真相并且相信有获取真理的能力， 进
而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 基于 “平等” 的概念质疑 “哲人谎言” 是否为 “高贵”。 对于 “高贵” 的
理解， 一是谎言服务的目的的高贵， 二是说谎者本身的高贵。 第一点即由于 “谎言服从共同善这一
目标” 而 “高贵”， 将会引发诸如下列的各种问题， 如 “存在共同善吗？” “共同善是我们社会的目
标吗？” 以及更为具体的 “坦率直言难道就不能实现共同善吗？” 而就后一点来说， “谎言因哲人言
说而高贵” 则更不能说服大众， 反而是一旦认为仅仅哲人的谎言是高贵的， 那么大众在一些情况下
的谎言被法律禁止， 遭遇道德上的指控。 这是否违反了直觉上的人人平等和真理可知的要求呢？ 这
些疑问综合在一起， 柏拉图的 “哲人王” 也就遭到了质疑， 即 “说谎” 的统治者是否有统治的资格？
如果说唯有这个统治者的 “谎言” 才是 “高贵” 的， 那么他是不是一个虚伪的僭主？

（二） 对 “高贵谎言” 的古典政治哲学阐释： 隐微主义及其结构

这些问题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并不成为问题， 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顺延古典政治哲学
的进路认为， 哲人有必要在公共言论和著作中对 “真理” 适当地掩盖， 无论哲人是否是统治者， 以
“隐微写作” 或 “隐微教诲” 向特定的人群揭蔽真理， 而向其他人掩盖真理都是在历史上常见的操
作。 “谎言” 的结构在于一方面在 “显白教诲” 上进行 “说谎”， 另一方面在 “隐微教诲” 上进行
“真理的揭示”。 例如施特劳斯在其政治哲学研究中， 就不仅仅将 “隐微写作” 作为研究的成果， 同
时也将这一成果运用到阐释古典哲人的 “微言大义” 的工作中。 譬如施特劳斯在对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李维罗马史》 的研究中基于对 《李维罗马史》 第三篇的部分章节 （第 19~23 章） 的
考据， 发现其中隐含的 “塔西坨序列”， 指出马基雅维里的 “真意” 没有 “向某个权威低头称臣”，
反而是借由 “塔西佗” 这一公共权威来 “隐晦” 地表达自己对于 “可憎的僭主暴君” 的态度 （甚至
马基雅维利对塔西佗论点进行了臆造）；譺訛 再如在对迈蒙尼德 （Maimonide） 《逻辑技艺论》 以及 《迷
途指津》 的谋篇的分析中， 围绕迈蒙尼德哲学核心的变化， 施特劳斯提醒读者要注意数字 “7” 在
迈蒙尼德本人思想中的 “隐晦” 的重要性。譻訛 最后， 对于类似细节的讨论还体现在施特劳斯对于阿
尔·法拉比 （Fārābī）、 斯宾诺莎 （Spinoza） 的相关解读中。譼訛 总之， 施特劳斯对于 “显白 ／隐微写作”
的发现影响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 这一 “发现” 佐证了 “哲人说谎” 是一种传统的写作技
艺， 谎言是给公众 “看” 的， 而谎言背后的真意则是需要公众中能够与哲人有相同追求的人去进行
挖掘的。

而哲人之所以采取 “俗白” 和 “隐微” 结合的书写方式， 并不是哲人希望获取统治权的 “愚
民” 把戏， 也不是哲人故弄玄虚的 “自我标榜”， 反而这种书写方式与哲人的 “尊重意见的生活方
式” 有直接关系。 顺延施特劳斯的思路， 梅尔泽给出了 “隐微写作” 的四种形式， 一是 “惧怕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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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 [美] 亚瑟·梅尔泽： 《字里行间的哲学： 被遗忘的写作史》， 赵柯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譾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重述色诺芬的 〈希耶罗〉》， 李世祥译， 彭磊校， 收录于氏著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等译， 华夏

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09页。
譿訛 古典政治哲人的最佳身份是 “王者”， 其次为 “立法者”， 再次为 “教师”， 最次为 “作者”。 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 《柏拉

图全集 （增订版）·第六卷： 国家篇》，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以及氏著： 《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第九卷： 法律
篇》，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讀訛 参见 [美] 查尔斯·拉莫尔： 《现代性的教训》， 刘擎、 应奇译， 东方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75 页。
讁訛 参见孙周兴： 《未来形而上学序曲———尼采与后形而上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53页。

害” 的 “自卫性隐微主义”， 二是由于 “真理具有危险性” 的 “保护性隐微主义”， 三是为了教育优
秀学徒的 “教学性隐微主义”， 最后则是 “为了世界的理性化” 而解构传统的 “政治性隐微主义”。譽訛

梅尔泽给出的四种 “隐微写作” 的形式正是柏拉图对于 “政治哲人” 的四种身份的对应： 首先， 如
果机缘巧合， 哲人成为 “哲人王”， 即使他希望 “理性化” 来临， 但是在施政方略上仍必须采取
“高贵的谎言” 在尊重意见的情况下渐进地实现这一过程， 这对应着梅尔泽给出的 “政治性的隐微
主义”。 其次， 即使哲人不是统治者， 而仅仅是立法者， 那么哲人由于 “维护” 社会稳定的需要就
不能将一切真理予以揭示， 因为哲人深知城邦的目的在于 “和谐”， 这就产生了梅尔泽的 “保护性
隐微主义”。 再次， 如果哲人更享受高贵的 “哲学沉思的生活” 而不愿统治， 但又因为对于 “良好
灵魂” 的教育兴趣而不得不走入城邦的时候，譾訛 “哲人真理” 和 “公共意见” 势必发生冲突， 因此就
会出现惧怕政治迫害的 “自卫性隐微主义”。 最后， 作为对 “良好灵魂” 的教师， 为了考验潜在的
学徒是否真正具有良好灵魂的潜质， 哲人必须将一些重要之事在文字中模糊化， 进而观察潜在的学
徒是否能够领悟到其中的 “微言大义”， 这就是 “教学性隐微主义”。譿訛 因此， 哲人 “高贵的谎言”
和 “隐微主义” 的生活与言说方式乃是对 “社会意见” 的尊重体现。

然而， 对于 “隐微写作” 的争议也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三个主要的批判立场：
批判 1： 施特劳斯对 “隐微术” 究竟是 “发现” 还是 “滥用”？ 施特劳斯到底是 “按照古人的方

式去理解古人”， 还是以这种 “发现” 去实现 “六经注我” 的目的呢？
批判 2： 即使施特劳斯承认， 他对于文本的解读是遵循古典哲人 “高贵谎言” 和 “隐微教诲”

的传统， 是 “重返古代” 的必经之路， 那么力主古典政治哲学复兴施的特劳斯的 “隐微” 和 “谎
言” 就必然同样适用于施特劳斯本人的著作， 因此我们难以确定他的写作到底是对于 “流行意见的
附和” 还是他的 “隐微教诲”。讀訛

批判 3： 如果我们单纯承认施特劳斯是 “隐微术” 的发现者， 那么等于承认了古代哲人都是
“隐微术” 和 “高贵谎言” 的践行者， 那么， “这种完全忽略当下现实语境， 与现代公共理性相悖的
‘哲人宣言’ 是经不起反驳的......难道 ‘哲人必须说谎’ 这一句不会陷入 ‘说谎者悖论’ 么”？讁訛

在以上列举的对于 “高贵谎言” 或 “隐微术” 的反对中， 我们需要判定的是， 究竟哪些意见对
于 “隐微谎言” 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首先是将施特劳斯式的 “字里行间阅读” 指控为 “滥用” 的那
种批判， 即批判 1 是不成立的， 理由在于施特劳斯采取的 “字里行间阅读” 在根本上是一种解释学
方法， 而对于施特劳斯解释学方法予以批判的作者在阅读施特劳斯的过程中也必然进行了某种解释
工作， 作者必须证立其自身的解释方式优于施特劳斯， 否则指控施特劳斯的解释乃是 “荒谬”， 只
能作为一种可以容忍的嘲讽。 然而， 我们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 施特劳斯的 “隐微术” 体现于施特
劳斯本人的著作中， 或者承认或否认柏拉图等哲学家在言说 “高贵的谎言”， 都构成了逻辑上的
“说谎者悖论”。 批判 2、 3 共同构成了对于 “高贵谎言” 或 “隐微术” 的 “哲人宣言” 的逻辑指控，
简言之， 一旦将 “高贵谎言—隐微术” 理解为 “哲人的自我宣言”， 就陷入了“说谎者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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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 “高贵谎言—隐微术” 的智性诘难： “说谎者悖论”

虽然本文意图在实践层面讨论 “哲人说谎” 的法理上的理由， 但是 “说谎者悖论” 是无法回避
的， 即使这是一种 “语义学悖论”。 其理由在于， 如果 “哲人说谎” 构成了无法化解的语义学悖论，
“哲人说谎” 将构成一种 “矛盾等价式”， 一旦这样的悖论成立， 那么代表着 “智性” 的哲人就会由
于在逻辑上犯下了 “谬误” 而被视为 “不智”， 这样哲人的教诲也就很难被承认与接受。 对于 “说
谎者悖论” 的化解一直是逻辑哲学之中的难题， 其中罗素和塔斯基的化解方案可以被视为对这一
“智性诘难” 的解释与解决的尝试。

（一） 罗素对 “说谎者悖论” 的初步解释

罗素 （Russell） 对于 “说谎者悖论” 进行了较早的思考。 在 《我的哲学发展》 一书中， 他首先
认为， 所谓的悖论存在于所有哲学家的言说之中：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无论哪一学派的逻辑学家，
从他们所公认的前提似乎可以推出一些矛盾来。 这表明有些东西是有毛病， 但是指不出纠正的方法
是什么。”輥輮訛 并且在接下来谈论了 “说谎者悖论”， 认为其最基本的形式就是 “一个人说 ‘我是说谎
呢’。”輥輯訛 罗素对 “说谎者悖论” 的化解贡献除了较早地把 “说谎者悖论” 以逻辑方法进行思考之外，
还在于罗素明确了 “说谎者悖论” 的基本结构即： “一个断言本来应该指涉下一级的类型， 实际上
却把本身这一类型混同于它所指涉的类型， 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某些事物的集合不是事物的成
员， 且一旦集合之范围确定则不能更改。”輥輰訛 同时， 虽然罗素并不认为他解决了这一困扰 “所有哲学
家言说” 的悖论指控， 已经表示了对于以 “类型论函项分层” 解决 “说谎者悖论” 的困难，輥輱訛 但是
他指出了对待 “说谎者悖论” 的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使徒索罗 （Saul of Tarsus） 的神学态度， 即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懒又馋。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輥輲訛 ———罗素认为索罗式的态度忽视了悖论的
逻辑， 而仅仅是对 “说谎” 的行为的不加区分的谴责， 这对于解决 “智性难题” 并无意义。輥輳訛 另一
种则是罗素提倡的 “数理逻辑” 态度， 罗素寄希望于那些既懂得逻辑又知道逻辑的必要性的人来化
解千百年来困扰哲人的这一 “智性指控”。

（二） 塔斯基的 “真理语义论”： 说谎者悖论的分层与 “践言冲突”

前文罗素和拉姆塞对于 “说谎者悖论” 的化解途径指出了两条线索， 一是必须进行语句分层，
二是必须考虑日常语言的混乱模糊。 塔斯基 （Alfred Tarski） 通过在形式化语言中区分 “元语言”
和 “对象语言” 解答了 “说谎者悖论” 的成因。 “对象语言” 是被谈论的语言， “元语言” 是谈论
“对象语言” 的语言。 根据这种区分， 塔斯基给出了 “T约定 （Convention T）” 进行真之定义的方案。

从逻辑的角度看， “T 约定” 可以被表述为 “S 在 L 中为真当且仅当 P”。 “S” 指的是 “对象语

輥輮訛 [英] 伯特兰·罗素： 《我的哲学发展》， 温锡增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72页。
輥輯訛 原文为： “那个关于克利特人艾皮米尼地斯的悖论。 他说所有的克利特人都是说谎的人。 这就使人问， 他说这话， 他是不是

不说谎。 如果一个人说 ‘我是说谎呢’， 这就是这个悖论所表现的最简单的形式。 如果他是说谎， 那么 ‘他是说谎’ 就是一
个谎， 因此他就是说实话； 但是如果他是说实话， 他就是说谎， 因为那是他说他正在做的事情。” 参见前引輥輮訛， 伯特兰·罗
素书， 第 74页。

輥輰訛 陈嘉映： 《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07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伯特兰·罗素书， 第 76页。
輥輲訛 《圣经 （新编）·新约·提多书》，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6年 9月印刷。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伯特兰·罗素书， 第 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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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L” 指的是 “对象语言”， “P” 指的是以元语言 “M” 对 “S” 结构的转译。 首先， 塔斯基同
样指出， “说谎者悖论” 的成因在于 “自我指涉”， 这种自我指涉来自 “自然语言无所不包的性质”，
这使得自然语言 “具备了翻译其他语言的能力”。 同时， 自然语言的 “无所不包性使得某些处于这
种语言中的表达式包含了 ‘真’ 和 ‘假’ 这样的语义谓词， 以及用来指称这个句子的明确的名字。”輥輴訛

用 “T 约定” 来解释， 就是 “一个语句 S 只有在一种特定的语言 L 里才是真的或者假的。 然而， 若
把 ‘S 在 L 里为真’ 这个语句视做 L 里的一个语句， 就会出现悖论”。輥輵訛 因此， 化解悖论的方式就在
于不把语句 S视为 L 中的语句， 而将 S视为言说 “L 语言” 的元语言 “M” 中的一个语句， 也即：

T 约定公式： S在 L 里为真当且仅当 P；
S： 语句；
L： 对象语言；
P： 元语言 M 对语句 S的结构描述。
如果上述表达式中 “L=M”， 按照塔斯基的理论， 就出现了一个语义封闭的语言从而造成悖论。

通俗地说， 在被指控的 “哲人宣言” 中， 作为哲人的柏拉图或者施特劳斯所使用的语言是 “哲人语
言”， 而语句 “所有的哲人都说谎” 或 “哲人必须说谎” 构成了在哲人语言内部对 “哲人语言” 本
身的全称否定， 这是自然语言不可避免的 “封闭性困境”。 塔斯基希望以形式语言的开放性来化解
自然语言的封闭性， 也即由对象语言 L 断定语句 S的意义问题， 而由元语言 M 断定语句 S的真值问
题。 “哲人语言” 只能断定 “所有哲人都说谎” 是否有所指称， 进而成为 “有意义” 或 “无意义”
的语句， 而不能断定作为指称 “哲人语言” 本身的语句 “所有哲人都说谎” 的真假。

塔斯基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具有实践上的功效。 他迫使我们在悖论的智性指控面前进行这样的选
择， 一是完全地采用人工的 “形式语言” 来言说 “哲学”， 这是一种 “不甚美好的理想”： 一方面，
之所以 “不美好”， 是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出栖居之所， 对众人言说不是
“上帝死了” 而是 “存在一个上帝， 这个上帝具有有死性且已经进入死亡的状态”， 承受哲学的真正
教诲就必须面对哲学的自然语言载体的模糊性和含混性， 而不能意图以哲学洞见的高深为代价实现
语言的精确———并不是所有哲学都是 “语言批判”；輥輶訛 另一方面， 之所以是 “理想”， 是因为将一切
哲学视为语言批判也意味着实践上的不可能， 哲学言说的正是 “无意义” 和 “不可说”， 哲学家正
是对于 “不可说” 的事物 “并不沉默” 者輥輷訛 ———语言的准确性作为 “科学化” 的要求， 并不必然适
用于哲学。

因此， 我们只得注意塔斯基给出的第二种选择， 即采用自然语言， 并且直面其困境， 这就意味
着一切哲学言说必然走向 “践言冲突”， 然而如果承认了 “践言冲突” 的存在， 那么来自悖论的
“智性指控” 也就变成了一个实践问题。 所谓 “践言冲突”， 就是 “不成功的言说与显示 （say and
show） 的划分、 命题与非命题的区分、 断言与践言的冲突”。輦輮訛 根据 “践言冲突” 的理论， “哲人宣
言” 被理解为哲人自身的践言行为 （言说 “所有哲人都说谎”） 和断言语句 （“所有哲人都说谎”）
的自我矛盾， 而根据塔斯基给出的思路， 我们可以让言说 “所有哲人都说谎” 的不是 “哲人”， 要

輥輴訛 梅祥： 《塔尔斯基真之语义理论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3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陈嘉映书， 第 60页。
輥輶訛 [奥]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郭英译， 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 第 38页。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维特根斯坦书， 第 97页。
輦輮訛 韩东晖： 《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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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哲人在言说 “所有哲人都说谎” 时不坚持其哲人的身份， 而以其他身份来断言 “所有的哲人都说
谎”。 这就引申出两个问题： 一是当哲人不以哲人身份言说 “所有哲人都说谎” 的时候， 他 ／她是
谁？ 另外， 当他 ／她不再是哲人的时候， 在言说 “所有哲人都说谎”， 并且暗示这种 “谎言” 是 “高
贵的”， 至少是 “正当的” 时候， 他 ／她的理由是什么？ 即是否存在一些理由既能够为 “哲人谎言”
提供辩护， 又能够使得作为哲人的 “那个人” 本身的 “另一个身份” 也能够行高贵之事。

三、 “哲人宣言” 的实践理由： “高贵谎言” 的 “法理” 证立

根据塔斯基对 “说谎者悖论” 的化解方式， 哲人在 “说谎” 的情况下势必要以其他的身份来进
行言说， 这恰好与梅尔泽对 “隐微主义” 的划分有对应关系， “自卫性隐微主义” 的基本目的在于
言说者的自我保全， 在意图上相对于其他的 “隐微主义” 更为消极， 哲人在此仅仅是 “被迫害者”。
而其他的 “隐微主义” 要么是意欲保证社会稳定， 要么是塑造有潜力的个人， 要么是让社会得到理
性化改造。 出于这种考虑， 我们认为哲人的 “隐微主义” 具有以下的目的：

A. 自我保护目的： 自卫性隐微主义；
B. 公共保护目的： 保护性隐微主义；
C. 改造部分公众的目的： 教学性隐微主义；
D. 社会改造目的： 政治性隐微主义。
从 A~D 的序列， 哲人的 “自保” 意图在不断降低， 而哲人的身份可以进行如下的变化：
A. 作为 “被迫害者” 的哲人———自卫性隐微主义；
B. 作为 “使徒—先知” 的哲人———保护性隐微主义；
C. 作为 “教师” 的哲人———教学性隐微主义；
D. 作为 “政客” 的哲人———政治性隐微主义。
这四种身份的 “命名” 虽然是比喻性质的， 但是足以支持我们下文对于 “不作为哲人的哲人”

之 “谎言” 的理由证立。 “被迫害者” “使徒—先知” “教师” 以及 “政客” 都不是 “哲人”， 这就首
先避免了 “说谎者悖论” 的指控。 其次， 这几种身份将哲人的 “说谎理由” 引向了 “哲人身份” 之
外， 也即以一个外在于 “哲人身份” 的 “事实” 来说明哲人的 “说谎理由”， 而为了让这些理由足
够 “强”， 我们需要把这些理由变成规范性的 “法理理由”， 这要求这些理由应保证借由上述身份的
哲人之 “显白教诲” 得以表达， 即可以在 “显白” 之中 “说谎”； 还要确保 “隐微教诲” 即 “真理
的揭示” 方面的真理成分。 这些 “法理理由” 作为支持 “显白教诲” 必要的手段， 得以保证哲人在
根本意图上进行 “真理的揭示”。

（一） “存在迫害” 与 “自我保存的权利”： 作为 “被迫害者” 的哲人的行动理由

1. “存在迫害” 与 “依法执法” ———难以区辨的理由
假定哲人作为 “被迫害者” 言说谎言， 那么 “存在迫害” 这个事实就是哲人说谎的理由。 “迫

害” 在我们的语境中往往有 “无妄之灾” 的含义。 在我们言说 “迫害” 二字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预
设了被迫害者的冤屈乃至正义， 以及预设了迫害者的故意加害以及不义， 这种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引
导我们将 “制裁” 和一个 “不义的执法者” 联系在一起， 甚至施特劳斯对于 “迫害 （persecution）”
的定义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他认为：

“在过去， 独立思想遭到压制的情况屡见不鲜。 有理由假定， 在以往的各个时期， 能够独立思
考的人从比例上说与今日一样多， 其中至少有一些人既有领悟力， 又十分谨慎。 于是， 我们就会
问， 昔日某些最伟大的作家是否通过字里行间来表达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的看法， 从而利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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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巧使自己免遭迫害？”輦輯訛

施特劳斯很显然把 “言论自由” 置换成了一种非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 同时把政府对言论的管
控措施的 “合法律性” 与 “合法性 （legitimation， 正当性）” 分离。 这种分离忽视大众 （区别于 “迫
害者” 和 “被迫害者” 的第三方） 眼中的 “不法—惩罚” 的观察视角： 在大众看来， “不法” 的言
行获得 “惩罚” 是具有依照实在法的、 在规范上的必然性的。 而无论大众还是 “迫害者”， 依照实
在的规范， 对于 “迫害行为” 都会给出 “合法” 的评价。 然而在施特劳斯的置换后， “依法” 的制
裁或强制隐隐有 “不正当” 的意味， 或者按照施特劳斯的原始预设， 依托于 “意见” 的公众以及作
为公众的管理者的政府， 是有别于代表 “真理” 的哲人的， 前者仅仅关心 “合法律性”， 而后者关
心的更多。 因此， 一旦我们将 “法律” 这一因素引入后， “被迫害者” 如果仍然仅仅以 “存在迫害”
这一信念为自己的 “隐微教诲” 辩护， 那么 “迫害者” 的理由显然更具强度———迫害者的行为乃是
基于 “法律规范” 进行的 “执法” 行为。 任何一个依法被处以制裁的人都有可能声称 “被迫害”，
同样的， 任何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宣称执法行为的 “合法律性”。 然而， 在 “被迫害者” 主张 “被
迫害” 的时候， 他 ／她需要亲自举证执法行为的 “非法律性” 乃至 “非正当性”。 也就是说， 即使像
施特劳斯字里行间暗示的那样， 承认具有一个比实在法律更高的规范， 也需要那些关注的比 “合法
律性” 更多的人进行论证或者说明———否则， “哲人说谎” 永远不会是规范意义上的 “哲人应当 ／必
须说谎”。

2. “自我保存” 和 “主权国家” ———政治体内哲人的合理行动模式
“存在迫害的事实” 可能是对 “执法行为” 的误判， 但是 “存在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却似乎可

以成为 “哲人说谎” 的理由： 即 “说谎” 是规避危险， 实现 “自我保存” 的手段。 据霍布斯
（Hobbes） 说， “自我保存” 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 基本的道德事实不是一桩义
务， 而是一项权利； 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輦輰訛 这一
“欲求—权利” 乃是根源于人 “自然欲望公理” 与 “自然理性公理” 的冲突与和解， 根源于作为
“首要的善” 的 “自我保存” 对于 “虚荣自负” 的节制， 根源于 “免于暴死” 的激情。輦輱訛 “存在对自
我保存的危险” 意味着 “存在暴死的危险” 这一事实， 后者在霍布斯看来是自然状态中 “最大的
恶”， 这样哲人说谎的理由就是 “趋利避害” 的自我保存。

但是， “存在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作为 “哲人说谎” 的理由， 只能作为支持哲人 “显白教诲”
的理由， 而无法作为其 “隐微教诲” 的理由。 首先， 按照霍布斯的理解， “自我保存” 这一 “自然
权利” 是原始的， 而 “自然法” “实在法” 都是派生性的， 这样看来， “自然权利” 自然处于最高的
位置。 同时， “自然权利” 又被认为是出于 “人的自然理性” 的， 因此是普遍的， 那么 “免于迫害”
并且出于这一理由来 “说谎” 就不仅是哲人自身的独特行动， 而是全体大众的策略性行为， 后者是
否具有传播 “真理” 的目的， 甚至究竟能否辨别什么是真理和意见都是存在疑问的。 其次， 再退一
步， “存在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这一事实并不构成 “说谎” 的充分动机， 如果 “自我保全” 就是
“自然权利” 的内容， 那么它支持的更多的行动模式是 “不说话” 或者 “不做事”， 因为这两种行为
远远比 “说谎” 更利于 “自我保存”。 而依照霍布斯的两条 “自然公理”， 唯一能够驱使一个人类在
“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面前仍然积极行动的， 只能是 “自然欲望公理”， 也即 “虚荣自负” ———那么

輦輯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迫害与写作艺术》， 刘峰译， 华夏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0页。
輦輰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 彭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版， 第 185页。
輦輱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申彤译， 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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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 这一行为， 难道是 “虚荣自负” 这种哲人视之为低下的欲望的产物吗？ 同时， 如果超越
“自然权利” 的 “自我保全” 观念， 那么依照霍布斯的 “国家” 理论， 在国家之中， 根本不存在
“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霍布斯的 “自然权利” 对应着 “自然状态” 之中人人自危的预设， “国家”
则意味着脱离自然状态、 走入社会这一事实， 意味着 “安全” 与 “和平”。 在霍布斯看来： 即使人
意识到有 “自我保存” 的自然权利， 但是在没有外在力量保护这一权利的时候仍然是危险的， 而国
家的产生就意味着所有人将其自然权利依照契约让渡于主权者， 使得所有人形成一个统一的人格
体， 并且以 “主权” 代表 “自然权利”。輦輲訛 譬如， 在国家的主权下， “真理” 之判断者乃是 “主权”
而非 “哲人”， 霍布斯主张真理的内容应当由主权审查， 并且主权者应当视 “和平” 重于 “真理”，輦輳訛

因此哲人无法在国家之中以 “存在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为理由 “说谎”。
因此， 以 “自卫的隐微主义” 单纯地作为 “哲人说谎” 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存在迫害的事实”

以及根据 “自然权利” 推论出的 “存在对自我保存的危险” 是不能作为 “哲人说谎” 的充足理由
的。 一方面， 置于 “主权国家” 中， 存在的只有正当的 “执法”， 以及 “实在的和平”， 这意味着，
“存在迫害的事实” 无法被证明， 同时也意味着因为 “自我保存” 的权利被主权吸纳， 主权所做的
一切都是利于个人的自我保存的， 因此在国家之中， 作为 “公民” 的哲人没有理由 “说谎” ———这
就是谎言的 “不可说”； 另一方面， 如果假设这一事实理由成立， 那么哲人只有处于国家之外， 承
受较之于 “自然状态” 下更大的危险， 但是却因其不是社会契约的签订者而不必为 “政治体” 负
责———这就是谎言的 “不必说”。 当然， “自卫性隐微主义” 并不是完全无价值的， 它至少指出了一
个疑难， 即为何在 “不可说” 和 “不必说” 的情况下， 哲人却 “坚持说”？ 为何哲人明知其教诲的
真理必须要以 “谎言” 来伪饰， 却不得不坚持 “显白教诲” 和 “隐微教诲” 的结合？

（二） “富有使命” 与 “更高的权威命令”： 作为 “使徒—先知” 的哲人的行动理由

因此需要追问， 是否存在一个理由让哲人坚持以 “谎言” 这样的行动模式进行言说行为。 施特
劳斯认为： “哲人或科学家将区分作为真实教诲的隐微教诲与有益于社会的显白教诲； 显白教诲意
味着每个读者均能轻松地理解， 而隐微教诲只透露给那些小心谨慎而训练有素的读者———他们要经
过长期且专注的学习之后才能领会。”輦輴訛 施特劳斯的上述观点指出了 “哲学或科学” 本身有将 “意
见” 提升为 “知识” 的自然倾向， 这些知识真理已经掌握在少数人 （哲人 ／科学家） 手中， 并且只
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相反， “社会—多数人” 所依赖的是 “意见”， 如果任由 “哲学或科学” 传播
将摧毁 “社会的意见基础”， 因此哲人或科学家必须区分对大众的 “高贵谎言” 以及对少数人的
“隐微教诲”。 哲人或科学家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 “尊重意见” 来维系社会的安定， 而不是 “接受意
见”， 他 ／她仍然笃信 “真理”。 实际上， 施特劳斯已经预设一个更高的权威， 这一权威既能够吸纳
“哲人 ／意见社会” 的区分， 同样也能够赋予哲人以 “阻挡真理的横行” 的义务。 这样， 哲人不仅有
义务去阻挡真理对意见的危害， 更有义务去维系社会的稳定， 而且他 ／她仍然在 “多数人” 之外。 那
么， 这个权威必须有一种能力， 能够禁止无论哲人 “不说话” 或是 “说真话” 的行为， 通过直接或
间接的手段， 使得 “哲人说谎” 成为一项 “义务”。 因此如果哲人具有 “使徒—先知” 的身份， 那
么就意味着存在一个赋予哲人以义务的 “法”， 使得哲人 “必须说谎”， 同时这个 “法” 必须高于或

輦輲訛 [英] 霍布斯： 《利维坦》， 黎思复、 黎廷弼译， 杨昌裕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第 128-132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霍布斯书， 第 137页。
輦輴訛 [美] 列奥·施特劳斯：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 林志猛译， 张缨校， 收录于氏著 《什么是政治哲学》， 李世祥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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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包含 “实在法”， 能够为 “哲人走入城邦” 给予正当性， 并且将哲人的 “谎言” 赋予 “拯救”
的意味。

1. “神法” 赋予哲人 “神圣义务”？
最先进入考虑的就是基督教意义上的 “神法”。 根据中世纪教父哲学以及经院哲学的共识， “永

恒法” 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永恒法是我们必须一直遵守的至高理型”。輦輵訛 在这一框架下“自然
法” 和 “神法”輦輶訛 成为 “永恒法” 的 “分有” ———前者 “通过特定的普遍原则指引着人， 不管是完
善的人还是不完善的人”， 后者 “在特定的具体事物上指引着人， 这对于完善的和不完善的人却是不
同的。”輦輷訛 “自然法” “人法” 和 “神法” 分别对应着人的 “自然理性” “实践理性” 以及 “神性程度”。
在基督教 “永恒法” 的框架下， “哲人说谎” 有可能在 “自然法” 和 “神法” 两个角度获得理由， 并
且以 “自然法” 和 “神法” 的永恒属性， 超越基于 “有死的存在者” 之“实践理性” 的 “人法”。

但是， 以 “神法存在” 作为 “哲人说谎” 的理由， 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从文本
上看， 作为 “神法” 的 《圣经》 有如下的规训：

《旧约》
“箴言”·12·17： 说出真话的， 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的， 显出诡诈。
“以赛亚书”·30·9~11： 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 说谎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 “不要望见不吉

利的事”， 对先知说： “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 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 言虚幻的事。 你们要离弃正
道， 偏离直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新约》
“启示录”·21·8： 惟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一

切说谎的， 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輧輮訛

这些规训在一方面将 “讲真话” 和 “正义” 相关， 另一方面又将 “说谎” 与 “不义” “弃民”
相关。 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部分： 首先， 在 “以赛亚书” 中， 那些 “悖逆的百姓” 的重要的特征就是
“不愿意听信真理”， 这表明 “选民” 是热爱真理的那群人， 这在前提上否定了 “社会意见” 与 “真
理” 的对立； 其次， 注意 “启示录” 的引文， 它指出当末日审判到来时候， 在其他的有 “原罪” 者
都得到救赎的时候， “说谎者” 也要面对 “第二次的死” ———永不脱罪。 因此， 至少就犹太教和基
督教的 “神法” 来看， 即使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 “高贵的谎言” 也是 “罪恶”。 因此在 “神法”
面前， 只要是 “说谎” 就是有罪的。

