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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谭 波 赵 智 *

内容提要： 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 是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相比， 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更为立体的全
方位系统工程， 需要强有力的思想作为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理论应时代需
要产生， 为法治社会建设树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应当
嵌入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 与其他各要素之间互相协作， 共同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法治社会的建设在方法论方面有清晰的脉络， 应予以进一步提炼； 在建成法治社会的道
路上， 要对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环节进行细化，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的理论转
化为切实可行的具体实践模式。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1

*谭波，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法学博士后； 赵智， 海南大学法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
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央地立法权的事权配置思路与行使限度研究” （项目编号： 20BFX033） 的研究成果。

譹訛 炽亚： 《国际法律学家会议发表德里宣言》， 载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59年第 5期。
譺訛 张文显： 《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载 《中国社会科学》 1989年第 2期。
譻訛 参见郭道晖： 《法治新思维： 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 6期； 姜明安：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

社会建设》，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期。
譼訛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第五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428页。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中共中央将习近平法
治思想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借鉴和吸收中国法治
建设的优秀成果基础上， 不断继往开来、 推陈出新， 为新时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
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三个一体建设” 的论断中， 法治社会理论是其核心
部分。

在我国， “法治社会” 一词早在 1959 年时就已被提出，譹訛 改革开放以后， 法治社会开始引起学
界的关注，譺訛 1995年 8 月， 江平教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 31 届学术大会上以 《国
家与社会———当今中国的法律概念以及变化》 为题做了演讲。 随后， 随着 “依法治国” 理念的入
宪， 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法治实践的主旋律，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中国法治实
践中的热点话题。譻訛 具体来看， 法治社会是指法治得到全社会公认和践行的一种社会状态， 旨在通
过公民、 社会组织等主体及其行为的法治化而达致社会治理的状态。譼訛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全面
依法治国目标的提出， 法治社会建设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建设法治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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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 载 《人民日报》 2005 年 2 月 20
日第 1版。

譾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载 《人民日报》 2006年 10月 19日第 1版。
譿訛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载 《求是》 2012年第 22期。
讀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04页。

出了许多新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这些论述在近期中共中央印发的 《法
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 2025 年）》 （以下简称 《纲要》） 中得到了完整的总结。 《纲要》 的印
发为法治社会建设确立了纲领性指引， 同时也为我国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
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 为使 《纲领》 更好地发挥在实践中的作用， 立足于法治社会的结构和特点，
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理论的产生背景并廓清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边
界以及具体实践路径， 也就显得更为必要。

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理论的产生背景

（一）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需要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 也是中国特色的 “五位一体” 国家建设理论的表现
之一。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来， 有关这
一命题的本质、 特征以及如何构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5 年 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有关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
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譽訛 这一论述对和谐社会的表征作出了精准的
概括， 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006 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作出了精准分析， 并且立足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 提出要按照民主法治、 公平正
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譾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之一，譿訛 再次将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溯历史，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然而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
进入深水区， 社会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 不同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 而这也对建设
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对此， 习近平强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
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
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讀訛 因此， 如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成为法治社会理论产生并不断完善的一大现实需求。

（二） 风险社会导致不确定性的应对需要

风险社会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 人类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 也让自身处于各种风险
之中。 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是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在风险社会中， 人类作为一个共同
体，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风险之外。 我国早已步入了风险社会， 2003 年的 “非典” 对我国的传统
管理体制造成重大考验， 也促使我国建立相应的应急管理体制。 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再
次提醒我们仍然处于无所不在的风险之中。 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还主要体现在当下行为对未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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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转引自王旭： 《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5期。
輥輮訛 转引自李忠夏：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宪法功能转型》，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年第 6期。
輥輯訛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2页。

发生促成的可能性上。 根据贝克的阐释， 风险是人之决定的产物； 而卢曼也认为， 风险是系统主观
判断与自我认识评价的结果， 是一种潜在的、 非现实的损失， 因此要加强对其进行评估与预防。讁訛

在卢曼看来， 风险的根源在于时间维度中对未来的不可知性以及社会维度中的双重偶联性， 其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时间区隔所带来的风险性。 “当下的未来” 与 “未来的当下” 总是时间差
别， 而风险就蕴藏在这种时间差别中。 其二是社会层面的偶联性所带来的风险， 即社会互动过程中
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差异化。 在他看来， 自我与他我之间保持高度的不透明性， 自我无法预知他我的
行动。 正是这种未来的不可预知导致不同主体对未来的预测和判断不尽相同， 使彼此的未来产生了
严重的不确定性。輥輮訛 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我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已
经对自我产生严重影响。

由于风险社会所带来这种不确定性， 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未来的风险变得更加不确
定， 我们不仅需要在当下做好风险的预防， 更需要寻找一种能够化解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的
治理模式。 因此， 风险社会的应对也成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背景之一， 需要公民社会的全体在
应对风险时依规行事， 在 “良法” 的前提下服从政府的组织指挥， 寻求风险防控的 “善治” 状态。

（三） 革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在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确立， 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 我国
社会也开始进入全面的转型时期， 这对我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受长期实行
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面对着多重困境： 其一， 在社会治理主体层面， 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新兴社会主
体正在快速地发展起来，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輥輯訛 这
些新兴社会主体为了个己的利益在自己所管理和服务的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自治作用。 传统社会治
理模式中， 作为社会治理单一主体的政府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 这就造成日益异质的新兴社会利益
主体与政府之间形成相对紧张的内斥关系。 其二， 在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上， 传统社会解纷方式中多
元化解决渠道不够畅通， 解纷不畅时主要终归于诉讼方式。 然而实践证明， 仅集中于诉讼的纠纷化
解模式， 不仅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 异化了法院的功能定位， 而且也不利于诉后人际关系的修复，
造成 “诉结纷不休” “案结事不了” 的尴尬局面。 其三， 传统社会治理方式过多依赖行政命令， 从
而造成治理手段刚性过强， 柔性不足。 此种治理方式容易在治理过程中引发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
矛盾、 冲突， 导致治理手段和成果缺乏社会群体成员的配合和肯认， 难以形成一个富有弹性和协调
能力的统一治理体系。

在社会转型已经不可逆转的形势下， 找到化解这些困境的先进理论和具体措施， 以筑建与新时
代社会历史发展同频共振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也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理论产生的时代
背景。

二、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理论的基本价值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一定的价值指引， 而这种价值本身也要与法治社会的特征相契合。 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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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载 《习近平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8页。

輥輱訛 习近平：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载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页。

輥輲訛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载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67页。

輥輳訛 习近平： 《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 载 《中国青年报》 2014年 1月 9日第 1版。
輥輴訛 王家福、 刘海年主编： 《中国人权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481页。

的基本价值彰显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取向， 关系到法治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地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法治社会建设时， 尤其注重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关怀。 申言之， 可以概括为
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平正义的目标价值

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 追求
公平正义是其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保障每个社会主体都可以
体会到平衡和充分的公平正义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公正是法治的生
命线。 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来进行。”輥輰訛 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发挥法治在社会建设中的评价功能。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产物， 法治的评价功能尤其是
法律的统一性在协调和解决社会各团体的内部利益、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等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法律这个 “节拍器”， 将
社会各个主体的不同利益纳入法治化程序内解决， 从而在法治中获得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
也曾谈到：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依
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輥輱訛

其二， 通过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科学立法要求将社会群体所
普遍关心的公平正义的需求通过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使法律规范成为 “良法”， 同时通过严
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维护每一类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 坚决打击任何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价值体系的
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司法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时曾强调：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谓公正司法， 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 违法犯罪活动
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輥輲訛

其三， 将公平正义理念融入政法机关的队伍建设。 政法机关是法治社会建设中公平正义的主要
保障队伍， 是确保法治社会形成的关键主体。 在维护公平正义的过程中， 政法机关既要肩扛公平正
义， 积极履行自身法定职责， 又要约束自身， 杜绝滥用手中权力， 防止 “灯下黑”。 对此， 习近平
总书记曾经用 “四个决不” 进行强调： “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 决不允许让普通群
众打不起官司， 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輥輳訛

（二） 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

人权是 “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輥輴訛 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
标， 保障人权是对 “人之所以为人” 的最大尊重。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 党的十八大指出， 要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
出， 要 “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在祝贺 “2015·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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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习近平： 《习近平致 “2015·北京人权论坛” 的贺信》， 载 《人权》 2015年第 5期。
輥輶訛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36页。
輥輷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41页。
輦輮訛 莫纪宏： 《论习近平关于宪法的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特质》，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1期。
輦輯訛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49页。
輦輰訛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载 《求是》 2015年第 1期。

权论坛” 开幕的致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輥輵訛 由
此， 人权保障不仅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更是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因此， 在法治
社会的建设中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是其应有之义。 具体来看， 法治社会中的人权保障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 依法保障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各种广泛权利。 法治社会建设涵盖公民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 离不开每一个体的参与。 当面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利诉求时， 一方面
应当积极认可， 另一方面应及时妥当地予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
呼声、 回应人民期待，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学有所教、 劳有
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輥輶訛 他还强调： “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
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 财产权、 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证公民的
经济、 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輥輷訛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 我国始终以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为原则， 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 是以人权为核心价值的直接体现。輦輮訛

其二， 加大对人权的救济。 “无救济无权利” 这一古老的法谚说明救济之于权利的重要性。 十
八大以来，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 加强人权的救济力度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人权救济的领
域从传统的立法领域逐渐转向行政执法领域和司法领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 “加强人权
司法保障”； 随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 要使 “人权得到切实保障， 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党的
十九大报告也指出： “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保护人民人身权、 财产权、
人格权。”輦輯訛 上述的这些论断不仅只是一种政治性宣示， 而且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制度的立法之核心
精神。 2021 年施行的 《民法典》， 将人格权作为独立的内容整理成编， 为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提供
更为坚实的立法基础。

（三） 守法诚信的路径价值

守法诚信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 也是通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在全社会营造守法诚信
的良好氛围对于培养诚实守信的公民意识、 降低社会风险、 节约法治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不仅如
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成员的守法诚信。 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 “法治经济”， 更
是一种 “信用经济”。 十八大以来， 我国加强普法宣传， 增强全民守法意识， 目的就在于为法治社
会的建设筑牢根基。 守法诚信从语义学上分析可以分为 “守法” 和 “诚信” 两个部分。 守法要求遵
守法律， 不得超越法律规定； 诚信是指诚实守信。 两者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主要体现为不同主体的
义务：

其一， 守法诚信是一种起码的义务底限。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
记录。”輦輰訛 公民和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主体， 其守法诚信主要表现为任何公民个人和组
织在社会交往中都应当守法诚信， 提高自身守法意识， 履行法律规定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履行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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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习近平文。
輦輲訛 郭道晖： 《法治新思维： 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 6期。
輦輳訛 江必新、 王红霞：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 1期。
輦輴訛 参见前引譼訛， 张文显主编书， 第 407 页。 需要说明的是，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慈善法》 已经将 “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称呼改为 “社会服务机构”， 这一称呼也得到了 2021 年实施的 《民法典》 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确认， 被作为 “非营利法
人” 的一种。

輦輵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6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譼訛， 张文显主编书， 第 407页。

民约。 社会组织在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契约精神， 自觉成为守法信用的践行者， 从而在社
会上形成守法诚信的风气。

其二， 政府应有政务诚信。 法治社会的建设自然离不开诚信政府的表率。 早在 2015 年通过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 中就明确将 “守法诚信” 作为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一个
显著标准。 政府的守法诚信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 政府应当在执法和守法过程中模范遵守国法党
规， 履行各类法律义务， 引导其他群体的守法诚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法律需要人来执行，
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法， 那法律再好也没用。”輦輱訛 另一方面， 政府应当确保政府行为真实可靠， 未
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 如确需更改， 应当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从而保护其他群体的信赖利益。

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建设法治社会的方法指引

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都离不开法治社会的基础支撑。 法治社会建设中主体的广泛性、 关涉
面的广泛性和深层性， 使得法治社会的建设难度甚至要高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因此， 其方法指引至
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的论述主要包括：

（一） 纲举目张， 多元共治

法治社会并不能简单被理解成国家依靠法律来管制社会，輦輲訛 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社会作为一种
独立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主体的多元性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 改革开放以
来， 随着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格局的逐渐解体，輦輳訛 各个社会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快速
出现。 截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 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 80.7 万个， 其中社会
团体约 37.4 万个， 基金会 6397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约 42.8 万个，輦輴訛 且 《慈善法》 这种社会主体格
局决定了建设法治社会不应该局限于单从法治角度出发， 而应该树立法治与自治并存思维。 多元共
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法治是自治的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我国依法治国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治国方略。 这一宪法规范为法治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筑下宪法根基， 同时也为社会自治的
范围划定了边界， 明确了法治在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和基础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 “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任何公民、 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
行为准则。”輦輵訛 无论是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还是宪法第二章对公民义务的强调， 都是对自我治理宪法
范围的进一步框定。

其二， 自治是法治的延伸。 自治是指个人或团体管理自身事务并对其行为负责的一种治理形
态。輦輶訛 自治是一种相较于法治而言另外一种社会治理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分别
强调要支持社会主体发挥依法自治、 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 《宪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也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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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习近平：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和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14 年 11 月 3
日第 1版。

輧輮訛 陈柏峰： 《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第 1期。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陈柏峰文。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习近平书， 第 32页。
輧輲訛 余凌云：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途径》， 载 《法学杂志》 2013年第 6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譻訛， 姜明安文。
輧輴訛 方世荣： 《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整体布局及战略举措》， 载 《法商研究》 2017年第 2期。