同时， “神法” 真的存在吗？ 它是一个事实吗？ 斯宾诺莎 （Spinoza） 在其 《神学政治论》 一书
中， 他对正统教会信仰展开了如下的批判。輧輯訛 根据斯宾诺莎， 作为 “神法” 的 《圣经》 既不能称其
为 “神圣”， 因为其服务于世俗的目的； 也不能称其为 “律法”， 因为其无法确证立法者的身份的权
威性， 同时内部具有冲突的文义； 甚至不能认为其 “存在”， 因为赖以支持其规范性的 “神迹” “预
言” 以及作为其基础的 “世界受造” 和 “人不能自足” 的形而上学公设都是经不起经验的推敲的。

輦輵訛 [意] 阿奎那： 《论法律》， 杨天江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第 40 页。 注意， 此处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引用了奥
古斯丁 （St. Augustine） 《论自由意志》 中的文段。

輦輶訛 此处的 “神法” 应当理解为 “神圣律法”， 也即 《圣经》 的规范性内容。
輦輷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阿奎那书， 第 27页。
輧輮訛 《圣经 （新编）》，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6年印刷， 参见 《旧约》 第 623-624 页、 第 688 页，

《新约》 第 115、 第 291页。
輧輯訛 参见 [荷] 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文集·第 3卷·神学政治论》， 温锡增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第 59-64页、 第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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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通过科学—理性的方法， 直接质疑了 “神迹” 是否 “曾经发生过”， “预言” 是否 “曾经生
效过”， “神律” 是 “由神颁布的” 还是 “人为拟造的”， 以及 “上帝是否存在” “世界是否永恒”
“人性能否自足” 等更为根本的问题。 “神法存在” 无法以 “科学论证” 来证实， 而只能够以 “神
学—信念” 论证证实。 然而， 就我们说 “哲人有没有说谎的理由” 来看， 如果不能确证 “神法存
在”， 便不能确证存在事实上的权威赋予哲人以 “走进城邦” 并 “拯救城邦” 的义务。

再退一步说， 若不认为所谓的 “神法” 是超越 “人法” 的永恒法， 而仅仅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中
的一直延续的 “公共意见”， 那么， 这仍然不能证立 “哲人说谎” 的行动。 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
“哲学” 代表着 “真理和理性”， 而 “神学” 代表着 “信仰和想象力”，輧輰訛 如果 “神法” 乃是一种意
见， 作为哲人的 “说谎者” 固然必须 “尊重意见， 但又不接受意见”， 按照这样的逻辑， 哲人选择
的是一个他并不接受的 “意见权威” 作为其 “说谎” 理由， 而对外则辩护自己的 “说谎” 行为是出
于对这一神圣权威的义务， 这显然是说 “神法” 赋予 “哲人” 以 “神圣义务”， 让他使得哲学/科学
不去破坏 “神法” 这一意见， 让他成为一位对于公共意见领域具有拯救和保护义务的 “使徒/先知”，
这本身难道没有可能是哲人自身对于 “说谎” 的真正理由的掩饰吗？

回到 “永恒法” 的问题上， 我们业已指出， 在阿奎那看来， “神法” 与 “自然法” 分别是 “永
恒法” 的分有形式。 如果 “神法” 对于哲人的 “神圣义务” 必须至此悬置的话， 那么， “自然法”
能否赋予哲人以 “自然义务” 呢？ “哲人” 能否作为 “自然” 的 “使者”？

2. “自然法” 与 “自然正当” ———从 Naturrecht 的词义入手
在德语中， 我们使用 “Naturrecht” 一词来指称 “自然法” 及其相关概念。 单纯从语词的分析来

看， “Naturrecht” 由 “Natur” 与 “Recht” 合成构词。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 “Natur” 有三个主要含
义： （1） 自然； （2） 本性； （3） 原初。 “Recht” 有： （1） 正当， 正确； （2） 权利； （3） 法———三个
主要含义。輧輱訛 因此， 加上我们前文所述的 “自然权利” 和此处的 “自然法”， “Naturrecht” 共有九种
可能的翻译方式。 但是对 “Natur” 的翻译，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 “自然” 的译法针对于 “自由”， 指
代的一种从认识论角度不能以 “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 干预的 “自然范畴”； “原初” 的译法侧重本
体论—形而上学的角度， 指代 “第一性” “原生性”； “本性” 的译法则侧重实存论角度， 指代那些
与 “人工” 对立的范畴。 这三个范畴可以同义化为： 指称一种人力不可也不能干预的先天的、 具有
发生性的 “自然范畴”。輧輲訛 如果悬设 “自然存在”， 自然法是有效的， 可以认为自然法能够作为 “哲
人说谎” 的 “权威性来源”， 即哲人有对自然法的特殊的义务， 这种义务能够排斥 “自我保存” 的
自然欲望， 使得哲人 “必须说话”； 同时自然法也支持 “哲人走进城邦”， 支持哲人通过谎言实现对
城邦的 “拯救”。

回返 “自然法” 的源初含义， 就要走回柏拉图的 “自然正当” 理论的古典政治哲学设想。 根据
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设想， 哲人被定义为走出 “意见” 的洞穴， 并且见得 “真理” 的光明和真
相的人。輧輳訛 如果依照 “自然倾向”， 在这样美好的生活之中的哲人是不会回到代表着意见和假象的
“洞穴” 之中的， 因为 “回归” 意味着 “衰退”， 命令哲人 “回归洞穴” 意味着剥夺哲人享受好生活
的权利， 意味着对哲人这一群体的不公平。 但是接下来柏拉图主张： “法律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让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斯宾诺莎书， 第 209页。
輧輱訛 Johannes Hoffmeister, W觟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eriffe, zweite Auflage, Verlage von Felix Meiner in Hamburg, 1955, p.425.
輧輲訛 实际上， 这里的总结也是颇成问题的， 但是由于本文的讨论所限， 无暇展开。
輧輳訛 参见前引譿訛， 柏拉图书， 第 226-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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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中的某一阶层过上与众不同的幸福生活， 而是如何设法让这一幸福分布在整个城邦中， 用说理
或用强制的手法使公民们和睦共处， 使他们相互之间分享他们每一人能向社会提供的利益， 法律在
城邦中造就了这种人的目的并不是好让每一人想往哪处跑就往哪处跑， 而是利用他们来促成城邦的
内在统一。”輧輴訛 柏拉图口中的 “法律” 基于 “理想国” 这一 “最佳政制”，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柏拉
图主张在 “自然法” 意义上 “哲人走进城邦” 的义务。 同时， 哲人必须以 “高贵谎言” 逐渐 “教
育” 公众， 而不是将所有真相向其坦言。 柏拉图的理由是： 一方面， 公众可能不会相信 “存在洞穴
之外的世界”， 而哲人面对 “意见社会” 进行自辩是困难且危险的， 这样无法实现 “共同的好生活”
的目的； 另一方面， 公众如果接受 “真理” 对既有意见社会的冲击就会造成 “意见社会” 的瓦解，
在 “社会” 已然动荡混乱的情况下， 更无法言及 “好生活”。輧輵訛 因此， 柏拉图的上述 “自然正当” 观
念预设了一种合乎自然的等级—分工制度， 尽管 “自然等级分工” 的理论是通过 “人的金属属性”
这一 “高贵谎言” 解释的， 但是他相信确实存在一个 “自然等级分工”， 这只有哲人才能探知， 因
此必须采取 “人的金属属性” 这样的神话性质的隐喻才能让大众相信这一真实的等级之存在。 因
此， 作为 “最高贵的灵魂” 的拥有者的哲人， 就有成为 “王者” 的自然必然性。輧輶訛 这既是 “自然正
当” 的要求， 也符合 “自然规律”， 也即 “自然正当” 作为一个先天的 “理式—理念”， 是 “自然
法” 模仿的对象， 也是 “有序灵魂” 模仿的对象： 由于 “自然法” 模仿 “自然正当”， 因此它具有
合法性； 由于 “有序的灵魂” 模仿 “自然正当”， 因此它具有高贵的性质。 “自然正当” 赋予了 “自
然法” 以能力去识别 “有序的灵魂”， 以此赋予那些灵魂以 “法律” 上的 “统治必然性”。

“哲人” 被 “自然法” 迫使着 “说谎”， 一方面是因为 “自然正当” 的 “自然等级序列” 是不可
破坏的， 另一方面则是哲人真切了解 “自然正当” 究竟作何安排， 了解自然法的功效就是在于维系
“自然正当的等级序列”， 知悉一旦将真理泄露， 则社会将陷入和 “自然正当的等级序列” 相反的
“混乱状态”， 但是从 “行动理由” 角度来看， 以 “自然法—自然正当” 作为理由仍然面临以下的不
足。 首先是对于 “自然法” 有效性的怀疑。 虽然柏拉图主张 “自然法” 的合法性来源是 “自然正
当”， 但是关于 “自然正当” 甚至 “自然法” 的知识不是 “真理” 吗？ 如果这是真理的话， 那么我
们如何确证柏拉图在言说这一真理的时候有没有 “说谎” ———因为柏拉图的谈话对象也属于 “公
众”， 既然柏拉图主张了 “真理” 不可说的观点， 那么在对公众言说 “自然正当—自然法” 的观点
的时候， 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自然正当” 究竟是一种超越人类认识的 “存在”， 还是柏拉图为了支
持仅仅是有利于社会的 “等级序列” 观点而采取的 “高贵谎言”？ 如果主张关于二者的知识 “不是
真理”， 岂不又是自相矛盾？ 其次， 即使我们认为柏拉图的观点是 “真理的教诲”， 但是不足以消除
柏拉图的 “理念论证” 的不足： 柏拉图业已表明， “自然法” “自然正当” 属于理念 （Idee） 的范畴，
然而单纯的理念为何能够对哲人赋予 “义务” 呢？ 即使这一理念是 “哲人” 这一群体所共有的， 那
么以 “理念” 而证立规范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哲人群体对 “公众” 的外部行为， 因为公众是不可
能有关于 “理念” 的真理的———因此， 欲使柏拉图意义上的 “自然正当—自然法” 具有规范性， 必
须要避免的就是将其视为 “哲人群体” 的内部规范。 而将其视为 “普遍规范” 的前提， 则是证立
“自然正当” 就 “是” 合理的 “宇宙秩序”， 就 “是” 有序的 “灵魂秩序” 的模仿对象， 因此它必须
是一个 “存在”， 而并不是单纯的 “理念”。

輧輴訛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 王杨译注， 华夏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56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譿訛， 柏拉图书， 第 225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譿訛， 柏拉图书， 第 230页。

63·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4期

总而言之， “保护性的隐微主义” 旨在通过追求高于 “实在法” 的规范， 进而证立哲人“走进城
邦” 的行动， 然而就像我们最初的比喻一样， 更高的规范能够被 “作为使徒 ／先知” 的 “哲人” 所
认知并接受， 但是它的存在和效力在 “意见世界” 却面临质疑。 “使徒 ／先知” 的行为多多少少都具
有些许神秘主义的味道， 当我们将哲人比喻为 “使徒 ／先知” 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标示了这一点。
因此，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不在于对 “哲人” 自身的 “使命” 的内部证立， 而在于证立这一 “使
命” 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照进 “意见社会”，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得 “意见社会” 接受。 “保护性隐微
主义” 通过诉诸 “更高规范” 赋予了哲人以 “拯救 ／保护” 的 “法理” 的义务， 但是鉴于这些“更高
规范” 是神秘主义的， 因此哲人无法在公众面前分辨清楚到底哲人的 “拯救” 是基于 “更高规范”
赋予的义务， 还是哲人为了 “拯救” 或其他目的 “伪造” 了 “更高规范的高贵谎言”； 同时， 那些
不以 “拯救” 为目的， 而以危害社会为目的的人也可以以 “更高规范” 为名目， 实现他 ／她的私欲。
因此， 在面对 “意见社会” 的时候， 哲人 “说谎” 的理由还需要更有利于 “意见社会” 接受的表达
方式， 由此将 “哲人” 与 “实现私欲者” 区分开来。 概言之， “保护性隐微主义” 作为 “哲人说谎”
的理由虽然在 “哲人” 内部能够得以证立， 但是其本质上仍保持了 “未尊重意见” 的表达方式， 并
不符合 “尊重意见” 的理论前设。

（三） “因材施教” 与 “实现抱负”： 作为 “教师” 与 “政客” 的哲人的行动理由

既然我们可以暂时确定， 通过诉诸 “更高规范”， 哲人 “说谎” 得以具有理由， 但是这种法理
依据由于其自身的神秘属性而不是一个 “强理由”， 也即以 “使徒 ／先知” 身份出现的哲人对于那种
“更高规范” 的确信仅仅是一种 “信念”。 那么， 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哲人的另外两种身份———“教师”
和 “政客”， 就赋予了 “哲人进入城邦” 在实践上的可能性。 这两种身份可以将哲人在古典意义上
的 “使徒 ／先知” 身份予以补全。

作为 “教师” 的哲人和作为 “政客” 的哲人， 也即 “教学性隐微主义” 和 “政治性隐微主义”
的共同点在于 “教育” 和 “改造”。 基于 “尊重意见和真理的根本对立” 这一前提， 作为 “教师”
的哲人小心谨慎地在城邦中挑选 “未来的哲人”， 也即具有 “哲人潜质” 的人 （青年） 进行教诲，
此时的 “隐微” 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自身以及保护城邦， 另一方面则是考验 “被拣选的人”。 同样，
出于 “社会具有潜在的理性化倾向” 这一前提， 作为 “政客” 的哲人为了防止政敌的危害以及防止
“非理性传统” 阻碍改良的路程， 采取一种新的隐微主义与 “政治力量” 和解， 并且通过实现政治
力量的目的进而实现哲学的目的， 也即社会的理性化。 从这一角度来看， “教学性隐微主义” 与
“政治性隐微主义” 都是可以和实在法相容的， 因为一个教师选择何种方式去教育学生在法律上属
于教师的自由， 一个政客选择何种方式与其他政治势力达成一致使得社会得以改造在法律上属于政
客的自由。 质言之， “教学性隐微主义” 与 “政治性隐微主义” 将 “使徒式的拯救” 转变为见容于
实在法的 “本职工作的权力” 而被社会所接受： 一方面， 自然法作为哲人的内部的信念， 完全可以
对哲人群体科以出于更高规范的义务， 而这一义务在根本上并不排斥实在法的 “许可”； 另一方面，
哲人在 “本职工作的权力” 这一维度固然可以依照实在法选择 “说真话” “说假话” 甚至 “不说
话”， 而在 “拯救城邦的义务” 这一更高的维度只能接受 “说假话” 的命令， 这就使得哲人在城邦
中看似具有选择教育和改造方式的自由， 而实际上受制于他 ／她内心做遵从的更高的规范。

难点在于， “教学性的隐微主义” 和 “政治性的隐微主义” 对于 “意见” 和 “真理” 的态度的
差别， 影响了对于 “本职工作权力” 这一理由的上位理由的确定。 鉴于 “意见和真理的根本不谐”
以及 “真理进入城邦将破坏城邦的意见要素”， 古典政治哲学注定与城邦及其统治者保持距离， 其
所遵循的毋宁是古代 “自然法” 的 “等级序列”， 其坚信多数人不能够也不应该掌握真理， 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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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哲学家要去保持自身基于自然法的 “至高” 地位， 而是他/她预见到 “真理取代意见”， 也即
“自然法” 的 “等级序列” 被破坏的危险后果。 然而， 基于 “社会的潜在理性化可能”， “政治性隐
微主义” 不再坚信 “真理” 会破坏 “意见社会”， 反而认为 “意见社会” 注定要被 “真理的无蔽状
态” 所取代， 哲学意欲改变 “城邦” 必须和 “统治者” 合作， 同时也必须在 “被统治者” 那里寻找
盟友， 这就当然地否定了古代自然法的 “等级序列”， 而必然主张 “人人平等”。 这两种隐微主义从
“自然法” 那里获得的命令分别是 “保护那些俗众并使他们免于真理之危害”， 以及“启蒙那些俗众
并使他们蒙受真理之光”， 以至于我们会怀疑， 究竟有 “几个” 自然法， 还是自然法的教诲是 “因
时而变” 的？ 这种变化并不改变哲人那种潜在的 “使徒 ／先知” 的身份， 但这两种 “使徒” 的教诲
是相反的， 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个城邦中也会必然出现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被认为是 “历史主义” 意
义上的必然， 那么将消解 “自然法” 作为 “永恒法” 的地位， 进而使其如同前述的 “神法” 一般，
成为一种 “高级的意见”。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体现在柏拉图的 《法律篇》 之中， 在其中， 柏拉图主张 “哲人成为立法
者之师” 的立场。輧輷訛 此时哲人作为使徒， “隐微教导” 的对象恰恰就是 “城邦的最初的统治者”， 而
这些 “城邦的最初的统治者” 恰恰能够领会哲人的 “微言大义”， 又恰恰不会因此危害哲人的生命
与自由， 更恰恰按照哲人的指示理智地立法， 保证公民按照理智的立法行为， 逐渐使得真理之光照
进城邦。 古典政治哲学不奢求一劳永逸， 也不奢求所有人都是适格的 “潜在哲人”， 它需要一代代
哲人以自身去进行教诲的尝试。 然而这种方式方法， 与现代政治哲学， 甚至政治科学追求必然性和
精确性的立场相去甚远， 以至于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施特劳斯所提出的 “古今之争”， 一定
程度上意指这样的情境。 施特劳斯直言， 在当代哲学的两大主流———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看来， 古
典政治哲学要么是 “模式不科学， 实质不民主”， 要么是 “否认理性依赖于语言和历史， 否认人的
思想依赖于不可理解的力量”。輨輮訛 以现代的角度看古典政治哲学， 只能将其打上 “非科学” “反历史”
的烙印。

但是就本文的任务而言， 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认为， 无论是坚持 “古典政治哲学” 还是 “现代政
治哲学” 的立场， 以来源于实证法内的 “本职工作权力” 结合来自自然法的 “拯救城邦的义务”，
作为 “哲人谎言” 的理由都是成立的， 尽管坚持古典政治哲学的 “意见与真理的根本不谐” 的立场
与坚持现代政治哲学 “社会的潜在理性化可能” 的立场会导向不同的隐微主义。

结论： 哲人有说谎的理由

“哲人必须说谎” 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这一悖论必须化解， 因为如果哲人意识到 “悖论” 而
不去化解这一悖论， 就违反了其 “智性” 的要求。 自然， 化解上述悖论绕不开语言哲学的路径， 虽
然其结果是哲人必须以其他身份言说 “哲人谎言”。 梅尔泽给出的四种 “隐微主义” （自卫性隐微主
义、 保护性隐微主义、 教学性隐微主义、 政治性隐微主义） 可以等价于以下的四个理由： “存在危
险———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 “存在更高规范———拯救城邦的义务” “基于教师的权力———因材施教
的自由” “基于政客的本分———改造社会的希望”。 通过上述的分析， “自卫性隐微主义” 虽然支持
哲人 “说谎”， 但是更倾向于哲人 “不说话”， 因此不是 “哲人说谎” 的理由； “保护性隐微主义”

輧輷訛 参见前引譿訛， 柏拉图书， 第 108-109页。 中国古代文人的至高理想———“帝师” 与此暗暗巧合。
輨輮訛 参见 [美] 列奥·施特劳斯： 《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 刘振译， 收录于氏著 《古今自由主义》， 叶然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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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支持了哲人 “言说” 与 “说谎”， 但是有神秘主义的嫌疑， 因此无法“走进城邦”； “教学性隐微
主义” 与 “政治性隐微主义” 可以共同作为对 “保护性隐微主义” 的辅助性理由， 旨在使得哲人
“进入城邦” 具有实在法上的许可。

因此， “哲人说谎” 具有理由， 这种理由是一种结合性的理由， 即以 “更高规范” 为 “理由—
义务” 的原初来源， 同时以 “世俗权力—自由” 作为这一原初来源的世俗化版本， 这样哲人的 “谎
言” 就既能避免逻辑悖论的智性指控， 也具有来自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共同理由。

Abstract: The�phrase “noble�lies�of�philosophers” comes�from�Plato’s�State�(also�translated�into�
the� Republic)� ,� which� argues� that� philosophers� as� rulers� ne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city-state� with “ noble� lies”.� Based� on� Plato's� theory,� Strauss “ rediscovered” the� method� of
“explicit�and�implicit�combination” as�the�teaching�and�expression�of�classical�political�philosophy.�
This� method� requires� the� educatee� or� reader�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er's “ implicit� meaning”
through “reading�between�the�lines”.�Although�Strauss’s�proposition�has�been�accepted�by�some�
scholars,�there�is�actually�a�great�controversy�on�the�topic�of “philosopher�lying”.�In�a�word,�there�
are�logical�accusations�based�on�the “liar�paradox” 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and�torture�on�
the�grounds�of “philosopher� lying” based�on�practical�philosophy.�This�paper�holds� that� if� the�
logical�dilemma�of�the “liar�paradox” cannot�be�resolved,�then�the�philosopher�will�fall�into�the�
conflict�of “unwise” practice;�if�the�practical�reason�of“philosopher�lying” can�not�be�proved,�then�
the�philosopher�is “hypocritical”.�The�task�of�this�paper�is�to�weaken�the�influence�of� “liar�paradox”
on “philosopher�lying”,�and�to�find�and�prove�the�practical�reasons�of�“philosopher�lying”.

Key Words: Esotericism;�Liar�Paradox;�Reason�Theory�of�Law;�Opinions�and�Truth;�Classical�
Political�Philosophy

（责任编辑： 李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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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修复的法理意蕴与制度形塑

卢护锋 *

内容提要： 在功能上， 信用修复制度既能激励失信行为人采取措施、 重建信用， 又有助于
维护市场秩序的良性运转； 在制度定位上， 信用修复相对于失信惩戒而言， 具有过程上的
贯穿性、 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结构上的相关性。 在构建的基本原则上， 要坚持激励与约束
相结合、 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并重； 在适用范围上， 既应包括因行为人过错而导致的失信
惩戒， 又能涵盖非因行为人过错导致的信用减损； 在制度建构模式上， 应当以行为修复和
信息修复为框架。 其中， 在行为修复制度的具体建构上， 需要考虑行为性质与主观过错所
具有的制约意义， 在此基础上从公示期限的统一、 修复次数的明确、 修复方式的拓展以及
修复法律后果的确定等方面展开； 在信息修复制度的具体建构上， 应当限定信用信息的范
围， 进而从信息修复的自主解释、 申请的便利化、 异议的审查以及修复结果的公示等方面
予以规范。
关键词： 信用修复 基本功能 制度定位 基本原则 适用范围 制度模式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6

一、 研究的缘起

在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当下， 与信用有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当然， 即便
在这 “快车道” 上亦呈现出快慢不一的景象， 有的制度如失信惩戒如火如荼， 有的制度如信用修复
则推进缓慢。 实际上， 制度规划之初， 信用修复便已被遗忘。 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中， 并未提及信用修复； 其后中央发布的一些指导性文件和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中， 信用修复虽偶被涉及， 但并未作为制度发展的主要方向。 例如，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中
与信用修复有关的内容仅为第三十八条： “在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内， 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履行义务、
申请延期、 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失信损失， 消除不利影响的， 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可以向市公共信
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 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当在收到该书面证明之
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在平台查询界面上删除该失信信息。” 直到 2018 年， 以信用修复为主题的专门
文件才开始出现， 这一阶段陆续出台了包括 《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的公告》 《厦门市生活垃圾违法行为信用修复办法》 《山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

*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是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失信惩戒的行政法研究” （项目编号：
2018BFX046）、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年省级重点项目 “信用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 （项目编号： 2018WZDXM028） 和 2018 年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失信惩戒行政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018GZGJ190）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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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 《三亚市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虽然上述文件在
名称上都冠以 “信用修复”， 但由于仅涉及信用监管的某一具体领域， 且内容极为简单， 故而我国
信用修复制度的基本构架体系仍未形成。譹訛

不同际遇背后， 除了制度建设者基于现实需求的考量外， 也与理论研究的欠缺有着直接关联。
就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 信用修复的研究成果比较有限， 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学、 管理学领域，
法学研究很少涉猎；譺訛 囿于经济学、 管理学的专业视角， 尽管论及了制度安排这个本文所关注的核
心问题， 但其思路和结论均非规范意义上的， 不足以为信用修复制度的建设提供妥切的指引。 因
此， 从理论上厘清信用修复的法律内涵、 揭示信用修复的法理意蕴， 并反思和追问当下的制度建
设， 从而为信用修复的理想图景作出适当的预设， 以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的这块拼图， 应当是法
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亦是本文的研究旨趣。

二、 信用修复制度的文本表述与解构

（一） 信用修复制度的文本表述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中， 信用修复并未成为一个有约定俗成内涵的术语， 而是理论研
究者和制度设计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的表达， 对概念的界定是五花八门的。 例如， 有论者从信用
修复与行政 “黑名单” 关系的角度出发， 认为信用修复是失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主动履行法定义
务、 经作出惩戒的机关决定， 将其撤出违法 “黑名单” 的制度；譻訛 有论者则认为信用修复是一种补
救手段， 即 “失信主体为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向负责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后者对于符合法定条件
的失信主体进行受理、 确认、 公示、 处理的信用补救行为”；譼訛 还有论者以国标 （GB/T22117-2008）
为依据， 将信用修复界定为： “依法改善对受信方的负面记录和评价， 允许受信方对其失信行为的
客观原因进行解释的技术手段”。譽訛 无论是将信用修复界定为制度、 补救行为抑或技术手段， 笔者均
无意作出理论上反驳或呼应， 因为概念只要逻辑自洽且能满足研究者的特定需要， 便可以认为具有
合理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 在我国制度体系中， 信用修复作为新生事物是实践催生的产物， 而非理
论推演的结果， 因此无论是对西方概念的移植， 还是基于逻辑的证成， 必须紧靠信用法治实践， 而
不能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者简单地借用西方的概念。 当然， 紧靠实践并非是指对实践的简单
复制， 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对由此而形成的概念的反思和追问。

据此， 笔者拟将现有制度文本中 “信用修复” 界定的表述摘录数例， 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共性。
例一， 《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规定， 信用修复“是指不良信息主体为积极改善
自身信用状况， 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向作出不良信息认定的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申请并
被确认的一种行为过程。” 例二， 《三亚市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第四条规定，

譹訛 以 《厦门市生活垃圾违法行为信用修复办法》 为例， 该办法只有十条规范， 其中实体性内容主要规定了信用修复的方法和
法律后果： 在方法上， 仅以行为人 “向所在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构申请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 为凭据； 在法
律效果上， 主要是抵扣违法行为人的公示时间。 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 程序等基本内容， 则尚未涉及。

譺訛 笔者通过 “中国知网” 检索发现， 从法学的视角研究信用修复的文献只有少数几篇。 具体参见胡元聪、 闫晴： 《纳税信用修
复制度的理论解析与优化路径》， 载 《现代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罗培新、 罗铉烽： 《信用修复务必与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
相衔接》， 载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19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 邹焕聪： 《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修复机制之完善》， 载 《民主与
法制时报》 2019年 8月 1日第 6版。

譻訛 参见前引譺訛， 胡元聪、 闫晴文。
譼訛 参见前引譺訛， 邹焕聪文。
譽訛 王宁江： 《信用修复之理解》， 载 《浙江经济》 2016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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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修复是 “在不良信息披露期限内， 法人和自然人通过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后， 提
出信用修复申请， 经信用修复机构认定获准停用或缩短失信行为记录惩戒期限， 重建良好信用的过
程。” 例三， 《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信用修复， 是指能
源行业市场主体在失信信息披露期限内， 纠正失信行为且消除不良影响后， 向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
能源监管机构提出修复申请， 并经审核确认后， 通过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对其失信信息进行相应
调整的过程。 调整后， 该失信信息不再公开披露或作为失信惩戒的依据。”

上述立法例表明， 我国实践中的信用修复是失信主体通过纠正失信行为来改善其信用状况， 并
向信用修复机构 （相关主管部门） 提出修复申请， 以缩短不良信用记录效力期限或者终止不良信用
记录效力的制度。 这个概念蕴含有以下因素： 一是在启动程序上， 信用修复是一种依申请的行为，
信用修复机构不得主动为之。 二是在适用条件上， 信用修复以失信主体信用状况的改善为前提， 即
失信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纠正了失信行为， 实现了信用状况的恢复， 因而具备了申请信用修复的条
件。 三是在法律效果上， 信用修复实现的是不良信用记录效力期限的缩短或者终止， 即失信主体由
于失信行为受到了国家职能部门的处理， 从而使得其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甚至是剥夺，
而通过信用修复则可实现禁止、 限制期限的缩短或禁止、 限制的全面解除。

（二） 信用修复制度的解构

1. 信用修复的条件
信用修复的条件即准予对信用进行修复的基本事由， 是指在具备什么条件下， 信用是可予以修

复的。 信用修复的条件是信用修复的实体要件。 目前， 信用法律制度关于修复条件的设置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1） 失信信息所涉的行政处理决定或司法裁决已经实际履行完毕。 失信信息所涉的行政处理决
定实际上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行政处理信息本身就是失信信息， 如一般认为被监管部门处以市
场禁入或者行业禁入的信息、 被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即为失信信息；譾訛 另一种情形是
因市场主体失信而被处以信用罚， 如列入黑名单、 实行联合惩戒等。 在这两种情形下， 虽然行政决
定与失信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相同， 但与信用修复具有类似的关联性， 即履行完行政处理决定所确
定的义务是失信主体申请信用修复的必要条件。 失信信息所涉的司法裁决主要是指失信主体未履行生
效判决、 裁定的信息， 在此情况下， 失信主体申请信用修复应当以先履行生效判决、 裁定为要件。

（2） 社会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 虽然社会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这个条件极为抽象和充满弹
性， 却恰恰是最为实质性的条件。 信用修复， 顾名思义， 是信用得到了修复， 也就是失信造成的不
良影响逐渐被消除而重建了信用。 在笔者看来， 社会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就是失信行为人通过改
正失信行为、 做出信用承诺以及其他方式重新赢得社会信赖和用户、 客户接纳的过程。 因此， 社会
不良影响基本得到消除的评价标准既包含了失信行为人的主观努力过程， 也体现了主观努力之后所
形成的客观实际效果。

（3） 经过了公示期限。 公示期限是指在不良信用记录形成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作出之后， 应当经
过一定期限方可实施信用修复的限制性制度。 修复时限制度有着较好地实现失信行为人权益保护和
维护市场秩序之间平衡的功能， 因为既维护了原有信用记录或失信惩戒措施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
性， 又为激励失信行为人积极主动改进自身信用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在现有制度体系中， 对信用修

譾訛 具体内容参见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第九条、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武汉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 第十三条、 《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十条、 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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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适用的时限规定最细致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 “信用中国” 网站及
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 〔2019〕 527 号） （以下简称
《修复机制的通知》）。 《修复机制的通知》 将信用修复的时限与行政处罚的公示期限挂钩， 其中 “涉
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在信用网站最短公示期限为三个月”，
“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在信用网站最短公示期限为六个月”，
“三个月” 和 “六个月” 的期限分别成为信用修复的限制性期限， 即一般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
只有经历各自的最短公示期以后， 失信主体的不良信用记录才有修复的可能。

2. 信用修复的程序
信用修复的程序是实现信用修复规范化的重要途径， 表现为申请信用修复的一系列过程， 具体

包括申请、 受理、 作出决定和公示四个环节。 申请需要由申请人即失信行为人向失信信息认定的公
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 需提交的材料包括居民身份证件材料 （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副本）、 责任
履行完毕的证明材料、 实施相关改正行为的证明材料以及信用承诺。 申请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有
效性负责。 申请由信用修复机构 （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 受理， 信用修复机构在接到申请人的申
请后， 应当及时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对改正的效果进行调查。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的审查
应当是全面审查， 即对于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的， 信用修复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补全； 对于申请人提
供材料的真实性、 有效性、 准确性进行认定， 在认定之前可以通过实地调查、 约谈等方式对相关情
况进行核实。 信用修复机构经审查， 认为不符合修复条件的， 作出不予修复的决定， 并告知理由；
对于符合修复条件的， 制作信用修复决定， 并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 信用修复机构应当将信用修
复的信息及时报送主管部门， 由其将被信用修复标注的不良信息统一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3. 信用修复的责任监督
信用修复的责任监督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申请人方面， 应当真实反映情况， 不得以欺骗、

伪造、 变造等手段办理信用修复， 同时应当加强自我管理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信用修复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方面， 应当按照相关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能， 不得违规实施修复或故意阻扰申请人修复。

三、 信用修复的功能与制度定位

如果说前文所论述的是信用修复的制度维度， 那么接下来探讨的将是信用修复的法理维度， 主
要包括作为制度载体的信用修复之功能及其在整个信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其目的在于： 一方
面为我们进一步观察、 理解信用修复这一新的法律制度提供窗口； 另一方面， 也为反思和重构该制
度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方向指引。

（一） 信用修复的基本功能

从当前制度文本的表述来看， 信用修复的功能定位大体有三种基本倾向： 一种是将信用修复定
位于激励制度， 即 “鼓励和引导不良信息主体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为， 消除社会不良影响， 提升自
身信用水平” 是信用修复制度的目标指向， 如 《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 另一种是将
信用修复的功能侧重于对修复行为的规范， 即 “规范法人和自然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失信记录的信用
修复工作， 进一步完善失信修复机制”， 如 《三亚市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还
有一种是将信用修复视为保障失信主体权益的机制， 如 《修复机制的通知》。 上述三种定位虽切中
了信用修复制度的某些方面， 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具体制度构建的引领作用， 但同时又忽略了
其他要素， 而这些要素对信用修复制度整体功能的实现又极为重要， 如信用修复对于维护市场秩序
的意义就在以上论述中得不到体现。 在笔者看来， 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将信用修复置于一种关系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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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中， 而仅仅对其作了单向度理解。 在关系性视角下理解信用修复即意味着首先应将信用修复作为
一种法律关系， 即信用修复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故而立法的主要任务便在于如何
厘清该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从申请人的角度来说， 信用修复的主要意义在于激励其采取措施， 重建信用， 维护自身权益。
虽然目前对于不良信用记录、 行政 “黑名单” 等的性质尚存争议， 但有一点却是共识性的， 即承载
行为人失信信息的记录或者处理对失信行为人而言是不利的， 特别是在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为
导向的政策指引下， 失信处理带给失信行为人的损害有时甚至远超一般的行政处罚。 因此， 尽管申
请人因其失信行为应承受某些不利后果， 但同样也应当鼓励其通过合法的行为进行补救， 以将其权
利义务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 然而， 不同的失信主体面对失信不利法律后果时， 其态度是不同的：
有的失信主体可能就采取一种消极做法， 顺其自然等待失信记录的失效； 有的失信主体则会积极采
取补救措施， 通过某些行为重建自身的信用。 对于后者， 自然也是值得我们提倡和鼓励的， 且这种
激励应当体现在制度构建之中。 正如法律激励功能的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 “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
励功能, 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 使个体受到鼓励去作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
最终实现法律所设定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模式系统的要求, 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 造成理想的法律秩
序。”譿訛 因此， 通过激励机制， 鼓励申请人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实施修复行为是信用修复制度的重要功能。

从被申请人的角度来说， 信用修复制度的意义在于维护市场秩序的良性运转。 被申请人即承担
信用修复职能的机构， 往往也是提供公共信用信息的机构， 而我国公共信用信息的提供者正是具有
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 包括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者其他公共团体。 对于这些承担公共管
理职能的组织而言， 实施市场监管是其职能的重要方面， 这一职能包含维护公平竞争、 保护消费者
权益、 守护安全底线和促进市场发展等内容。 当相关市场主体出现了诸如违约或者某些特定的违法
行为等失信状况时， 也意味着市场主体的行为与市场秩序的要求之间产生了背离———因为 “诚信乃
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内在需要， 这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结论。”讀訛 正是基于诚信
对市场经济重要性的认识， 世界各国才通过立法针对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设定相应的制裁措施， 比
如相应的监管主体限制失信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相应市场活动的自由或直接剥夺其参与市场活
动的资格。 尽管行为人通过事后的积极作为试图作出补救， 但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失信行为就可以当
然 “清零”， 应当赋予被申请人 （相关监管部门） 对失信行为是否可以补救、 补救效果如何等进行
实质性审查的权力， 以免在恢复申请人信用状况的过程中对市场秩序带来新的损害。 因此， 在维护
市场秩序的意义上， 信用修复所具有激励及保护失信行为人权益的功能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以上对信用修复制度功能两个维度的阐释不仅止于对信用修复的 “本体论” 探索， 而意在进一
步剖析其所具有的制度建设意义， 亦即从保护失信行为人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的两个维度评价、 反
思和构建信用修复制度。

（二） 信用修复在信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制度定位所展现的不是制度自身的状况， 而是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 信用修复在信用法律制
度体系中的定位， 便是信用修复与信用法律制度体系中其他基本制度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理论判
断， 具体表现为信用修复与相关制度在结构上、 功能上或者价值上的关系。 而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梳
理， 不仅可以观察信用修复在整个信用制度体系中的方位， 亦能为信用修复制度的完善或者构建提

譿訛 丰霏、 王天玉： 《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理论解说》，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年第 1期。
讀訛 龙静云： 《诚信： 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德灵魂》， 载 《哲学研究》 2002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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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定的参照坐标。 尽管失信惩戒不是信用制度的全部， 但客观事实是， 当前信用法律制度体系是
以失信惩戒为中心构建起来的， 姑且不论那些专门以失信惩戒或者失信联合惩戒为名的规章、 规范
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 即便是在 《XXX 社会信用条例》 这类一般性法规中， 失信惩戒的中心地位
亦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 通过管窥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的关系， 大体可以推断出信用修复在信用法
律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在笔者看来， 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的关系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过程上的
贯穿性， 二是功能上的互补性， 三是结构上的相关性。

1. 信用修复在过程上的贯穿性。 信用修复， 顾名思义， 它修复的是行为人的不良信用状态。 单
从理论上说， 但凡出现行为人不良信用评价之处就有适用信用修复的制度空间， 而作为以失信惩戒
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信用法律制度， 则更需要辅以修复失信惩戒后果的制度贯穿始终， 否则， 整个制
度就会出现权利义务的失衡。 如果说失信惩戒是信用法律制度的一条明线， 那么信用修复就是信用
法律制度的一条暗线。 将信用修复作为信用法律体系的贯穿性制度， 意味着将来的制度安排中信用
修复不仅仅针对信用监管的某个方面或者环节， 而是针对信用监管的整个过程， 即但凡在限制或者
剥夺行为人某种资格的场合， 除非有相应规则的明确排除， 原则上信用修复对失信行为人而言就应
当是可获得的。

2. 信用修复在功能上的互补性。 失信惩戒实施的意义在于， 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强制性手段暂时
或永久关闭失信行为人继续从事特定活动的通道， 从而防止因失信可能导致的市场秩序的进一步失
范； 同时发挥震慑作用， 以制度告知行为人失信可能遭致的种种不利后果。 因此， 在功能上， 失信
惩戒是以顺畅实现特定行政管理为目标的， 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主管部门便是这个实施机
制的主要判断者。 而信用修复的意义在于， 失信行为人通过积极作为将已被行政主管部门强制关闭
的通道重新打开， 从而获得和其他主体一样参与市场活动的同等机会； 同时在社会形成积极的激励
引导， 以实例向世人展示， 积极的信用修复能使人重获行为自由。 在理论上， 信用修复的激励功能
建立在平等对待这一深刻政治哲学基础之上。 虽然在信用修复之前， 行为人因信用的缺失而丧失了
资格， 但在经过信用修复而重建信用之后， 对失信行为人而言， 获得同等对待应当是可以期待的。
正如卢梭所言： “社会契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一种平等， 以致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 并全
都享有同样的权利。”讁訛

3. 信用修复在结构的相关性。 结构上的相关性是指信用修复与失信惩戒相互之间彼此依存的关
系。 结构上的相关性表明二者之间在设定上应当具有某种对应性， 即不同的失信处理措施应当有与
之相对应的信用修复机制。 也许， 在具体条文对接上未必一一照应———比如信用修复可依失信主
体、 失信行为类型或者惩戒措施的种类等作出框架性规定， 但至少要保证二者之间在逻辑上是能够
对应的。

四、 信用修复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如上文所言， 信用修复制度在整个信用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而现有制度无论是体量还是
具体文本中内容的丰富程度， 均无法与其应有的地位匹配， 故而需要应进一步反思现有制度的主要
缺陷并予以重构。 在法律制度的构成中， 既有比较宏观的内容如原则、 模式等， 又有相对微观的部
分如概念、 具体规则等， 不同部分对于法律制度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 信用修复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讁訛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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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涉及其中的某一方面， 而是涉及诸多环节， 因此笔者拟从原则、 适用范围、 基本模式以及具
体制度等入手展开讨论。

（一） 信用修复制度基本原则之确证

信用修复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指导信用修复制度构建和执行的基本准则， 它贯穿于信用修复的基
本方面和主要制度之中。 贝勒斯在 《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 一书中指出： 规范意义的法律
原则是需要证成的； 如果不可证成， 在法律意义上便是可以推翻的。輥輮訛 那么法律的原则该如何确证
呢？ 按照贝勒斯的分析逻辑， 虽然证成应当考虑相关性、 可接受性等要素， 但本质上证成仍是一种
具体情景下的产物， 取决于作为证成主体的 “人” 与具体的环境。 如果接受这一分析构架， 那么信
用修复制度基本原则的认定就应当充分考虑当下失信惩戒普遍化的特定制度情景以及私人权益保障
诉求充分张扬的时代语境。 在这个前提下， 笔者谨慎地将信用修复制度的基本原则归纳为： 激励与
约束相结合原则和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并重原则。

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是从信用修复的理念、 功能等宏观角度的一种考量。 在一般意义上， 激
励和约束既是行为塑造的两大支柱， 也是法律制度能发挥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作用的基础。 所不同的
是， 在不同法理念支配下以及不同的法律部门中， 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较大。
例如， 《行政处罚法》 虽然亦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但无疑约束性、 惩罚性才是其主旋律。 而信
用修复制度之所以引入到信用法律体系中来， 从根本上说还是基于其激励功能———只要失信行为人
积极改进信用状况，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重新恢复正常信用的。 据此， 以激励为基础构建信用修复
制度是合适的。 与纯粹的激励不同的是， 信用修复中的激励是附条件的， 即失信行为既是信用修复
的前提， 又对信用修复提出了明确限制。 在此， “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 的实际含义是信用修复
制度的设定与实施以激励为主、 辅之以一定的约束性条件， 而不能反过来。 由此出发， “激励与约
束相结合原则” 的规范指导意义在于， 信用修复制度既需要为失信行为人信用修复的实现及其权益
保障预留出充足的空间， 又需要为信用修复的展开设定一定的条件乃至限制。 至于具体应当如何展
开在下文中进行探讨。

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并重原则是从信用修复机制这一微观角度进行的提炼。 在一定程度上说，
实施机制的良善和科学与否， 直接决定着制度的效能。 因此， 将实施机制的模式或者抽象性表述浓
缩为基本原则予以承认是极有必要的。 行为修复和信息修复并重， 即是说我国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
构架及其制度应当围绕行为修复和信息修复两条路径展开， 这实际上意味着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及
其适用范围与程序均已得到限制， 因为信用修复的具体方式及其程序或者沿着行为修复的轨道展
开， 或者纳入信息修复的范畴之中。

（二） 信用修复制度适用范围之反思

前文笔者以时下的主要制度文本为准据， 对信用修复的意涵作了提炼。 但正如笔者同时所强调
的那样， 这一界定并非不可批判的。 在笔者看来， 当前文本中的信用修复存在一个明显缺陷， 那就
是人为地缩小了信用修复的范围， 将信用修复的适用范围限于行为人因失信行为陷入惩戒的场合，
而对其它因素遭致的 “失信” 则被不恰当地作了切割。 诚然， 失信惩戒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心， 各
种失信惩戒或者联合惩戒制度占据了信用法律制度的主体， 但不能否认的是， 信用法律制度除了失
信惩戒以外， 还涉及信用信息的归集、 信用信息的披露以及信用等级评价等诸多环节。 虽然理论上

輥輮訛 [美] 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 张文显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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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行为的定性尚未形成共识， 但无疑直接与自然人、 法人的权益相关。
以信用信息的归集为例， 按照现有制度构建的逻辑， 对信用信息进行归集的目的在于建立便于

政府主管部门、 金融机构、 市场主体查询、 使用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 归
集而成的信用信息的具体内容决定着政府主管部门、 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主体对被征信人的态度， 包
括合同的订立、 政策的扶持甚至是惩戒的作出， 无不与被征信人的信用信息状况有关。 而在信用信
息征集环节， 其信息的形成往往是基于某些特定的行为， 而无需被征信人的配合甚至同意。 例如，
信用信息中最重要的公共信用信息， 便是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组织、 企事业单位以
及群团组织等， 在其履行职责、 提供服务过程中自然产生或获取的。 无论是通过人工操作抑或自动
化处理， 这些信用信息在形成过程中均可能出现错误或者遗漏， 而相关主管部门、 金融机构以及其
他市场主体却以此为根据采取相应的举措， 实施对应的行为。 对于此类情形， 当前是按照异议程序
来处理的， 较为普遍的表达是： 信息主体认为信用平台记载的公共信用信息存在错误、 遗漏或者侵
犯其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的， 可以书面提出异议申请。 但实际上， 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是两个功能
不同的法律制度。 按照异议处理的逻辑， 相关机构在受理了信息主体的异议申请之后， 认为异议成
立的矫正或者删除相应信息， 无需公示， 亦不会公示，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既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
力， 而且效力的对象范围只及于申请人。 换言之， 经异议程序撤销了 “错误信息” 后， 行政机关、
金融机构、 市场主体依错误信用信息已然实施的行为不仅并不当然消灭， 而且其他不利影响还可能
发生， 这对于不存在任何过错的信息主体而言是不公平的。 修复程序则不同， 它虽然体现的也是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法律关系， 但一经修复便应公示， 并由主管部门统一纳入公共信息平台， 能产生
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 换言之， 修复程序之后， 其法律效果不仅发生在修复机构与申请人之间， 而
且对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其他不特定人同样有效， 具有对世性。 当然， 在非因相对人过错导致不良
信用后果的情况下， 是依异议程序来处理还是采用信用修复， 相对人应有选择的自由， 但将其排除
在信用修复的范围之外无疑是不恰当的。

因此， 重新审视信用修复适用范围并适当扩大， 使其既能包括因行为人过错而导致的信用减
损， 又能涵盖非因行为人过错导致的信用减损， 是十分必要的。 如此， 笔者以为， 从保护公民、 法人
等信用法律关系相对人的权益角度考虑， 以下界定更为合适， 即信用修复是因征信过程中的错误或者
因行为人的失信行为而使其信用发生减损， 允许公民、 法人等依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重塑其信用的制度。

（三） 信用修复制度模式之选择

模式即 “事物的标准样式”， 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运用得非常广泛的词汇， 一般与 “制度”
“发展” “经济” 等组合出现。 当我们说到制度模式， 一般是在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上说
的， 是对解决某类问题具体规则的总结归纳。 从信用修复制度构建的角度而言， 模式首先表现为一
种立法技术， 即立法者以何种要素为轴心来安排规则体系的结构。 有论者指出， 由于信用修复行为
针对的是自然人或者法人的信用， 故而失信主体可以作为信用修复制度模式的建立基准； 信用修复
会因自然人、 法人的失信行为或者失信程度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处理， 因此也可以考虑将失信程度或
失信行为类别作为制度模式建构的根据。輥輯訛 但在笔者看来， 无论是失信主体， 还是失信行为的类别
抑或失信行为的失信程度， 均不足以作为信用修复制度构建的主轴。 此乃因为， 实践中的失信主
体、 失信行为的类型以及失信的严重程度往往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彼此之间无法作出有效切割， 由

輥輯訛 石新中： 《以新顶层设计启航信用建设新时代》， 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网： http://www.shanghaicredit.org/xyyjshow.php?cid=
18&id=3192， 2019年 11月 2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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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都必定是各种因素混同的结果。 即是说， 无论以哪种为模式的基础， 均无法
达到逻辑上的周延与自洽。 譬如， 如果以失信主体为基础， 同样仍需借助于行为类型的不同或失信程
度的差异来构设不同的规则。 因此， 我们认为必须放弃以 “失信” 为关键词建构信用修复模式的思路。

在笔者看来， 比较恰当的制度模式应当是以行为修复和信息修复为基础。 其理由在于， 行为修
复和信息修复的划分脱离了上述以 “失信” 为关键词而产生诸如主体、 行为、 失信程度之间的纠
葛， 而将信用修复回归到 “修复” 这个核心， 即是说， 在信用修复法律制度中， 或者按照行为修复
的规则、 或者采用信息修复的办法， 来具体实施信用修复， 至于行为主体的不同、 行为类别的差异
以及失信程度的轻重， 统统不是需要格外关照的对象———除非立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 信用修复制度之重塑

1. 行为修复制度的重构
行为修复是指失信主体通过实施相应行为改正失信状态重新赢得社会信赖以提高自身信用状况

的一套机制。 从总体上说， 行为修复的制度化已在当前相关法规、 规章、 政策性文件或者行业指导
文件中逐渐展开了， 但仍有以下问题或被忽略， 或尚需进一步重申。

（1） 行为修复的限度。 在一部分人的认知中， 对于信用修复总是存在一种错觉， 即在任何情况
下失信都可通过信用修复重塑信用。 实际上，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这都是难以成立的。 从理
论上说， 信用修复是一种恢复性措施， 虽不限于但主要是针对行为人的失信行为而设计； 而既然国
家立法者将失信行为作为一种应予否定评价的行为， 那么由此而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应是必然的逻
辑结果。 因此， 无论怎样安排信用修复制度， 均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种逻辑， 否则， 信用修复本身
也就失去了基础。 从实践来说， 如果在任何情形下都可通过信用修复重塑信用， 必将使得失信成本
大大降低甚或可忽略不计， 从而导致信用监管形同虚设， 因为在人们看来， 反正一切失信行为都是
可以修复的， 守不守信又能奈我何？ 因此， 在信用修复具体制度重构之前， 厘清其 “限度” 极为必
要， 而其中行为性质和主观过错两个要素极为关键。

从行为性质上来理解信用修复的限制， 是指因违法或者失信行为的性质而不允许修复的制度。
法是针对行为而设立， 赋予不同的行为以不同的法律意义、 对不同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 这
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法理常识。 不仅如此， 在若干情形下， 仅仅因为 “行为” 的差异， 立法者便对其
作出了特别的限制。 例如，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 “教唆、 胁迫、 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应
从重处罚的规定， 便属此类情形。 在信用领域， 造成失信的行为无疑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 但在当
前的信用立法中， 仍然采取的是抽象化和一般性的立法技术， 没有将行为的评价移入到信用修复之
中。輥輰訛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对此， 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予以考虑： 一是发生在特定领域的失信
行为不得修复， 如在生态环境、 食品药品、 安全生产、 工程质量等领域导致较为严重后果的失信行
为； 二是已经因失信实施过信用修复， 又在一定期限内发生了较为严重失信行为的不予修复。

輥輰訛 以 《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 为例， 其第五条和第六条是关于信用修复条件的规定。 第五条规定： “省级公共信
用信息提供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工作， 根据以下信用修复条件， 制定本行业 （领域） 具体的信用修复认定标准或进行修复：
（一） 行政处理决定和司法裁判等明确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 社会不良影响基本消除； （二） 各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
供单位可结合本行业实际制定不良信息修复期限， 但原则上自不良信息认定之日起修复期限应满一年及以上； （三） 自不良
信息认定之日起至申请信用修复期间未产生新的记入信用档案的同类不良信息； 法律、 法规、 规章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
中央国家机关对信用修复条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六条规定： “鼓励支持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将不良信息主
体作出信用承诺、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志愿服务等有积极提升自身信用水平的行为作为制定信用修复认定标准的参考因
素。” 但很显然， 这两个条款均未涉及到行为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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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观过错来理解信用修复的限制， 是指因行为人的失信行为基于故意而发生时不允许修复的
制度。 在理论上， 不仅无过错即无责任， 而且责任的大小或者承担方式也往往关涉行为人的主观心
态。 但在笔者检索到的与信用修复相关法规、 规章中， 均未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出规定。 无疑，
这种做法不可取。 笔者建议， 对于那些常见的、 且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失信行为， 如恶意逃避债务、
恶意欠薪等故意实施的失信行为， 应切断行为人的信用修复途径。 但到底是适用于部分还是全部因
故意违法或犯罪导致的失信， 还需进一步论证。

（2） 行为修复的具体制度。 行为修复是当下信用修复制度的重点， 正如笔者在前文对信用修复
制度进行解构时所提及的那样， 信用修复 （主要是行为修复） 基本构造的雏形已经建立起来了， 但
其中的若干环节还有必要细化和明确化。

一是统一公示期限。 虽然不同的信用修复规范均肯定了公示的期限， 但对公示期限要求差异较
大， 客观上造成了修复的困难。 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行政处罚失信信息为例，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
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应当满五年， 五年后不再公示。 而
《修复机制的通知》 则规定， 严重失信行为相关信息公示期限为三年， 一般失信信息的公示期限为
一年， 而轻微违法行为相关信息公示则在三个月后， 满足一定条件便可提前撤下。 信用信息公示期
限的不同， 客观上造成了对相对人的不公平， 也为信用修复带来障碍。 因此， 尽管失信行为的表现
形式多样， 但仍应以行为类型为标准对公示期限予以统一。

二是明确修复次数。 修复次数是指允许行为人的失信状态得以修复的次数。 修复次数有两层意
涵： 一方面指行为人的失信行为整体予以修复的次数， 即行为人因不同领域失信行为叠加达到一定
次数， 不得再予以修复。 比如， 行为人在科研、 金融、 社保、 旅游等领域均产生了失信行为， 单个
行为均属于可修复的， 但由于上述失信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内而且累加超过了一定的次数， 导致
其中部分失信行为不能修复。 另一方面指行为人因同一属性的失信行为被允许修复的次数， 即行为
人在同一领域因违法或违约而产生的失信行为被允许修复的次数， 超过一定次数则不得予以修复。
修复次数在制度中进行规定， 其意义在于防止修复的滥用， 意在向社会公众表明， 失信行为可以修
复， 但不是可以无休止的修复； 尽管构建起了信用修复制度， 人们仍需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信用。

三是丰富修复方式。 修复方式即失信行为人重建其信用的具体方法， 理应是行为修复的核心。
但据笔者梳理， 在信用修复的法规、 规章中， 修复方式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的没有关于修复方
式的任何规定， 如 《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 有的虽有规定， 但极其单一， 如 《生活
垃圾违法行为信用修复办法》 仅规定了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信用修复方式， 且无兜
底条款为实践操作部门预留空间； 有的虽列举了一些修复方式， 但仅将其作为申请信用修复的佐证
材料， 如 《三亚市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在市辖区范围内
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 群团组织认定的公益服务、 慈善捐助荣誉记录， 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参加
信用修复培训记录以及其他国家和省规定可以作为佐证材料的行为记录， 均可作为信用修复申请的
佐证材料。 当下立法对待修复方式的态度对于信用修复的顺利展开无疑是不利的。 正如有的实务部
门工作者所批评的那样： “行为修复较少， 方式单一且不易操作， 仅限于履约、 承诺等简单形式，
以志愿服务、 慈善捐助、 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等方式修复信用的并不多见。”輥輱訛 在笔者看来， 未来的制
度建设中， 修复方式的完善需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方面是丰富修复方式。 这一点可吸纳国务院
办公厅颁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輥輱訛 施歌： 《江苏省公共信用修复工作机制研究》， 载 《经济研究导刊》 2018年第 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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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 〔2019〕 35号）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中关于行为修复方式的描述： “失信市场主体在规
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影响的， 可通过作出信用承诺、 完成信用整改、 通过信用核查、
接受专题培训、 提交信用报告、 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 另一方面是赋予修复方
式相应的法律效力， 即修复方式不仅是相对人申请信用修复的佐证材料， 而且应当作为信用修复受
理机构作出决定的实质性依据。

四是行为修复的法律效果。 信用修复的意义在于失信行为人信用的重塑， 即信用的重塑不是对
行为人之前失信行为效力的否定， 而只是意味着从信用得到修复之日起原来不利影响的终结， 并不
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这是在信用修复制度完善时首先必须认识到的。 又由于失信给相对人带来消
极影响的机制是失信信息的公示和失信惩戒， 因此我们可以将信用修复的法律效力界定为 “停止公
示其失信记录， 终止实施惩戒”。 即是说， 信用修复产生失信信息停止公示、 失信惩戒不再继续的
效果。 不仅如此， 行为修复即便是向后也不具有绝对的效力， 即信用修复不能产生 “洗白” 的效
果， 信用修复后， 虽然原失信记录不再对外公示， 但仍会转为档案信息依法依规长期予以保留， 如
《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将资料保存期规定为五年， 有关部门亦可根据需要
利用其实施信用监管。

2. 信息修复制度的构建
信息修复即行为人通过信息更正、 补全或者标识等方式提升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以此

来改善自身信用状况的制度。 实践中， 信用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 一般是由于在采集、 传送或者
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 或者是由于 “身份盗窃” 所导致的， 虽然这种信息的不准确、 不完整并不是
信息主体信用状况的真实体现， 但在客观上对信息主体的信用产生了不利影响， 故而需要修复以恢
复信息主体信用的应有水平。 由此信息修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改变或者删除信息主体信用信息中不
准确或者负面信息的过程。 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信息修复制度， 但在一些信用法治发展较早
的国家， 他们是将信息修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对待的， 其中以美国的做法最为成熟。 在美国，
与个人信息修复有关的法律有四部， 包括 《公平信用报告法》 《公平及准确信用交易法》 《公平债务
催收作业法》 以及 《信用修复机构法》， 其中 《信用机构修复法》 是专门以个人信息修复为调整对
象的。

在开展描述之前， 有一点需要澄清， 那就是美国的信息修复主要是就个人而言的， 企业一般没
有信息修复的问题。 这不是说企业信息不重要， 而是因为美国企业信用报告与个人信用报告具有不
同的形成机理， 无需专门的信息修复机制予以保障。 个人信用则不同， 其信用状况极易受到诸如银
行、 其他经营者等信息优势机构的伤害， 因而需要国家作出特殊的保护。 这一点可以从 《信用机构
修复法》 的立法目的中得到确证。輥輲訛 美国的信息修复制度是与个人 “信用” 评分紧密挂钩的， 根据
《消费者信用成本披露法》 第 1602 （f） 条的规定， 信用 “是指债权人赋予债务人的滞后清偿债务或
形成债务并滞后清偿的权利”。 据此， 美国法中的个人信息修复只是商业领域的， 即信用的好坏与
贷款额度、 付款比例以及付款时间有关， 与社会管理无关。 与此相对应， 《信用机构修复法》 第
1679 （a） 条将信用修复机构业务限定于两方面： 一是改善消费者的信用记录、 信用历史或信用等
级； 二是针对消费者的不良信用提供改善或优化的建议或帮助。 具体服务形式表现为： 修正报告中

輥輲訛 《信用机构修复法》 第 1679 条 （b） 规定： “本法的目的是： （1） 确保信用恢复机构相关服务的潜在购买者能在购买此类服
务时， 获得必要的信息， 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2） 保护社会公众免受信用恢复机构不公平的或欺骗性的广告和商业活动带来的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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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信息、 为消费者出具诚信函以及与债权人谈判重组借款人的债务等。
在笔者看来， 尽管美国 《信用机构修复法》 关于个人信息修复的目的、 体制、 机制与我国信用

修复之间有较大差异， 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 仍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1） 严格限定信用信息范围。 实践中， 之所以将诸如因未赡养老人、 错误垃圾分类、 公共场所

吸烟等列入 “失信名单” 甚至受到联合惩戒， 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将某些个人信息与信用评价之间
作了不恰当的关联。 如果立法者严格将个人信息与信用评价之间的关联性框定在某一确定的标准之
下， 那么大量的个人信息因与信用之间缺乏关联性而不予以评价， 个人因信用信息的不准确、 不完
整而导致信用下降的情况自会大幅度减少。 因此可以说， 严格限定信用信息范围是构建我国信息修
复制度的一个根本遵循。 按照美国 《信用机构修复法》 《消费者信用成本披露法》 的规定， 在美国，
个人信用是限定在商业领域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商业领域的范围， 压缩实践操作中的模糊空间， 从
2018 年 3 月起开始正式实施的全国消费者援助计划 （National Consumer Assistance Plan） 对相当部
分的信息作了排除。 被排除的信息包括： 一是未包含消费者完整信息的民事判决和欠税信用信息；
二是应由保险公司支付但尚未能扣除款项的医疗债务信息； 三是消费者不是建立在购买合同基础上
的债务信息。 将以上信息排除在信用信息之外， 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据学者统
计， 其影响程度如下： “一是受影响总人数。 根据一项研究 TransUnion 和 Equifax 的全国消费者信用
数据库中约 9%的人其信用档案有欠税和民事判决， 也就是说大约有 1980 万人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
响。 二是 FICO 分变化情况。 受该项调整影响， FICOScore9 的变化占 FICO 覆盖总人数的 6%至 7%，
其中超过 75%的受影响人增加不到 20 分， 5%至 1%的受影响人增加 20 至 39 分， 大约有 0.2%的受
影响人增加 60 分或更多。 三是 VantageScore 变化情况。 VantageScore3.0 的变化占其覆盖总人数的
8%， 平均增加了 10 分， 受影响人的信用分数在 300 分~600 分之间。”輥輳訛

（2） 信息修复规范的具体化。 结合我国信用立法中的异议、 申诉制度， 笔者认为信息修复规范
的具体化应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信息修复的自主解释。 信息修复的自主解释是指针对征信系统中的不良信用记录， 允许申
请人予以解释的制度。 如前文所述， 在我国征信法律关系中， 被征信人与征信机构之间的地位在实
质上是不平等的， 特别是在公共信用信息的形成阶段， 征信机构往往是具有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
给予职权获得管理相对方的信息进而形成公共信用信息是基本常态。 在信用信息的形成无需被征信
人配合甚至知晓的情况下， 被征信人的自主解释说明机制就成了其实现信息参与权的唯一途径。 为
此， 在一些国家立法中纷纷对此作了肯定。 例如， 美国 《公平信用报告法》 第 611 条 B 节规定：
“如重新调查不能解决异议， 消费者可提交简要陈述， 陈述异议的性质。 如果消费者报告机构向消
费者提供书而明确的异议摘要帮助， 可将此陈述控制在百字以内。”