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予以明确规定。 这些内容反映出执政党对于自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已经有了明
确的认识。 目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自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发挥基层规范在
基层领域内的自治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社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和作用， 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普及宪法法律， 发挥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輦輷訛 基层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场域， 在法治社会的所有环节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是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特殊性之所在。輧輮訛 基层事务主要集中表现为为社区治理秩
序、 街头管理秩序、 土地房产权益事务、 基层民生保障事务和基层纠纷解决与法律服务等方面。輧輯訛

因此， 基层自治要主动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章程和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等方式解决上述事务。 另一方
面， 发挥社会组织内部规范功能， 依法自治。 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 反映群众诉求、 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内部自治主要表现为依靠行业规范、 团体章程等规范形式
明确社会组织和其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充分尊重组织成员的意愿和权利的前提下， 进行自
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

其三， 德治是法治和自治的重要支撑。 德治是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 既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輧輰訛 德治在实现法
治和自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一方面， 德治和法治存在关键的功能区分。 法治社会并非强调 “法
律万能主义”， 法律所调整的范围不会也不可能没有局限， 需要德治来填补相应的细枝末节。 道德
在调整行为主体的思想动向上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 德治在社会自治领域也具有重要功
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輧輱訛 德治在我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就有 “长老治村” 的传统。 德
治要求在基层自治中的管理者自身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善于运用自身的道德能力解决基层矛盾。
另外， 德治可以引导基层群众自觉遵守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从而促进基层自治和法治更加融洽。

（二） 整体协同， 一体建设

十八大以来， 随着法治社会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 如何建设法治社会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有学者将法治社会建设分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四个环节。輧輲訛 有学
者从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行为规范建设、 社会监督机制和解纷机制建设三个维度讨论法治社会建
设。輧輳訛 还有学者提出法治社会的建设可以从本体性战略举措和关联性战略举措两个方面入手。輧輴訛 尽管
就如何建设法治社会不同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但建设法治社会应当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一体建设却已经成为共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的整体建设主要体现在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相互关系
中。 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坚持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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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习近平文。
輧輶訛 习近平：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载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41页。
輧輷訛 马怀德：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 载 《政法论坛》 2020年第 6期。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习近平文。
輨輯訛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6页。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习近平书， 第 147页。

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輧輵訛 随后这一论述成为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中的一项指导思想。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之间在概念、 内容、 功能上既相互区
别， 又相互统一于法治中国的建设中。 概括来看， 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 在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关系上， 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保障。 其主要表现
为： 首先， 法治国家要求国家权力有合法性来源。 任何国家权力都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不
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精神， 这就为法治社会的运转创造了独立的空间。 其次， 国家权力关系模式的
法治化。 权力关系模式的法治化是指国家机关之间职责清晰， 分工明确并且相互制约， 其有利于在
法治社会的建设中， 通过政党、 立法、 执法、 司法等主体的不同权能促进法治社会中各社会主体的
健康发展。 最后， 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化。 权力运行的程序化指权力的决策、
执行、 监督等都有法定的程序， 通过法定程序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其二， 在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上， 法治政府是引领法治社会形成的关键。 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 其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尤其是对法治社会的形
成来说， 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有利于推动和引领法治社会的形成。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 领
导干部作为 “关键少数”， 带头尊法执法守法， 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守法的风气。 习近平对此
曾经谈到： “领导干部尊不尊法、 学不学法、 守不守法、 用不用法， 人民群众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并且会在自己的行动中效法。”輧輶訛 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 改革的过程普遍表现为 “从
上到下” 的特点。輧輷訛 因此法治政府的先行基本建成， 有利于带动法治社会的整体进步。

（三） 关联各方， 齐头并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輨輮訛 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全面依法
治国的一个子系统， 其必然关系到其他众多社会主体。 这些主体在建设法治社会中彼此之间并非相
互孤立， 而是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关联作用。 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法治社会建设时， 对这些不
同层次的主体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关联作用进行了着重论述。 详细来说，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要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輨輯訛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 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主要
体现在： 首先， 党委带头守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也领导人民执
行宪法法律， 做到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带头守法。”輨輰訛 通过党委带头守法， 从而带动全体社会成
员增强守法意识。 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其实首先也是对 “党权” 的重要约束。 其次， 党委保证
社会各方主体积极主动工作。 通过建立在各级组织、 各行业的党委部门， 积极协调各方， 化解社会
主体的内在矛盾， 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社会主体的潜力。 最后， 党委将党的政策方针贯彻实施到社
会的每一个方面。 党的政策方针作为人民意志的一种体现， 既来源于人民， 又要回到人民中去。 党
的政策方针的实施， 有利于凝聚社会主体的共同力量，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法治社会的建
设夯实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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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李林、 莫纪宏主编： 《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37页。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陈柏峰文。
輨輳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版， 第 16页。
輨輴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载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49页。

其二， 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在法治社会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
面， 在我国，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实施的， 而我国公务员中超过百分
之八十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輨輱訛 因此， 这种现实格局就为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打下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政府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 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
同。 有学者将政府在建设法治社会中的责任归纳为以下几种， 即首先是制度供给作用。 强调政府在
法治社会建设中应当设置各种保障社会主体公平参与和救济的制度。 其次是财政支持作用。 财政的
支持作用对于社会主体实现权利有着基础性作用。 再次是政府的监管和评估责任。 对法治社会运行
中的各种制度及时反馈和评估。 最后是政府风险兜底责任。 强调在社会主体面临风险时， 应当发挥
政府的兜底作用。輨輲訛 除上述几种责任之外， 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责任还体现在预防责任。 十八
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 “把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
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輨輳訛， 其目的就在于防范各种重大风险的发生。 以上的几种政府责任分别体现
出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主导作用的不同面向。

其三， 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 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形成的显著特
征。 充分保障不同社会主体和公众参与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 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法治社会的
建设中的参与作用体现在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上。 首先， 在宏观层面， 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
参与立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要完善科学立法、 民
主立法机制， 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輨輴訛 十八大以来， 立法机关在制
定或修改法律时通过多种方式拓宽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 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立法的意
愿也明显增强。 其次， 在中观层面， 社会组织和企业在提供社会服务和治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这
体现在传统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 社会组织和企业功能的
不断扩大， 不仅减轻了政府负担， 而且在社会组织和企业与政府的交往互动过程中， 提高了双方的
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 从微观层面来看， 社会和基层的内部自治得到快速发
展。 通过发挥社会组织内部规范和基层自治章程， 提升守法意识， 以弥合法律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
有限性。

四、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理论

毋庸置疑，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对于我国在 2035 年实现全面建成法治社会
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随着 《纲要》 的颁布， 我国即将迎来法治社会建设的高峰。 对于习近
平法治思想中法治社会的建设路径应当予以细化， 以确保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发挥预期作用 。

（一） 继续强化全民守法意识

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 而如何将守法意识入心是做好全民守法工作的前提。 党的十
八大以来， 各项普法宣传措施不断丰富， 社会守法意识得到显著提升。 新 “十六字” 方针中，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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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輵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习近平文。
輨輶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载 《人民日报》 2014年 10月 29日第 1版。
輨輷訛 刘加良： 《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反思与走向》，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5期。
輩輮訛 习近平： 《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 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 载 《人民日报》 2015年 10月 14日第 1版。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之外， 更在于 “全民守法”， 其与法治社会的建设的有机联系客
观存在并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輨輵訛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来指导普法工作， 更有利于将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和日常生活直至全面依法治国
的全过程。 目前， “八五” 普法工作已经展开， 中央也就普法与基层治理工作要点在年初做了部署，
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强化落实：

其一， 构建普法主体多样化。 2017 年 5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国家机
关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的意见》 中， 强调国家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主体， 同时肩
负着普法的重要职责。 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这一规定创新了普法制度， 使传统由单一普
法宣传机关进行普法改变为所有的执法机关，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普法宣传的效果。 不仅如此，
2021年 6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 “八五” 普法规划， 要求社会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都参与到 “谁管理谁普法” 和 “谁服务谁普法” 的过程中来。 这种接近基层的普法主体多元化， 更
有助于让普法深入到公众心理的 “最后一公里”。

其二， 拓展普法宣传的抓手。 以 “法律明白人” 和 “民主法治示范村” 为例， 不论是 “八五”
普法规划， 还是在 2021 年年初全国普法办发布的 《2021 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 都重点提
及。 这种在 “法治乡村” 建设中抓 “重点人” “重点村” 的做法， 实际上是更容易形成示范效应，
而且容易总结基层治理经验， 更利于确立结合各自特点形成 “地方性知识” 和经验的治理模式。 这
也是 “枫桥经验” 形成的路径。

其三， 健全普法考核和领导责任制度。 将普法宣传效果与守法效果相结合， 强化普法宣传的主
体责任意识， 建立全民守法指数考核指标体系， 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事项中， 通过强化普
法领导责任， 推进党政负责人的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履行。

（二） 构建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不仅是检验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准， 更是体现法治社会内部是否协调的一
个重要参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完善调解、 仲裁、 行
政裁决、 行政复议、 诉讼等有机衔接、 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輨輶訛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 具
体来说， 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发挥非诉渠道的重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輨輷訛

非诉与普通诉讼相比， 在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在现代社会， 不同的社会主体之
间的矛盾具有多元性和突发性， 因此任何单一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解决当下的社会矛盾， 应当把重心放在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矛盾的过程之中， 积极挖掘非诉渠道
的制度功能， 实质化解当事人的利益冲突。

其二， 注重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人民调解、 行政调
解、 司法调解联动， 鼓励通过先行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輩輮訛 调解是我国解决纠纷制度的一大创新，
其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发生在不同的矛盾纠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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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阶段， 是由不同主体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解决的制度， 三者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调解体系。 当下
阶段， 应当重点构建三者的互相衔接体系， 发挥三者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独特功能。

其三， 将信访进一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信访问题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和制度安排。 未来的信访法治化应当坚持， 一方面要继续将诉讼与信访分开， 其目的是
“让信访的归信访， 诉讼的归诉讼”， 通过各自的救济渠道来化解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 要坚持运用
法治化思维去解决信访纠纷， 杜绝发生 “谁能闹谁有理” “信访不信法” 现象。

其四， 要发挥 “软法” 的独特功能。 鉴于目前社会上大量的矛盾主要发生在私人主体之间， 因
此通过 “软法” （soft law） 化解此类矛盾更具明显优势。 “软法” 是相对于国家所指定的 “硬法”
（hard law） 而言， 一般是指那些不能或不必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类法规范， 诸如乡规民约、
行业规章或团体章程都可归于此类。 目前我国社会上已经存在大量的具有 “软法” 性质的社会性规
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都提出要发挥这些社会性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
作用， 同时加强对这些社会性规范的合法性审查， 从而确保其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发挥定纷止争的重
要作用。

（三） 加强法治社会运行保障制度建设

法治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建立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保障制度， 以促进法治社会各主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 各要素之间的紧密协作。 综合来看， 这方面的制度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 进一步强化法律服务保障制度。 法律服务保障制度重点在于为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
现阶段我国的法律服务制度主要分布在司法领域， 在未来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 一方面， 应当扩
大法律服务制度的范围， 逐渐促使其重心从司法领域拓展至执法和守法领域。 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在
执法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体的法律需求及时反馈， 建立相应的专门服务机构， 以及时有效地进行法律
援助。 另一方面， 实质推进法律服务的基层全覆盖。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中 “高素质
法治工作队伍” 的解读， 除了法治专门队伍以外， 还要大规模建立和完善社会法律服务队伍， 依靠
低廉甚至免费的法律服务， 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公众的法律需求。

其二， 建立健全诚信考核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种重要场合强调要以重点领域、 重点人群
为突破口， 以点带面， 奖惩联动， 从而加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 目前， 我国以司法惩戒为核
心， 已经初步建立了公民和社会组织信用评价机制， 通过列入被执行人或限制高消费等手段对失信
主体进行必要限制。 下一步， 应当扩大诚信考核评价机制的范围， 逐步将政府机关的失信行为纳入
考核内容。 政府诚信与否是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之风的前提。 对于政府的失信行为， 应当严肃追
究其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其三， 建立运用法治方式防范社会重大风险机制。 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社会共同体成
员时刻处于潜在的危险之内。 “自我” 与 “他我” 的区隔， “当下” 与 “未来” 的分离虽然也会存在
于法治社会中， 但是可以通过法治方式建立预防和化解未来重大风险的有效机制。 首先， 加强风险
源头控制， 通过颁布相应的立法， 明确禁止实施可能引发重大风险的行为。 其次， 全面完善风险预
警机制。 在风险发生前夕， 政府决策者对其危险程度在认识上可能会存在偏差， 但不能因为这种认
识上的偏差就拖延甚至忽视预警的发布， 务必拓宽专业部门的预警权力， 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同
时， 基于公职人员容错纠错的基本原理与机制， 重点还在于及时建立对预警发布主体的免责或减责
条款， 从而保障预警发布主体的积极性。 最后， 加大对制造或恶化风险主体的法律追责。 这类人员
主要包括触发风险的社会主体和在风险发生过程中故意扩大风险的主体。 对于这两类主体， 应当及
时快速地运用法治手段强力追究其责任， 在一些突发事件过程中可以考虑从重从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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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society�under�the�rule�of�law�is�the�only�way�to�build�China�under�the�rule�of�law.�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Compared� with� the�
country�under�the�rule�of� law�and�the�government�under� the�rule�of� law,� the�construction�of� the�
society�under�the�rule�of�law�is�a�more�three-dimensional�and�all-round�systematic�project,�which�
needs� strong� ideas� as� guidance.The� theory�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has�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the�society�under�the�rule�of�law.The�construction�of�a�society�
under�the�rule�of�law�in�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law�should�be�embedded�in�the�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ly�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elements�to�achieve�common�development.�The�construction�of�the�society�under�the�rule�of�law�
in�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law�has�a�clear�thread�in�methodology�and�should�be�further�
refined.�On�the�road�to�building�the�society�under�the�rule�of�law,�we�need�to�refine�the�links�in�the�
process�of�building�the�society�under�the�rule�of�law�and�transform�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
of�law�into�practical�modes.