二是申请的便利化。 申请的便利化包括申请途径的便利化和申请材料要求的简易化。 在立法
上， 信息修复的申请相较于行为修复而言， 应当更为简便。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信息修复无关乎申
请人的过错， 修复其信用自是国家的一项当然义务， 其申请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考量罢了。 申请途
径便利化表明， 不应以传统意义上的书面申请为限， 可通过网络、 邮件、 电话等多种方式。 申请材
料要求的简易化则是指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只要能将其异议的事项说明清楚即可， 信用修复机
构不得以申请表内容不完整为由而拒绝受理。 在此， 不得混淆申请的成立与申请异议的成立， 前者
属于程序性要求， 即有明确的异议及支撑异议的基本理由， 使人确信申请人的申请是一种有理性的

輥輳訛 宋哲泉、 侯力冉： 《美国信用修复相关情况综述》， 载 《现代管理科学》 201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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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后者属于实体内容， 申请人的异议是否成立需要信用修复机构进行审查之后方能得出的结论。
三是异议的审查。 信用修复机构接受申请后， 经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 应当及时通知申请

人， 并告知救济渠道。 信用修复机构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 应当分情形处理： 如果异议信息来源
于信息的提供单位 （信源单位）， 则需立即通知该单位核查， 并于确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意见； 如果
异议信息来源于归集过程， 即在整理、 传送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的， 则由归集部门立刻纠正。

四是修复结果的公示。 经审查申请人的异议成立， 并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 异议信息从信用平
台撤出， 异议信息对申请人的不利影响宣告终结， 但仍需以专门形式对审查异议结果予以公示。 其
理由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仅将信息从信用平台撤出， 除非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他相关人专门查询，
否则社会公众仍无法知晓申请人信用已恢复的事实。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导致的信用减损， 对于申请
人而言， 最关键也最为在意的恐怕仍是市场交易、 社会活动中机会的减少甚或丧失。 如果公示度较
低， 即便是在法律上恢复了信用， 但事实上的市场交易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的机会仍不能有效增
加， 因此需要借助公示手段实现公信目标， 进而保障其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 在不予公示的情况
下， 如果申请人需要利用已经修复信用的事实去从事相应的活动———特别是在恢复信用是从事某种
活动的资格的情况下， 就必须重新向信用信息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这在程序上无疑是资源的浪费；
而且更为重要的， 在以信息公开为案由的行政诉讼中， 申请人的胜诉率并不高，輥輴訛 这意味着诉讼程
序的增加并不会为申请人权益的实现带来充分保障。

除了上述内容， 对信用修复机构行为的监督也很重要。 例如， 美国 《信用机构修复法》 第
1679 （h） 条规定： “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监督信用恢复机构遵守本法， 信用
恢复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的要求或禁止性规定都被视为是一种不公平的或欺诈性的行为或活动。”

结语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性命题， 它不仅关乎诚信社会的塑造， 更关乎整个国
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成效。 在社会信用建设中， 如果说信用惩戒是一条以约束为主
的明线， 那么信用修复则是一条以激励为内涵的暗线， 二者共同确保社会信用治理功能的实现。 然
而， 当下信用修复的制度建设似乎处于 “被遗忘” 的状态， 无论是其制度文本 “量” 的规模， 还是
其具体内容 “质” 的深入， 均与其应有地位不相称。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遮蔽了信用修复应有
的功能及其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通过本文的梳理， 我们认为， 在功能上， 信用修复制度既能
激励失信行为人采取措施、 重建信用、 维护其权益， 又能维护市场秩序的良性运转； 在制度定位
上， 信用修复相对于失信惩戒而言， 具有过程上的贯穿性、 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结构上的相关性。
因此， 信用修复制度建设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具体规则上， 也体现在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范围上。 为
此， 笔者主张， 在基本原则上， 要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并重； 在适用范围
上， 应包括因行为人过错而导致的失信惩戒， 并涵盖非因行为人过错导致的信用减损； 在制度建构
模式上， 应当以行为修复和信息修复为框架。 其中， 在行为修复的具体建构上， 需要考虑行为性质
与主观过错对其所具有的制约意义， 在此基础上从公示期限的统一、 修复次数的明确、 修复方式的
拓展以及修复法律后果的确定展开； 在信息修复的具体建构上， 应当先限定信用信息的范围， 进而
从信息修复的自主解释、 申请的便利化、 异议的审查以及修复结果的公示等方面予以规范。

輥輴訛 例如， 北京市一中院所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 原告胜诉率只有 13%多一点。 参见李林、 田禾： 《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报
告 （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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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In�function,�the�credit�repair�system�can�not�only�motivate�the�trust-breaking�persons�to�
take�measures�to�rebuild�his�credit,�but�also�help�to�maintain�the�benign�operation�of�the�market�
order.� In� terms�of� institutional�orientation,� compared�with�punishment� for� trust-breaking,� credit�
repai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 penetration,� func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structural�
relevance.�In�the�basic�principle�of�construction,�credit�repair�should�adhere�to�the�combination�of�
incentives�and�constraints,�and�pay�equal�attention� to�behavior� repair�and� information�repair.� In�
the�scope�of�application,�it�should�not�only� include�the�punishment�for� trust-breaking�caused�by�
the�fault�of�the�doer,�but�also�cover�the�credit�impairment�caused�by�the�fault�of�the�doer.�In�the�
mode�of�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we�should�take�behavior�repair�and�information�repair�as� the�
frame.�In�terms�of�the�concrete�construction�of�behavior�repair�system,�the�restrictive�significance�
of� behavior� nature� and� subjective� fault�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specific�
discussion� should�be�carried�out� from� the�aspects�of� the�unification�of� the�publicity�period,� the�
clear� number� of� repair� times,� the� expansion� of� repair� method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legal�
consequences� of� repair.� On�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pair� system,� we� should�
limit� the� scope� of� credit� information,� and� then� regulate� it� from� the� aspects� of� independent�
explanation� of� information� repair,� convenience� of� application,� examination� of� objection� and�
publicity�of�repair�results.

Key Words: Credit�Repair;�Basic�Function;�System�Orientation;�Basic�Principles;�Scope�of�Ap-
plication;�System�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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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芳瑾， 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譹訛 2020年 12 月 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旨在依法依规

实施失信惩戒， 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 规范化水平。 从法学理论与实施层面观察， 失信约束制度与失信惩戒制度
并无区别， 只是官方文件存在表述的调整。

譺訛 中共中央发布了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 第三部分 “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中的第十一个问题 “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 对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作出了规定， 明确要求 “推动出台
信用方面的法律”。 这是研究信用立法的指导原则。

譻訛 刘俊海： 《信用责任： 正在生长中的第四大法律责任》， 载 《法学论坛》 2019年第 6期。
譼訛 史际春、 胡丽文： 《政策作为法的渊源及其法治价值》， 载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4期。

秦前红 陈芳瑾 *

内容提要：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下， 国家对出台综合性的 《社会信用法》 寄予
厚望。 然而， 当下的立法条件尚未成熟， 社会信用体系内部的诸多制度尚未启动， 作为社
会信用体系基本法的 《社会信用法》 的制定不宜操之过急。 本着高效规制与节约成本的原
则， 地方可在既有行政法秩序下率先启动对失信惩戒制度的法治约束， 依靠 “行政三法”
的地方立法经验， 对信用惩戒措施进行类型化处理。 其中， 应着重考察 《行政处罚法》 的
立法理念， 对失信惩戒进行严格的法律控制。
关键词： 社会信用体系 公共信用 地方立法 行政处罚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7

地方信用立法的探索模式研究

近年来， 失信惩戒制度 （失信约束制度）譹訛 作为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
的普遍关注， 国家构建信用责任体系的政策趋势已不可逆转。 早在 2006 年 “十一五” 规划时，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 的奋斗目标已初步确定， 并以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十二
五” 规划中再次被强调。 自 2014 年国务院发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
（以下简称 《纲要》）， 2016 年经 “十三五” 规划重申之后， 中央及各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 如今， 构建诚信社会的第一步 “试水” 阶段告一段落， 在推动信用体系的法治化建设
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譺訛 有必要对公权力机关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进行总结与反思。

从业已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及政策性文件中， 不难看出中央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雄心及宏大的战
略眼光。 然而， 社会信用体系过于庞大， 其规范建构难免出现长期性、 系统性和复杂性的难题。 加
之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的约束， 社会诚信建设的步骤环环相扣， 配套措施颇为繁复， 其建设进程必
定步履维艰。 在将 “信用责任” 纳入法律责任体系的过程中，譻訛 “北海虽赊， 扶摇可接” 的探索精神
值得肯定， 法治的内在逻辑更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因此， 信用规范体系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与
制度土壤， 应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 避免立法的过度超前与滞后。譼訛 此外， 信用体系建设为
系统性工程， 需对各环节进行统筹规划。 马克斯·韦伯曾言， “善的目的， 往往必须借助于在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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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德]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钱永祥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95页。
譾訛 夏征农、 陈至立主编：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557页。
譿訛 夏泽民： 《地方信用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以六个地方社会信用条例为样本》， 法制网： www.legaldaily.com.cn/fxjy/

content/2021-05/11/content_8502605.htm， 2021年 5月 29日访问。
讀訛 应区分此处的 “社会” 与 “社会信用体系” 中的 “社会”。 在此处， 社会诚信指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的诚信建设，

如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领域、 劳动用工领域、 教育科研领域、 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领域。
讁訛 参见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成问题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险的手段， 冒着产生罪恶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于几率， 才能达
成”。譽訛 信用体系的构建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既有法律体系， 既不能因噎废食， 否认信用奖惩机制的积
极作用， 亦不可矫枉过正， 强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而造成当下法秩序的混乱与失范。

下文将从信用体系的原初构想与运行现状出发， 分析出现的实际问题及潜在风险， 并采取审慎
态度推演出地方在信用立法中的功能定位及当前必要的任务。

一、 信用规制运行现状之检视

（一） 信用规制兼具法治与德治要素

在对社会信用体系进行剖析之前， 有必要回到 “信用” 这一原点概念， 厘清其内涵与外延。 根
据 2009 年版 《辞海》， 信用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信任使用； 二是遵守诺言， 实践成约， 从而获得的
信任； 三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多产生于货币借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之
中。譾訛 《辞海》 中关于信用的阐释， 基本等同于诚信。 研究信用体系构建中的问题， 仍应该回归既有
的规范文本进行解读。

对于 “信用” 的定义， 中央层面的规范表述显得有些闪烁其词。 反而是 2017 年制定的 《上海
市社会信用条例》 第二条予以正面回应， 称社会信用是信息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
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 此后各地出台的相关条例对社会信用的定义与该条例基本相似。譿訛 相较
于地方立法， 中央法规范或政策性文件的阐述则较为暧昧， 但仍可从中探知中央对信用信息及其范
围的认定。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便明确， 信用离不开市场经
济的土壤， 系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有关信贷、 纳税、 合同履行、 产品质量等状态。 而 2014 年发布
的 《纲要》， 使社会信用的范围扩展至全社会， 以法律、 法规、 标准和契约为依据， 包括政务、 商
务、 社会、讀訛 司法等多个领域。 2020 年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
导意见》 首次正面解释了信用信息的范围， 即行政机关及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掌握的特定行为信息， 并以法律、 法规或者党中央、 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

综合上述分析， 虽然央地对 “信用” 概念的认识未脱离现有的法律规范或者约定义务， 但信用
并不完全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 其本质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靠道德观念、 文化伦理及各种社会规
范、 社团规范、 商业交往准则进行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软法的性质， 且包含德治的影响因素。讁訛

（二） 信用规制存在泛化与扩大化倾向

起初， 信用规制伴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生根发芽。 2006 年国家 “十一五” 规划提出以完善信
贷、 纳税、 合同履约、 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路径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就是严格遵循以经济
交易为中心的运行逻辑， 并且秉承 “政府推动、 市场自发组织” 的原则。 然而， 根据 2014 年颁布
的 《纲要》， 信用体系对 “政府—市场—社会—司法” 实现了全覆盖， 其范围蔓延至公共领域， 形
成了规模庞大的综合性信用体系。 不难发现， 信用在我国的意涵已经悄然变化， 其本质是在几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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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沈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5期。
輥輯訛 谢新水：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载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第 2期。
輥輰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沈岿文。
輥輱訛 如 《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关于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开展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及 《关于对会计领域违法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仍缺少对 “失信行为”
细致化的概念明晰， 仅采用 “经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 “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情节严重” “应当列入黑名单的情形”
等概念进行较为概括式规定。

輥輲訛 曲崇明： 《行政惩戒的法律属性与司法规制———以公共信用领域失信惩戒机制为例》，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21年第 3期。
輥輳訛 实践中，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国务院各部委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大量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如 《关于对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有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 《关于对家政服务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輥輴訛 林钧跃：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 载 《征信》 2012年第 1期。
輥輵訛 徐肖东： 《城市旧改征收制度的困境及其出路———以对地方立法中 “二次征询” 程序之质疑的分析为主线》， 载 《东方法学》

2016年第 6期。
輥輶訛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輥輷訛 现有惩戒措施涉及资格限制、 自由限制、 信息公示等， 确实构成对相对人财产使用、 就业资格、 经营活动等权益的限制或

不利益， 属于负担性行政行为， 存在对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位原则的突破。

何人任何事上使用声誉机制 （reputation mechanism） 的一个工程。輥輮訛

坦率而言， 中央在信用体系建设初期便试图打造以信用信息资源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
统与监管体制的做法， 显得有些冒进。 受制于信息技术水平与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的现实因素， 我国
信用信息的质量及信用规制主体的能力均有待提高。輥輯訛 而这些现实困境并非简单地将社会信用体系
纳入法治轨道便可解决。

（三） 信用规制对失信惩戒制度寄予厚望

在信用规制工作举步维艰之际， 为更快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公权力机关倾向于
从失信惩戒制度入手， 利用其职能权限对失信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这是公权力性质使然， 亦是对原
有监管方式的路径依赖。 加之社会信用的主动扩张， 必然与法律责任产生重合， 这为政府等公权力
机关的惩戒行为提供了合法的转换路径， 给了各级行政机关 “名为提高诚信， 实兼加强法律实施”
的契机。輥輰訛 中央出台规范性文件多次将 “失信” 与 “违法” 等同或相关联便是例证。輥輱訛 因此， 失信惩
戒制度已成为社会信用体系中发展最迅速的一极， 亦应最先接受法治之约束。

按字面意思， “惩” 即制裁、 责罚； “戒” 即 “告诫、 警告”， 惩戒制度即通过对失信行为的制
裁， 使相对人承受不利益， 故可以概括为 “失信状态———制裁” 的模式。輥輲訛 无论是在行政机关出台的
信用领域的法规范，輥輳訛 还是在学界对社会信用焦点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中， 失信惩戒措施 （失信约束
制度） 都占了大量的篇幅， 处于核心地位。 然而， 失信惩戒仅为社会信用体系最受瞩目的冰山一
角， 而非全貌。 社会信用体系的完整架构至少包括征信技术、 信用评级、 信用管理、 信用风险度
量、 征信法律、 信用标准、 信用监管、 规划方法等基本内容。輥輴訛 失信惩戒措施仅仅是在失信行为认
定完毕后， 于末端产生的法律上的制裁行为，輥輵訛 其间仍需完成失信行为的记录、 归集、 共享、 公开
等工作， 其后仍涉及信用修复制度的应用空间。輥輶訛 若不完善配套措施， 失信惩戒制度的功能容易被
异化， 无法有效发挥信用信息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四） 信用规制内设体系定位与法治化构架难题

不可避免， 失信惩戒甚至是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先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 在行政执法的诸多领
域被广泛运用且适用范围迅速扩张， 现已成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信用体系建设
的第一阶段， 失信行为定义模糊不清、 惩戒措施随意适用、 联合惩戒打击范围肆意扩张等情形时有
发生，輥輷訛 引发社会各界的焦虑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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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林彦： 《信用惩戒制度对行政法治秩序的结构性影响》， 载 《交大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輦輯訛 王伟： 《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1期。
輦輰訛 沈岿： 《软法概念之正当性新辨———以法律沟通论为诠释依据》， 载 《法商研究》 2014年第 1期。
輦輱訛 吴庚： 《行政法之理论与实践》 （增订 8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45页。

2020 年年末，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
意见》， 主动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降温”， 以确保信用规制手段严格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其中
大量篇幅都在阐述规范失信行为认定及失信惩戒开展的相关问题， 突显出行政权浓厚的强制性色
彩。 毫无疑问， 加快推动信用法律法规建设将成为当下信用体系建设的首要目标。

在对于 “社会信用” 狂热的追逐中， 两对矛盾日渐显现： 其一是， 国家层面对社会信用体系的
价值预判与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构架难度之间的张力； 其二是， 在信用方面法规体系中， 中央与地
方在社会信用立法体系中功能定位与权限分配冲突。 若不能消解这两对矛盾， 社会信用体系始终无
法达到法治化、 规范化的必要标准。

二、 社会信用立法的立法期待与当下使命

（一） 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条件是否成熟？

毋庸置疑， 制定统一且综合的 《社会信用法》 是信用规制法治化的终极目标， 第十二届和十三
届全国人大均将社会信用法列入立法规划， 但由于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仍须进一步研究论证。
迄今为止， 法律层面上尚未出现专门规范信用管理的单行法， 除国务院于 2013 年制定的 《征信业
管理条例》， 其余均为国务院各部委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 即便如此， 《征信业管理条例》 也主
要针对传统的经济信用， 这一扎根于市场机制的征信制度与由行政机关主导的以遵守法律为主要目
标的公共信用规制存在显著差异。輦輮訛 正因为我国对于公共信用赋予过高的价值期待， 社会信用体系
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复杂的社会工程， 须兼顾法律制度安排、 信用信息的记录采集和披露
机制、 采集和发布信用信息的机构和市场机制， 并规范监管体制和信用宣传教育体制等内容。輦輯訛 因
此， 面向公共信用的信用立法， 并不能直接照搬 《征信业管理条例》 的立法经验， 这也是中央层面
尚未出台统一立法的重要原因。

此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基于信息技术建立的征信系统及信用认定标准， 系社会信用体
系的基本盘， 亦是真实反映信用主体信用状态的关键制度。 然而， 覆盖公共信用信息的征信系统尚
未建立，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覆盖面较为有限， 全面推行信用规制的信用信息数据体量尚小。 研
究样本过小导致理论归纳在科学性与适当性方面存在风险， 缺乏足够的形式理性， 诸多原则性规定
尚未统一， 整体制度架构亦处于摸索与试错阶段。 此时， 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 现存政策性文件
创制灵活性及规则弹性的特征将被替代，輦輰訛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不容被随意修改， 否则容易滋生更多
的合法性疑虑。

综上， 社会信用法的制定不宜操之过急， 宜待研究成果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现行规制措
施实施效果进一步显现后再着手起草。

（二） 社会信用法能否涵盖四大诚信体系？

根据 《纲要》， 社会信用体系涉及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个部分。 商务
诚信和社会诚信主要针对私权利主体， 而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则涉及公权力主体的依法依规履职状
态。 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为达成行政上之特定目的， 形成特殊
的法律关系， 行政主体发动此项特殊公权力时不必有个别法规之依据， 无具体法规规定依据亦可约
束相对人的自由、 干涉其权利。輦輱訛 因此， 对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的建设， 体现出组织内部管理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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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例如： 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本级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加大监察、 审计
等部门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计力度； 加强公务员诚信管理和教育， 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 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 廉政记录、 年度考核结果、 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 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 任用
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充分发挥人大、 政协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监督作用， 完善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 强
化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 具体参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輦輳訛 童之伟： 《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 载 《东方法学》 2011年第 1期。
輦輴訛 王淑芹等： 《信用伦理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7-8页。
輦輵訛 谢新水、 吴芸： 《新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从政府赋能走向法的赋能》，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19年第 7期。
輦輶訛 周泽中： 《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载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2期。
輦輷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78页。

彩， 且已经嵌入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与公务员考核制度， 受法治约束较小。輦輲訛 诚然， 以 “权力—权力”
模式主导下的公权力信用规制， 信用主体的信用责任易于被职责所替代，輦輳訛 且信用信息的记录、 归
集、 共享、 公开更为便捷， 无需受制于法律保留等法治原则的过分干预。

与之相对， 建构于私权利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上的商务诚信与社会诚信体系， 则属于 “权
力—权利” 的传统模式， 处处体现行政机关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对私主体的监管与制
裁， 其高权属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 行业自我约束虽然也有所体现， 但行政机关的强硬态度，
往往把政府推动变为主导， 正逐步挤压行业自发规制的适用空间。 同时， 部分企业、 事业单位、 社
会团体、 行业协会亦可根据授权与委托而行使行政职权。 那么， 信用主体处于信用规制的对立面，
属于相对弱势一方， 而公权力主体属于信用秩序的监督者与维护者。

显然， 公权力主体面对不同的信用客体， 其地位存在差异。 若社会信用立法强行对四大诚信体
系进行整合， 则可能导致规范内在体系的混乱。 从信用规制的实际出发， 调整私权利主体的经济信
用与公共信用更为迫切。 私权利主体通过若干次行为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评价， 理应转
化为法律上的某种特定利益关系。輦輴訛 此外， 社会各领域存在将违约行为和违法行为称为失信行为的
“泛信用化” 趋势， 更需要依靠社会信用法加以规制。 因此， 社会信用立法应主要关注私权利主体
的履约状态与守法状态， 无需对公权力主体的信用进行全面规定。

（三） 社会信用法能否走先地方、 后中央的路子？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 我国社会信用的建设采取 “地方试点， 全国推进” 的模式。 先在上海
试点后推广到北京、 深圳和浙江等地， 最后在全国实施。輦輵訛 社会信用建设各环节采取地方先行试点
的改革模式符合惯例， 并无不妥， 但对于制定全面综合的社会信用法， 能否遵循惯例由各地先行制
定 《社会信用条例》 尚需结合地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实情进行分析。

地方立法涉及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两个层级， 结合 《立法法》 第八十二条可见， 地方政府规
章的立法权限极为有限， 且属于对法律、 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细化。 而根据 《立法法》 第七十
二条， 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制定地方性法规。 而设区的市仅可对城乡建设与管
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规定。 无论对此三项事务做何种宽泛理解，
社会信用建设均无法被完全纳入其中。 因此， 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无权对信用体系建设进行立
法。 那么， 现行有效的 《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 《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 及 《宿迁市社会信
用条例》 等则存在违法的嫌疑。

同时， 这一结论并不代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当然地具有信用立法之权限。 结合央地关系， 行
政管理事务可被划分为全国性事务、 地方性事务及共有事务。輦輶訛 地方性事项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事
务， 一般来说， 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作出统一规定。輦輷訛 而
共有事项则是为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统一实施， 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具体化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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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如国务院各部委陆续出台关于社会重点领域的联合惩戒备忘录。
輧輯訛 黄喆： 《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7期。
輧輰訛 彭中礼： 《设区的市立法与民间规范： 经验、 理论及其解析———基于东中西部三省设区的市立法的比较分析》， 载 《法学杂

志》 2019年第 11期。
輧輱訛 详见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林彦文。
輧輳訛 王伟： 《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载 《中州学刊》 2019年第 5期。

显然，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部门的任
务， 因此， 信用立法具有全国综合性、 系统性和跨地区、 跨部门、 跨行业的特点， 不能交由各地区
自主性立法。 结合各地信用立法实际， 正是因为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层面的统一规制， 各地立法对
同一概念存在不同的解释， 对同一原则亦存在差异化的表述。 省与省之间、 设区的市与市之间在失
信的认定与分级评价、 惩戒措施的适用、 国家机关信用管理的权限等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 现阶
段， 信用规制仍然采取在不同领域 “分别调整” 或单一环节 “重点调整” 的模式，輧輮訛 而这一现状与
信用体系全覆盖的制度初衷存在不小的差距。 因此， 社会信用建设不应被视作地方性事务。

从事务重要性角度出发并结合 《立法法》 第八条及第九条， 社会信用这类涉及所有公民、 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 义务的重要事项， 尤其是失信惩戒措施等甚至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
夺， 应按照法律保留原则， 由法律进行规定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
政法规。 因此， “社会信用” 这一中央与地方的共有事务， 尚不存在地方先行立法的空间， 地方仅
可就法律、 行政法规的既有规定进行补充性与执行性立法。輧輯訛 这一观念在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
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中得以强调， 对失信主体采取信用规制措施， 各地可依
据地方性法规， 参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的制定程序， 制定适用于本地的失信惩戒措施补充
清单。

（四） 地方信用立法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结合上述分析， 地方信用立法并不能在缺乏中央立法的情况下展开先行性探索， 仅能在上位法

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细化。 结合地方情况的具体性， 其无需承担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这
一治理使命， 仅针对私权利主体完成具体的管理目标即可。

纵观已出台的地方信用立法例， 其调整的范围均较为宽泛， 涉及公共信用之全貌， 并对信用信
息平台的建立， 信用信息的归集、 采集、 共享和使用， 信用信息的认定与分类， 守信激励与失信惩
戒制度等进行全流程的规定。 除信用奖惩机制外， 其余内容仍欠缺法律的明确性特征， 属于对信用
建设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很难被认定为调整信用关系的法律规范。

伴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等文件的相继发布， 以失信被执行人为中心的惩戒制度初步建立。 此
后， 地方立法进一步将失信惩戒制度从司法执行扩散到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 （如烟花爆竹管理、 生
活垃圾管理等），輧輰訛 失信惩戒制度的行政权力特征不断强化。

目前， 失信惩戒措施可分为行政性惩戒、 司法性惩戒、 社会性惩戒、 行业性惩戒和市场性惩
戒。輧輱訛 其中， 市场性惩戒与行业性惩戒均是依靠市场机制与行业自律对民事主体的履约能力和状况
进行客观的反应与记录，輧輲訛 社会性惩戒则与公民投诉举报权、 信息公开、 公益诉讼制度等社会监督
模式相衔接， 其惩戒性相对较小。 而行政性惩戒与司法性惩戒， 则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作为
国家管理措施， 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把公民、 法人守法履约的基础数据作为认定信用状态的依
据， 为行政管理和审判执行等提供信息支撑， 并敦促其遵守法律、 诚实守信。輧輳訛 相较而言， 司法性
惩戒的法律依据与政策指引更为完备， 制度发展较为充分， 最高人民法院亦可通过公开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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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社会信用规范性法律文件

效力级别 标题 生效时间

省级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2021.6.1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2021.6.1

青海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2021.5.1

辽宁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2021.1.1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 2021.1.1

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2020.10.1

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 2020.5.1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2018.1.1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2017.10.1

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2017.7.1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哈尔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条例 2021.2.1

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 2020.7.1

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 2019.6.1

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 2019.3.5

泰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2016.10.1

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2016.3.1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8.8.1

省级政府规章

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8.5.1

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2018.1.4

辽宁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6.1.12

福建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5.8.1

设区的市政府规章

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2018.1.1

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7.10.1

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2016.10.1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措施实现对失信主体的规范惩戒。輧輴訛 而行政性惩戒应与传统行政监管措施具有
相似性或内在一致性， 更需要法律、 行政法规的统一规制， 并由地方立法进行具体化。 因此， 下文
将着重讨论行政性惩戒制度的地方立法规制问题。

三、 行政性惩戒地方立法规制的展开

（一） 以行政主体与信用主体间行政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

“信用” 原指信用主体守法守信状态， 其内涵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不断发展演变。 如 《河南省
社会信用条例》， 将社会信用定义为社会信用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履行法定义务、 约定义务的行为
和状态， 这一定义使信用的外延更加丰富。 与之相对， 失信评价也自然而然地分化出两种模式： 其一，

輧輴訛 有关司法性惩戒的法律与政策主要包括： 《民事诉讼法》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
见》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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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失信行为的 “单一型” 评价；輧輵訛 其二， 对一段时间内失信倾向与状态的 “量化型” 评价。輧輶訛

以交通运输部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 为例， 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等级分为 AA、 A、 B、 C、 D 等 5 个等级：

AA级： 95 分≤X≤100分， 信用好；
A 级： 85 分≤X＜95 分， 信用较好；
B级： 75 分≤X＜85 分， 信用一般；
C级： 60 分≤X＜75 分， 信用较差；
D 级： X＜60 分， 信用差。
在信用评价方面， 存在直接定级和扣分两种方式。 若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存在涂改、 伪造、 出

借、 转让资质证书等行为， 则直接定为 D 级， 即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这种模式属 “单一型” 评价。
若存在因设计原因发生质量问题或严重质量问题的， 则每次扣 2~3 分。 这种方式是对不同违法行为
在 1年的信用评价周期内进行累积记分， 属于 “量化型” 评价。

“单一型” 失信评价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具有类似的规制构造， 均系 “构成要件—法律后果” 的
二元结构， 且又都属于对单个特定行为的性质确认， 因此容易与已有法律规则进行对接与转化。 诚
然， 传统监管手段相对封闭严密、 惩戒措施较弱而存在监管失灵的风险。 而失信惩戒制度直接制约
失信相对人， 并通过公布负面信用信息和后续制裁措施而形成的警示效应， 有利于提升行政执法的
效益， 可直接为行政管理目标服务。輧輷訛 从行为定性的角度切入， “单一型” 行政评价系行政机关针对
特定行为的法律事实的确认， 这一评价结果影响后续惩戒措施的实施， 亦会因信用评价结果的公布
对相对人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輨輮訛 而后续惩戒措施的处分性更为强烈， 可以视作行政制裁。 与之相
对， “量化型” 失信评价系对多个失信行为的效果进行累加， 属于面向未来防治的新型监管措施，
因具有 《刑法》 中对 “累犯” 的惩治色彩， 仍可被视为以量化技术为手段的具体行政行为， 具有法
效意思及规制效力。輨輯訛

综合上述分析， 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旨在调整行政机关与失信主体间的行政关系。 因其具有较
大的威慑力而逐步地被纳入行政法律体系， 与传统行政行为一并发挥行政监管作用。

（二） 以行政行为类型化为失信惩戒措施定性

实际上， 失信惩戒措施在权益处分上具有与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许可等相同的法效
果。輨輰訛 结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的明
确指示， 不得在法律、 法规或者党中央、 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外增设惩戒措施或在法定惩戒标准上
加重惩戒。 这一态度与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 体现出的依法行政与法制统一
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 有必要对中央层面的惩戒措施进行具体展开。

輧輵訛 如 《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 （试行）》 第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一般失信行为包括： （一） 被处以较轻行政处罚 （按照各
部门或者各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认定） 或者被处以警告的； （二） 被法院认定为不具有主观故意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
的； （三） 经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拖欠贷款等合同款以及公用事业缴费 2 个月以内的； （四） 本办法第六条、 第七条、 第
八条所列其他情形， 情节轻微的； （五） 法律、 法规、 规章和省信用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一般失信行为。

輧輶訛 如 《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采取违法违规行为年度计分制。 参见王锡锌、 黄智杰： 《论失信约束制度的法治约束》，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21年第 1期。

輧輷訛 梁尧： 《行政法视域下的信用惩戒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兼论 〈行政处罚法〉 增设 “信用惩戒条款” 的可行性》， 载 《征信》 2021
年第 4期。

輨輮訛 章志远、 鲍燕娇： 《公务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 载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1年第 6期。
輨輯訛 叶必丰： 《行政行为原理》，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第 166-167页。
輨輰訛 刘欣琦、 陈梅园： 《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软法性质及其合法性控制》， 载 《广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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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失信惩戒措施的地方实践样态汇总表輨輱訛

法律依据

《疫苗管理法》 《产品质量法》 等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 等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等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

《公务员法》 《人民陪审员法》 等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 《关于引发国家药品安全 “十二五” 规划的通知》 等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

类型

日常
监管

限制
从业
资格
与生
产经
营活
动

限制
消费

限制
评优
评先

具体举措

建立 “黑名单”， 公示公开失信违法信息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增加检查频次

差异化监管、 分类精准监管

风险警示约谈

限制进出口、 出入境

限制相关任职资格

行业禁入、 市场准入限制

限制享受政府资金补助

限制交通出行、 限制乘坐高级交通工具

限制相关荣誉称号

在表彰奖励中给予限制

取消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表彰奖励资格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从业人员退出机制

责令停业整顿、 吊销执业 （经营） 资格、
吊销注销撤销许可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
见》 等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

限制资质审核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等

限制参加政府采购等市场活动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輨輱訛 具体分类借鉴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检讨与控制》 一文。 参见聂帅钧：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检讨与控制》，
载 《财经法学》 2021年第 2期。

輨輲訛 张晓莹： 《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9年第 5期。
輨輳訛 胡建淼： 《“其他行政处罚” 若干问题研究》， 载 《法学研究》 2005年第 1期。

根据上表， 失信惩戒措施可被类型化为行政检查、 行政指导等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处罚、 行政
许可、 行政补贴、 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法律行为， 以此实现失信惩戒制度与行政法秩序的对接与融
合。輨輲訛 各地在信用惩戒立法中应以上位法的明确规定为依据与指引。

（三） 以 《行政处罚法》 为蓝本构建失信惩戒制度的规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新 《行政处罚法》 第九条增设了 “通报批评”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 “限制从
业” 这三种行政处罚种类， 并留下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这一兜底性条款为失信
惩戒措施提供行政法治的归入途径。

然而， 新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 对于行政处罚种类的修订， 并未触及种类设置的立法技术缺
陷。 由于 《行政处罚法》 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是以处罚行为的 “名称形式” 而不是行为功能或所
涉客体为标准，輨輳訛 大量的行政处罚因形式称呼与行政处罚第九条前五项所列举的内容不同而极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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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the�overall�layout�of�the�construction�of�social�credit�system,�the�state�has�high�
expectations�for�the�introduction�of�a�comprehensive “Social�Credit�Law”.�However,�the�current�
legislative�conditions�are�not�yet�mature,�and�many�systems�within�the�social�credit�system�have�
not�yet�been�started,�so� the�formulation�of� the�Social�Credit�Law,�as� the�basic� law�of� the�social�
credit� system,� should� not� be� made� in� too� much� hast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regulation�and�cost�saving,�local�governments�can�take�the�lead�in�initiating�the�legal�restriction�on�
the�system�of�punishment�for�breach�of�faith�under�the�existing�administrative�law�order,�and�rely�on�
the�local�legislative�experience�of�the “three�administrative�laws” to�deal�with�credit�punishments�
in�a�categorized�manner.�We�should�attach�importance�to�the�legislative�concept�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Law” and�carry�out�strict�legal�control�on�the�breach�of�faith.

Key Words: Social�Credit�System;�Public�Credit;�Local�Legislation;�Administrative�Penalty

排斥于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外。 这一法技术层面问题为将失信惩戒制度纳入行政处罚体系又增添一现
实障碍。

即便如此， 为失信惩戒措施 “正名” 仅为手段， 并非最终目标。 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 《行政处
罚法》 所体现的原则性规范与程序价值，輨輴訛 能够为失信惩戒规范体系的建构提供制度借鉴。 只有这
样， 才能真正规范失信惩戒的法律适用， 并使行政处罚顺应行政任务变迁的客观需要， 治理行政处
罚的实践乱想。

以 《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 为例， 其仅规定了各级失信行为及相应的惩戒措施， 并未探
讨失信状况与惩戒措施间的合比例性， 亦缺失针对失信惩戒的原则性规定及程序性规定。 因此， 若
想真正实现失信惩戒的法治化建构， 依照合法、 关联、 比例原则， 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
度， 采取轻重适当的惩戒措施， 确保过惩相当， 则无法回避对于行政处罚体系的全面审视。 亦不可
因社会信用体系的宏大目标而模糊当下具体建构工作的困难性与复杂性。

余论

将信用惩戒制度纳入行政法秩序后， 法学界可以深入展开法教义学的分析， 将很多问题进行更
深层次的研究。 囿于篇幅和主体， 本文尚未分析信用惩戒制度与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措施的转化与
对接问题。 此外， 研究的关注点转入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后， 失信惩戒措施亦存在 “设置裁量基准”
“增设法律构成要件” 与 “设置行政处罚种类” 的区别。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有利于推动地方信
用立法的进程， 在细化规则与嵌入既有法律秩序间寻求平衡， 为实行惩戒的有效运行提供稳定的外
部法律环境。

輨輴訛 章志远： 《作为行政处罚总则的 〈行政处罚法〉》，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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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追究策略选择

宋颐阳 *

内容提要： 由于法人组织在数量、 所能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 以及法人内部管理机
制的不断升级， 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其他追责手段补齐社会治理成本缺口的有效性持续增
强， 所以追究法人刑事责任所应采用的具体策略也绝非静态。 法人与自然人的差异起点在
于前者通过所采用的管理机制实施具有规范意义的组织行为， 后者通过身体动静实施符合
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 法人管理机制上的漏洞， 于客观上违反注意规范而制造了法所不容
许的风险时， 即可完成对危害结果归属于法人的规范判断。 法人所明知的内容并不必然等
同于个体代理人所掌握信息之和。 受到法人投入于信息收集、 分享、 分析相关领域成本多
少以及特定结果预见可能性大小的双重影响， 法人可突破决策机构与决策人的预见范围对
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具有 “更加接近或远离于真实” 的认识。 对法人的责任形式采用主观
推定的方式， 不仅于刑事诉讼程序上不必区别对待作为犯罪主体的法人组织， 也有利于令
司法机关利用熟悉的方式获得更加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 法人犯罪 法人刑事责任 矫治理论 责任形式 主观推定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8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干部， 法学博士。
譹訛 See Jennifer Arlen & Samuel W. Buell, “The Law of Corporate Investigation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Enforcement.”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3, no. 4, 2020, p.722.
譺訛 See Cindy R. Alexander, “On the Nature of the Reputational Penalty for Corporate Crime: Evidenc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42, 1999, p.489.

序说

尽管从存续时间长短来看， 就法人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而言， 存在于政策需求与理性认识间的
“时间差” 理应到了弥合时点。 吊诡的是， 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 由于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方式将
组织管理问题上升为刑罚问题， 体现出的社会治理效能日益递减， 因此遭到了法人犯罪肯定说阵营
的非议。譹訛 从法律形式主义来看， 法人在道德意义上与自然人平行的可谴责性却日益明朗， 人们通常
不会再将法人与马车、 磨坊等纯粹意义上的 “非人” 概念等同视之， 也于 “法人组织由自然人构
建， 却在具备群体实体性 （entitativity） 时得以摆脱特定自然人影响， 独立地承受非难” 的法律状态
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譺訛

近年来， 在法人犯罪肯定说的发源地， 普通法系的立法、 司法机关逐步从二十世纪中期的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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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Jennifer Arlen & Reiner Kraakman, “Controlling Corporate Misconduct: An Analysis of Corporate Liability Regime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72, no.4, 1997, p.689.

譼訛 参见宋颐阳：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4期。

譽訛 我国 《刑法》 第三十条规定： 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 团体实施犯罪行为的， 为单位犯罪。 而除我国以外的其他国
家的法律或刑法理论研究， 均对于上述主体的犯罪采用 “法人犯罪” 这一概念加以表述。 我国没有采用 “法人犯罪” 这一
概念的主要考虑是： 法人是民商事法律中的特定概念， 而在现实生活中， 除法人犯罪以外还有许多非法人组织犯罪的存在，
因而采用了单位犯罪的概念。 其实， 法人犯罪是国际上对于合法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犯罪的统称， 其本意并非仅限于具有法
人资格的组织。 许多国家通过刑事立法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法社会组织的犯罪通通含括在法人犯罪的范畴之内。 本文将
“单位” 与 “法人组织” “法人” 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譾訛 参见宋颐阳： 《内幕交易罪犯罪主体识别理论之检讨———以美国法为视角的分析》， 载 《法学》 2019年第 3期。

强奸、 杀人、 纵火、 叛国等因 ‘体现了行为人品格之低劣’ 从而无法归属于法人”譻訛 的犯罪以外都保
有追究法人刑事责任可能的立场 “部分退却”。 目前， 以美国 《组织体量刑指南》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 和 《澳大利亚刑法典》 （Australian Criminal Code Act） 为
例， 原则上不对自然人和法人犯罪做区分国家的立法趋势是， 对法人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的本质性特
征所体现出的非难可能性进行个案审查， 而仅在判例法范围保留替代责任模式 （vicarious liability）
之可能。譼訛

在大陆法系国家， 尽管历史上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外多数并不承认法人可独立构成犯
罪， 但如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家也自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吸收英美立法经验， 承认法人
作为犯罪主体的理论可能。 虽然在采取上级责任原理 （ respondeat superior） 还是同一视原理
（identification theory） 上存在分歧， 但也只是表明对于法人刑事责任追究策略的选择尚存龃龉。 德
国作为持法人犯罪否定说的少数派， 也通过推行 《违反秩序法》 （Ordnungswidrigkeiten） 中第 30 条
的法人罚款 （geldbuflen） 及其他相关条款， 体现出了 “先肯定法人组织刑事可罚性， 再讨论有责
性” 的功利主义倾向。

世界各国在对待法人犯罪问题上的 “相向而行”， 其实质是法人犯罪肯定说在历史进程中的螺
旋上升， 与法人刑事责任追究问题亟待策略化的表现。 对于法人刑事责任追究策略问题展开详细探
讨， 在我国刑法已明确承认法人组织犯罪主体地位的前提之下， 对于解决单纯强调刑罚威慑功能与
预防效果无法为司法进一步提供有效指导的问题， 更具学理与实务的双重意义。

法人 （单位） 犯罪与法人 （单位） 刑事责任的追究在我国立法与司法领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譽訛

现行 《刑法》 除在第三十条以及第三十一条对法人犯罪作出了概括性描述以外， 分则当中亦有约
146 个可由法人作为主体构成的具体罪名。 然而， 除了主体要件被明确是以法人作为主体构成的犯
罪以外， 我国法人犯罪的实质内涵与形态结构并未获得足够清晰的定义， 也未能对以法人为主体构
成的犯罪与以自然人为主体构成的犯罪进行区分。 正因为未能对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意义加以明
确， 立法未能收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对于以下三个问题的回应显然不够有力， 更是直接导致司法实
践中在处理涉及法人的犯罪过程中， 难以获得说理清晰、 结论恰当的判决， 即： （1） 由自然人实施
的社会危害行为何时可归属于法人； （2） 法人何时应对社会危害结果承担责任； （3） 追究法人刑事
责任是否以自然人犯罪的成立为必要条件。

法人刑事责任追究策略设定不明导致我国法人犯罪的处理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 在经济犯
罪当中， 个体代理人以其 “实施的危害行为在职责范围内从而结果应当归属于法人” 作为推脱罪责
的理由。譾訛 其二， 面对涉及法人的公害类犯罪， 如环境污染、 有毒食品， 以及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危机
事件，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人少之又少。 根据查阅到的裁判文书， 在涉及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
品的犯罪当中， 在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两年时间里， 各级法院审理共计 2742 起案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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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本文章相关数据截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 系以 “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决书+2018 年+2019 年” 为关键词在威科
现行法律信息库案例—裁判文书一栏进行检索统计得出， 不排除 2018、 2019 年部分案例未获公开或未收录到该信息库的情
况， 相关数据仅供参考。

讀訛 本文章相关数据截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 系以 “环境污染罪+判决书+2018 年+2019 年” 为关键词在威科现行法律信息库案
例—裁判文书一栏进行检索统计得出， 不排除 2018、 2019 年部分案例未获公开或未收录到该信息库的情况， 相关数据仅供
参考。

讁訛 See William Searle.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Methuen, 1972, p.13.
輥輮訛 See Walter Woodburn. Hyde, “The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Animals and Lifeless Thing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 vol. 64, no.7, 1916, p.696； See also Pollock, Frederick,
and William, Maitland Frederic.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2nd ed., Liberty Fund, 2010, p.472. 书
中指出： “马匹、 公牛、 马车、 船只、 磨坊风车以及锅炉是最常见的赎罪奉献物， 市民也会称这些导致人死亡或重伤结果出
现的动物、 物品为 ‘祸害’ （bane）。”

輥輯訛 See Catherine Drinker. Bowen, Yankee from Olympus: Justice Holmes and His Famil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4, p.277.
輥輰訛 See V.S. Khanna, “ Is the Notion of Corporate Fault a Faulty Notion?: The Case of Corporate Mens Rea.”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79, no.2, 1999, p.355-356.

成单位犯罪的仅有 35起；譿訛 同期， 各级法院审理的 4027 起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 构成法人犯罪的仅
有 226 起。讀訛

因此， 我国刑法并未能清楚界定法人犯罪以及法人刑事责任与自然人犯罪以及代理人刑事责任
的根本区别。 司法实践中， 当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功利效果不显著时， 会反作用于对其刑事责任有
无的判断结果， 甚至学理辨析所依赖的价值判断直接受到当下社会治理效果的决定。 由此可见， 立
法层面上如何合理构建法人组织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 司法实践层面如何设置逻辑清晰的责任追究
策略， 对于防止重大社会风险、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一、 法理辨析： 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意义

普通法系中， 有两项制度通常被视作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始源。 其一是十户联保制度
（frankpledge）， 其二是赎罪奉献物制度 （deodand）。 前者特指英国在中世纪之前以控制司法成本为
目的而实施的， 向一个特定群落内未能将犯罪人抓捕归案的农户收缴罚金的严酷政策。讁訛 后者则是指，
当由他人所驯养的牲畜或所有的物品导致侵害结果发生之后， 若法院认定该牲畜或物品对特定结果
的发生应承担因果责任， 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选择杀死牲畜或破坏物品以实施报复。輥輮訛 在持法人犯
罪肯定说的学者内部， 根据其对 “追究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意义” 的判断是更倾向于发挥刑罚的威
慑还是报应功能， 可被粗略划分为十户联保制度与赎罪奉献物制度两个阵营。

（一） 威慑说与组织过失责任

十户联保制度早在英国法学家、 大法官 William Blackstone 着手撰写著名的 《英国法释义》
（Commentaries） 之前就遭到了废止。輥輯訛 然而， “均摊司法成本” 这一社会治理理念在二十世纪之后以
对法人组织施用严格责任的方式， 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对于主张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刑罚威慑功
能就可以最大限度解决法人犯罪问题， 从而应当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观点， 本文将其统称为 “威慑说”。

赞同威慑说的学者通常认为， 追究法人刑事责任应采用下述策略： 在行为与信息收集等物理因
素的归属问题上采用上级责任原理， 即当危害行为是组织内部个体代理人以令法人组织获益为目的
而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的， 即可认定为 “法人的行为” 或 “法人掌握的信息”。 同时， 不考察个体
自然人以及法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 以令法人承担刑罚的方式， 令其将与雇员特定行为具有因果
关系的负面效果内化为法人运营成本。輥輰訛 在持威慑说的学者看来， 追究法人刑事责任可以有效化解由
个体代理人所具有的判决无法履行性而带来的刑罚威慑性减弱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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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See 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262.

輥輲訛 See William S. Laufer, and Alan Strudler. “Corporate Intentionality, Desert, and Variants of Vicarious Liability.” The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37, no.4, 2000, p.1285.

輥輳訛 See Michael K. Block, “Optimal Penalties, Criminal Law and the Control of Corporate Behavior.”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71, no.2, 1991, p.414.

雇员通常不具备充分的能力与财力来消解由其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欲令
这一结论得以成立， 应首先回应以下三个问题： （1） 为何要考虑法人组织内部的个体代理人是否有
能力缓解灾难性后果？ （2） 代理人在什么情形下可以被判定为是无力履行判决？ （3） 在不判断法人
主观责任有无的前提下令其接受具有刑事性质的处罚， 能否令其为组织内部雇员犯罪行为所造成的
社会成本埋单？

要求违法者为其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结果内化为其应承担的成本，
前提假设为： 未能从实施犯罪行为中获利的行为人为了避免今后此类需付出额外成本结果的情形再
次出现而选择采用更好的行动策略。 例如， 自然人甲实施一次有害物质倾倒行为可节省相关处理费
用获利 99 元， 但社会整体却需花费 100 元才能修复自然环境。 若甲每实施三次仅被司法机关抓获
一次， 则司法机关应要求甲缴纳罚金 300 元。 如此， 甲才承担了由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额外成本；
甲也因未能从犯罪行为中获利， 不存在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

如果甲的全部财产仅 50 元， 此时即使令甲承受更为严重的刑罚， 例如自由刑， 也无益于弥补
社会所额外付出的费用。輥輱訛 此时， 获利的 99 元中， 仍有 49 元被他人所间接获得。 根据 “不因犯罪而
获益” 的古老正义法则， 此时享受此部分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 亦有责任令法益恢复原状。

根据上述理论， 则可归属于法人的不法行为似乎仅需用无道德非难性的行政制裁加以抑制即
可， 而无需启用法人犯罪否定说。 然而， 随着刑法上道德非难性逐渐褪去而抽象危险犯数量增多，
不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会导致对自然人的严重不公。 然而， 是否需要发挥刑罚在威慑以外的报应属
性， 其判断基础在于对社会一般大众而言， 刑罚的表现意义， 或曰正义的恢复能否被其获知。 如
今， 法人已没有在道德性评价上独立于自然人的超然地位， 对法人予以谴责， 而非令流水线上的雇
员背负污名， 显然更符合大众对于正义的追求。

（二） 报应说与雇员主观责任

出于对罪责主义的维护， William S. Laufer 教授认为： “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以意志自由为
前提的主观责任， 而非简单的自己责任才是令行为主体具有非难可能性的真实原因。”輥輲訛 这种强调法
人犯罪中法人本身责任的主张， 实质上是将 “意志自由” 的传统含义予以扩张， 类似于赎罪奉献物
制度中， 对一个独立于自然人的物 “赋予灵魂”。 本文将此类主张统一归为 “报应说”。

将 “犯罪人” 的标签贴到法人组织之上确有污名化的效果， 这是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所无法实现
的重要效果。輥輳訛 然而， 当人们试图让对于行为内容危害结果不具有心理状态的主体背负污名时， “犯罪
人” 的标签存在滥用之虞。 主张报应说的学者也仅讨论 “以组织内部何者的道德责任 ‘替代地’ 被
视为法人的道德责任”， 而未解释法人组织因何而应当承担道德责任。

无论越权行为原理 （ultra vires acts）、 上级责任原理还是同一视原理， 本质上均以组织内特定
代理人的认识与意志因素确定法人组织的责任形态。 其中， 根据越权行为与上级责任原理， 只要法
人内部的雇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即可将其对构成要件的内容与社会意义的判断认
定为法人组织所持有的观点。 而同一视原理则强调， 仅有可被视为是法人中高级管理人员所实施的
构成要件行为， 此代理人的责任形式才可成为法人组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如本文第三部
分中所述， 由于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与具备罪过形式为同一个体代理人， 此三种原理均只能作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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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See Roland. Hefendehl,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2.07 and th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Legal
Systems.”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4, no.1, 2000, p.287.

輥輵訛 See R.A. Duff, “Virtue, Vic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Do We Want an Aristotelian Criminal Law？”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6, no.1, 2002, p.156.

輥輶訛 See Gianluca Di. Muzio, “Aristotle on Improving One’s Character.” Phronesis, vol. 45, no.3, 2000, p.212.
輥輷訛 See Daniel R. Fischel, and Alan O. Sykes. “Corporate Crim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5, no.2, 1996, p.332.
輦輮訛 参见张明楷： 《论刑法中的没收》， 载 《法学家》 2012年第 3期。

独立型的法人刑事责任追究问题的备选答案。
随着法人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并且涉及法人的犯罪因果关系链条不断拉长， 报应说内部演化出集

合型的法人刑事责任追究理论： 尽管依旧以个体代理人具备罪过形式的为追究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
基本要求， 但不再限制为具体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所有， 而可以是另一个体代理人具有
罪过， 或是组织内任意自然人所掌握信息的总和达到了 “足以引起违法认识可能性” 的程度。輥輴訛

（三） 矫治说与管理机制的优化

根据 R. A. Duff教授的观点， 追究刑事责任应发挥除了威慑、 报应以外的矫治功能， 即， 以包括
犯罪主体在内的社会整体成员为对象， 培育其本身的德性 （virtuous character）。輥輵訛 尽管主张矫治说的学
者对于 “德性” 这一概念的范围持有不同观点， 但通说认为这是某一主体通过其行为所表现出的特
定倾向。輥輶訛 法人组织的核心———管理机制对法人组织内部所有个体代理人， 而并非仅是居于管理者地
位的自然人，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管理机制之所以应当作为判定法人组织责任的核心， 是因为
其以一定的流程或规范取代自然人本身的主观意志。 以改造管理机制为主要目的设计法人刑事责任
的追究策略寻找到了一个恰当支点， 以此改变组织内部自然人的行为倾向。

相较于威慑说与报应说， 矫治说认为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意义在于劝阻法人对其雇员施加 “背
离秩序” 的影响， 并通过优化管理机制获得更加为刑法所容纳的群体实体性。 此外， 采用矫治说并
不代表着对威慑说与报应说的排斥， 而只是从最大化预防法人犯罪的视角出发， 主张应更多考虑法
人刑事责任与管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而非法人刑事责任与其内部雇员自然人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

二、 制度构建： 现存法人刑事责任追究策略及缺陷

（一） 威慑说及对法人组织正当权利的保护

法人虽然是法律拟制的产物， 却也从不是人构想出的 “反自然人” 式的存在。 换言之， 法人因
便宜自然人行动与实现具体目的而存在， 尽管在具备群体实体性之后能够脱离来自于特定自然人的
影响， 却从不能在概念上以 “非人” 来进行概述。 因此， 持威慑说观点的学者无法论证 “在权利保
护层面自然人不同于法人”， 却给出 “因为自然人不同于法人， 因此法人的部分权利可以不被保护”
的结论， 存在偏颇。輥輷訛

根据我国 《刑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
令退赔。” 同时， 《刑法》 第三十一条又规定： “单位犯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换言之， 对法人施加的刑罚既包括不必以法人具有责任为
前提的对违法收入的没收， 也包含需以法人具有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对其合法收入的没收。輦輮訛 如果对
于违法所得部分而言， 出于分摊社会成本考量可尽量压缩对法人独立非难可能性的判断， 由于只是
将法益恢复到了犯罪前状态， 亦可不要求法人承担责任； 因此， 以合法收入作为对象的罚金刑就必
然贬损无辜自然人的权利， 此时就不得不以法人具有故意或过失为前提， 以达到区别罪与非罪、 此
罪和彼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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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赵秉志： 《单位犯罪比较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77页。
輦輰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62页。

刑事责任与民事、 行政责任的最大区别体现为刑罚具有自由剥夺效果， 但对法人而言， 何种责
任及其带来的惩罚更为严厉难以判断， 刑罚并不必然是最严厉的处罚。 某个高级管理人员乃至创始
人的入狱未必导致法人组织破产， 但巨额的行政罚款则可能令法人无法存续， 实际上对法人执行了
“死刑”。 因此， 刑事责任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应体现在道德谴责。

即使仅将追究法人刑事责任作为选项之一， 其社会治理功能也仅在理论逻辑与常识相契合时方
能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实现。 对社会危害行为施加具体的制裁措施， 即使不停留于表面的指责， 而令
其实现于显而易见的痛苦承担， 只要是无法体现出否定性评价背后与罪责自负原则融贯的逻辑， 因
此就连表现主义的报应功能都难以具备。 发挥刑罚的威慑与预防功能与以报应作为其上限并不互
斥， 更不宜把将刑罚的威慑功能与司法成本之平衡点作为上限， 而将实现报应的需求作为下限。

（二） 报应说及对所采用管理机制的优化

报应说对物理因素的判断结果与个体代理人有责性的结合， 是指在自然人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
在通过上级责任的审查之后， 将对于该个体代理人的客观归属判断结果与其本人或其他雇员所拥有
的主观责任一并转移给法人组织， 以完成不法与责任两个层面的判断。 很长时间以来， 该追责策略
是我国通说， 尽管学者们彼此争论， 但多是围绕在行为归属层面究竟应当选用何种标准以及在责任
归属阶段能否在实施危害行为个体代理人之外考察其他雇员的有责性。輦輯訛 应当说， 这是在难以找到更
好的确定法人独立于自然人而具备的非难可能性时较为理想的替补性理论， 但也具有难以克服的诸
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 即采用持报应说学者所主张之策略无益于促使法人采用效率更高的管理机
制， 从而难以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

1. 独立型法人犯罪中的责任
“独立型” 的法人犯罪， 是指当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本身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责

任形式。 采用这样的追责策略总体上不利于促进法人组织改善其在信息收集、 信息分享与结果回避
义务履行相关管理机制， 因此不宜作为独立的追责策略。

故意与过失， 作为心理状态， 具体是指行为人基于对其行为及所能造成后果相关信息的掌握与
分析程度， 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的对于是否具有违法可能性的判断。輦輰訛 换言之， 如果个体代理人所掌
握的信息到达了 “足以唤起违法性认识” 的程度， 则司法机关就可判断其对于社会危害行为是具有
故意； 而如果信息掌握程度与对其进行的分析仅能令个体代理人达到 “可能唤起违法性认识” 的程
度， 其对于不应当实施的行为就具有过失。 据此， 以个体代理人的责任来作为法人是否具有非难可
能性阶段判断的标准， 就是以具体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自然人所掌握的信息及其本人对于信息的判
断结果， 作为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基准。

然而， 采用上述追责策略会导致如果个体代理人在承担法人交代的工作时未收集必要信息， 则
工作质量降低却能够有效限制自然人本身与法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尽管从提供更好的产品
或服务的角度， 法人应当鼓励其内部雇员不断收集与业务内容相关的信息， 但该等鼓励也是以个体
代理人不具备违法认识可能性为上限， 或是仅有在对工作有效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明显超越令法人承
担刑事责任风险所可能导致的损失时， 法人才有可能鼓励其雇员最大程度地收集信息。 换言之， 尽
可能提升信息收集以及信息分享效率， 变成了一个值得评估与考量的选择， 而不是客观上最优且应
当尽力试图达成的目标。

若脱离开法人组织所采用的管理机制， 则存在于法人组织之上的义务是否得到了履行， 就需要
探究作为管理者的个体代理人如何实现法人组织所应承担的公共义务。 在具体的犯罪场景中，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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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参见朱岩：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过错责任》， 载 《法学研究》 2011年第 2期。
輦輲訛 See Richard A. Posn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6, 1985, p.1222.

有两个需要具体判断的问题： （1） 个体代理人如何评估企业在采取风险过高的行为时所可能给社会
负外部性； （2） 个体代理人应当如何平衡社会承担的成本与企业获得的收益。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并非单纯依靠刑法就能得出， 而必须基于不同社会有关商业判断的合理性
标准。 对个体代理人而言， 其对于法人组织义务的违背， 仅当该等违反是出于恶意或利益冲突所导
致时才成立。輦輱訛 否则， 由其做出的可判定为过失的商业判断即使对雇主造成了危害结果， 并间接导致
了社会整体价值的减损， 其个人也不宜承担责任。

宽松的私法上的对于个体代理人义务获得履行的判断标准， 导致组织内部自然人完全可能在并
不需要为由于其判断错误而导致的对法人组织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时， 却因其所造成结果同时体现
出对于法益的侵害，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理论上看， 这样的安排并无不妥之处， 甚至会督促法人
组织在对自身利益进行照管的同时， 以 “更加” 严格的眼光审视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行为。 然
而， 由于对个体代理人责任进行转嫁的追责策略并不考虑法人组织所采用的管理机制的不合理之处
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是在利用上级责任原理完成行为归属判断后， 即以个体代理人之道
德责任作为向法人施加刑罚的理由， 因此， 这只会令法人组织面对尴尬的局面， 即当其内部雇员面
对不同的义务间存在的冲突时， 如何可能令个体代理人在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完成法人
组织所交办的任务。 在管理机制对结果的客观归属结果不具有影响时， 唯一实际的选择是， 令需完
成特定工作的低级或中级雇员尽量减少向占据管理岗位的代理人提示风险的相关信息。

2. 集合型法人犯罪中的责任
本文所称集合型的法人犯罪， 指的是当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不具备构成犯罪所需的

责任时， 可以法人内部其他自然人具有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为理由， 追究法人组织刑事责任。
此原理的运用是为了促使法人组织在由若干个体代理人对于信息掌握的集合才能推定出具体的心理
状态时， 促使个体雇员间进行信息交流， 以避免社会危害结果。 然而， 法人刑事责任在这种归责策
略的影响下有可能异化为对内部信息交流失败的惩罚， 而不是在行为具有刑法禁止性时， 刑法所给
予的报应。

实际上， 无论是在独立型还是在集合型法人犯罪中， 将未具体实施危害行为个体代理人所掌握
的信息作为在对法人责任形式进行主观推定时可以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 本文认为并无不妥。 但将
个体代理人所具备的责任形式， 直接转嫁给法人组织， 即使该个体代理人是法人的决策人或法定代
表人， 亦无助于解决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即当法人组织内部个体代理人的责任形式存
在冲突时， 如何确定法人的责任形式？

在独立型法人犯罪当中， 将个体代理人的责任形式转嫁给法人， 并不仅是因为该雇员在实施危
害行为时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代理权限， 因此其客观与主观因素均可被视为是拟制法人的外在表
现。 在满足犯罪成立对于违法与责任阶层式要求以外， 对实施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责任形式进行
考察所具备的最大刑事政策作用是从确定罚则的角度， 判定对于法人和个体代理人应当施加多么严
厉的刑罚处罚。 然而这一作用在集合型法人犯罪中却并不能体现。 换言之， 结果的严重性究竟是因
为危害行为的高风险还是掌握信息雇员的主观恶性， 难以确定。

如上文所述， 采用将个体代理人所具备的责任形式转嫁给法人， 相较于矫治与报应， 其更多是
想发挥刑罚所具备的威慑作用。 从刑罚威慑功能的角度出发， 对犯罪主体罚则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
其所造成的实际损害除以该类型危害行为被司法机关发现的概率。 当实施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具
有动机或是目的时， 其通常会造成相较于仅存在客观过失更大的损害。輦輲訛 不仅如此， 法经济学者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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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See Richard A. Posner, supra note 輦輲訛, p.1224.
輦輴訛 See Peter J. Henning, “Should the Perception of Corporate Punishment Matter？”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vol. 19, no.1, 2010, p.91.
輦輵訛 See Peter J. Henning, supra note 輦輴訛, p.94.
輦輶訛 See Pamela H. Bucy, “Corporate Ethos: A Standard for Imposing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75,

Issue 4, 1991, p.1095-1184.
輦輷訛 See David L. Hamilton and Steven J. Sherman, “Perceiving Persons and Group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3, no.2, 1996, p.

337-341.
輧輮訛 See Peter J. Henning, supra note 輦輴訛, p.83-94.
輧輯訛 Steven J. Sherman, “ The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When and Why Collective Entities Are Likely to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Misde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vol. 19, no.1, 2010, p.142.