Key Words: Xi�Jinping’s�Thought�on�the�Rule�of�Law;�Society�under�the�Rule�of�Law;�Country�
under�the�Rule�of�Law;�Government�under�the�Rule�of�Law

结语

我国目前正处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一方面， 经过不懈奋斗， 我们已经实
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愿景； 另一方面， 我们又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 在这个过程中， 法治社会建设仍然将是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点任务。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 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 继承法治
发展的经验， 回答了建设法治社会的一系列核心问题， 为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的一体
建设”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在我国未来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 应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的法治社会理论作为指引， 面向具体实践， 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 坚持法治、 自治和德治的互相
交融， 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法治化、 专业化水平， 持续将法治社会建设推向新的治理阶段
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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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四奇，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琴琴， 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譹訛 朱太辉、 陈璐： 《Fintech的潜在风险与监管应对研究》， 载 《金融监管研究》 2016年第7期。
譺訛 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讨论中， 亦有人用 “监管沙盒” 的术语， 其实这两种表述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是对应的侧重点不

同， 如监管沙盒强调的是宽容与容错， 沙盒监管强调的是安全。

金融科技下 “沙盒监管” 的命题辨析：
一个批判的视角

黎四奇 李琴琴 *

内容提要： 沙盒监管反映了科技金融化下监管与法律变革的方向性诉求。 也正因为监管沙
盒所表现出的灵活、 折中与宽容， 在研讨中， 这一新思维收获了诸多溢美之词。 与其说监
管沙盒是科技与金融结合下的监管创新， 倒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嬗变。 客观上，
法律并非纯粹的真理与科学， 而更多地和经验、 博弈、 价值判断相关。 当自然科学证伪的
实验法被套用于不能完全被证伪的法律与正义时， 这本身就是一个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
金融科技化扩展了金融自由的空间， 但是也加深了对金融人的控制与奴役， 使得我们正日
益深处于一个风险社会之中。 为了确保科技金融服务于以人为本的目标， 沙盒监管体系的
设计必须恪守法治的路线， 突出技术的伦理要求， 并以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为核心。
关键词： 金融科技 沙盒监管 方法论 科技伦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５.002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与科技的融合。 在这一背景下， 无论是在金融界还是在
法律界， 金融科技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时代词语。 创新即创造性破坏， 虽然金融科技化创新了金融
业务品种、 交易平台与交易模式， 提高了资金循环的效率， 但是 “金融科技创新因其开放性、 互联
互通性、 科技含量更高的特征， 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隐蔽， 尤其是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问题更为
突出， 潜在的系统性、 周期性风险也更为复杂。”譹訛 在金融的演进中， 抑制与自由素来都是学者们互
不相让与针锋相对的主题。 为了在创新鼓励与风险控制之间进行合理的把控， 以英国为主的国家引
进了 “沙盒监管”。譺訛 监管实践无疑会创造新话题， 并拓展理论的探索， 而这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
一股 “沙盒监管” 研究热。 通过研究， 人们似乎形成了一种主流性的认知， 即 “沙盒监管” 突破了
传统的监管理念， 彰显了效率与公平， 实现了创新与管制之间的平衡， 重设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
形象与位置等。 任何一种思想与制度的精致或拙劣都不是说的， 而是如何被说的。 命题的真假只有
在充分地对垒下， 才有可能显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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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在当下的研究中， 金融科技这一表述代表了主流。 虽然这一措辞自有其合理性， 但是从构词规则而言， 其是值得商榷的。
在金融科技中， 金融是作为定语附属于科技， 科技才是主题。 现实考察， 我们要突出的命题是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应用
于金融领域， 因而科技金融才是严谨与符合逻辑的。

譼訛 James W. Williams， Regulatory Technologies， Risky Subjects and Financial Boundaries: Governing Fraud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Vol. 38， No.1， 2013， pp.554-559.

譽訛 [德] 黑格尔： 《逻辑学》， 梁志学译，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301页。
譾訛 [英]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陈嘉映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33页。
譿訛 [美] 胡普斯： 《虚拟安全： 沙盒、 灾备、 高可用性、 取证分析和蜜罐》， 杨谦等译， 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40页。

一、 “沙盒监管” 识别： 批判的基础

（一） 沙盒监管的语义

金融与科技的紧密联袂进一步加剧了传统金融的脱媒现象， 使得金融日益具有浓厚的去中心
化、 私人化与定制化的特点。 资金循环的电子化、 数据化与移动化使得传统银行、 证券、 保险与支
付结算等面临一场 “革命性” 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虽然科技金融 譻訛已是大势所趋， 代表了网络、 大
数据与云计算语境下的金融正确， 但是时下对于其发展规模、 资金循环效率、 经济激励效应及金融
风险等问题， 我们仍然缺乏及时、 全面且准确的统计数据。 同时， “对金融科技监管也存在不确定
的钟摆效应， 如何在稳定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这也是一个难点。”譼訛 是迎合时代的潮流
阔步前进， 还是固步自封， 或停留观望， 这是监管者必须通过法律明确的方向性问题。

为了解决特定背景下监管何处去的问题， 英国首开先河造出了沙盒监管 （regulatory sandbox) 这
一新鲜词。 2016年5月，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正式启动了监管沙盒化。 在这一示范效应下，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先后启动了本国金融监管的沙盒化变革。 概念是本我认识意识的一种抽象浓
缩， 是人类认知世界， 对事物进行归类， 并使知识体系化不可缺少的元素。 客观上， 概念是存在与
本质性的真理， “概念是一切生命的本原， 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譽訛。 然而， “概念的含义只
能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才能被理解”譾訛。 勿庸置疑， 沙盒监管是金融与科技相融下的衍生物， 但它绝
不是法律学中特有的法言法语。 实质上，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创新从来都是一种新旧事物的组
合。 我们所有的制度与概念创新都来自于经验， 创新只不过是既有观念与事物的重组而已。

在构词上， 沙盒监管为一个由简单观念与印象融合而成的复合概念， 是计算机科学与法律学交
叉的产物。 沙盒， 亦被称之为 “沙箱”， 其原本指一个装满沙子的盒子， 在这盒沙子上面人们可以
随心所欲地进行涂鸦。 无论作品的结果如何， 最后只要用手轻轻一抹， 沙盒即可被恢复到最初的平
整状态， 而不会对沙盒之外的环境造成实质性损害。 由于其形象性， 这一表述后来被借用到计算机
领域， 而成为该学科的一个专用术语， 即通过限制应用程序的代码访问权限， 为某些来源不清、 可
能具有破坏性或一时难以判断程序意图的软件提供一个试运行的实验环境。 在沙盒中进行的测试，
多是在真实的数据环境中展开， 但是由于配备有系统安全隔离预案， 所以一般不会对现实的系统和
数据带来危害。 在理念上， 沙盒体现为一种监管与宽容的折中， 其 “主要目标是监控恶意软件对系
统资源的访问， 并通过一些特殊方法使系统在分析运行后可以回到最初干净的未被感染的状态”譿訛。
当这一词汇被嫁接于金融监管时， 沙盒监管作为金融监管领域的一个新词与新思维就应景而生。 当
这一概念初次被开发出来时， 英国FCA的语义理解是： 监管沙盒就是提供一个安全可控的空间， 申
请者依据法定的审批程序提交申请获得授权后在该空间内可以对其创新的产品 ／服务、 商业模式、
服务平台与支付机制等进行测试， 并对现行法律的相关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享有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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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郭丹等： 《监管沙盒对金融监管的突破》， 载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讁訛 张景智： 《监管沙盒制度设计和实施特点： 经验与启示》， 载 《国际金融研究》 2018年第1期。
輥輮訛 李有星等： 《我国监管沙盒的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载 《金融监管研究》 2017年第10期。
輥輯訛 尹海员： 《金融科技创新的 “监管沙盒” 模式探析与启示》， 载 《兰州学刊》 2017年第9期。

无论人类如何卓越， 其所获得的知识都是经验所得与心灵感觉综合作用的结果。 作为知识性的
法律也是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存在物。 由于经验的可感知性与相对可靠性， 沙盒监管的实践必然会
诱导人们试图对其进行学理上的研讨与归纳。 为了使这一思想能实现演绎， 人们发表了各种看法，
如 “监管沙盒是一个专门为那些具备创新性但不符合现行监管规则的金融科技产品或服务设置的安
全空间”讀訛。 “监管沙盒是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相机决策制度安排， 具有甄别、 宣示和窗口作用。”讁訛“监
管沙盒是一种可兼顾金融创新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的监管模式， 其本质为前准入监管、 差异化监管
和临时性监管， 并提供了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创新主体的互动机制， 有助于推动金融科技和金融创
新的健康有序发展。”輥輮訛

实际上， 沙盒监管是一个金融监管改革的实验区。 在一项金融创新被许可与大面积的市场推广
之前， 监管者允许在一个风险可控的环境中， 对其安全性与效用性进行演练性的测试。 任何一种创
新都不可避免地附着有特定时代的气息与特征。 当新事物与新关系等产生时， 如果人类试图以语言
为自然立法， 那么为了尽可能地保证词能达意， 就必须考虑新词赖以产生与存续的政治、 经济与社
会背景。 就沙盒监管而言， 其产生的语境是科技创新与金融科技化。 不可否认， 当下各种关于沙盒
监管的见解基本上能勾勒出其共性。 然而， 在进行语言界定时， 如果我们对前置性的金融科技无法
精确地进行解读， 那么所有关于沙盒监管的知识都可能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二） 沙盒监管的共相

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虽然归纳法所可能产生的 “黑天鹅现象” 会使人类深陷怀疑主义或世界不
可知论的泥淖， 但是为了获得一种比较准确的规律性知识， 在长期的浸染中， 人们已惯于对具体事
物的感觉经验进行抽象加工， 以总结出事物的共相， 从而为这种知识的普及或制度化等提供储备与
指引。 科技金融掀起了沙盒监管的研究热潮， 如果这些相关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开拓知识的疆土，
并为知识的技能化做准备， 那么从已有的经验中归总出沙盒监管的共相就是当下的探索所必须解决
的前置性问题。 基于已有的著述， 对此作如下分析。

其一是构成要素上。 万物皆系统， 世界本身就存在于系统之中， 合理的系统是对事物存在合理
性最有力的证明， 合理的系统使得作为单元存在的事物在一定的机制下能各司其职， 从而展现出其
自身的角色、 活力、 周期与状态。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 法律一个最大的目标即在于实现
稳定、 安全与秩序， 在某种意义上， 法律就是一个庞杂的秩序与正义系统。 虽然沙盒监管是一个近
年来才风生水起的监管新思维， 但是为了对这种理论及其实践作正确性或科学性的背书， 在学理层
面， 其就必须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 且在实践层面， 必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在认识论上， 系统
意味着目的性、 层次性、 关联性、 语境性与整体性等。 为了切实接近沙盒监管知识的 “真理性”，
在各种讨论中， 学人们从经验的视角对沙盒监管的构成进行了梳理。 “以目前监管沙盒管理制度性
规则比较完备的英国和新加坡为例， 监管沙盒的一些共性的运行模式有明确测试和准入标准、 明确
测试时间和对象、 明确监管要求和弹性、 明确企业便利条件。”輥輯訛 虽然由于国情的不同， 沙盒监管在
各国的表现各有千秋， 但是若进行归纳， 则可发现作为系统存在的沙盒监管在构成上包括监管宗
旨、 监管主体、 申请对象、 准入条件、 测试期限、 测试结果评价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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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德] 考夫曼： 《法律哲学》， 刘幸义译，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280页。
輥輱訛 [美]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405页。
輥輲訛 王仁祥等： 《中国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模式研究》， 载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年第8期。

其二是体现了引导与宽容、 安全与效率兼顾、 权力与权利相互博弈的宏观监管理念。 立法旨在
使法律理念与当下及未来的社会生活相调适， 理念直接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因为理念不
仅是可感知事物的原型与依据， 而且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 监管强调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其正
当性是市场失灵。 然而， 问题是国家干预自身会失灵吗？ 如果为了强调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缺
乏有效纠错机制下， 当这种本意善的干预失灵而向恶的方向发展时， 该如何控制呢？ 这是金融监管
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此外， 出于对秩序、 行为模式等静态目标的实现与维护， 法律不仅在立法
上被立法者， 而且在实践中也被其适用者人为地注入了抗动态的惰性。 事实上， 法律总是落后于时
代的发展， 法的安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 充满基本正义且富有活力的法律制度。
活力是金融的本质特性， 科技与金融的 “联姻” 对这种活性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当下， 如果我们
认可经济金融化这一命题， 那么金融监管的法律变革就必须在保守与创新、 运动和静止、 僵化与变
革这些相互冲突的矛盾之间寻求一种理性的折中与回旋， 而立法者的这一态度也直接决定了自然科
学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领金融业的更新换代。