过相关实证研究证明， 持有动机的犯罪人被司法机关发现的概率更低。輦輳訛 因此， 更高的社会危害性
结合更低的被发现概率， 就会得到相较于不持有动机犯罪主体而言更严厉的刑罚处罚。 换言之， 在
不考虑动机与目的对犯罪主体主观责任判断上所发挥的作用， 仅从客观角度出发， 其直接与刑罚的
轻重相挂钩， 理论上有利于确定更为适当的罚则。

在集合型法人犯罪之中， 具体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却并不持有动机或目的， 故其并
不会在客观上导致社会危害的增加与被司法机关觉察概率的降低。 而此时组织内部是否存在有其他
雇员对特定社会危害结果的出现持有相应动机与目的， 也不应影响最终法人与实施危害行为个体代
理人所接受的罚则。 换言之， 不对法人组织本体责任形式进行考察的观点中， 考察并非实施了社会
危害行为的个体代理人的责任形式， 不具有任何意义。

三、 正本清源： 法人的主观责任

（一） 法人的非难可能性

欲令社会看到法人对应归属于其的社会危害结果遭到非难这一本质特征， 则立法者与司法机关
就必须真实反映社会对法人犯罪的理解与看法， 或曰遵循一般自然人判定法人组织是否具有非难可
能性时所采用的逻辑进路， 而非另辟蹊径。輦輴訛 从对法人组织的威慑和矫治的角度， 更多应考虑法人组
织相较于自然人所具有的特质 （即其选择采用的管理机制） 所可能导致的对于刑罚反应的差异性。
因此， 从报应的角度上看， 刑罚的作用体现为是否令一般人体会到报应的实现。 相较于犯罪主体所
接受到的实在的报应， 表现主义的报应效果在涉及法人的犯罪中更为重要。 从上述对于个体代理人
责任转嫁模式的讨论不难看出， 以往强调追究法人刑事责任意义的学者， 并不特意进行区分法人组
织本身的非难可能性与其内部雇员的非难可能性， 甚至认为前者并无独立于后者存在的理论必要，
也正是出于止步于表现主义报应的考量。輦輵訛 但随着法人组织社会角色日益重要， 若不对法人组织主观
责任做出判断， 则仅具有表现意义的报应也无法实现。

从报应实现的角度上来看， 人们并没有对作为犯罪主体的法人组织与自然人区别对待， 或是认
为对于法人组织的非难必须建立在组织内部某一具备特定身份自然人的非难可能性之上。輦輶訛 当组织具
备一定的稳定性后， 法人以外的自然人会将很多原本只能体现于自然人的特性来形容法人。輦輷訛 例如，
部分法人更为审慎， 部分则更具艺术性与创新力， 这样的评价当然不会特意避开涉及道德性的评
价。輧輮訛 特定个体代理人对于其所供职的组织确实能够产生影响， 但也是通过改造现有管理机制间接达
成的效果。 认知学家将此类组织形容为 “流动的自然人围绕着相对固定的管理机制， 为了达成特定
的目标而形成的社会群体”。輧輯訛 质言之， 组织所采用的管理机制， 而非其内部的个体代理人， 使得该
组织具备可令一般人将其与其他组织予以区别的群体实体性。

司法机关逐渐适应了对无形事物做出判断， 那就是对自然人的意志进行推定。 问题在于，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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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 119页。
輧輱訛 参见 [德]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 31页。

处于无形状态， 为何法人组织无法进行主观归责呢？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 中也仅是强调： “行
动只有在作为意志的过错时才能归责于我。”輧輰訛 而在将行为作为个体意志作品的同时， 康德与黑格尔
在其著作之中也从未强调自由意志的产生是人类大脑独特的运行方式的产物， 而不可能由其他的
“非人” 以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的形式所具备。輧輱訛 尽管法人在做出决策的诸多方面均与自然人存在肉
眼可见的差别， 但在司法机关针对行为与相关事实对责任形式进行推定方面， 却并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 推定程序的选择不取决于犯罪主体究竟是如何得到对事物的认识并决定实施或避免实施某种
行为。 换言之， 在裁判过程中， 推定的目的并非确定犯罪主体在行为时的所思所想， 而是根据前提
事实推定推认事实的拟制存在。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角度出发， 无论是立法、 司法机关还是刑法学者， 一直试图找到得以确定
“单位意志” 的恰当方法。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人组织是否可思考或对具体情况做出评价，
而在于为何对法人主观因素判定需要与自然人相区别？ 本文认为， 在法人责任形式判断阶段， 并无
需为法人专门设置一套用以确定其意志的判断标准。 应当强调的是， 本文并非主张自然人与法人相
似或是相同， 抑或将法人组织予以进一步拟人化， 而仅认为法庭在确定法人组织的认识与意志因素
时采用熟悉的 “老方法” 即可完成对法人组织主观方面的推定。

（二） 法人组织的责任形式

1. 对法人组织认识因素的推定
过往法人犯罪理论选择部分抛弃罪责主义， 尤其是其中关于主观责任部分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

是在对法人组织预见可能性进行判断时所遇到的理论难点， 首先在于： 法人是否可认识到由其雇员
所实施危害行为的内容与社会意义？ 即经过组织内部多个层级的个体代理人收集、 传递、 分析后的
信息， 是否可令法人对包括行为、 结果， 以及因果关系在内的构成要件要素产生相较于个体代理人
本身所持有的认识而言， 有所区别的推论？ 而关于行为内容及其社会意义的推论， 又能否令法人组
织与其个体代理人分别处于不同的认识状态？

解决上述问题， 当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1） 只有当法人组织内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个体
代理人在对其所掌握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后， 预见到了特定违法事实的发生， 才能视为法人整体具有
了该认识， 也即否定法人超越其个体代理人所具备的认识进行推定的可能； 或相反， （2） 即使在不
能证明组织内部存在预见了特定违法事实的个体代理人， 只要当所有雇员所掌握的信息， 在根据合
理的管理机制得到收集、 分享、 分析后， 若可获得有关构成要件要素存在与否的推论， 即应当判定
该法人具有认识。 显而易见， 前者是传统替代责任模式所采取的逻辑路径， 又以具备认识的个体代
理人是否需占据特定职位而分为同一视原理与上级责任原理。 集合责任原理采用了后一种判断方式。

随着法人组织内部结构的复杂化， 以及法人组织所承担任务所通常具备的庞杂性， 其对于真实
情况的把握明显难于自然人亲眼目睹特定事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因果关系做出判断。 但对相关信息
的获取与随后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分析， 如同解决数学问题， 能否获得正确或接近正确的答案不仅取
决于问题之难度， 也取决于解题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智识以及足够熟练、 精确的解题手段。

无异于自然人， 法人主体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与客观上对预见到某结果所需付出努力程度的关
系， 是决定该主体对于特定危害结果是否 “明知” 的核心因素。 因此， 完成这一判断与在以自然人
为主体的犯罪中对认识因素进行考察于逻辑上并无差别， 依旧取决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 即：
（1） 犯罪主体为认识到构成要件要素中的行为、 结果， 以及因果关系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2）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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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信息， 获得上述正确认识应付出多少努力。 法人组织当然不会如自然人一样， 在收获信息并试
图对其进行解读时感受到 “智力上的挑战”， 或者是 “心理上的困扰”， 但这不代表在具体场景中无
法对法人组织为认识行为的内容与社会意义所付出的 “努力” 进行测量。

在不同的场景中， 不同法人组织运行有效管理机制的成本各异， 这显然难以仅通过设置客观上
的 “合理” 标准以达成普遍的评价。 法人需付出多少成本才能将其雇员所掌握的信息转化为自身对
行为内容的认识， 是变量而非定量。 “合理的管理机制” 尽管可提供笼统且具有规律性的指引， 但
却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法人组织成本投入低于某标准时就是采用了不合理的管理机制。

同时， 还需要判断法人所面对问题是复杂还是简单。 但 “做出预见的难易程度” 并不以具体法
人组织与采用了 “合理管理机制” 的法人组织作比较而得出答案， 此标准的设置显然过高。 司法机
关在判断具体结果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时， 只需找到具有可比性的 “一般主体” 即可， 而不必以
“采用了合理机制的法人组织” 作为判断基准。 在考察危害结果是否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时， 司法
机关需要考虑与涉案法人组织处在相同行业、 规模相近、 组织结构不存在根本性差异的法人在利用
了本能够预防某类风险发生的措施， 则当风险转化为现实后， 犯罪在客观上不能归咎于该法人。 这
仅排除了在极少情况下危害结果向特定法人组织的归属可能。 但在判断法人组织是否具有具体的预
见可能性时， 只需考察在相同行业、 规模相近、 组织机构不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绝大多数法人为了维
持基本经营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足以认识到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关系即可。

具体案例中， 法人组织所付出之努力与做出正确推定的难度均处于变化状态， 而变量间的关系
决定了法人组织是处在明知、 应当预见， 抑或不应预见状态。 本文认为， 基于雇员在其职责范围内
所掌握的信息， 法人组织在信息的收集、 分享、 分析方面所付出的成本越高， 可进行有效认识的范
围就越大， 法人组织对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受到组织内部个体代理人所具备之认识的局限就缩
小， 反之亦然。 同时， 所处场景的复杂程度， 或者说构成要件要素获得正确认识的可能性越高， 则
组织内部个体代理人对行为内容与社会意义的认识对法人组织的决定性就越强， 法人组织在其内部
个体代理人之外额外进行有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关系推论的可能性就越低。

本文所提倡的判断方式相较于司法实践中以决策机关和决策人对于信息掌握程度来判断法人认
识因素而言， 会增加司法判断成本。 这是因为， 首先， 除个体代理人的供述之外， 还需要考察法人
组织设计、 推行一套管理机制的成本。 而且， 司法机关或还需基于专家证言， 对一般法人主体的相
关成本进行考察。 但本文所提出的方案在多数案件中表现出更强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2. 对法人组织意志因素的推定
法人的责任要素包括法人故意、 法人过失以及法人所持目的、 动机。 其中， 法人直接故意是指

在明知自己的决定会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结果， 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间接故意是指法人明知自己
的决定可能导致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 并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而过失是指法人在应当预见自己的行
为可能导致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时，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是已经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

司法实践中， 检察官和辩护方会向法庭提供与本文余论中所提到的可通过归属性判断的行为相
关的证据， 并以此证明法人是否具备构成犯罪的责任形式。 尽管我国的裁判文书中较少论述其对犯
罪主体责任形式的自由心证过程， 但实际上此过程对裁判者而言并不陌生， 即评估犯罪主体是故意
或是过失的可能性之高低。 采用主观推定对法人责任形式进行推定的唯一难题， 在于说服裁判者：
刑法上， 应当将法人与自然人同等对待。

随后， 便是回应以下两个问题： （1） 法人是否具备构成特定犯罪所必须的目的或动机？ （2） 这
样的目的和动机是否可从个体代理人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及其实施时的环境中被推定出来？ 而具
体在何种犯罪中控辩双方应当从何种证据中提取相关素材进行论证， 对于自然人为主体的犯罪已无
相应具体规则， 因此也不应当对法人主体提出额外要求。

例如， 对于法人组织是故意在污水未得到处理前就排放到河水当中， 还是由恶意的雇员在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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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1987） 3 B.C.C. 635 （Eng.）.
輧輳訛 See supra note 輧輲訛, p.639.
輧輴訛 （1987） 3 B.C.C. 642 （Eng.）.
輧輵訛 See supra note 輧輴訛, p.643.

相关监管后实施的行为， 均需具体的证据佐证。 此时以此雇员的职级判定法人的责任形式， 未免过
于 “简便”。 相较之下， 对于该行为是否符合组织内部管理机制、 历史上相类似违规行为得到的内
部处理结果， 以及法人所采用的内部举报制度是否有效等等， 才是对法人具有责任形式进行主观推
定的有效证据。

不妨以近代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法人犯罪来检验对法人组织进行主观推定能否获得理想的效果。
在 Regina v. Her Majesty’s Corner for East Kent輧輲訛 一案中， 航运公司因其雇员的一系列马虎大意的行
为导致游轮在开出港口后才发现货舱门没有关闭， 导致 200 余名旅客死亡。 尽管一审法院在做出有
罪判决的意见中认为并非特定雇员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导致了惨剧， 而是 “航运公司长期以来对于
安全工作的疏忽和极其不和的岗位安排。” 輧輳訛 然而， 由于当时英国尚未推出 《法人杀人法案》， Texco
案确立的同一视原理仍是唯一用以处理涉及法人刑事责任案件的归责原则。 英国上议院尽管认为航
运公司的管理极度混乱， 但同时因缺乏可被视为 “法人大脑” 的雇员对危害结果持有故意或过失，
不存在可转嫁给法人的责任， 因此认为不应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輧輴訛

如果对法人组织责任形式采取主观推定， 所得结果或许有所不同。 仅仅通过对于事实的陈述，
即可确定法人对于最终的结果具有过失， 即 “游轮在驶离港口时没有关闭货仓门， 导致游轮沉没”。
而辩护方则可能会向这样的陈述当中添加其他事实， 令此由前提事实向推定事实存在的进程变得复
杂。 辩护方可能提出法人在事故发生之前曾多次进行员工安全培训、 对违规操作的员工进行了及时
的训诫或是将其从重要岗位上替换等等。

现实中， 尽管该航运公司被认定为 “感染了极度马虎大意的疾病”， 并且 “悲剧的产生直接来源
于混乱的管理”， 却依旧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輧輵訛 但实际上， 摆脱对特定个体代理人主观因素的转嫁， 在
类似的公害犯罪中， 对法人进行主观推定， 并不会限制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 更不会使得追究法人
刑事责任受限于缺乏个体代理人具备特定责任形式。 经济犯罪中， 采用主观推定， 更可清晰地区分
法人与个体代理人的刑事责任。

余论

将法人组织在主观责任判断阶段与自然人进行类比当然应当有所限制， 而这也使得刑事诉讼程
序上应当对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时进行区分。 例如， 当对于犯罪主体所处环境的相关证据进行
收集时， 就需要区别法人与自然人。 自然人的信息收集是通过眼睛、 耳朵等身体器官进行的， 而法
人则必须通过组织内部的审计部门等相关的机制对信息进行收集。 在对自然人的主观状态进行推定
时， 作为自然人的裁判者容易将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犯罪主体所处环境中， 但对法人组织而言， 就
需要更多的数据以及与相类似的法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 即在相似环境中一个采用了合理管理
机制的法人是否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但这种 “生疏” 首先是也会表现在纯客观归责方面， 即如何挑选出 “合理” 的管理机制进而对
结果的归属进行规范判断。 而无论是从客观上找到对标组织， 还是在主观上推定出法人组织的责任
形式， 都会随着法人犯罪案件处理数量的增多而得到有效缓解。 法人组织在感知系统上与自然人的
差别反而会令裁判者更易得到推定结果。 法人组织的存在是以其信息收集、 信息分享等管理制度的
有效性为前提的， 所以对于法人组织而言， 其辩护策略就必须在证明自己不具有良好的信息收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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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number� and� role� of� legal� persons,�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legal� persons,� what� is� more�
important�is�that�the�effectiveness�of�other�accountability�means�in�society�to�fill�the�gap�in�social�
governance� cost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that� should� be� adopted� to�
investigate�the�criminal�liability�of�legal�persons�are�by�no�means�static.�The�starting�point�of�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gal� person� and� the� natural� person� is� that� the� former� implements� the�
organizational�behavior�of�normative�significance�through�the�management�mechanism�adopted,�
while�the�latter�implements�the�behavior�that�conforms�to�the�constitutive�elements.�The�loophole�
in�the�legal�person�management�mechanism�can�complete�the�normative�judgment�that�the�harm�
result�belongs�to�the�legal�person�when�it�objectively�violates�the�attention�norm�and�creates�the�
risk�which�is�not�allowed�by�the�law.�What�the�legal�person�knows�is�not�necessarily�equal�to�the�
sum�of�the�information�held�by�the�individual�agent.�Under�the�dual�influence�of�the�legal�person’s�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haring,� analysis� of� related� area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specific�results,�legal�persons�can�break�through�the�scope�of�foresight�of�decision-making�
bodies�and�decision-makers�to�have�a “closer�or�farther�away�from�the�real” understanding�of�the�
relationship�between�behavior�and�results.�The�subjective�presumption�of�the�form�of�liability�of�
the�legal�person�not�only�does�not�have�to�treat�the�legal�person�organization�as�the�subject�of�the�
crime� differently�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but� also� helps� the� judicial� organs� to� draw� a�more�
reasonable�conclusion�by�using�the�familiar�way.

Key Words: Corporate�Crime;�Corporate�Criminal�Liability;�Correction�Theory;�Form�of�Liabil-
ity;�Subjective�Presumption

度， 因此可被评价为感知上有缺陷的进而刑事责任能力降低， 以及不具备良好的管理制度进而与社
会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引起的因果关系之间做出选择。

当前的其他追责策略， 不论是采用严格责任原理还是将个体代理人的主观责任转嫁给法人组
织， 均存在瑕疵。 仅采用客观归责， 而以法人没有自由意志为理由而跳过主观归责部分， 将使得刑
法在法人犯罪领域与其他社会治理工具毫无差别。 如失去了表现主义的报应功能， 则追究法人的刑
事责任将沦为成本高昂的行政制裁辅助手段。 本文主张的在行为归属阶段利用上级责任原则以取代
本体责任模式以及替代责任模式， 对于可转嫁给法人组织的行为首先进行自己责任的客观判断， 再
进行主观推定， 基于以下四个理由： （1） 可令刑法发挥其本身应有的作用； （2） 可保持理论内部一
贯性； （3） 可适用于不同形态结构的法人犯罪， 以及不同责任形式的法人犯罪； （4） 由于与传统的
刑法体系差异不大， 不会造成司法实践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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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法理学视角下的法官义务

谢小瑶 张城璐 *

内容提要：对于 “同案同判” 的呼吁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导致人们对法官对同案的
“差异化判决” 往往采取批判态度。 此源于对裁判中 “法官义务” 的误解。 “法官义务” 不
同于一般的守法义务。 作为特殊主体， 法官的裁判责任是一种角色要求， 法官义务更加关
注 “应当如何裁判才是最好的”。 现代德性法理学将 “德性” 引入裁判中， 为法官义务的
内涵提供了一种全新阐释。 司法裁判中需要仰赖一个预设的具有德性的法官， 依凭其实践
智慧实现 “公平的正义”。 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法官在做出判决时， 其义务不仅限于依法
裁判， 还要考虑到角色所承担的道德义务。 法官在整体善的理念基础之上做出一个正当合
理的选择， 即使裁判结果存在差异， 判决也是正义的。
关键词： 同案不同判 法官义务 德性法理学 角色责任 实践智慧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09

一、 司法裁判中的法官角色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 （Athur Kaufmann） 曾言道， “同案同判” 是正义的核心， 也
是法律适用上平等的体现。譹訛 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当下， 似乎 “同案同判” 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 然
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 屡有发生， 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法院裁判结果也大相径庭。 比如同样
是 “异地伪卡交易” 的案件， 依据 《民法典》， 上海地区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所有损失； 广东
地区的人民法院则判决被告赔偿 70%的损失， 原告承担 30%的损失； 西安地区的人民法院从举证责
任分配公平的角度， 认为双方均负有举证义务， 对于原告所持借记卡内的损失， 由原告与被告各承
担 50%的责任。 相同的伪卡交易的案件事实， 裁判结果却表现出高度不统一， 出现从 “驳回起诉”
到 “三七开” “五五开” 再到 “全额赔付” 等各种裁判结果。 各地法院各自成理， 是由于法律上对
于 “伪卡交易” 的认定问题存在空缺。 基于同样的异地伪卡交易的事实， 依据同样的法律规定， 不
同的法官却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由此形成 “同案不同判” 的局面。

众所周知， 一个裁判的形成不能仅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三段论的过程， 这个过程必须依赖裁判者
的专业智慧和实践技艺。 立法的不纯粹性注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完美性， 而此时法官作为裁判的中心
主体， 其价值显得尤为关键。 事实上， 法官的裁判行为就是法官道德活动的折射。 法官的品性，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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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陆而启： 《法官角色论： 从社会、 组织和诉讼场域的审视》，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7页。
譻訛 瞿琨： 《论法官角色与公正司法》， 载 《学术界》 2006年第 1期。
譼訛 [意] 皮罗·克拉玛德雷： 《程序与民主》， 瞿小波、 刘刚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3页。
譽訛 Michael S. Moore, Educating Oneself in Public: Critical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6.
譾訛 孙海波： 《超越裁判的可能、 形式与根据》，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5期。
譿訛 孙海波： 《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 载 《法律科学》 2013年第 1期。

定着裁判的善恶， 决定着以法治世的效果。 因此， 在裁判活动中， 我们无法忽略裁判者———法官
这一角色的作用。 至此， 我们不禁要问： 法官作出一个判决所要遵循的要求有哪些？ 对于 “同案
不同判”， 法官是否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此， 要厘清 “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 我们必须对
法官义务———裁判要求做进一步的研究。

法官是作为一种职业角色参与裁判活动的： 首先， 他是多种社会角色的集合； 其次， 随着审判
的推进， 其各种角色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他必须综合考量， 采取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最后， 法官的
裁决依据法律， 又不拘泥于法律。 最终裁决者必须直面各方的压力， 事实上判决就是各种元素的综
合， 其中的某些元素产生的化学反应足以影响裁判。 一般来说， 法官要求具备的专业化程度可与医
生相比拟， 其角色的扮演具有自觉性。 在承担角色时， 法官要明确意识到自己正担负着的义务即作
为该角色的责任， 察觉到周遭的人都是自身角色的观众， 因而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感染周围的观众。譺訛

毋庸置疑， 在司法裁判中， 法官负有根据既有法律规范、 通过公正程序、 对眼前案件作出裁判行为
的义务。 法官是正义的代名词， 必须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性。 然而， 法官作为一种职业角色， 还与
其他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 这种多重的角色冲突，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公正裁判， 进而影响了
司法公正。譻訛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 不能仅听从于法律指令， 还应服从于自己的良心。 皮罗·克拉玛德
雷 （Piero Calamandrei） 指出： “司法在实践中是综合的操作， 它在封闭的精神熔炉中发生： 直觉和
感情必须在活跃的良知中加热， 以把抽象的法律和具体的事实有机融合。”譼訛 因此， 在司法制度的角色
限定中， 法官的裁判义务对于案件的裁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法官义务论证的三种进路及其检讨

（一） 基于法律规范的进路

迈克尔·摩尔 （Michael Moore） 曾言： “司法裁判应该严格地把法律与司法义务联系起来， 如果
一个标准没有赋予法官义务， 那么它就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譽訛 在抽象意义上， 法官义务的基本要求
即一个判决应具备法律属性。譾訛 在表面上看， 法官与其他所有公民一样， 都负有守法的义务。 然而，
除了普通公民应承担的一般性的守法义务之外， 法官还负有一项依据法律进行裁判的特殊义务。
“依法裁判” 从广义上来讲， 是作为司法审判中的一种守法主义的理论而存在的———这也就要求法
官作出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规范， 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作出裁决。 另一方面， 从公正司法的角度
来看， 依法裁判这一重要义务是每个法官都要普遍遵守的， 对具体案件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进行
科学化的判断是每个法官的裁判义务。

然而， “同案不同判” 证明了法官仅依据法律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 人们很清
楚地知道， 对于法的认知与持有的观念不同， 司法裁定过程及判决结果也会存在差异。譿訛 一个错案
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因为法律文本没有提供正确答案， 而是因为认识中的 “不确定性”； 而这种 “不
确定性” 除了受制于法律语言自身表达技术外， 还受制于主体对描述对象的认知。 被法律所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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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英] 哈特： 《法律的概念》， 许家馨、 李冠宜译，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20-121页。
讁訛 季卫东： 《法律解释的真谛》， 载 《中外法学》 1998年第 6期。
輥輮訛 孙笑侠： 《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 载 《法学研究》 2001年第 4期。
輥輯訛 陈景辉： 《同案同判： 法律义务还是道德义务》， 载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3期。
輥輰訛 张志铭： 《司法沉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80页。

对象一般不是有形物体， 而是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的，
因此对其进行准确的描述和界定并不易。 赫伯特·哈特 （Herbert Hart） 认为， 在法律不能解决案件的
情况下 （由于法律上的模糊或冲突而造成的不确定性）， 法官通常有处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讀訛 因此， 在
司法裁判中， 必然包含除 “依法裁判” 以外的裁判要求。

（二） 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

一个社会角色， 会挑选出一套符合规范、 价值观以及期望的特有规则， 以满足他们扮演角色的
需要。 一般来说， 法官进行裁判都是要经过司法三段论的推理来得出结论的， 但并不是说法官所有
的论证都要在形式上保持着机械性的逻辑。 因此， 要想成为一个职业的法官， 其必须经过一些必要
的培训和经历。 这一不断学习和充实自我的过程， 不仅使他们的职业道德和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也让他们学会相对客观公正地去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 身为法官所拥有的专业逻辑与普通大众的生
活逻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情感因素所占比重不同。 也就是说， 欲维护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公信
力， 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减少情绪和舆论等压力对法官判断的干扰。讁訛 从对案件事实的判定和对法
律适用的选择都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 最终得出的结论才是最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 司法审判虽
然要求法官严格地依法裁判， 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排除法官价值判断。 善与恶是进行道德评价的标
准， 而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才是法律评价的标准。 由此可以知道， 服从法律法规是法官职业道德的
基础， 是运用法律思维的根据和准绳。輥輮訛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规范法官的职业道德， 也是法官的义务
本位。

然而， 法官自身道德素质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职业道德的高低。 即使当下有制定与
其自身相适应的职业道德标准来不断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 但是， 在制定相应的职业道德标准时仍
无法将法官自身的素质充分考虑进去。 若制定了与其自身实际不相符的标准， 实现起来又会有一定
难度。 此外， 物质追求、 职业晋升等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职业道德水平。

（三） “自然理性” 下法官义务

对于司法公正而言， 一个严谨、 合理、 合法的法律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经由正当程序审理的案
件， 即便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有些许错误和不足， 但其公正的审判程序能够使公众得到很好的心理安
慰。 因此， 自然法中所提及的 “自然理性” 下的正义观往往受到学者的青睐。 在自然法语境中，
“自然” “制度” 与 “意志” 相对立， 因此， 自然正义的要求与制度、 意志选择无关。輥輯訛 自然正义要
求， 在进行司法审判时， 法官要保持绝对的中立地位， 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认定以后， 再
对法律适用进行严格的选择和分析， 从而做出能够为大众所信服和遵从的公平公正的裁决。 这是从
“自然正义” 角度出发对司法裁判提出的要求。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官则是正义殿
堂的守护神。輥輰訛 在这之中， 法官能很大程度削减立法中的弊端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和制约， 用以维护
司法审判程序的正义 （即使法官所做出的最终结果对其是不利的） 使得被裁判者在接受裁判结果
时能够更加心悦诚服。 这对于提高和增强普通社会公众对裁判的理解和尊重程度有着很大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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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陇夫： 《法治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研讨综述》， 载 《法学》 1997年第 2期。
輥輲訛 Leslie Green, Law and the Role of a Judge: University of Oxford Paper, No.47, 2014, p.17.
輥輳訛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191.
輥輴訛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Chs, 8, p.10.