“法律理念不是定居在一个全然和谐的价值天堂， 而是处于人的世界， 也因此是有限而暂时
的。”輥輰訛 美好的法律必须由正确的法律理念作先导。 当大数据、 云计算等网络技术已成为一个特定时
代文明的风景线， 以这个时代的特点为基准来调校法律发展的方向就是法律正确。 而且， “只有那
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 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
度。”輥輱訛 学理上， 抽象的金融监管权力应服务于商事性的金融主体之权利与自由， 但是金融监管权是
狭隘、 偏私与压迫的。 这也说明， 在法律与新事物、 新社会关系的关联中， 服务性的法律对于新思
想、 新事物与新关系具有天然的抵制力与排斥力。 然而， 任何一种理论、 思想与制度都不可能是纯
粹主观自嗨的产物， 它必须烙上时代的印记和要求。 科技发展必然会带动金融创新， 而这一状况也
必然会撬动法律的依时而变。 监管沙盒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监管谦抑， 更深刻的是， 它改变了监管者
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 使监管权力理性地屈从于场景、 市场、 科技等时代因素。

其三是突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虽然金融创新是暂时性地运行于一个人设的 “沙盒” 化的环
境中， 但它毕竟是依存于市场， 且最终要被消费者所接受。 由于这种科技化的金融产品/服务的风险
存在极大的事前不确定性， 若在沙盒测试期内的金融风险过多地由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承担， 这
不仅显失公平， 而且也会直接导致仍处于试验状态的创新中途夭折。 故此， 消费者并不能成为监管
沙盒宽容的牺牲品。 纵观当下的实践， 一个普遍性的共相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沙盒监管制度化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 “该模式强调的是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 通过信息技术达到金融供求间高
效率的匹配和组合。”輥輲訛 无论技术如何推动创新， 在制度层面， 一个颠扑不破的认识是， 金融风险控
制是金融监管中永恒不变的旋律。 在贯彻这一主线中， 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就是立法者与监管者
的使命， 但是系统性风险又和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反馈密切相关， 而这也决定了制度化的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是沙盒监管的砥柱。

二、 沙盒监管的真命题性： 金融科技化下的新思维

沧海桑田中， 人类已真切地感受到法律不仅是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 而且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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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美] 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 沈宗灵译，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27页。
輥輴訛 [德] 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洪汉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第354页。
輥輵訛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12页。
輥輶訛 [美] 巴拉巴西：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 马慧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第6页。
輥輷訛 [美] 巴拉巴西： 《链接———商业、 科学与生活的新思维》， 沈华伟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15页。
輦輮訛 周子衡： 《金融管制的确立及其变革》， 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第8页。

在所有的社会治理手段中， 法律更是人类社会最具有权威的价值性规范体系。 在田园牧歌的生活向
往中， 人类社会化已离不开法律的指引与约束。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割裂不断的关系， 原因在于 “法
律记录着为理性发展的经验和被经验所考验过的理性这样一种教导的传统。”輥輳訛 然而， 万物皆流的社
会决定了理性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 “理性相对我们来说只是作为实际历史性的东西存在而存在，
即根本地说， 理性并不是它自己的主人， 而总是经常地依赖于它所活动的被给予的环境。”輥輴訛 在新旧
事物、 关系等的交替中， 人们之所以要作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选择， 这更多地是基于理性的判
断及对自由探索和扩展的愿望。 与此同理， 沙盒监管之所以产生、 被接受与风靡， 是因为它本身就
蕴含有真善美的成分， 契合了时代主流的价值取向。 对此， 作如下解析。

（一） 金融科技： 沙盒监管应有的时代特征

黑格尔曾言： “每个人都是她那个时代的产儿。”輥輵訛 其实， 每一种法律思想与每一种法律制度也是
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虽然出于秩序与行为模式的确立， 法律不能朝令夕改， 但是法律又不可能一成
不变， 其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如果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 仅仅死板地将法律视作永久的
工具， 将人当成法律的奴隶， 而不是主人， 或过度拘泥于稳定而将稳定性变得无所不包， 那么法律
不仅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而且也会事与愿违地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因此， 是否反映时
代诉求是检验某一法律思想与制度优劣最有效的试金石。 如果我们要追问监管沙盒是否顺应了当下
这个时代的特征， 那么就必须先明确眼下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已是一个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凡物皆可数， 凡物皆可网， 每一个
鲜活的生命与每一种事物已日益表现为一种数据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网络与数据已成为人类无法
逃避的生活方式， 并代表着人类自由伸展的方向。 “在日趋精密的数字技术条件下， 有了从四处搜
集来的信息， 我们不会再将人类的行为视为互不相关、 随意偶然的独立事件。 相反， 它们应该是相
互依存的奇妙大网的一部分， 是相互串联的故事集中的一个片段。”輥輶訛“网络的构造和结构是理解复杂
世界的关键。 我们每个人都是遍及全世界的社会网络这个大节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人能游
离其外。”輥輷訛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互联网、 大数据不仅导致商业基础、 人际关系、 资金循
环方式等正在被重新塑造， 而且也直接导致人们传统的思维与方法被置换与扬弃。

在当下的时代， 受科学技术驱动的科技金融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 金融功能实现的途径、 金
融交易的场景与方法等均产生了轰动性效应， 并为金融业发展的不平衡、 效率与竞争低下等问题的
解决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然而， 在旧有风险的基础上， 它也带来了技术安全与网络安全等一些
新风险， 并同时使得一些前有的风险加剧， 如在隐私权保护、 资金安全、 交易关系的稳定、 真实身
份识别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遭遇的风险。 虽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放大了金融自由的空间， 资
金流动效率的提升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使得整个社会在形式上体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顺周期性
好景象， 但是已有的金融业编年史所揭示的真相是： “金融管制的根本目标是实现金融稳定。 金融管
制是金融稳定的制度体现。 金融管制的确立、 强化、 弱化等都是紧紧围绕金融稳定的需要展开的。”輦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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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美] 霍贝尔： 《原始人的法》， 严存生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9页。
輦輰訛 张红： 《监管沙盒及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兼容》， 载 《浙江学刊》 2018年第1期。

在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中， 科技的生产力化不仅使得人类可享用的物质日渐丰盛， 而且也进一
步解放了我们思想上的禁锢， 使我们在精神上日益自由。 当大数据等科技成为金融创新的孵化器与
加速器时， 是安全优先， 还是创新优先？ 这是当下法律必须明确的方向与态度问题。 在主旨上， 监
管沙盒意味着监管谦抑与宽容； 在监管者与被监管关系上， 其更加彰显合作， 而不是盛气凌人的命
令； 在方向上， 其宣示的是自由与发展， 而不是墨守成规与裹足不前。 当下的实践无不指向一个认
知， 即沙盒监管迎合了这个时代科技与金融融合的气息， 体现了良法所应有的利益确认性与保障
性， 即 “法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其中没有哪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永世长存。 法律的功
能之一就是， 关系的重新规定和期望的重新定向”輦輯訛。

（二） 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博弈： 一个安全的主题

世界是一种意志和表象的存在。 当科学演进到今天时， 在人类渴望自我实现、 掌控世界及改变
生存环境的奋进中， 其已完成了从 “求真” 至 “求力” 的华丽转型。 表面上， 科技金融是金融的科
技化， 但是人文上的意义是使人再一次获得解放与自由， 使生命在有限的时限内得以长时间延展。
虽然这一金融创新意味着资金流转的时空突破与超越， 但是也意味着新风险的产生与新旧风险的混
和与交织。 同时， 它不仅是对既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自下而上的一种 “不安于现状 ” 的挑战， 而
且更是对监管者素养、 能力、 经验等的严峻考验。 在监管沙盒化的总纲下， 相较于传统监管而言，
其有助于新兴的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 有利于打破传统金融机构所形成的 “势力范围”， 从
而在有效的竞争下激活金融机构的创造力。 在一个良好、 宽松、 自由的氛围中， 科技与金融的联合
有益于激励金融产品 ／服务的推陈出新， 并能实质性地缩短金融产品 ／服务市场化的时间周期。 此
外， 监管者鲜明的服务意识及对创新业务的扶持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 亦具有强大的公信力， 能强
化消费者对新产品 ／服务的信心， 进而在消费中实现企业创新的投入与回报。 资金的获取对于金融
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监管者对进入沙盒监管测试企业的包容， 部分消除了投资者对创新
产品不确定性的疑虑， 有利于提高创新企业估值， 顺利实现融资”輦輰訛。

科技金融具有技术性强、 种类繁杂、 应用场景多元、 去中心化等特点， 这不仅极大地缩短了监
管者对风险识别与处置的时间， 而且脱媒化也日渐模糊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界限。 虽然监管沙盒彰显
了监管者对新语境下金融创新的鼓励， 代表了科技革命的胜利， 但是这并不能消除科技金融自身所
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抉择中所面临的两难， 如安全与效益、 风险零容忍与监管灵活。 金融风险的有效
治理是公权力监管者存在的理由。 如果在监管中， 监管者不能对科技金融潜藏的风险从事前、 事中
与事后三个时段进行有效地防控， 那么在受到公众诟病的同时， 纳税人就必然会对其存在的理论正
确性进行抨击与质疑。 故而， 在沙盒监管中， 允许试错与容错的同时， 监管者也必须对风控作出系
统性的制度安排。

虽然在时下的研讨中， 人们多认为， 沙盒监管标志着金融自由化时代的来临， 或者说沙盒监管
本身突出的就是安全与宽容的并重， 但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还是在于安全， 在于说明， 金融管制不
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 其更是一种制度现象， 安全才是金融科技化下整个制度构建与改良的基石。
在是否适用沙盒监管问题上， 英国FCA所倡导的以下五大识别标准就给我们的判断提供了较好的佐
证素材： “是否属于金融服务领域； 是否为真正的创新； 是否能为金融消费者带来改善预期；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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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朱柯达：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载 《浙江金融》 2018年第4期。
輦輲訛 龚浩川： 《金融科技创新的容错监管制度》， 载 《证券法苑》 2017年第21卷。
輦輳訛 伦贝： 《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沙盒的英国经验》， 载 《华北金融》 2018年第7期。

经过测试； 是否已投入足够资源研发创新方案； 是否了解所适用的法规， 并已采取了降低风险的措
施。”輦輱訛 英国是沙盒监管的发源地， 其实践表明， 沙盒监管并非单向度的监管容忍， 而是以风险可控
为不可跨越的红线。 窥一斑而观全豹地评价， 沙盒监管表现为科技背景下难以抗拒的创新与安全之
间的一种中道。

事实上， 沙盒是一个事先规划好的 “绝缘性” 安全空间， 金融科技型企业只能在这样一个预制
的、 具有模拟性的环境中测试其产品 ／服务、 商业模式， 其 “特点在于通过控制测试的规模、 时间
和受众， 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解决创新与风险之间的矛盾， 实现风险容错与合规容错”輦輲訛。 虽然沙
盒监管允许新金融产品 ／服务等带风险入市， 以接受模拟市场的评判， 但是这种监管灵活并非无原
则、 无底线地一味退缩， 相反， 其运行于一个被严密监控、 半真半假的仿真场景中。 在流程上， 沙
盒监管表现为一个 “企业筛选→消费者选择→产品 ／服务提供→监管调整→运行评估” 的循环。 由
此可见， 沙盒监管并非刻意的 “监管放水”， 其乐融融的氛围下， 体现的仍然是监管者对被监管者
的 “虎视眈眈”， 安全依然是监管不变的主旋律。 沙盒化的 “温情脉脉” 下， 一切风险都在掌控中，
“老大哥正盯着你” 才是风控最真实的图案。

（三）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沙盒监管的安全底线

人是精神与物质的综合性存在， 其物质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基础， 而市场决定了作为物质存在
的人之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 社会的和谐、 秩序、 稳定等与市场发育的程
度密切关联。 在迅猛发展的科技推动下， 生产创造需求已一去不返， 需求影响并决定生产。 实事求
是地看， 需求的宽广、 数量与质量深受消费者宰制。 民主法治下， 这一客观的连带关系展现了一个
社会治理中的理性选择， 即： 在政治上， 讨好消费者就是在讨好选民； 在法律上， 保障消费者的权
益， 就是在抑强扶弱， 就是在保障秩序与安全； 在经济上， 拉动消费， 就是在拓展市场与鼓励创
新。 作类向性的推理， 则不难发现沙盒监管的正当性最终是由金融消费者决定的。 若在信息、 知
识、 技能等的不对称下， 金融消费者成为科技金融新产品 ／服务试验中的 “小白鼠” 而受到伤害，
那么投资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创新就只能是一种 “乌托邦”。 基于此， 我们可以形成的认识是， 沙盒
监管的整个流程是密集地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展开的。

“监管沙盒的核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 无论是初始进入沙盒的企业创新计划， 还是经测试调整
的改进方案， 或者是测试完成后拟推向市场的最终创新项目， 都应该围绕以使消费者获益的主题，
力求使消费者享受到金融创新营造的愉悦体验和金融监管带来的权益保证。”輦輳訛为了让进入测试的消费
者放心， 英国就将消费者划分为零售型与成熟型二大类， 并对应地配置不同的保护措施， 如零售型
消费者就不承担新产品测试风险， 可以向金融督察服务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进行投诉维
权， 且在被测试的企业破产时， 能被纳入金融服务赔偿计划， 获得相应的赔偿； 对于成熟型消费
者， 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 可以对其损失进行有限的赔偿。 此外， 可以基于测试的范围、 规模与风
险， 对消费者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例如，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即要求所有参与沙盒监管的机
构必须依法定标准建立内外部争端处理机制， 并有权要求企业保证在其退出沙盒测试时， 已全部履
行完对消费者承诺的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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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刘志坚： 《2017年金融科技报告》， 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第3页。
輦輵訛 曹彤： 《金融科技启示录》，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 第7页。
輦輶訛 李文红等： 《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 一个监管者的视角》， 载 《金融监管研究》 2017年第3期。

三、 沙盒监管的假命题性： 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新概念

尽管智者们都致力于去证伪自己所认同的理论， 但遗憾的是， 它不可能最终被证实， 因为真理
只能被接近， 而永远不可能达到。 在概念上， 所谓真理即指永恒不变的唯真正理， 而我们所处的世
界瞬息万变， 无物常驻， 因而现实的真理是模糊不清的。 也正因为如此， 真理从来都不是权威的产
物， 而只是时间的产物， 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可贵。 科技金融下， 虽然监管沙盒昭示着时代正
确， 但是也必须承认， 它并不必定就是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前进的绝对真理。 在人类的自我管理
中， 我们已严重依赖于制度性的管控， 但是也有必要承认以下观点： 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与制度是完
美无缺的， 任何一种思想与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善恶两面性。 为了让沙盒监管如愿地释放其美与
善， 我们更应从假命题的视角挖掘出其可能存在的缺陷。 对此， 作如下论述。

（一） 金融科技： 一个不太靠谱的概念

法律概念的明确直接关系到权利、 义务、 责任之间的界分， 因而我们可以说， 正义实质上是一
个与概念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果我们坚定地认为， 监管沙盒的目的在于理性地实现监管正义， 提高
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那么在逻辑上， 就必须认可， 监管沙盒是一个类似于数学公式般可以被精准
计算的概念，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准确无误地知晓监管会将金融企业及其可能的创新引向何
方。 由于在渊源上， 沙盒监管是作为科技金融的背书存在的， 科技金融这一表述的精确与否也直接
连动到人们对监管沙盒认知的边界、 合理性与科学性等， 所以在对沙盒监管进行理性解构时， 我们
不能先入为主地盯住沙盒监管， 而应先盯住作为沙盒监管基础的金融科技。

虽然时下金融科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时尚概念， 但是在理解的世界中， 其仍然是一个见智见仁
的表达。 “从法律层面界定金融科技的难度较大。 金融科技公司通过不同的商业模式提供种类各异
的产品和服务， 承担不同的法律义务。 迄今为止， 各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对于如何界定金融科技并
无统一定义。”輦輴訛 英国FCA认为， 金融科技主要指创新型企业利用新技术对传统的金融服务公司进行
去中介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定性是， 援用科技研发新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
（IOSCO） 认为， 金融科技指能够革新金融服务的各类创新性商业模式或技术；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看
法是， 以技术为支撑， 能对金融市场、 企业及金融产品 ／服务具有创新性影响的技术应用、 业务模
式、 流程或产品。 在专业的讨论中， 学者们亦是各抒己见， 如 “金融科技是技术创新在业务领域中
的应用， 核心是金融、 科技和创新”輦輵訛。 “金融科技可以分为支付结算、 存贷款与资本筹集、 投资管理、
市场设施四类。”輦輶訛

虽然科技金融的核心技术集中于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及人工智能， 在金融品种上表现为电
子支付、 P2P、 互联网众筹、 数字投顾、 互联网理财等， 但科技金融是一个因语境而异的模糊概念。
在互联网背景下， 它可指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 电子化与数字化， 如互联网银行、 互联网证券、
数字货币等。 如果着重点在于突出技术， 则可指能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相关技术， 如大数据、 云计算
与智能移动终端等。 若从业务模式上评价， 则可指通讯服务商或商品销售商等借用新技术与金融机
构协作而衍生的新业务模式。 诚如前文所述， 科技金融这一概念的明确直接关涉我们对沙盒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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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R. Stivers， The Culture of Cynic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p.91.
輧輮訛 [英] 迈尔·舍恩伯格等： 《大数据时代》， 盛杨燕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223页。
輧輯訛 潘建红：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242页。
輧輰訛 舒国滢等： 《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0页。

理解， 进而对制度的建构及其正义性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的事实是， 科技金融并无定论。 法律是一
个概念化的系统， 良好的法律必须基于良好的法律概念。 如果沙盒监管自身就是一个难以名状的表
述， 那么， 以其作为理念引导的法律改良是否会偏离应有的方向就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问题。

科技金融代表了时代正确与技术正确， 对政府与市场都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虽然在这种热
烈的追捧中， 也有众多学者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 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但
是总体上， 这种关注点多聚焦于金融科技化下金融风险的防控。 技术改变命运， 拓展自由， 使得生
活丰富多彩， 但是技术也有可能加重对人的控制与奴役， 使人与社会的道德进一步滑坡与沦丧。
“随着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程度的逐步深入， 生活也必将随之变得愈加不可预测。 当技术对自然
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 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必定造成许多无法预料的后果。”輦輷訛 金融与科技的相互
渗透使人在资金交易上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使我们的存在更加自由， 但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
训诫与约束。 在拓展自由的同时， 科技金融也使得我们不自知地、 实时地处于他人密切的窥视与监
控中， 使得我们更加处于政府的严密看管之下， 使得我们的数字资产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网络系统
中。 同时， 网络化与数据化也将改变我们对法律正义的理解与实现方式， 法律强调行为与结果之间
的因果性， 而大数据却看重关联性。 当我们的生活被模型化、 公式化、 数据化与网络化时， 人类的
行为日益处于一种可被监测的状态。 “在数据时代， 关于公正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以维护个人动
因的想法： 人们选择自我行为的自由意志。”輧輮訛

虽然人为自然立法标榜了人类社会的卓越与成功， 但是在金融科技的推进中， 除了法律之外，
为了使金融科技始终朝着 “真善美” 的远大目标前进， 必须对当下流行的 “技术中立” 观念进行重
新审视， 进而确立与强调科技的伦理要求。 科技金融语境下， 第三方支付、 众筹、 区块链、 货币电
子化等无不以网络与大数据等技术为依托， 但是 “并非意味着人类要成为技术的奴隶， 被技术所支
配……现代科技伦理互动必须以人为本， 在此基础上， 实现科技成果的共享”輧輯訛。 沙盒监管意在金融
风险控制， 虽然这些风险与科技的伦理性风险存在一定的重叠， 但是它并没有从源头上对金融化的
科技的 “是” 或 “不是” 进行伦理性的事前干预， 而只是对科技运用中的风险作事后性的处置。 如
果在金融科技的范畴阐释中， 应有的伦理要求不正常地缺席， 那么这就必然会使人们对沙盒监管的
严整性与科学性产生质疑与不信任。

（二） 方法论上的缺陷： 一个能否移花接木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在金融监管的演进中， 与其说监管沙盒是监管思维
的升级， 倒不如说它更是一个方法论的因时而变。 以下观点历久弥新： “一切研究之要务在于寻找
到与其对象相适应的某种研究方法。 因此， 一些伟大学者的一生都花在寻求方法上。 方法一旦找
到， 工作就可以完全由下面的人力来进行。”輧輰訛 为了理顺法律学与心理学、 政治学等之间藕断丝连的
关系， 法律人一直致力于从实证的角度去证明法律的合理性与独立性。 然而， 事实是， 法律只是人
类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其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 在社会科学中， 法律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
的、 能自给自足的领域。 法律和社会中的其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 如果法律离开了经济
利益、 政治权衡等， 法律就必将失去其实体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 许多诸如哈耶克、 波斯纳、 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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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虽然法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发展过程， 但是其失败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它不仅会严重干扰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
理性判断， 影响人们对法律的确信， 而且在黑白难分之下， 其会滋生愤怒， 引发人们对政府心怀怨恨， 进而导致人与人、
人与政府之间正常关系的紧张。

輧輲訛 黄震等： 《监管沙盒的国际探索进展与中国引进优化研究》， 载 《金融监管研究》 2018年第4期。
輧輳訛 [英]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冯克利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第102页。

等法外言法者在法律理论的开疆拓土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质上， 监管沙盒更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 它意味着为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法律人将自然

科学的实验法嫁接到制度的建设与实践中。 虽然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对于法律发展的意义是不容置
疑的， 但必须警觉的是，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条件性的。 如果选择所基于存在的条件并不具备或欠成
熟， 那么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及其后果就可能是个问题。 虽然当下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浩如烟海， 而且
在研究中， 我们也一直倡导打破学科之间的分野， 而走向交叉， 但问题是， 我们能将自然科学的实
验法恰到好处地融合到法律学吗？ 在自然科学中， 实验室中的实验失败并不会对外部的社会整体秩
序产生冲击性结果， 相反， 失败是未来成功的另一种表述， 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然而， 作为一种
普遍性的命令， 法律事关公民切身的自由、 财产， 甚至是生命的安全， 对于社会而言， 法律是兹事
体大， 必须谨小慎微。 公众与社会并非实验室中的 “小白鼠”， 当法律及代表法律的思想被证明失
败时， 还可以推倒重来吗？輧輱訛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 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原则性问题。

人的基本规定性是自由。 虽然在自我认知、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在自由度上， 人类已业绩
斐然， 但是人最终要受规律与必然的影响和支配。 因此， 追求知识与科学即在于追求确定性， 而这
也是我们崇尚科学与技术的实质原因。 维特根斯坦曾言： 凡能说的， 都要说清楚； 凡不能说的， 要
保持沉默。 那么， 哪些是可说与不可说的呢？ 其认为， 伦理、 生命、 价值、 情感等形而上的、 一切
可以被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只能在沉默中显现， 而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可以在被说中
显示。 法律关乎正义， 而混沌不清的正义更多地是不可说的。 在词的结构上， 沙盒是作为定语来限
制监管， 是可说的来修饰不可说的。 基于主从的关系，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逻辑， 即作为价值判
断存在的沙盒监管在本质上是不可说， 或者说是难以说清楚的。 此外，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 在大
胆的假设没有被证伪之前， 实验是一个漫长的试错过程， 其并没有时间的限制。 在沙盒监管中， 相
关国家或地区无不设定了不等的测试时限， 如 “英国的审核窗口期加测试期近1年， 澳大利亚最长
为1年， 我国香港的测试期限为3—9个月不等”輧輲訛。 自不待言， 这背离了现代科学 “不言放弃” 的实
验精神。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至少在方法论上， 沙盒监管并非一个缜密的科学概念。

在法律的发展中， 时至今天， 法律人都一如既往地心怀一个梦想， 即能像自然科学一样， 依托
准确的数学或几何学等的计算公式来建构知识与学科的殿堂。 19世纪末于德国兴起的概念法学就是
对这一梦想的一次不成功实验。 如果能借助确凿的概念、 位序、 前后一致的逻辑关系， 打造一个密
不透风的法律公理体系， 那么自然而然， 就能彻底撇清法律学和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纠缠不
清的瓜葛， 从而确保法律的纯洁性与独立性。 用自然科学的证伪法来证明人文社会命题的科学性一
直是人文社科研究者的一个抹之不去的心结。 同样是19世纪末，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升了
人类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信念与思维方式。 在法国， 以孔德与圣西门为代表
的一帮思想者就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法则应用于对社会学的解释， 以期望像自然科学一样推导出能使
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铁定规律。 对此， 哈耶克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他对理性的滥用发表了以下忠
告： “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 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 无所不通， 这就像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
人不是神， 也绝对不可能变成神， 在神的面前， 他必须俯首称臣。”輧輳訛 科技金融之下， 风险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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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Mario Lins， The Philosophy of Law， It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Rid De Janeiro， 1971)， pp.37-38.
輧輵訛 Aristotle， Ethics， trans. by J.A. Thomson， （Penguin Books， 1976）， p.188.
輧輶訛 [英] 罗杰·科特威尔： 《法律社会学导论》， 潘大松译，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199页。
輧輷訛 叶文辉： 《英国 “监管沙箱” 的动作机制及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启示》， 载 《征信》 2017年第4期。
輨輮訛 [英] 密尔： 《论自由》， 程崇华译，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第20页。

为了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说法， 当法律人试图凭借沙盒监管打通自然科学与法律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
障碍时， 其就在踏进同一条河流。

（三） 理性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性

“法律制度乃是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这二者的协调者。 根据一般社会经验， 我们可以说它处于
规范和现实之间难以明确界定的居间区。”輧輴訛 法律关乎正义， 而平等是正义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因而
我们可以说， 法律人追求正义实质上也就是在追求平等。 虽然实现结果的平等似乎是强人所不能，
但是平等观念天然地以不平等的歧视为天敌， 以消除与缓解不平等为使命。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
线， “法官的工作就是恢复平等”輧輵訛。 也正因为如此， 法律并非为个体专设， 而是一种一般性的规定， 其
对象始终是普遍、 抽象的。 法律规则亦是将人、 物与事件进行分门别类， 并依据某种共同的标准对
所涉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虽然监管沙盒化顺应了当下主流的价值形态， 但是法律应有的严谨性决
定了其正确性仍然必须接受演绎、 归纳、 推理等证成逻辑的检验。