法官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无可避免地拥有常人的 “自然情感”。 “自然理性” 描述的是一个理想
的图景， 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实现。 受中国独特的传统特别是 “人情” 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社会
是一个以血缘为中心、 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 它与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形成的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輥輱訛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法官无法 “独善其
身”， 不免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三、 法官义务论证的新起点： 德性法理学视角

（一） 德性法理学的思想根基

在法律不能解决案件的情况下 （由于法律上的模糊或冲突而造成的不确定性）， 法官通常有处
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自由的———需通过对司法技巧的考虑， 通过尊重其
他机构的适当权威， 还有哈特所说的 “特有的司法美德”。輥輲訛 因此， 本文将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
角： 从德性法理学的角度， 进一步探讨关于法官裁判的问题。

德性伦理学认为， 德性理论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 主要表现在德性理论能够帮助人类实现良好
的社会关系、 公平正义、 被善意的对待， 从而实现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美好生活。 阿拉斯戴尔·麦金
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 若一个人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就必须讲求德性。 同时， 德性是
人类在后天接受教育时逐渐形成的， 若拥有良好的德性， 人就会养成内在的善， 并以此创造与获得
幸福。輥輳訛 德性理论的开展， 是要将不同文明与文化下的传统道德厘清， 并且由此推动幸福生活的进
程。 因此， 德性的运用是为了揭示和把握这种传统道德， 也是为了推动和实现这种群体生活。 并且
麦金太尔还将德性的范围确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活动环境中， 其目的是避免德性变成一种纯粹的、
极不稳定的、 富含情绪思想的情感事物。 同样， 罗萨琳德在 《论美德伦理学》 （On Virtue Ethics）
提到： 德性是人通过社会实践， 将自身的自然本性向着善的方向发展到最佳状态， 为自身的生存创
造最佳 （最幸福） 的条件。輥輴訛

当代德性法理学是围绕着德性为中心的主体因素和内心世界 （道德心理） 做文章的， 其对现代
规则伦理学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后者忽略了道德行为的真实心理基础。 而德性法理学之所以拥有合
法属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掺入了人的思想过程及品质的养成、 表现等内在因素的考量。 在当下
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 法律没有承担行为人道德的义务与责任， 甚至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反
对情感化的道德， 故而法律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性。 在法律的原则中， 国家和政府面对道德只能中
立， 不可以道德干扰法律。 法律所约束的是人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现， 并不过问人内在的道德品质。 亚
里士多德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提及， 立法的思想与智慧中必然存在缺陷， 这些缺陷使得法律存在
诸多漏洞。 在这样的立法水平下， 裁判者追求公道的裁决目标不能仅仅依靠存在缺陷的律法， 还要依
赖德性及其他现实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 德性与法律就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 德性法理学引入司法裁判

一般来说， 大多数人都将 “德性” 作为内在的一种道德品质。 当人们谈论道德时， 主要是在表
述一些关于好品质的看法。 这是在社会群体的长期交往中作为习俗风尚的组成部分而被塑造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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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美] 罗伯特·乔治： 《使公民有道德： 导论》， 郑玉双、 朱振译， 载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2015 年年卷 （总第 20 卷），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24页。

輥輶訛 江畅： 《再论德性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载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5期。
輥輷訛 李萍、 童建军： 《德性法理学视野下的道德治理》， 载 《哲学研究》 2014年第 8期。
輦輮訛 [美] Lawrence Solum、 王凌皞： 《美德法理学、 新形式主义与法治———Lawrence Solum教授访谈》， 载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0年第 1期。

和心理习惯。
阿默里·罗蒂 （Amelie O. Rorty） 认为， 具体的德性确实是人的品质。 然而当诸多品质形成个体

的德性时， 对于德性的分析探讨的重点， 就在于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情境下阐释德性的形成与变
化。 其表现在行为者自身认知判断与实践当中。 由此可见， 德性法理学的主要宗旨， 是厘清并且证
明人的认知与思想及行为的德性要素， 寻求出提高德性之法， 构建出好品质、 好行为的思想理论体
系， 为德性思考和实践提供理论化的方法论， 为行为者德性的培养发挥指引和促进作用。

法律 （指良法） 对于德性的培养起到助推的作用。 法律中有两个环节可以促进人的德性的养
成。 第一， 法律的强制性对人的行为有严格的约束作用， 避免人们有逾矩行为， 使人在法律的约束
下渐渐形成 “敬畏感”； 第二， 在法律使人产生 “敬畏感” 后， 人就养成了遵纪守法的习惯， 并且
日复一日地重复合法行为， 使得守法成为自身的一种习惯， 并且融入人的内心， 成为心理观念的一
部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 从外在的法律强制到德性的 “内化”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德性是通过习惯
养成的， 其无法以传授的形式获取， 而是需要以不断的实践进而做出正确行为的方式来成就。 “法
律禁止某些不道德的行为， 从而有助于人们确立并保存一个有德性的品质。”輥輵訛

现代德性法理学与法学有着共同的属性， 都是关于 “规范” 的学科。 劳伦斯·索伦 （Lawrence
B. Solum） 在德性理论的启发下， 以法律的确定性为起点， 提出德性在司法审判中具有关键作用的
观点。 在他看来， 德性与规范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只取其一的取舍， 而是对它们之间
地位的优先性进行一定的考虑与衡量。 德性伦理强调德性是优先于规范而存在的， 而规范伦理强调
规范是较为优先的。 道德治理是以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德性为其最终目标的，輥輶訛 那么， 衡量其是否取得
一定成果的标准不仅要看所制定的规范能否得到遵守， 还要看人们在遵守这些规范时内心存在的主
观情感、 行为目的等。 要想使人们的德性逐步形成和完善， 仅仅依靠政治行为的促进是远远不够
的， 仅通过短期的客观化行为也很难取得成效。 因此， 在进行道德治理时除了要以德性为导向， 还
要有一个整体的、 系统的思想， 要对德性形成的时间性、 复杂程度和过程性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知
悉， 切勿急于追求速度和效率， 采用短、 平、 快的方式进行造势， 从而取得一些浅表上的效果。輥輷訛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德性造成了伤害。 规范是德性的手段， 而德性是规范的结果。 要想培养人们的德
性， 仅仅通过规范指引下的一次性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换言之， 成就一个公正的法官需要德性规范
的长久保障。

（三） 西方德性法理学的基本主张

在德性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 当代西方的德性法理学逐渐兴起， 在受到了伦理学复兴思想的
影响和启发之后， 逐步成为了一种规范的法律理论。 其目的是能够以德性理论来解决当下法律中难
以解决的问题。 西方德性法理学将伦理学、 认识论和政治学等进行了充分糅合和进一步阐释。 索伦
对于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关注这个课题的缘起之一就是当时哲学中的美德
理论。”輦輮訛 其对德性法理学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展开。

德性法理学的基础———德性伦理学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 该学说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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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Lawrence B. Solum, Virtue Jurisprudence: A Virtue-Centred Theory of Judging: Metaphilosophy, Vol.34, NOs.1/2, 2003, p.182-184.
輦輰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輦輯訛, p.188.
輦輱訛 [美] 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 万俊人译， 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79-82页。

就是德性和幸福。 追求幸福或兴旺繁荣是一项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 也是人类实践的至善。 在
对法律理论进行的相关探索与讨论中， 索伦曾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一定的借鉴和运用， 这种思想
摒弃了传统注重意识形态和结果的观念， 转而开始重视德性的作用， 并且积极主张法律的作用， 同
时， 确立了法律哲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德性。 虽然法律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幸福或兴旺繁荣， 但其并不
是以简单粗暴的形式来命令人们， 而是通过创造各种条件来促进人们实现它。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思想强调， 幸福或者兴旺繁荣必须依赖外在的善 （如财富）， 也必须依赖身体的善 （如健康）， 更必
须依赖灵魂的善（如德性）。 所以，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通过法律来为其创造一定的物质、 社会
等基本条件， 使得社会在具有良好秩序的环境下运作。 从立法上来说， 立法机关应该重点关注采取
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来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哪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会促进人的进步， 哪些法律会给腐
败提供滋生的土壤， 以及为了使得法律对人们更加具有约束力， 应当采取哪些有效的、 适当的措施。輦輯訛

一旦认清这些问题， 并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支撑条件， 那么， 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便越来越
近了。

要看一个判决标准是不是合法的， 首先要看的就是该判决是不是由具有司法德性的人做出的。
简而言之， 如果拥有一定司法德性的法官在判决时是严格依照其品质做出的， 那么这个判决就是合
法的。 索伦将这一理论叫做 “德性中心论的司法理论”。 一个判决的合法性严格受到法官司法德性
的制约与影响， 所以， 索伦对于法官的司法德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深入的研究。 他用“薄” “厚”
两个理论来对司法德性予以区分。

“薄” 的理论着重强调的是一些没有争议的品质， 比如公正、 守法、 自律、 诚实、 守信、 自由
等， 这些普遍的、 全社会有共同认知的、 不具争议的司法德性的阐述与说明， 就是所谓的“薄” 理
论。 一个合格的司法裁判者要想做出一个正义的裁判， 必须具备一定的 “薄” 的德性。 “薄” 理论
和 “厚” 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司法德性是否具有争议性、 是否具有共识性。 索伦所认为的 “厚”
理论就是指司法德性所应有的智慧与公正。 这两种不同的德性理论， 人们虽然都给予了较大程度的
认同， 但是若对其进行具体深化的研究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和分歧的出现。

索伦认为， 要想做出一个优秀的判决， 该法官一定要拥有足够的智慧。輦輰訛 “以事实为根据， 以
法律为准绳” 是所有法律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恪守的底线。 但是， 如何调查案件事实， 对所提供
的证据是否应该采信， 如何准确找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法规， 这是一个优秀的法官所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 一个优秀的法官在处理过大量的现实案件之后就会知道， 每个案件、 每个人都拥有其个性和独
立性， 普遍适用的法律在某些时候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所发生的变化。 在某些情况之下， 如果一味的遵
循法律法规的要求，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 甚至不公平的现象和结果。 这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
更高层次的要求， 法官要超出法律字面上的含义来进行合法有效的判决， 维护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

四、 法官义务的德性转向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水准不同， 法律无法设定人们的道德责任， 故而在不涉及法律行为时，
政府应当对人的道德持中立态度。輦輱訛 同时， 法律由于其局限性， 难以涉及人的心理约束， 只能通过外
在的道德表现发挥一定的约束及引导作用。 立法的不纯粹性注定了法律条文的不完美性， 而此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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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輦輯訛, p.185.
輦輳訛 [美] 迈克尔·斯洛特：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郭金鸿译， 载 《东方论坛》 2014年第 3期。
輦輴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輦輯訛, p.198.
輦輵訛 龚群： 《德性伦理学的基本特征及其与道义论、 功利论伦理学的根本区别》，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年第 4期。
輦輶訛 Amalia Amaya, The Role of Virtue in Legal Justification: Law, Virtue and Justice, Hart Publishing Ltd, 2013, p.53-55.
輦輷訛 See Amalia Amaya, supra note 輦輶訛, p.54.

官在裁决中融入其德性， 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漏洞。輦輲訛 在这个意义上， 德性法理学的论证无疑
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 德性裁判的理论基础

法官以德性为中心履行职责， 是现代司法裁判发展的一个必然特性。 在德性法理学思想下兴起
的德性裁判理论， 就是以法官的德性为中心进行裁判行为， 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促进全人类实现良好
的发展。

德性裁判理论服务于司法实践， 对法官的素质有明确的要求。 司法裁判中， 法官不只是根据法
律条文机械性地审判， 而是要融入自身的思想。 法官只有具备了司法德性，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主
观价值判断， 从而进行公正公平的裁决。 因此， 在司法裁判中， 德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輦輳訛 同时， 德
性裁判对于审判主体有着极高的要求， 即法官要有优异的品行， 还要有智慧及高超的审判实践能
力， 并且尽力追求审判的公正公平。 德性裁判对法官这一主体给予了充分关切， 对其人格品质有着
严格的要求， 其从道德层面推动司法裁判的公平化。 从另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 其将司法裁判中最
容易产生偏差的因素重新重视起来， 将法官的人格道德作为中心议题， 把德性推到了几乎与法律同
等的高度。 以德性实现法官忠于法律， 以此来促进更好的司法实践结果。

德性裁判不仅对法官主体提出了明确的德性要求， 其对司法裁判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 审视
整个裁判过程， 法官要运用德性， 得出公正的判决；輦輴訛 从德性裁判的结果来说， 法官所作出的裁决都
应当是符合德性要求的。 特别是在疑难繁杂的案件中， 有许多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
明确的指明， 导致法律适用出现了局限性。 若审判法官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 良好的法理基础、 高
超的司法能力， 并且兼有合理的司法想象与司法创造力， 那么在法律条文无法完全适用的情况下，
法官也能够做出公正裁决。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理论上所谓的 “公平结果” 是没有明确判定标准
的， 只能依靠法官的经验进行辨识。 在这个层面上， 法官的德性裁判就是司法中关键的一环， 而非
只发挥着薄弱的辅助作用。

（二） 法官德性裁判的表现形式

德性裁判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超越道义论和功利论， 并且能够与这两种理论抗衡， 使得这两
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相对弱化。輦輵訛 在具体的司法裁决中， 道义论是从司法对象的角度出发， 强
调对司法对象讲求公平公正、 正当合理的行为； 而功利论所追求的则是司法裁决的结果， 即追求司
法结果符合法律的全部要求。 德性裁判的关键在于审判的主体， 即法官的德性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
作用， 主张司法与德性之间的重要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对司法判决的结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作为法官， 不仅要具有自身的司法德性， 并且还要将德性运用到司法裁决的过程之中， 最终做出公
平正义的判决， 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积极效用。 因此， 法官必须厘清道义和功利的含义， 在司法判决
中对这两种理论要认真进行对待， 防止其影响司法德性的作用与发展。輦輶訛

以法官德性为中心， 并不代表将法律规则放在不重要的位置， 而是以德性独有的内涵去解释判
决的过程。輦輷訛 按照该观点， 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 并不是引经据典就可以概括完全的， 其中， 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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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Lawrence B. Solum, The Aretaic Turn in American Philosophy of Law: On Philosophy in America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5.

輧輯訛 刘宇： 《当代西方 “实践智慧” 问题研究的四种进路》， 载 《现代哲学》 2010年第 4期。
輧輰訛 [美] 弗里德里克·肖尔： 《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 雷磊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8-29页。
輧輱訛 甘绍平： 《当代德性论的命运》， 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年第 3期， 第 82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甘绍平文。

要求的作用不可忽视。 若直接将规则进行机械式地套用， 则死板的规则会产生许多破坏德性认知和
德性感受的问题。 因此， 在司法德性的实践中， 不断摸索规则的使用方法， 使得法官在规则与德性
之间达到有机的平衡， 就成为了现代司法判决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 德性法官的具体要求

1. 法官的品格特质
法官所做出的裁判， 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故而全社会都希望法官具有德性， 能够在司法

裁决中展现出公平正义， 使参与司法活动的当事人各得其所， 切实保障人们的利益， 维护司法安
全， 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要想实现法官的这些司法品质， 则不仅需要相关的规则进行约束， 还需
要在德性层面上进行指引。 德性裁判将法官的素质放在首位， 换言之， 司法裁判应当是以法官的德
性为先。輧輮訛 其中的德性， 具体可划分为理智与道德两个层次上的德性。 理智德性， 指的是人具有的智
慧、 理性， 以及对事物的认知力、 理解力的一种品质， 是通过学习获得； 而道德德性主要包括人的
同情心、 责任心、 感恩之心、 忠勇心及自控能力， 亦或是慷慨、 审慎、 勇敢与节制等。 当然， 要求
法官讲求德性， 并不是忽视其行为， 而是将主体的、 现代法律结构中的法官放置于潜移默化的德性
中去履行职责， 从而形成以德性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判决理论。 简言之， 就是要求法官具有德性， 并
且在判决的过程中运用其德性作出结果， 即德性先于判决， 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判决结果。 因
此， 德性是法官进行判决时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 法官根据在自我提升过程中的品质和能力， 选择
符合自身的判决方式。

2. 推理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说过， 德性的特点是适度。 在中庸的程度上， 要讲求智慧， 即人要明智， 明智是智

慧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高级思想， 而其指导的实践就是处理具体的相关事物。輧輯訛 在现代法律的德性角度
来看， 抽象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为道德与法律的决策提供依据。輧輰訛 这就需要有一种适用的德性，
能够对具体的案件进行感觉、 认知、 分析， 寻求出其中最全面、 最适当的法律理由。 一方面， 法律
向德性的转向， 不仅仅是用规则进行约束和指引， 而且还应当考量德性中内含的智识， 在追求确定
性的过程中对规范进行理解、 运用、 丰富和发展， 对规范进行德性化的重构。 在这一过程中， 展现
出的是法官的德性与案件的情景能够协同匹配， 表现出法官明智的判断力，輧輱訛 这就是司法德性。 因
此， 实践判断并不是简单地运用相关规则进行重复性的实践， 司法判决也并不是简单的按照规则执
行即可， 而是需要敏锐的感知力、 准确的分析力、 睿智的思考力， 以此形成一个良好的司法判断， 并
予以证立。 同时， 这种睿智的慎思即使在面对不可通约的善之时， 也能保证法官作出合理的判决。輧輲訛

3. “厚” 与 “薄” 的司法德性
德性的裁判可以分为 “厚” “薄” 理论。 引入法官的裁判要求， 可以将其分为 “薄” 的德性义

务和 “厚” 的德性义务。
“薄” 的司法德性主要是指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没有很大争议性的德性， 是能够让大家都普遍认

同并接受的一种德性。 索伦在经过广泛研究之后， 列出来五项普遍存在的司法陋习： 一是腐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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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懦弱； 三是脾气不好； 四是素质不高、 不胜任工作； 五是愚笨。 通过分析五种司法陋习， 进而得出
相应的五项普遍适用的法官裁判义务，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司法要有节制。 在司法节
制的调控之下， 对法官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一方面， 法官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法官的职务
要求其谨言慎行， 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另一方面， 并非要求法官毫无欲望， 而是对于社会实践、
基本常识要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 二是要有司法勇气。 在面对社会组织或他人的威胁与胁迫时， 仍
然敢于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而不是放弃立场。 三是要有一定的司法气质。 法官要能够很好的控制
自己的性格、 脾气。 如在法庭上会有一些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进而做出一些扰乱法庭秩序的偏激行
为， 法官会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罚， 但并不会因为此事件的发生做出不利判决。
四是要拥有较高的司法才智。 一个优秀的法官对自身的知识和素质要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 这必须
不断地进行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与理解。 五是要拥有司法智慧。 它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层次
的要求。 在司法智慧的要求之下， 法官对于具体的个案中的事实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于事实和
证据的分析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 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之上找出适合案件的法律法规。 这一品
质又被东塞拉尔称为 “司法知觉”。 不论是简单抑或复杂的案子， 要是一个法官能拥有这些优秀的
司法德性与品质， 那么其就能够做出一个优秀的、 合法的判决。輧輳訛

“厚” 的司法德性使得法官德性义务清单得到了扩大和补充， 它包括了许多有争议性的德性与
意志品质， 也在疑难案件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个将法律思想深深刻在自己骨子里的法官， 在面对所
作出的判决与社会公平正直理念相违背的情形时， 其会超越成文法的理念， 在借鉴衡平法的基础之
上对所作出的判决予以及时的纠正， 作出正确的合法的判决。輧輴訛 在进行错误纠正的过程中， 有司法德
性的法官为了应对和适应特殊情况的出现， 必须适用较为规范的方式方法， 但这一做法并不能简单
的理解为法官拥有着独断的裁量权， 相反， 法官还是得严格地依照法律来对案件进行公正的、 理性
的判断。輧輵訛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法官要想拥有一个正义德性， 那么其必须具备的三个
特性就是司法的整全性、 司法公平与宽阔的司法视野。輧輶訛 正如在 “异地伪卡交易” 的案件中， 法官不
存在贿赂、 偏袒等恶性因素， 严格地在法律的框架内， 充分考虑相关因素 （当事人的赔偿能力以及
主观过错程度等）， 是可以作出不同裁判的。 而对于不同的结果， 我们都可以说其是正义的。 德性
的出现并不排斥法治的运用与发展， 相反地， 德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疑难案件所出现的诸多问
题， 助力法治的发展。

五、 德性法官的中国镜鉴

在德性法理学的视角下对法官裁判义务的延伸， 为司法裁判主体、 价值观念、 裁判方法、 司法
德性以及其他特殊情境的司法适用打开了一扇窗， 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有相通之处。 相对
于西方的法治而言，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我国的思想道德和伦理规范体系始终秉承着中
庸的主流思想， 从来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个人主义发展到尖锐强烈的地步。 从古代 “画地为
牢” 到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就能明显的看出，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 始终为道德留置着重要的位

輧輳訛 Lawrence B. Solum,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A Judg: An Aristotelian Guide to Judicial Selec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61, No.6 1988, p.1750.

輧輴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輧輳訛, p.1740.
輧輵訛 Lawrence B. Solum, Law and Virtu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s, S wales & Willis Ltd, 2015, p.506.
輧輶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輦輯訛,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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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所以， 构建法官的德性义务， 对于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德性义务中国化的基础

在孔子的时代， 中国的旧社会制度正处于瓦解阶段， 新的制度却尚未建立。 在这样巨大的变迁
中， 古典儒家思想家们试图令溃败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通过运用智慧与理论的想象力， 展现出一
套全新的学说， 以提供社会治理的新方案， 力求让社会重新回归良好的秩序。輧輷訛 在儒家哲学中， “道”
非在人之外， 而即在人之中。 《中庸》 言： “仁者人也。” 仁是人的根本， 只有做到了仁才成其为人。
儒家思想认为， 行道是行己之道、 行己之仁、 行己之义， 其将行道责任内转为个人的修身成仁。 儒
家的道德思想既强调行为准则， 又将个人品质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 在规范理论方面， 儒家道
德理论将和谐 （社会层面的协调和谐和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 看作是社会治理规范的重要价值之
一， 其要求规则中的评价性概念和内容能够被具有 “义” 美德的公民所内化， 以令社会得以良好
运行。

根据儒家的道德理论， 人们遵循规则的行动必须要出于适当的动机。 在理想的状态下， 统治者
与被统治的公民都具备仁义美德时， 整个社会就可以按照礼法运行， 促使每个人都按照德性来行
事， 达到真正的 “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 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规则固然在道德行动标准中
起着构成性的作用， 但是也无法被视作美德或者是个人品质， 然而从儒家道德思想的整体来看， 古
典思想家们依然将美德当作道德领域最为核心与基础的观念。 孔子所说的 “人而不仁， 如礼何？”
就清楚地表明仁相对于礼具有优先性。 除此之外， 儒家还以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刻画美德 “义” 与
规则 “礼” 之间的关系。 在儒家的德性思想中， 德性论观念要比道义论观念更为基础， 古典思想家
们首要关注的是个人美德， 其次才是社会规范或道德规则。 这与前文所述德性理论不谋而合， 为德
性法官进入中国语境提供了本土文化支撑。

（二） 法官社会角色的要求

作为法治国家， 司法公正源于法官的公正审判。 特别是我国当下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情况下，
不断孕育着从效率到公正的价值追求转变、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社会意识转变等变革， 人们的
注意力从对物质的关注转而变成对人本身的关注。 一个人在扮演法官角色时， 并不仅仅局限于诉讼
中、 法庭内或者审判时， 他其实也无时不刻地在法院组织体系显示其身影， 在社会中昭示其存在，
并且在这些时候， 毫无例外地， 他是一个行使专门职责、 具有专业素质的 “法律人”。輨輮訛 法官的裁判
者角色要求其具有某种超然性。 社会的稳定需要法治环境的稳定， 法治的稳定需要法官在职业中、
心态上对法律理念的稳定。 在个案处理中， 既达到个案正义， 又保持法制统一， 真正显示法官的智
慧和才智。

中国的法官在使用法律的领域内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所受到的道德约束比较薄。輨輯訛 基于法律专业
化与法律职业性的循环互动， 法律的专业化和技术性要求有法官来解释运用， 制约法官行为的核心
在于形成理想信念丰满、 知识理论充沛、 服从于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的法官阶层。 而在这个过程
中， 德性的理论大有可为。 法官的德性思维便是要求从人类的道德生活与文化背景中去解释道德，
从人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去遵守道德规则。 费孝通认为， “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 这应

輧輷訛 王凌皞： 《儒家美德伦理学论纲： 当代法理学语境下的重构》，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7页。
輨輮訛 参见前引譺訛， 陆而启书， 第 51页。
輨輯訛 葛洪义： 《法官的权力———中国法官权力约束制度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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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童建军： 《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及其中国意义》， 载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6年第 4期。
輨輱訛 杜宴林： 《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7年第 6期。
輨輲訛 See Lawrence B. Solum, supra note 輦輯訛, p.205.

当是属于昔日的东西。 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 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当下的需要， 并持续发
生着作用。” 輨輰訛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的司法领域在面对新挑战的同时， 应当吸纳传统思想
（特别是儒家道德思想）， 并将之与西方德性法理学有机结合， 走扬弃、 超越的德性转向道路。 这就
要求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对具体的境遇保持应有的关切。

（三） 德性裁判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近些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 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道德价值观的
改变———人们开始逐渐以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同案不同判的屡屡发生， 被认为是司
法公信力缺失和民众丧失法治信心的缘由， 更激发社会对于公正司法裁判的急迫期待。

同案不同判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一位法官的思维方式、 知识体系、 社会经验都有所差
异， 且判决并不存在无统一的标准。 因此， 法官的德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想要实现司法公正， 则就
必须有一个具有正义德性， 兼有广阔的司法视野、 良好的司法平衡能力与卓越的司法德性的法官来
践行职业责任。 这对于当下受国外文化侵袭的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輨輱訛 一个有德性的法官， 在类似
的事件下， 是可以做出不同但合理的判断的， 并且可以自证此裁决。 可以说， 这根本上改变了现有
的裁判观念： 在具体的司法裁决中， 裁判的胜利取决于法官的德性。 索伦也认为， 如果在司法判决
中存在司法恶习， 例如贪污受贿或处于其他目的枉法裁判时， 所得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輨輲訛 也就是
说， 具有了德性的法官负有公平正义的裁判责任， 他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范之内进行司
法判决， 从而对整个法律体系负责。 因此， 以德性为关键要素转变传统法官裁决的思路， 将德性融
入到法官的职业道德之中， 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个具有德性的法官并不能仅仅依靠规则适用来对裁判理由进行选择， 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之
下， 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与冲突是不同的， 不能依靠同一的规则和手段来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
“同案” 不可能真正出现完全相同的情况， 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 “异地伪卡交易” 案， 北京的法官
认为借记卡磁条信息及借记卡密码泄漏， 非持卡人本人的原因外， 无其他可能途径， 因此夏某存在
对借记卡保管不力的情况， 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西安的法官认为原被告已经形成储蓄
存款合同关系， 为存款人保密、 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是被告的法定义
务， 被告未能准确识别他人复制的假卡， 导致原告商友卡中的存款被盗刷， 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两
个不同的判决结果， 是不同的法官针对其中事实的判断运用德性的思想， 来对价值的冲突进行进一
步的衡量， 可以说都是正义的判决。 因此， 一个法官若是能够在整体善的理念基础之上做出一个正
当合理的选择， 即使所做的结果存在差异，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正义的判决。 换言之， 法官不能仅以
法律工具来作为其裁决的标准和手段， 其应当以德性审视法律， 从整个法律发展和适用的角度， 成
为社会正义界的参与者、 创造者、 维护者， 推动法律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
同案不同判的考量提供新思路。

无论在何种语境下， 司法都不是简单的输出判决书的机械过程， 而是糅合了法官的思维、 经
验、 技巧与智慧等因素的一项复杂化活动。 在此当中， 法官德性通常体现为裁判中的实践智慧。 离
开了实践智慧的行为， 仅仅是经验性的内在品质无法构成人们所说的德性。 “实践智慧暗含着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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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也在恰当的意义上暗含着实践智慧。” 在法律实践中， 由于立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而司法智
慧却是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的。 索伦曾称法官 “是法体制的建筑师”。 輨輳訛 在司法领域传统的法律推理
中， 法律的 “发现” 与裁判的 “证立” 是相分离的， 而德性法理学尝试将这两者有机结合， 另辟蹊
径地试图搭建裁判中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桥梁， 这也体现了实践中 “法律发现” 的重要性， 而这
必定是以法官的裁判智慧为基础的。

于具体案件裁判而言， 案件的本体主要由其事实所决定， 外界因素极难干扰， 但即使如此， 司
法判决也无法遏制恣意的渗入与作祟。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法官在判决的过程中以德性为其思考和
行动的起点， 那么它与公正判决的结果便逐渐靠近， 抑或其本身就是公正判决。 究其原因， 法官善
用智慧、 在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能够准确运用经验和知识， 能够独具慧眼， 透过现象看到本
质。 当法官拥有了这种准确的能力时， 他既可以对相关事物进行全面而准确认知， 同时也能从规范
文本 （不仅限于法律条款） 中准确提取出适用于全部案情的条款内容。 因此， 法官的德性就成为了
评价法官是否恣意裁判的依据。 这也是司法体系向着德性转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将判决理论的重点放
在法官德性上， 以德性约束法官的肆意行为， 保证司法公正， 推动我国法治形成良好的局面并向前发
展。 輨輴訛 在这个意义上， 德性法理学的意义不容忽视， 它是对不同时代下法律治理危机的反思与超越。
一个德性法官实际上是内化了社会规范的法官， 其作为社会中问题的裁判者， 还负有对整个法律体
系乃至整个社会的 “正义” 责任。 即便我们身处价值纷争的时代， 如果把德性纳入作为社会裁判者的
法官的建设中， 让其成为正义的参与者、 创造者、 维护者， 那么， 公正也能以可理解的方式被践行。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矛盾的多样性与多变性导致现有的法律跟不上问题的发展。 近年来频发
的 “同案不同判” 现象， 也为司法的公信力带来了严重打击， 让法官的裁判问题逐渐进入社会的广
泛讨论中。 现代德性法理学的重新重视和持续深入的研究， 使得整个法理学领域的目光都聚焦于
此， 诸多专家学者都以德性为基础， 对法律裁决进行了反思和完善。 德性理论既是哲学家进行研究
的重要内容， 也是法学者在司法裁判中注重的关键因素， 其在德性与法律之间架起了一座直接联通的
桥梁， 使得德性裁判与法律互相融通。 德性法理学将法官的德性置于裁判活动的中心， 由于法律具有
欠确定性， 在法律裁决中不仅要注重法律规范的使用， 还要注重法官的德性， 使两者达到统一协调。

在司法推理的过程中， 负有相应责任的法官必须根据相关的事实和法律规范进行判断， 这是无
可争议的， 但这并不是忽视德性在司法裁决中重要作用的借口。 相反， 德性在司法裁判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应用德性进行证立， 一项裁决是否能够完美地证成， 最主要依靠的就是法官的德性。 这
就要求在司法裁判中， 法官不只是根据法律条文机械性地审判， 而应当具备司法素养、 司法勇气、
司法节制和司法才智等品格， 同时也要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主张法官的实践智
慧， 将其视作一种高超的德性， 并且这种德性是裁判的根本保障。 因此， 司法裁判不能够仅仅依靠
单纯的法律条文得出最后的结果， 而是在案件复杂性的分析研究中， 厘清哪些事实因素对案件产生
了影响， 并且要求法官本着德性法理学的观念， 负起德性审判义务。 针对其中事实的判断， 需要法
官运用德性的思想来对价值的冲突进一步衡量。 一个法官若是能够在整体善的理念基础之上做出一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迈克尔·斯洛特文。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Lawrence Solum、 王凌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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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正当合理的选择， 即使所做出的结果存在差异， 也依然是正义的判决。 这也很好地回应了当下
“同案不同判” 的尴尬境遇。

从德性法理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法官的裁判义务，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德性
法官的课题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代司法解决一些法律条文难以企及的问题， 具有积极的引导性作用。
它强调的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所需要的根本素质不仅限于对理论的全面掌握， 更重要的是丰富的实
践智慧。 一个合格的法官有义务作出一个德性的裁判， 在最大程度上追求裁判正义。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appeal�for “the�same�judgment�for�the�same�case” and�the�pursuit�of�fairness�and�
justice�lead�people�to�take�a�critical�attitude�towards�the�judge’s “differential�judgment” on�the�
same�case.�This� is�due� to� the�misunderstanding�of “ judge’s�duty” in� the� judgment. “Judge’s�
duty” is�different� from� the�general� law-abiding�duty.�As�a� special� subject,� judge's� adjudication�
liability�is�also�a�role�requirement.�Judge’s�duty�pays�more�attention�to “how�to�judge”.�Modern�
virtue�jurisprudence�introduces “Virtue” into�adjudication,�which�provides�a�new�interpretation�of�
the� connotation� of� judge’s� obligation.�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we� need� to� rely� on� a� (preset)�
virtuous�judge�to�realize “fair�justice” based�on�practical�wisdom.�As�a�social�role,�when�a�judge�
makes�a�judgment,�his�duty�is�not�only�limited�to�judging�according�to�law,�but�also�considering�
the�moral�duty�of�the�role.�The�judge�shall�make�a�reasonable�choice�on�the�basis�of�the�concept�of�
overall�good.�Even�if�there�are�differences�in�the�judgment�results,�the�judgment�should�be�just.