在金融科技化的大前提下， 虽然我们可以为沙盒监管罗列N种正当性的理由， 但是这并不能消
解其理想性的色彩， 同时也并不能抹去其差别待遇的形式 “非正义”。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 沙盒测
试的对象只是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为了对这些特定的对象保驾护航， 国家就必须出台专
门性的特别法。 毫无疑问， 这不仅造成了沙盒对象企业与非沙盒对象企业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而且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做法也直接造成了法律体系的破碎化。 沙盒代表了一种意愿与远景， 但是
它与法律的近景是否相得益彰， 这是问题的关键。 平等是法律合法性评价的重要指标， 而 “法律合
法性的关键， 在于把握法律理想与法律现实之间的距离。 当法律理想与法律现实差距太大时， 理想
就会显得缥缈虚无； 而距离太小时， 理想就不复存在”輧輶訛。

监管沙盒就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揭开面纱地看， 沙盒监管更多地是科技金融化下的
一次隆重的金融创新 “彩排”， 在这种预演中， “舞台” 与 “表演” 的时间是提前设定好了的， 作为
演员的金融科技企业与消费者经过精挑细选， 作为道具的产品 ／服务亦是经过筛选， 而整个彩排的
总设计师则是金融监管机构。 表演是一种艺术， 源于生活经验， 是人类认知与把握世界的一种方
式， 其独特性是对自然与生活进行新的探索、 发现与解释。 然而， 精神层面的艺术与世俗的生活毕
竟是天壤之别。 故而， 作为类艺术作品的沙盒监管能否被完整地搬到现实的金融中而释放其预期的
正能量， 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问题。 实际上， 在研究中， 有些学者已表达了这种忧虑， 如 “互联网
金融创新中存在着新产品或服务未经充分评估就仓促投入市场， 以及由于监管工具和手段有限， 监
管部门对风险反应迟缓， 存在滞后的问题”輧輷訛。

四、 真假命题的协调

老子曾言： 智慧出， 有大伪。 真知是美好的， 但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以一种弯曲的方式
接近目标， 真理从来都是盘旋曲折的。 真理不能轻易被取得， 真理在谁的手中本就是一个不确定的
解释性问题。 “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确定的东西。”輨輮訛 对于人类而言， 真理从来只能相对性地被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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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敖素： 《弗·培根的 “假象论” 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载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而不可能被到达。 客观上， 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一个能动、 进化的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 如果一种思想、 命题要保证其正确性与适时性， 那么其就必须存在于正题、 反题和
合题的抗争逻辑之中，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沙盒监管的解构。 虽然大数据、 网络科技等对金
融的引领推动了传统金融监管思维沙盒化的转变， 但是如果我们认可理性更有助于良法的产生， 那
么就有必要从正题与反题的合题角度对监管沙盒化作以下调和性的思考。

（一） 方法论： 以尊重学科为导向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带动法律制度的创新， 而如何进行法律改良则涉及两个方面的
问题， 即世界观与方法论， 前者决定了面对科技金融化我们究竟需要样的法律制度， 后者决定了我
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这些制度。 方法代表着方式与方向， 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所选择的脚下
的道路通向何方。 因此， 归根结底， 一切研究问题都是方法问题。 在知识日渐分门别类的时下， 跨
学科分析法逐渐盛行。 毫无疑问， 打破学科分界， 实现知识与资源的共享对于人类认知疆域拓展的
意义是深远的。 然而， 问题是， 在方法论上， 异质型的学科交叉是否兼容， 交叉的程度如何厘定及
“杂交” 之下是否会产生南桔北枳的结果， 这一切都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无须赘述的是， 沙盒监管所代表的思维是时代正确， 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在方法论的合理与否上
一争是非， 那么基于前文的阐述， 不难感觉到它犯了一个将自然科学实验法与法律研究方法强扭在
一起的错误。 虽然在应然度上， 法律人的初衷是无比美好的， 期望通过对科技金融创新进行实验证
伪的方式将其引入市场， 但是在操作上， 从一开始， 法律人就背离了自然科学实验法的基本准则，
即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不严格受时间的限制， 只要假设性的命题没有被证伪， 那么实验就一直在路
上。 而且， 若自然科学的命题是被实验证伪的， 那么其具有可重复性与一致性， 即无论是谁用这个
方法来做实验， 其结果都是相同的。 虽然在监管者的自编自演下， 其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法搬到了监
管创新之中， 但是对测试规定不等的最高时限显然有悖于实验法的本质。 而且， 各国不同的测试条
件也有悖于实验法的可重复性。 当实验法被强塞到制度创新时， 金融市场就不得不面临以下两种风
险： 一是拔苗助长风险， 即在实验条件不完备的情形下， 将一些假象符合的劣质金融科技企业放进
市场。 “尽管假象是不避免的， 也是认识和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但把我们引入歧途的往往不
是别的， 也正是我们因自我而形成的偏见。”輨輯訛 与此同理， 如果由于过度的自负而对计划性的沙盒监
管产生人类无所不能的痴迷， 那么就会蒙蔽我们的心智， 弱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能力。 二是
误伤风险。 监管沙盒本身就是 “一出戏”， 由于科技金融企业、 消费者等 “演技” 的差异及入戏程
度的不同， 很有可能导致一些本身优良的企业因不适应模拟的场景而被不公平地淘汰。 反之， 也可
能因为表演逼真， 一些本应淘汰的企业得以蒙混过关。

法律是利益的调节器， 直接涉及公民的自由、 平等与尊严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与价值， 其重
要性也决定了社会不能随便成为法律的实验田， 法律主体也不能是实验室中的 “小白鼠”。 既然将
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引入法律中给人一种强扭的瓜不甜之感， 那么立于科技金融的语境下， 法律应该
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金融监管变革相对自由的价值观呢？ 以下观点是值得思考的： 一是经过多年
的沉淀，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比较独特、 成熟的分析法。 在某种程度上， 尊重这些方法就是在尊重
学科规律。 因此， 在法律的研究与实践中， 法律人不能因为目标已确定而对所援用的方法生搬硬套
或随心所欲， 其应该对以下方法了然于心： 法经济分析法、 实证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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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解释法等。 二是如果实在找不到一种方法与所需要的结果之间实现无缝性的对接， 那么没有方
法可能比刻意炮制出来的方法更好、 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毕竟， 法律、 市场、 语言及制度等更多
地是进化的产物， 而不是决策者刻意规划的产物。

监管沙盒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申请的科技金融企业入市许可证问题， 而只是使其获得了一定
的考察期。 虽然这种实验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有悖于法律的基本精神。 法律必须明确具体， 在需要
作出是或不是的决断时， 法律绝不能顾左右而言它。 实证地看， 法律的判断并非全部在于或真或
假， 而是在于正确与不正确、 公正与不公正、 合理与不合理、 合法与不合法。 立于这一视角， 我们
也可以说监管沙盒并没有对科技金融给出确凿的发展方向， 而是在回避法律本应该回答是或不是的
问题。 是故， 在为金融科技化表明法律态度时， 法律人完全没有必要将实验法拖入到法律学中来；
相反， 我们可以基于法律自身的特点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性的指引来达到规范、 引导金融
业务创新的效果。 法律的一个重大功能就是基于特定政治、 经济与社会的背景下， 确认、 实现与保
障某些至关紧要的利益， 维护与人类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秩序。 科技意味着生产力， 而生产力是对
人类自由的另一种表达。 确保科技服务于人类的福祉是法律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二） 消费者利益保护： 科技金融创新的基石

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金融风险管控， 但是金融风险并不可怕， 因为风险具有或损失或收益的善
恶两面性。 而且， 客观而言， 任何金融业务、 任何金融创新， 甚至包括金融监管权力都存在危害市
场、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风险。 在金融风险的制度化治理中， 理性的思维应该是这样一种逻辑： 风险
识别→谁最终会承受风险→风险由谁造成→过错认定→赔偿。 是故， 在科技金融中， 没有必要主观
地去为新产品 ／服务预设一个不科学、 不可靠、 难以预测的空间， 而只须设定一个普适性的标准规
则系统， 以对相关的金融科技企业、 产品筑服务、 交易平台等进行许可或不许可的判断。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金融业务创新者借用规则套利， 而侵犯私人或公共性的利益， 必须以严格的法律责任对其
不法行为进行刚性兜底。

金融消费者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 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性与政治性的表述。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
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足， 而是需求不足。 同时， “金融领域中， 金融机构向政府
提供资源的能力较高， 而消费者保护能为政府提供选票。 政府通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干预获得广
大公众的支持票， 达到其政治目的”輨輰訛。 无论是对于实现的政治诉求， 还是对于市场的发展而言， 消
费者保护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随着这一观念的普及与强化， 人们将这一概念扩展至金融市
场， 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具有一大批的拥趸。 实际上， 随着商品/服务种类的日益丰富及交易的网络
化， 当下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保护与否的问题， 而是如何保护与保护的程度问题。 沿袭这一观点， 通
过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方式合理转移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风险才是科技金融化下法律改进所要考
虑的真问题， 而不是造词， 如监管沙盒， 来混淆、 模糊法律所要沿革的方向。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 “熊猫” 式的呵护， 各国都竞相出台了专门性的规范文件， 如我国便于1993
年颁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并进行了二次修订。 虽然不同的金融业务对消费者保护的方式、 价
值取向及力度等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是在总体上， 消费者的抽象权利都可以同质性地归结为以下几
大类： 自主选择权、 知情权、 安全保障权、 公平交易权、 求偿权、 结社权、 公平交易权、 获知权、
人格尊严权与监督权。 “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表现， 是人们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

輨輰訛 陈文君：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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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輨輱訛 这也决定了在多元的利益保护中， 法律必须对所涉的
利益进行鉴别、 评估， 并根据其可量化的权重确立孰先孰后的保护顺序。 在来源上， 消费者权利是
买方合同权利的延伸与发展， 因而在保护的位序上， 应确立 “特需利益优先、 一般利益居后” 的原则。

就科技金融而言， 自主选择、 公平交易、 人格尊严、 安全保障等应属于消费者的一般性权利，
为了激励大数据等新科技下的金融创新， 就应基于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对急需利益提供优先的保
护。 由于信息的充分披露直接关系到交易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所以科技金融下的法律修补应先瞄准
金融科技企业对相关新产品/服务的信息披露义务， 应严格要求其披露能做到准确、 完整、 真实与及
时， 且不得有误导性陈述、 虚假性记载或重大遗漏； 此外， 应明确科技金融企业的赔偿义务， 特别
是应明确消费欺诈时的惩罚性赔偿安排。 如果消费者的权利不能以现实中严格的责任追究为保障，
那么这种纸面上的权利至多也只是国家对公民开出的一张没有实质意义的 “空头支票”。 因此， 在
利益保护上， 必须从违约、 消费欺诈等角度明晰消费者的求偿权， 从程序上提高求偿权变现的效
率， 并拓宽救济的途径， 以加大科技金融企业的违法成本， 使其知有所禁而不敢以身试法。 大数据
语境下， 宽松准入与责任严格相济的法律改良不仅能契合新科技的时代要求， 实现法律学与其他学
科的相融， 而且决策上的不拖泥带水也明显优于监管沙盒的瞻前顾后与犹豫不决。

知识的沉积与吐故纳新必然会带动市场、 产品/服务的技术化与专业化。 为了使技术化的产品 ／
服务能真正服务于人， 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 那么消费者的获知权就不能是一种徒有形式的象
征性利益。 对于绝多大数消费者而言， 众筹、 信托、 基金、 智能顾投、 第三方支付、 人人贷等金融
模式都属于非常生僻、 一知半解或者是完全不知其解的专业词汇。 虽然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正日益
被大数据化、 网络化与智能化， 但是对于区块链、 大数据、 云计算、 AI等新科技， 人们更多地只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并不必然会使得人们更加有知， 相反， 更会使社会中的
大多数人深处无知的黑幕而懵懂不自知。 若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变， 那么芸芸众生很有可能会沦为社
会精英、 科技与金融的工具与附庸。 科学的目的在于彰显理性与实现自由， 但是当功利性的技术开
始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 人类的自由就成为一个不自由的问题。 当新科技被引入到金
融领域时， 对传统金融而言， 这就是一场翻天覆地性的革命。 然而， 这远非问题的全部。 历史给我
们的启示是， 人类文明愈是进步、 科学技术愈是发达， 人性就愈是受到奴役与摧残， 且技术进步激
发社会新问题的速度远快于解决问题的速度。 当技术价值意识形态化时， 人类就已被带入了一个无
法穿越的死胡同。 虽然金融科技化势不可挡， 但当下的问题是， 消费者如何兑现其获知权？ 获知权
的边界如何确定？ 如果获知权落空， 又该怎么办？ ……这一长串的问题必将长期困扰着我们。 如果
这些问题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那么强弱递增的格局就势必加速社会的进一步分层与撕裂。

权利与义务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这也表明消费者的权利对象是金融科技企业。 使国民有教与有
知亦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及应承担的义务， 且网络、 大数据等已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所以除了金融
科技企业之外， 国家也理应是消费者获知权的义务主体。 眼下的难题是义务主体如何保证消费者的
有知及有知的程度如何确定。 对此， 最新版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只是在第十三条宣告性地规
定： 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基金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立于这一困境， 我国必须通过
义务性条款的方式阐明消费者受教权的方式与知识范围， 如网络平台、 资料分发、 集中培训、 分级
测试等， 借此厘定经营性企业知识普及的义务边界。 如果能切实明确金融科技企业产品/服务等知识
的普及义务， 那么消费者知识的提升不仅可以加快其对金融创新的接纳程度， 而且也可以分流与稀

輨輱訛 何勤华： 《西方法律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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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营者的法律成本， 并进一步促进企业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新技术与产品的研发。

（三） 小结

人类不断开拓进展的思想与丰富的财富积累不仅日益增强我们的自信， 甚至使我们变得日加自
负与自傲。 实际上， 面对无数的未知， 我们仍在遗忘与蒙蔽之中， 遗忘与蒙蔽才是我们生活的本
质。 流行的意见从来就不是完全正确的， 更不可能是真理的全部。 在人类心智还并非完美无缺的现
状下， 只有通过意见分歧， 各种思想才能得到公平竞赛的机会。 科技金融下， 虽然监管沙盒是话语
的引导者， 但无论是在表述上， 还是在其实体意义上， 其都不是一个合格、 准确的概念。 面对社会
中突现的新现象与新关系， 法律绝不能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辞， 其必须有明确的是非。 与其说监管沙
盒是一种新思维， 倒不如说在方法论上， 它是一种不太成功的词语组合； 在结果上， 代表的是一种
与法律品性渐行渐远的不负责心态。 法律必须明是断非，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科技金融化。 如果在
未来法律的缝补中， 立法者能重点从 “知情权———获知权———求偿权———权利兑付” 的利益链中进
行突破， 而不是先考察而观后效地体现监管的暧昧， 那么金融创新鼓励、 消费者权益维护、 风险有
效治理等多重目标的实现也并非解决不了的难题。 现实地看， 沙盒监管是计划的产物， 而不是自然
演进的产物。 当沙盒监管与人类远大宏图的计划发生关联时， 法律人就必须保有足够的警惕， 因为
归根结底地看， 人类及人所在的社会， 都是逐步演化的产物， 而绝不是理性设计的产物， 妄图理性
建构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 都是理性的自负， 其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匮乏、 奴役与灾难。

结论———走法律的路线

为了知晓我们最终要走向何方， 我们无不重视方向， 但是除了可用于自然界外， 方向这个概念
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 而且， 当我们将这个概念用于精神领域时， 我们就必须防止自己受诱导而
误入歧途。 不证自明的是， 法律是一个更受人类观念、 人文精神支配的意识形态问题。 虽然其前进
的方向深受权贵的影响， 但是其合理性与正确性却又不得不受自然科学的影响。 科技不仅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 使得人类可享用的物质财富与精神粮食愈来愈丰富， 而且也直接决定了今天与明天的法
律发展的方向， 或者说使人类的科技知识在法律中得到应有的肯定与体现本就是法律的使命。 在讲
究术业有专攻的思想下， 学科分工是比较优势的体现， 但是画地为牢的学科划分也极大地限制了人
们知识的视野， 造成资源浪费， 因而倡导跨界交流也代表方法正确。 客观而言， 学科都有学科的规
律， 在问题本身就具有多学科性时， 为了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强调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并没有错，
但问题是在涉及方法论的套用时， 我们仍要对这种方法共享的正当性进行理性批判。 科技与金融的
交融催生了科技金融， 而科技金融反过来对求稳定与秩序的法律提出因时思变的要求。 依常理， 禁
锢科技发展的法律应为技术让步， 但是这必须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逻辑， 而这也是监管沙盒化应运
而生的技术情景。

我们正生活于一个现代性的时代， 我们也惯于用现代文明、 现代科学等为这个时代， 并为我们
的卓尔不群贴标签。 “现代性已经把我们的生活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大实验室。 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
社会结构都已经按照实验室所要求的配置和结构进行了改造。”輨輲訛 监管沙盒就是这个现代性的冰山一
角。 虽然在主流上， 我们并不反对能动的实验性的证伪法， 但是在准备将该法搬移到法律的领地
时， 我们仍有必要诘问一下， 这样做可以吗？ 确实， 这是一个和当下流行的论调格格不入的质疑。

輨輲訛 吴国盛： 《什么是科学》， 南方出版社2016年版， 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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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ory� sandbox� reflects� the� directional� demand� of� supervision� and� legal� reform�
under� the�financial�science�and� technology.�Owing� to� the� flexibility,�compromise�and� tolerance,�
this� new� idea� has� obtained� lots� of� praise� in� research.� Regulatory� sandbox � is� not� so� much� a�
regulatory�innovation�under�the�combin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finance,�but�rather�a�
methodological� evolution.� Objectively,� law� is� not� pure� truth� and� science,� but� more� related� to�
experience,�game�and�value�judgment.�When�the�experimental�method�of�falsification�of�natural�
science� is� applied� to� law� and� justice� which� can� not� be� completely� falsified,� this� in� itself� is� a�
problem�that�must�be�carefully�considered.�Financial�science�and�technology�expands�the�space�of�
financial� freedom,�but� it� also�deepens� the�control�and�enslavement�of� financiers,� so� that�we�are�
increasingly�deep�in�a�risk�society.�In�order�to�ensure�that�science�and�technology�finance�serves�
the�people-oriented�goal,�the�design�of�regulatory�sandbox�system�must�abide�by�the�rule�of�law,�
highlight� the� ethical� requirements� of� technology,� and�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of�financial�consumers.

Key Words: Financial�Technology;�Regulatory�Sandbox;�Methodology;�Technological�Ethics

诗人纪伯伦曾言：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在监管沙盒中， 沙盒式的
实验并不是目的， 而且法律本来就和真理、 科学无太大关联， 充其量法律只能算是一门知识与学
问， 法律所力求达到的正义也只是一个见仁见智、 难以被证伪的价值判断问题。 因此， 当这一方法
被引到法律中来时， 其就必须接受理论证成的挑战。 法律本就是一个和命令、 禁止、 许可相关的命
题。 功能定位上， 是法律服务于人及人所在的社会， 而不是人与社会服务于法律。 科技金融之路漫
漫， 在法律该何去何从问题上， 正确的态度是， 科技的应留给科技， 法律的应留给法律， 科技金融
的发展应走一条正宗的法律化的路线。

大数据、 云计算、 网络等技术使得资金全天候地实时处于变动之中， 使得货币与财富日益电子
化、 移动化与数据化， 使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以非柜台的方式完成一切可能的金融交易。 在我们为
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欢欣鼓舞之余， 也必须深刻地注意到： 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有
机械者必须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得我们面临着肉体毁灭的风险， 同
时也正解构着我们的精神， 玷污着我们的灵魂， 因为严重技术化的生活最终会使人类面临一种不得
不受技术控制的风险。 法律的目的在于自由， “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别的一切发明使人类学
会驾驭自然， 而法律使人类学会驾驭自己”輨輳訛。

科技化的金融改变了金融的语言与存在， 急剧地放大了金融交易与系统性风险， 使得金融风险
控制更加具有不可预测性与不可控性。 这是一种福音， 还是人类为自己开启了一个潘多拉之盒？ 这
令人拭目以待。 法律存在的基础是人性险恶， 因而在未来的金融治理中， 我们应更多地从恶的方
面， 而不是从善的方面来考察科技金融下的法律进路。

輨輳訛 李龙： 《宪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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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 （第1卷）， 王世洲译， 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712页。

一、 问题的提出

纵观人类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前的犯罪形态和刑法打击重点主要以故意犯罪为主， 对过失犯罪
关注较少， 因而奠定了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 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且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刑事
处罚思想， 刑法理论研究亦主要从故意犯的视角切入， 并以故意犯为模型和基底建构刑法理论体
系。 之后， 随着经济社会特别是新兴科技的发展， 交通事故犯罪、 工矿生产安全事故犯罪、 食品药
品安全事故犯罪、 环境污染犯罪、 核辐射核爆炸等公害犯罪不断涌现， 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过失犯罪
“后来居上” 的发展态势。 “过失犯罪的实践意义， 随着日益增多的技术化和由此产生的危险 （尤其
是在道路交通中， 以及在生产和管理中）， 呈现出跳跃式增长的态势； 在所有的犯罪行为中， 已经
有大约一半是过失犯罪了。”譹訛 由此，过失犯也批量进入刑事立法者的视野， 从被抛弃的“私生子”（德国
刑法学者恩吉斯语） 变成了刑法的宠儿。 但以故意犯为模型的传统刑法理论体系无法为此提供更多
的汲养输送而面临挑战。 不管是德、 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还是苏式四要件理论， 过失作为成立过
失犯罪最重要的考察点， 分别存在于责任阶层和犯罪主观方面， 主流观点将过失犯的成立主要

闻志强 *

内容提要： 过失犯是否具有实行行为， 理论上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的观点对立， 目前肯定
论占据优势。 在肯定论阵营中， 存在同一论和区分论的争议， 这与过失犯的理论发展以及
过失犯的犯罪构造、 构成要件实质化等存在紧密关联。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 可以明确过失
犯实行行为命题的提出与界定实质上是过失犯构成要件本身的开放性与实质解释的结果，
是由形式判断向规范判断不断实质化的过程。 立足于二元论立场， 可将过失实行行为界定
为违反注意义务且具有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 同时应当区分纯正过
失犯与不纯正过失犯两种过失犯类型， 并结合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分别予以分析。
关键词： 过失犯 实行行为 纯正过失犯 不纯正过失犯 实质判断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3

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刑法争议与规范判断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29·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5期

譺訛 参见黄渝景： 《犯罪实行行为论》， 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68页。
譻訛 周铭川、 黄丽勤： 《论实行行为的存在范围与归责原则的修正》，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年第5期。
譼訛 陈兴良： 《判例刑法学》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311页。

局限在责任领域， 导致确立过失犯的处罚完全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轻信、 疏忽这一主观罪过态
度进行证成这样一种刻板、 固化的印象， 但对过失犯的客观方面即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却关注不够、
研究不足。 与此相关， 过失行为是否具有如故意犯之故意行为那般类型化、 定型化、 明确化的特
点， 过失行为如何与故意行为相区分，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过失犯刑法理论的发展存在不可分
割的骨肉联系。 对此， 从学术史的角度切入， 认真梳理中外刑法理论上的思考与见解， 可以一窥究
竟并获得启示， 以裨益于我国过失犯理论向纵深发展和指引司法实务裁判参酌。

二、 过失犯实行行为否定论及其否定

过失犯实行行为否定论认为， 过失犯根本没有实行行为， 自然也就不存在过失犯是否具有独立
于故意犯的实行行为问题， 因为这是 “无与有” 的差异问题， 而不是 “此与彼” 的问题。 日本学者
平场安治认为过失犯没有行为， 早期认为过失犯是结果犯的学者也认为过失犯没有实行行为。譺訛 国内
亦有观点认为， “从实行行为的特征和过失犯的行为构造来看， 应当认为， 过失犯没有实行行为”。譻訛

在笔者看来， 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实难赞同。 主要理由在于：
一者， 这一观点违反了刑法的基石———行为主义原则。 无行为无犯罪， 无犯罪无刑罚。 行为主

义是犯罪认定和刑事立法、 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准则。 没有行为， 就无从
认定犯罪， 也就无从发动国家刑罚权。 作为刑事立法类型化提炼的两大犯罪类型———故意犯和过失
犯， 都必须遵循这一准则， 因此， 过失犯罪也必须具有犯罪行为即实行行为才能进行刑事处罚， 这
是行为主义的必然要求。

二者， 过失犯的认定所具有的结果依附性、 从属性并不是绝对的， 不可将其与行为的独立判断
混为一谈， 而且过于强调过失犯的结果犯特征， 容易陷入结果责任范畴， 不当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
围。 在没有应受处罚的过失实行行为的明确化、 定型化指引下， 仅从结果出发进行刑事归责， 容易
造成行为人和全体国民不必要的、 多余的甚至过度的精神紧张， 进而抑制行动自由， 也无法为行为
人和全体国民提供行为预测可能性保障。 过失犯的认定有赖于危害结果的发生， 但结果的发生更多
的是一种事后的静态判断， 是对过失犯罪成立的一种确认和支持。 “虽然犯罪的过失行为是以结果
发生为转移的， 但在司法判断上， 犯罪的过失行为还是可以在逻辑上独立于结果并且单独予以判断
的。”譼訛 单纯凭借结果要素无法在事前为行为人进而为全体国民提供行动指南， 结果要素无法承担行
为预测可能性判断的标准和依据。 行为人和全体国民在结果已然发生的情况下， 只能是对结果的被
动接受和无意义的悔恨与谴责， 但对预防和避免下一次过失犯罪没有任何指引意义。 与此同时， 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刑法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过失犯的理论范畴已经不限于纯粹的结果犯， 理
论上已有不少声音支持过失危险犯、 过失行为犯甚至过失未遂犯。 对于这些新过失犯类型的认定，
凸显了过失实行行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没有过失实行行为的独立判断， 认定这里的危险和未遂是
不现实的。 如果仍固守结果归责的思路和模式， 对于法益保护的时点也是较为滞后的。 即使肯定结
果对于过失犯成立的重要性， 但在没有实行行为的逻辑前提下， 如何判断因果关系， 又如何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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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显然在逻辑上是断裂的。 因为因果关系要判断的内容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
系， 没有行为， 单靠结果无法确认这种联系， 也使得因果关系判断被架空和虚置， 以致流于形式。
缺乏因果关系的有力确证和关键背书， 如何将产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显然也是做不到的， 归责
面临难以回避的疑问和障碍。 因此， 从犯罪的逻辑结构和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思维出发， 否定过失犯
的实行行为， 完全坚持结果从属论、 依附论是存在逻辑漏洞和难以自圆其说的。