Key Words: Different�Judgments�for�the�Same�Case;�Judge’s�Obligations;�Virtue�Jurisprudence;�
Role�Liability;�Practical�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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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的修订工作，
这是该法实施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修订； 2020 年 8 月 8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正草
案）》 正式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 该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布征
求意见；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发布了修正后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运行的基本规则， 议事规则的完善对于人民
代表大会运行程序的完善、 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落实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目前最新版本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已经公布并得以实施，
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绝非一劳永逸， 而仍应当持续推进。 遗憾的是， 就目前的研究来
看， 这一实践热点却并没有催动相应理论成果的转化。 通过 “中国知网” 的检索发现， 以 “人大议
事规则” 为篇名的期刊论文总数仅有 50 篇， 且各年份零星分布， 也并未在 2019年、 2020 年成为明
显的学术增长点。 这样的理论研究态势显然并不能够支撑我国人大议事规则制度的持续完善的实践
需求。 基于此， 本文将对德国联邦议院的议事规则进行介绍， 以期能够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实践的持续探索提供理论补强与经验镜鉴。

*谢立斌， 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 （宪法方
向） 2019级博士研究生。 2019年 6月，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邀请了两位德国联邦议院议事规则的专家来京进行交流。 一位
是托马斯·哈达梅克 （Thomas Hadamek） 先生， 德国联邦议院行政部 PD2 局局长， 主管领域为议会法； 一位是迈克尔·舍费
尔 （Michael Schaeffer） 先生， 德国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党团秘书长 （Gesch覿ftsführer）。 谢立斌教授同两位专家一道在中国
政法大学、 清华大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加了一系列交流活动。 根据相关活动的交流记录， 并参考德国联邦议院官
方网站上的有关资料， 对德国联邦议院的工作方式进行了总结而形成了本文。

谢立斌 李 艺 *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议院是真正代表全体德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权力机关。 总体上看， 德
国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可以分为领导机构、 功能机构、 政治机构、 辅助性机构四种类型。
其中， 领导机构主要包括主席团、 元老委员会； 功能机构主要包括全体大会、 委员会； 政
治机构主要包括党团； 辅助性机构则是指图书馆、 警卫等各种行政性机构。 德国联邦议院
的运行遵循议员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 议员和党团是联邦议院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联邦议
院的组织、 工作运转都是以议员和党团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 就联邦议院具体的工作程序
而言， 其主要围绕 《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而展开。 全体大会和质询是联邦议院行使其职
权、 履行其职责的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德国联邦议院 议员 党团 议事规则 全体大会 质询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4.010

从实体到程序： 德国联邦议院组织法的图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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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Art. 39 Abs. 1, GG.
譺訛 § 5 Pr覿sidium,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譻訛 § 6 魧ltestenrat, (1),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譼訛 § 12 Stellenanteile der Fraktionen,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譽訛 § 10 Bildung der Fraktionen, (1),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譾訛 此处的数据来自于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的分享。

一、 德国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类型及其运行原则

德国的议会 （Parlament） 是由联邦议院 （Bundestage） 和联邦参议院 （Bundesrat） 两院组成的。
联邦议院是由议员组成的、 以会议方式履行职责的联邦立法机关， 其职权原则上来自德国基本法的
规定。 联邦议院的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 因此联邦议院是真正代表德国全体选民意愿的代议机
构。 联邦议院的每届任期是四年，譹訛 目前的第十九届联邦议院是于 2017 年选举产生的。 2021 年 9 月
26 日， 将举行第二十届联邦议院的选举活动。

（一） 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类型

根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下文简称 《基本法》） 第三章以及 《德国联邦议院议事规
则》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下文简称 《议事规则》） 中关于联邦议院的组织
和职权的规定， 联邦议院的组织结构的设定遵循两大原则： 第一是强制性原则， 即必须设立 《基本
法》 所规定的联邦议院必须设立的机构， 比如议长 （Pr覿sident）、 常务委员会 （St覿ndige Ausschüsse），
以及某些重要的专门委员会 （Sonderausschüsse）； 第二是灵活性原则， 即联邦议院可以为了履行职
责的需要而自行设立有关机构， 比如大多数的专门委员会。 按照联邦议院机构的不同性质， 可以
将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领导机构， 主要包括主席团 （Pr覿sidum）、 元老委员会 （魧ltestenrat）。 主席团是一个集
体领导机构， 由议长 （Pr覿sident）、 若干副议长 （die stellvertretenden Pr覿sidenten） 组成。譺訛 元老委员
会是联邦议院各议会党团共同的领导组织， 是真正的议会政治中心。 元老委员会由议长、 副议长以
及 23 名其他议员组成。譻訛 这 23 名议员是根据 《议事规则》 第 12 条的规定而选出的， 要按照党团力
量的强弱来进行名额的分配。譼訛

第二类是功能机构， 主要包括全体大会 （Plenum）、 委员会 （Ausschüsse）。 全体大会就是指全
体议员聚集在一起的会议。 全体大会是联邦议院履行其职权、 实现其目标的最重要的渠道。 而委员
会则是议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第三类是政治机构， 主要指党团 （Fraktion）。 党团是联邦议院中最重要的组织， 联邦议院的议
席都是按照议会党团划分的。 党团是由至少 5%的联邦议员组成的。 一般而言， 党团的成员都来自
同一政党； 在特殊情况下， 具备相似政治目标并且彼此之间不存在竞争的不同政党的成员也可以组
成一个党团。譽訛

第四类是辅助性机构， 例如行政管理机构、 图书馆、 警卫等。 辅助性机构本身并非联邦议院的
职能机构或工作机构， 其人员也不具备代议权利， 它只是协助联邦议院及其议员履行代议职能的行
政性内部管理机关， 也可以叫作联邦议院的行政管理机关。 目前联邦议院的辅助性机构大约有 3000
多名工作人员， 其中还包括 60 多名科研人员。譾訛

（二） 联邦议院的运行原则

从实体到程序： 德国联邦议院组织法的图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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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Art. 42 Abs. 2, GG.
讀訛 Art. 121, GG.
讁訛 该案例来自于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的分享。
輥輮訛 Art. 38 Abs. 1, GG.

联邦议院的运行遵循两大原则： 议员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议员平等原则。 议员平等原则的基本意涵是， 所有议员都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

务。 同行政机关垂直领导的组织原理不同的是， 议会是一个扁平化的机构， 因此更注重议员之间权
利义务的平等性， 可以说， 这是联邦议院运行的最基本的原则。 任何议员， 无论其在年龄、 性别、
种族、 宗教信仰、 职业背景、 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具有多大的不同， 其作为议员的法律身份和地位都
不会有任何差别。 议员之间的平等是由联邦议院作为代议机关必须要具备的代表性、 民主性等特征
所决定的。 试想， 如果根据议员所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对其在议会的法律地位进行高低排序， 联邦议
院的民主代表性将不复存在。 从根本上说， 联邦议院的运行都是基于议员之间的平等地位而得以展
开的， 其中典型的体现就是联邦议院的表决。 《基本法》 第 42 条规定， 联邦议院的决议以议员所投
票数的多数方式表决通过；譿訛 《基本法》 第 121 条对多数票的解释是全体议员的多数 （例如， 三分之
二多数就是全体议员所构成的多数）。讀訛 只有议员之间权利义务具有平等性， “多数决” 才是 “科学”
的， 才能够成立。

第二个原则是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 议会的工作必须要追求效率， 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达到最好的效果。 作为一国最高的民意代表机关， 可以想象， 联邦议院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工作，
无论是立法还是一国的财政预算等大事， 抑或是对政府的监督等， 都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将每一个议员的提案都安排进入联邦议院全体大会日程由全体议员进行事无巨细的讨论， 那么
在议院一年中有限的开会时间内， 根本无法达成多少决议。 联邦议院的会议日程安排、 全体大会上
辩论时间的分配等， 都必须要充分考虑效率原则。 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议员提交了一个
有大量书面材料的议案， 原则上， 应当将其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复制后分发给所有议员， 但是这样做
将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影响到联邦议院的有效运转。 最终， 联邦议院行政部门采取了一个
方案： 将有关书面材料放在一个公共区域， 通知有兴趣的议员前往查阅。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就保
障了联邦议院的工作效率。讁訛

二、 德国联邦议院的基本组成单位： 议员和党团

议员和党团可谓是联邦议院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可以说， 联邦议院的一切组织安排、 工作运
转都是以议员和党团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

（一） 议员

根据 《基本法》 第 38 条， 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 直接、 自由、 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輥輮訛

任期是四年。 目前的第十九届联邦议院共有 709 位议员。 对于联邦议院的议员， 有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1. 议员的权利保障
议员的权利是议员履行职务的保障， 是议员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民代表作用的关键。 根据 《基本

法》 以及 《议员法》 （Abgeordnetengesetz） 的相关规定， 议员主要享有以下几方面的权利：
首先是议员所享有的一些特权。 第一是言论免责权， 指议员在任何时候都享有对他们在议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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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輥輯訛 第二是刑事免责权， 指议员于任职期间， 除非联邦议院批准，
否则不得因其在议会内外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受到刑事拘留或遭受任何自由限制；輥輰訛 第三是拒绝作
证权， 指议员有权拒绝对有关的人员或事实作证的权利， 这是属于司法程序意义上的议员权利保
护， 保障议员的自由决定权和资讯能力， 使他不至于必须在法庭上公开他的资讯来源或信息本身。輥輱訛

其次是议员由于履行职务的需要而享有的一些经济上的便利。 第一是议员的津贴， 即为保证议
员的独立性而给予议员的工资； 第二是办公费， 即议员为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而应有的一
些开销， 属于职务补贴的一种， 既可以进行金钱补贴， 也可以进行实物补贴； 第三是出席费
（Sitzungsgeld）， 也称为日金 （Tagegeld）， 是指按日计算的发放给联邦议员的出席联邦议会会议的费
用； 第四是旅行优惠， 指议员有免费使用国家一切交通工具的权利；輥輲訛 第五是医疗及生活关怀， 指
议员在生病、 需要护理、 生日及死亡时， 都可享受一定的津贴， 其标准与公务员相同。

最后是对历任议员所提供的一些保障福利。 第一是过渡期薪金 （譈bergangsgeld）， 指凡在联邦
议员任职超过一年的离任议员， 都有权获得过渡期薪金； 第二是退休金 （Altersentsch覿digung）， 指
议员离任时年满 65周岁并在联邦议员任职 8年以上所应得到的一笔津贴； 第三是健康补助 （Gesund鄄
heitsschadigung）， 是离任议员在健康方面出问题时得到的一种救济； 第四是遗属金 （Hinterbliebe鄄
nenversorgung）， 指议员去世后或退休后去世， 他的家属得到的生活补助； 第五是遗属周转金
（譈berbrückungsgeld für Hinterbliebene）， 指在遗属尚未拿到遗属金等救济钱款前， 联邦议院给予遗
属的一笔应急款。

2. 议员在各个委员会中的人员分配
联邦议院的每名议员都应当到委员会中供职， 参加到委员会的工作中去。 通常每届联邦议院的

选举结束后都会面临着如何对议会中各个委员会的人员进行安排的问题。 每个议员对于其意愿供职
的委员会都存有一定的主观偏好。 在联邦议院的二十多个委员会中， 有一些委员会比较受议员欢
迎， 而有的委员会则比较 “冷门”。 比如， 预算委员会作为一个有实权的委员会， 受到大多数议员
的青睐， 外事委员会也是议员们向往的委员会之一。 对于某些政党的议员而言， 由于其所属党派的
性质导致该党的议员对某些特定的工作内容较为偏好， 那些致力于其偏好领域的委员会就会对该党
的议员具有极大吸引力。 比如， 对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而言， 由于社会保障是该党的重点， 因此如果
能够进入劳动与社会保障委员会， 便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如何合理安排各个委
员会中的议员？ 首先， 应考虑该议员连任与否。 通常而言， 每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产生之后， 有一半
到四分之三议员都是连任的议员， 而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是新议员。 对于连任议员， 应当充分考虑其
之前在议院中的任职经历而对其在委员会中的职务作出安排； 对于新议员， 则可以重新作出安排。
其次， 还应当考虑该议员的党派背景。 比如， 让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进入到劳动与社会保障委员会。
总体来说， 各委员会的人员安排要做到州与州的平衡、 男与女的平衡。

3. 议员与选民的密切联系
当选为联邦议院的议员后， 议员应当与自己选区的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每个议员在自己的选

区都设有办公室， 以定期接待自己选区的选民。 一个议员每个月有固定的人员经费 2.2 万欧元， 因

輥輯訛 Art. 46 Abs. 1, GG.
輥輰訛 Art. 46 Abs. 2-4, GG.
輥輱訛 Art. 47, GG.
輥輲訛 Art. 48,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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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本部分的数据是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提供的。
輥輴訛 § 45 Fraktionsbildung, § 46 Rechtsstellung, Abgeordnetengesetz-AbgG.
輥輵訛 See supra note 譽訛.

此每个议员在其选区的办公室都配备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一般而言， 该办公室会聘用 6 名左右的工
作人员， 其中有全职人员 （每周工作约 40 小时）， 也有半职人员 （每周工作约 20 小时）； 此外， 还
接收实习生。 除了在其选区设立办公室外， 议员也可以邀请自己选区的选民到联邦议院进行参观。
每年约有 240 万德国人到联邦议院参观， 事实上， 平均每个选民在其一生中都有一次公费到联邦议
院参观的机会。輥輳訛

（二） 党团

党团是由联邦议院的议员组成的具有法律主体资格 （rechtsf覿hig） 的团体。輥輴訛 它具有独立的法律
地位， 联邦议院 《议事规则》 第 10～12 条对党团的产生作出了详细规定； 《议员法》 第 11 章则对党
团的法律性质、 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

1. 党团的产生
议员的选举结果公布、 确定后， 根据每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所赢得的席位数量， 可以初步预估本

党可以组成多大规模的党团。 要形成议会党团， 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 议会党团的人数必
须占据联邦议院议员的至少百分之五； 其次， 议会党团内的议员必须同属于一个政党或同属相同政
治目标而不在任何一州互相竞争的数个政党。輥輵訛 在目前的第十九届联邦议院中共有 6 个党团。 其中，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 （CDU/CSU） 占据 245 个议席， 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占据 152
个议席， 选择党 （AfD） 占据了 88 个议席， 自由民主党 （FDP） 占据了 80 个议席， 左翼党 （DIE
LINKE.） 占据了 69 个议席， 绿党 （BüNDNIS 90/Die Grünen） 占据了 67 个议席。 具体如下图所示：

第十九届联邦议院的议席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https://www.bundestag.de.）

第 19 届联邦议院 709 个议席

8名无党团议员

CDU/CSU

SPD

AfD

FDP

DIE LINKE.

BüNDNIS 90/Die Grünen

152

CDU/CSU 245

88

80

6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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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 2 Wahl des Pr覿sidenten und der Stellvertreter Abs. 1,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輥輷訛 See supra note 譼訛.
輦輮訛 § 76 Vorlagen von Mitgliedern des Bundestages,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輦輯訛 § 75 Vorlagen Abs. 1 a),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輦輰訛 § 78 Beratungen Abs. 2,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輦輱訛 § 79 Erste Beratung von Gesetzentwürfen,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輦輲訛 Art. 40 Abs. 1, GG.

2. 党团的法律地位
联邦议院的组织活动、 资源分配等都是以党团作为基本的单位而开展的。
首先， 联邦议院的组织机构大多是以党团为计算单位而安排设置的。 例如， 主席团的产生就与

党团密切关联。 根据惯例， 主席团主席一般都从议会中包含最多议席的党团中诞生； 根据联邦议院
的 《议事规则》， 每个党团中都应当拥有至少一名的副主席人选。輥輶訛 此外， 联邦议院中各个委员会的
席位分配也是以党团的人数为基础而进行的， 即要按照各个党团力量的强弱比例来进行委员会的席
位分配。輥輷訛 在委员会席位的分配过程中还要保证执政联盟所属的各个党团在该委员会内具有多数地
位， 从而保证议会对政府的支持。

其次， 联邦议院的相关运行规则和程序都是在党团之间协商达成的。 每届议会第一次开会， 各
党团之间需要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第一， 制定 《议事规则》； 第二， 决定要设立的委员会的数量；
第三， 决定各个委员会的人员数量； 第四， 决定每次辩论的时间、 辩论发言的顺序等。

最后， 联邦议院的活动大多都是在党团之间开展的。 各个委员会的活动基本都是由党团主导
的。 从理论上说， 没有党团身份的议员也是可能存在的。 例如， 《议事规则》 第 76 条就规定， 5%
的议员联合体享有与党团相同的动议权。 輦輮訛 但事实上， 由于政党对候选人提名的几乎垄断的地位，
因此， 没有党团身份的议员在联邦议院中所占比例十分有限。 由于委员会在议会活动中起着核心的
作用， 委员会是由议员组成的， 而议员又都具有党团背景， 这就意味着， 委员会的活动事实上是由
党团主导的。 党团除了主导着委员会内部的活动外， 也主导着委员会外部的活动。 根据联邦议院的
《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党团享有广泛的发动议会程序的权力， 例如提出法律草案的权力、輦輯訛 阻止
提案进入委员会审议的权力、輦輰訛 对相关草案发动一读程序的权力輦輱訛 等。

三、 德国联邦议院的工作程序

联邦议院的工作是围绕本届联邦议院制定的 《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而展开的。 联邦议院日常
承担的最重要的两大功能是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 立法是指联邦议院所进行的立法活动， 立法功能
的实现依托于联邦议院的全体大会； 监督是指联邦议院对政府的监督职责， 监督功能依托于质询的
方式来落实。 本部分主要对联邦议院的全体大会和质询的程序进行介绍。

（一） 议事规则

德国联邦议院议事规则具有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君主制之下议会的议事规则。 联
邦议院根据 《基本法》 第 40 条第 1 款第 2 句的规定制定其议事规则， 对不同的程序、 组成、 议员
和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輦輲訛 德国联邦议院的议事规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 联邦议院的议事规则并不具有法律性质， 仅在本届议会任期内具有效力。 每一次联邦
议院大选之后， 新组成的联邦议院都要在第一次会议上重新颁布其议事规则。 但是在大部分情况
下， 新成立的联邦议院都直接采纳前一届联邦议院的议事规则， 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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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 35 Rededauer Abs.1,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輦輴訛 但在实践中， 会期周的时间如何确定， 元老委员会一般会听取党团的意见。 因此也可以说， 会期周的时间是由党团确定的。
輦輵訛 这 12个会议周的具体时间安排分别是： 1 月 11 日—15 日、 1 月 25 日—29 日、 2 月 8 日—12 日、 2 月 22 日—26 日、 3 月 1

日—5日、 3月 22日—26日、 4月 12日—16日、 4月 19日—23日、 5月 3日—7 日、 5 月 17 日—21 日、 6 月 7 日—11 日、
6月 21日—25日。

輦輶訛 § 75 Vorlagen Abs. 1,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另一方面， 联邦议院的议事规则具有灵活变通性。 这就意味着， 议事规则中的很多规定都可以
通过党团之间的协商一致来予以变通。 根据专家估计， 真正适用的规则只占到议事规则中的三分之
一。 以 《议事规则》 中第 35 条第 1 款为例， 该款规定： 对于一个议题的审议程序和时间长度， 由
长老委员会向联邦议院建议之后， 由联邦议院做出决议； 如果长老委员会内部未能达成一致， 或者
联邦议院偏离其建议做出决议， 则每一个发言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 任何一个党团可以要
求其一名发言人享有最多 45 分钟的发言时间； 在需要时， 议长还可以延长发言时间。輦輳訛 如果严格按
照这一规定， 那么会期中的联邦议院大会基本上不可能审议较多议题， 这对任何一个党团都没有好
处。 因此， 迄今为止， 各个党团都能够在长老委员会中就各党团的辩论时长达成一致。 目前， 最长
的议会辩论也就在一小时之内完成。 除了对已有的议事规则的变通外， 联邦议院在长期的实践中还
形成了诸多惯例， 这些惯例可能并没有写进议事规则中。 比如， 由联邦议院中人数最多的党团决定
议长人选， 就是一个并没有写进议事规则的惯例。

（二） 联邦议院的全体大会

开会是联邦议院最为基本的工作方式， 而全体大会则是联邦议院最重要的会议， 它要求全体议
员出席， 是联邦议院履行其职责的最重要的机构或者途径。

1. 议会大会的会期周
所谓会期周 （Sitzungswoche）， 就是指联邦议院的开会周。 会期周的时间是由元老委员会确定并

且公布的。輦輴訛 一年中大约有 20 到 22 周是联邦议院的开会周。 2021 年上半年， 联邦议院共安排了12
个会期周。輦輵訛 每个会期周由五个工作日组成， 从周一到周五， 其日程安排一般是这样的：

周一， 对本周的工作作出安排。 上午， 议员们从各自的选区回到柏林； 下午， 党团的领导人开
会， 对本周的工作作出安排。

周二， 党团内部进行会议。 上午， 党团内属于不同小组的议员分组开会， 在党团内部对不同主
题进行讨论； 下午， 各个小组的组长即党团在同一个委员会中的负责人与党团主席开会， 确定本党
团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

周三， 各个委员会开会。 委员会对相关的立法草案进行审议， 不同党团之间达成妥协， 起草在
联邦议院中能够得到多数支持的决议草案。 每周三上午联邦政府也会召开内阁会议， 内阁会议之后
（通常是周三下午）， 由一名联邦政府成员 （总理或部长） 到联邦议院， 接受议员的询问， 为期一小
时。 该联邦政府成员首先是就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之后再进行问答环节。

周四和周五， 召开联邦议院的全体大会， 也称议会大会 （Plenarsitzung）。 周四会安排较满的日
程， 一般从上午九点开始， 一直到凌晨才能结束， 全天可以审议大约二十多个议题； 星期五的日程
安排则没有那么紧凑， 一般从上午九点开始， 下午便能结束， 审议的议题也相对较少， 考虑到议员
通常在周五要回到自己的选区， 因此星期五的日程就不会安排到晚上。

2. 议会大会的议题
联邦议院 《议事规则》 详细列举了十三种可以列入议会大会日程的议案类型。輦輶訛 总体来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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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秘书长为意译， 并非字面翻译。 更为贴切的字面翻译为 “经理”。 秘书长并非相应党团的成员， 并不具有议员身份， 而是为
党团所聘用的人员。 例如， 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秘书长迈克尔·舍费尔为例， 他就是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秘书长， 并非议员。
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再聘用他， 他就必须离开这个职位。 他的身份是德国国防部的公务员， 办理停薪留职， 随时可以回到其
公务员岗位。

十三种议案又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是立法议案。 这是最常见的联邦议院提案。 执政联盟协议中规定的内容， 通常都需要通过

制定立法的方式来予以落实。 政府的目标， 也需要通过立法来予以实现。
第二是动议 （Antr覿ge）。 动议是联邦议院对联邦政府进行敦促的方式， 动议本身并不直接具有

法律效力， 而仅具有呼吁的性质。
第三是非独立的动议。 比较典型的是对前两种议案进行修改的议案。 这些议案并非独立存在

的， 因此构成非独立议案。
第四是批准。 联邦政府的一些行为需要联邦议院批准， 联邦议院就此做出的批准， 构成了第四

种决议。 例如， 军事行动就需要联邦议院的批准， 由联邦政府进行担保 （Garantie）； 涉及到联邦议
院的财政权的， 也需要联邦议院的批准。

那么， 在具体的某一议会大会上， 其具体的议题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通常情况下， 每一个党团
都有希望列入议会大会的议题。 至于什么时候将提交什么议题， 由各个党团自己做出判断。 一个党
团将下一个会期周中自己希望列入联邦议院的议题确定下来之后 ， 所有党团的秘书长
（Gesch覿ftsführer）輦輷訛 进行碰头会议， 就下一次会期周的议程进行协商， 达成一致之后， 将议程草案提
交给长老委员会， 由长老委员会予以审定。 通常情况下， 长老委员会都会同意各个党团共同提出的
议程草案。 在实践中， 反对党提出的议题通常优先安排在比较好的时间， 例如白天时间。

根据联邦议院公布的会期周日程安排来看， 每次会期周所讨论的议题大约在 30～40 个之间， 其
中每周四的议题数量大约在 20 个左右。

3. 议会大会的辩论
议题的日程确定后， 就会进入到议题的讨论环节， 而议题讨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辩论。 根据

辩论的时间长短， 议会大会的辩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 “长辩论” （gro覻e Debatte）。 这种形式的辩论会花费掉全部总辩论的时间， 或者更多。

例如， 对预算案的讨论等议题， 其辩论的时间就可能要持续数天之久， 其结束的时间往往在辩论行
将终结时才会得以商谈确定。 长辩论可能会适用于以下场合： 法案的第二次审议启动时对联邦政府
提案说明进行辩论的场合； 大质询； 特别有争议的动议； 等等。

第二种是 “短辩论” （Kurzdebatte）。 这种辩论的时间较短， 每个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大都被限制
在 5～10 分钟内。 短辩论主要用于议会党团向公众阐明对某一问题的基本观点。 联邦议院大量的工
作、 议题都是通过短辩论完成的。 由于辩论所涉及的议题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 所以短辩论的议员
们一般都会进行充分准备， 很少有即兴发挥的情况。

第三种是 “时事一小时”。 顾名思义， 这种辩论就是对一般现时热门话题进行一小时的意见交
换。 这种辩论的最初作用在于赋予联邦政府以一种义务， 让质询时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的议员有充分
的机会得到答复和讨论。 这种辩论可以达到对问题进行详细讨论的目的， 但每一次全体大会只能进
行一次， 对于另一个议题的辩论只能进入到下一次的全体会议上进行。

在议会大会具体的辩论中， 每场辩论的长度都是不同的。 那么， 具体辩论中的辩论时间是如何

123· ·



法 治 社 会 2021 年第 4期

輧輮訛 这一事例来自于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的分享。

分配和确定呢？ 联邦议院的辩论时间的分配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议题的重要性程度， 议
题越重要， 辩论的时间相应也越长； 第二是各议会党团的实力， 要根据各党团实力的强弱尽可能保
证每个党团都有一定的发言时间。 具体来说， 根据相关议题的重要性程度， 议题的辩论时间长度被
分为了 65 分钟、 45 分钟和 30 分钟三种情况。 其中， 对最重要和比较重要的问题， 分别用 65 分钟
和 45 分钟的时间进行辩论； 相对次要的问题一般放在晚上进行辩论， 每场 30 分钟。 同时， 根据各
个党团在议会中的不同实力， 每场辩论都对每个党团的发言时间进行了确定的分钟数限制， 以此保
障每个党团都有一定的发言时间。 例如， 在有一届联邦议院中， 党团数量有 4 个， 如果进行 60 分
钟的辩论， 则无法合理安排时间。 于是联邦议院做出变通， 将重要辩论的时间长度延长到 64 分钟。
这样一来， 即使是最小的党团也能够有 8 分钟的发言时间， 相当于该场辩论总时长的八分之一。輧輮訛

除了辩论时间的安排外， 辩论的顺序也非常重要。 在联邦议院的辩论中， 每场辩论的发言顺序
也是固定的。 一般而言， 辩论顺序是由大会主席决定的， 但事实上这一顺序早就在元老委员会和党
团的会议上就确定好了。 辩论的顺序是按照党团的规模大小进行先后排序的， 大党团先发言， 小党
团后发言。 而在正式的辩论过程中， 大会主席主要履行的责任是： 要保障发言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发言且不能脱离主题， 并且要关照到不同议会党团发言和反驳的情况， 特别要注意给予联邦政府
的成员或者其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的发言机会。

4. 议会大会的表决
联邦议院并不采取电子表决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 进行举手表决。 举手表决之后， 由议长判断

是否有明确的结果。 如果没有明确结果， 则通过投卡片的方式进行表决。 每一个议员都有三张不同
颜色的卡片， 分别代表赞成、 反对和弃权。 卡片上有议员的编号， 因此这种表决是记名的。 进行卡
片表决时， 不同颜色的卡片放在一起， 最终三种颜色的卡片叠在一起， 分成三叠， 从其不同的高度
就可以判断出支持、 反对和弃权议员人数的数量， 从而确定结果。

在德国宪法上， 虽然议员只服从自己的良心， 但党团纪律的存在， 事实上都要求议员按照党团
的决议来进行投票。 由于投票都是公开进行的， 所以一个党团的议员不可能通过匿名投票的方式来
悄悄反对党团决议。 如果一个党团的议员在投票时不想遵守本党团的决议， 那么， 党团就会进行一
些说服工作。 根据社会民主党党团 Hadamek 先生的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人代表党团对有关
议员进行规劝， 例如指出本党已经为其提供了什么帮助， 未来还可以对其发展提供何种助益， 从而
使得议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自愿服从党团决议。

（三） 联邦议院的质询

质询是联邦议院监督联邦政府的最主要的方式。 按照德文原意， 所谓质询， 就是联邦议院向联
邦政府的提问 （Frage an die Bundesriegierung）。 每周三上午， 联邦政府会召开内阁会议。 内阁会议
结束之后， 会有一名联邦政府的成员 （总理或部长） 到联邦议院， 向议员介绍相关情况， 接受议员
的质询， 时长为一小时。 目前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达成一致， 每年联邦总理应当至少有三次亲自到
联邦议院接受询问。 质询分为大质询和小质询：

1. 大质询
大质询通常是由反对党党团向联邦政府提出的， 但有时候， 属于执政联盟的党团也会向联邦政

府提出大质询， 以便相应的部长有机会向联邦议院就某一问题做出相对详细的说明。 《议事规则》
第 100～103 条规定： 大质询应当简短、 明确， 可以附上理由； 大质询应当向议长提交； 百分之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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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本部分的数据是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提供的。
輧輰訛 § 104 Kleine Anfragen, Gesch覿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GOBT.
輧輱訛 本部分的数据是托马斯·哈达梅克先生和迈克尔·舍费尔先生在交流会上提供的。

上议员或者一个党团可以提出大质询； 由议长将大质询转交给联邦政府， 并要求后者说明是否、 何
时做出回答。 对于大质询， 政府应当书面回答， 联邦议院通常会对政府的书面回答进行审议。 同小
质询相比， 大质询范围较广， 政府回答起来需要较高准备成本。 通常情况下， 联邦政府在几个月之
后才对大质询做出回答。 与小质询不同的是， 对于大质询的回答， 可以在联邦议院进行辩论； 如果
有一个党团或者百分之五以上议员要求， 则必须进行辩论。 如果联邦政府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拒绝做
出回答， 则联邦议院可将大质询案列入议事日程。

到 2017 年第十八届联邦议院届终， 一共提出了 1392 个大质询。 提出大质询最多的一届是第十
届联邦议院， 共计 175 个大质询。 从此以后， 大质询的数量下降。 在最近一届联邦议院中， 只提出
了 15 个大质询。 其中， 有 9 个是由左翼党提出的， 另外 6 个是由绿党提出的。輧輯訛 大质询数量下降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联邦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回答的时间， 这就使得反对党党团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要求
联邦政府对时事做出回应。

2. 小质询
根据 《议事规则》 第 104 条， 小质询的提出通常是出于要求联邦政府对特别指出的领域作情况

介绍。輧輰訛 小质询由一个党团或者百分之五议员提出， 小质询提交给议长， 联邦政府应当在 14 天之内
做出书面回答。 经过质询案提出人同意， 也可以延长回答的时间。 联邦议院并不对小质询展开辩
论。 2009 年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判， 要求联邦政府对小质询案应做出全面的回答， 以便联邦议院有
效地履行议会监督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 小质询案及其答复， 都公开出版， 没有例外。

到 2017 年届终的第十八届联邦议院为止， 一共提出了 23087 个小质询案。 在第一届联邦议院
中， 只有 355 个小质询案。 而在第十八届联邦议院中， 小质询的数量则达到了历史之最， 共计 3953
个。 在第十八届联邦议院提出的小质询案中， 有 986 个都是与内政部有关的； 在所有党团中， 左党
和绿党提出的小质询案最多， 左党提出了 2184 个小质询案， 绿党提出了 1723 个小质询案。輧輱訛

结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持续推进和完善将一直是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最新版本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已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开始实施， 这的确是在推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完善过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 但与此同时， 切不可就此萌生一劳永逸的惰性思维， 而
应当将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持续推进下去， 以充分引导实践、 检验实践。 通过对德国联邦议院的组
织以及其工作流程等基本情况的介绍， 本文希望能够开拓学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研究的视
野， 希望能够从比较法上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关情况进行考量， 从而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持续推进和完善提供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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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German�Bundestag�is�the�power�organ�that�truly�represents�the�will�and�interests�of�
the�whole�German�people.�In�general,�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the�German�Bundestag�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leading� organization,�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assistant�organization.�Among�them,�the�leading�organization�mainly�includes�the�Presidium,�
Senior�Congressman�Committee;� functional�organization�mainly� includes�General�Congress�and�
committees;� political� organization�mainly� includes�party�groups;� assistant�organization� refers� to�
variou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libraries� and� security� guards.�The� operation�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mong� congressmen� and�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As�the�most�basic�constituent�units�of�the�Bundestag,�the�organization�and�operation�of�
the� Bundestag� are� based� on� the� congressmen� and� the� party� groups.� As� far� as�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procedure� of� the� Bundestag� is� concerned,� it�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of�the�Rules�of�Procedure.�General�Congress�and�inquiry�are�the�most�important�ways�
for�the�Bundestag�to�exercise�its�functions�and�duties.

Key Words: German� Bundestag;� Congressman;� Party� Groups;� Rules� of� Procedure;� General�
Congress;�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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