三者， 否定过失犯存在实行行为， 违背了客观主义的刑法立场， 可能陷入主观归责的泥沼， 也
有违犯罪论体系建构的基本方向和责任主义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立场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
争， 刑事违法的判断同样存在主观违法论和客观违法论的区分， 主流刑法理论已然选择客观主义刑
法基本立场， 摒弃主观主义立场。 坚持客观主义刑法基本立场， 就必须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路
径， 从客观领域的 （实行） 行为出发， 这在过失犯的认定中同样需要得到坚持和贯彻。 对于过失犯
的认定， 必须从客观的行为角度切入， 在认定具有实行行为的前提下， 才能进一步判断主观罪过，
进而实现整个犯罪的证成。 置于犯罪论体系的视野下， 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 必须首先判断有
无违反刑法规范或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客观行为， 然后才能做下一步的判断。 在德、 日三阶层犯罪论
体系中，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首要判断对象和要素就是行为要素， 没有实行行为， 构成要件符合性不
充足， 自然就无需进行下一阶层的判断， 犯罪判断就此终止。 与此同时， 也只有存在相应的客观行
为， 满足了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判断， 才能最终进入责任阶层的判断， 这是责任主义原则的题
中应有之义。 故此， 无论是四要件体系还是三阶层体系， 都要从行为出发作为考察起点， 完成前者
的四个要件和后者的三个要件的全部、 先后、 顺次、 递进检测方能成立犯罪， 这不仅适用于故意犯
的成立判断， 也适用于过失犯的成立判断。 因而， 对于过失犯， 不能跳过或忽略对于实行行为的判
断， 径直唯结果是从， 这是保持与故意犯处罚的认定顺序、 逻辑体系相统一、 相协调、 相一致的当
然要求。 行为是在人的主观意志控制、 管辖和支配下实现的， 由此行为导致的结果才能归属于行为
人， 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否则仅凭结果的发生， 而不问是否存在行为就追究过失犯的刑事责任， 将
会无端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和无限延伸处罚边界， 这有违限制处罚过失犯之实质精神和处罚指
向。 肯认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不仅是在过失犯多发、 常发、 频发， 犯罪趋势不断高涨的现实背景下
严格、 依法认定过失犯罪的重要手段， 也体现和贯彻了限制过失犯处罚范围、 避免结果责任的内在
要求， 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

四者， 否定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无法契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类型化和违法推定机能， 也不符合过
失犯判断的理论结构， 更难以拓展和挖掘过失犯的理论内涵。 在德、 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构成
要件的判断具有违法类型化和违法推定机能， 如果否认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将使得过失犯的构成要
件难以具体化， 变得不可捉摸， 这有违刑事立法科学化、 规范化和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构成要件明确
性、 具体性的要求。 在没有具体明确的过失实行行为的前提下， 自然也无法彰显类型化的机能和违
法推定机能。 在过失犯的理论学说中， 一个重要的考察点在于行为人预见可能性的判断。 这种预见
可能性的判断需要具体的时点特别是起点， 这有赖于过失实行行为的界定， 唯有如此才能为判断时
点提供事实基础和可能。 否则， 不处于实行行为时点的预见可能性判断， 就是一种事后的或者不可
捉摸的主观模糊判断， 这违反了行为与责任同在、 行为与罪过同在的刑法基本原理， 难以令人信
服， 也可能无端造成过失犯处罚范围的扩大， 难以贯彻具有谦抑性、 适用严格谨慎的刑法一直强调
的过失犯例外处罚原则。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 否定过失犯实行行为的观点， 也不利于过失犯理
论内涵的长远发展， 不仅使得过失危险犯、 过失未遂犯的概念无法存在， 也导致在共同犯罪领域的
过失共同犯罪、 过失共同正犯等理论范畴难以拓展。 这对进一步完善过失犯理论体系、 丰富过失犯
的内涵和结构、 全面准确认识过失犯人为制造了不合理的障碍， 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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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陈兴良： 《纯正的过失犯与不纯正的过失犯： 立法比较与学理探究》， 载 《法学家》 2015年第6期。
譾訛 ［日］ 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总论》， 刘明祥、 王昭武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07页。
譿訛 陈家林： 《外国刑法理论的思潮与流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 第224页。
讀訛 [日] 松原芳博： 《刑法总论重要问题》， 王昭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213页。
讁訛 [日] 高桥则夫： 《刑法总论》 （第3版）， 成文堂2016年版， 第216页。
輥輮訛 [德] 贝林： 《构成要件理论》， 王安异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17页。
輥輯訛 陈兴良： 《阶层理论在过失犯认定中的司法适用》，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6期。

三、 过失犯实行行为肯定论的理论纷争与构成要件实质化判断

与过失犯实行行为否定论相对立， 过失犯实行行为肯定论则认为过失犯具有实行行为。 但是，
这种实行行为如何界定， 尤其是过失犯之实行行为是否具有独立于故意犯之实行行为的特殊性， 中
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 故意、 过失实行行为同一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 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和角色仅仅是责任阶层的责任要素， 是与故意并
列的犯罪的主观罪过要素， 这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和德、 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占据着优
势甚至支配性地位。 在我国传统的苏式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 只有犯罪过失的研究， 而没有过失
犯罪的研究， “因为在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视野中， 过失犯的客观要件完全没有独立的研究价值。
即使是对犯罪过失的研究， 也局限于对刑法规定的语义阐释， 未能形成深入的犯罪过失理论”。譽訛 从
德、 日三阶层犯罪理论出发， 过失犯与故意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两个层面是相同的， 仅在
责任阶层存在差别。 据此， 过失犯没有独立的或曰有别于故意犯的实行行为， 二者共用一个构成要
件。 认定过失犯及其与故意犯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对于反社会结果/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
度是过失， 从而在责任层面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可非难性和可谴责性， 由此确定刑法归责的可能
性和正当性。 坚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旧过失论。

基于 “违法是客观的， 责任是主观的” 立场， 旧过失论认为， 预见可能性是过失犯的责任基
础， 也就是说， 只要结果已经发生， 在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方面， 过失犯与故意犯并无
不同。 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 故意是对结果的认识、 预见， 而过失犯则是对结果的认识可能性、 预
见可能性。譾訛 因此， 旧过失论也称为预见可能性说。 旧过失论强调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预见可能
性， 确立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即结果预见义务。 “过失犯非难的根据在于， 行为人尽管能够认识、 预
见到犯罪事实， 但因为不注意而没有预见， 因而也就没有采取避免结果发生措施而导致结果发生。
换言之， 旧过失论是以结果预见义务为中心的过失论， 把因不注意而没有预见结果解释为过失的本
质。”譿訛 在此基础上， 责任非难指向法益侵害结果， 过失犯的违法性本质在于行为人懈怠履行结果预
见义务进而引起法益侵害。 从这一角度看， 旧过失论接近于法益侵害说，讀訛 是一种结果无价值论的
学说。讁訛 在日本刑法学者中， 旧过失论至今仍然是非常有力的观点， 平野龙一、 町野朔、 前田雅英、
山口厚、 曾根威彦、 内藤谦、 松宫孝明、 浅田和茂、 松原芳博等人持这一观点， 而且在日本司法实
务中影响较大。 在德国， 贝林、 李斯特等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輥輮訛 都把故意和过失视为犯罪成立的责任
要素， 在犯罪论体系的有责性阶层进行讨论。輥輯訛 实际上就是仅将过失视为责任要素， 认为过失实行
行为与故意实行行为无异， 否认过失实行行为有别于故意实行行为的独立性、 特殊性、 差异性。 我
国传统刑法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大体上含糊其辞甚至是缺乏深入研究的， 在论及危害行为这一客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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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杨春洗、 杨教先主编： 《中国刑法论》 （第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53页。
輥輱訛 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第64页。
輥輲訛 [日] 井田良： 《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 成文堂2005年版， 第114页。
輥輳訛 [日] 川端博： 《从疑问开始的刑法I》， 成文堂2006年版， 第108页。
輥輴訛 [日] 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 （第3版）， 成文堂2015年版， 第388页。

面构成要件时， 均未将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作出区分， 而是概括表述为 “表现人的犯罪心理态度，
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輥輰訛“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輥輱訛 诸
如此类的表述不一而足， 有意无意回避过失行为与故意行为的区分与差别， 本质上是将过失行为混
同于故意行为。

旧过失论及类似观点坚持故意过失实行行为同一论， 并进而确立过失犯的归责根据在于基于违
反结果预见义务的法益侵害结果产生， 虽然理解起来较为简便， 也易于司法实务判断， 但其存在的
问题却不容忽视。 具体而言：

一是仅仅因为引起法益侵害或曰产生受损的结果事实， 就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违法， 实际上
会产生一些不合理、 不妥当的结论。 例如， 交通违法事故中的行为人在照章正常驾驶过程中引发的
死伤结果， 旧过失论通过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进行责任判断， 在否定结果预见义务
的非难基础上， 从责任阶层排除了过失犯。 但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看来， 行为人的行为仍然满足构
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 即属于违法行为， 只是在责任阶层将其排除， 故而不成立过失犯。 但是将
行为人照章正常驾驶 （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前置法） 的合法行为也评价为刑法上的刑事违法
行为或曰犯罪行为， 显然是不妥当的，輥輲訛 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更难以为行为人和其他人日后的
行为选择提供可预测性和指引性。 从刑事处罚的角度来看， 也容易扩大犯罪圈和刑罚圈， 不利于人
权保障和实现公平正义， 特别是个案正义。

二是仅仅考虑法益侵害结果发生， 并将其归咎于作为结果发生原因的行为人主观上的 “内心要
素” 即过失心理态度， 完全没有考虑过失的 “行为” 性质，輥輳訛 实际上可能陷入结果责任、 主观责任，
本质上仍然是心理责任论范畴， 这对于过失犯的刑事归责和处罚范围都是不利的， 容易引发处罚的
合法性、 合理性与正当性质疑， 并引发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法治风险。

三是仅将过失作为责任要素看待， 并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与故意犯的实行行为完全混同， 合二
为一， 虽然形式上保留了过失实行行为存在的概念和空间， 但在事实上却有意无意抹杀了过失犯实
行行为的独立性与特殊性， 纯粹沦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的摆设，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从犯罪论体
系角度来看， 也将过失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与责任判断混淆， 这也使得立足于旧过失论的过失
犯容易进入刑法圈， 进而成为刑事处罚的对象， 遭到理论非议和司法实务担忧。 传统刑法理论在构
建犯罪论体系之初， 主要以故意犯为蓝本和模型， 未能深入研究和发现过失犯犯罪构成的独特性、
特殊性及其与故意犯存在的差别， 这也为过失犯与故意犯实行行为同一论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随着
刑法理论日益呈现体系化、 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在过失犯刑法归责法定化、 明确化、 限定化、 严谨
化的现实背景下， 原有的以故意犯为蓝本之犯罪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先天背景面临着挑战， 急需改变。

（二） 故意、 过失实行行为区分论

与将过失的位置与角色单纯限定为责任要素不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 过失不仅是责任要素， 还
是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两个犯罪阶层考察的对象， 是一种违法类型 （要素）， 而且是一种与故
意并列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因此， 过失不只是责任的问题， 同时也是违法性及构成要件的问题。輥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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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日] 松宫孝明： 《刑法总论讲义》， 钱叶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55页。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譿訛， 陈家林书， 第225页。
輥輷訛 参见前引讀訛， 松原芳博书， 第214页。
輦輮訛 李方超： 《医疗事故罪中医疗过失行为研究》， 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53页。
輦輯訛 何荣功： 《实行行为的分类与解释论纲》， 载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7年第3期。

过失犯需要进行独立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和违法性判断， 相应地， 过失犯具有实行行为， 而且这
种实行行为不同于故意犯， 同时也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如此一来， 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和有责性两个
阶层中， 存在双重的 “故意”， 即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责任的故意； 同样存在双层的 “过失”， 即构成
要件的过失和责任的过失。 在此基础上， 过失作为一种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也需要与之对应的客观
构成要件要素。 刑法理论上就将构成要件的过失与责任的过失予以区分， 分别开展研究。 这就打破
了旧过失论将过失仅限于对责任阶层的责任要素进行研究的理论局面， 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推进对
于过失犯本质的重新理解与过失实行行为的独立认定。

1. 新过失论
新过失论发轫于 “二战” 后，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影响， 特别是交通工具事故、 公害犯罪

等的影响。 在反思旧过失论的基础上， 新过失论应运而生并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基于 “被允许的
风险” 理论和 “信赖原则” 理论， 主张过失与心理过失定义无关， 而是以是否遵守了外部的结果预
防措施为基准的过失划定学说， 即 “新过失论” 得以建立。輥輵訛 新过失论摒弃了旧过失论结果预见义务
的立论出发点， 认为仅有行为人对于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并不能充实过失犯刑法归责的正当性， 应当
以结果避免义务为中心构建过失犯的归责结构。 新过失论提出， 即使有结果预见可能性， 但只要行
为人履行了结果避免义务就不成立过失犯。輥輶訛 由此， 过失犯认定从对主观注意上的结果预见义务的违
反为中心变为客观注意上的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为中心。 这种客观注意义务即结果避免义务的认定
依据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了社会日常生活中一般要求的结果回避行为即基准行为， 由此， 新过失论
也称为基准行为说。 从行为偏离作为社会准则的基准行为， 行为人没有采取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来
看， 新过失论将过失犯作为一种不作为犯看待， 而且从结果避免义务角度出发理解和认定过失犯，
事实上是规范违反说和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和体现。輥輷訛

在有责性层面， 新过失论依然赞同心理过失的主张， 将过失的心理方面作为考察行为人进行犯
罪行为时主观方面的要素； 在构成要件层面， 新过失论认为过失是一种客观化的违法要素， 是一种
违反了客观的结果回避义务、 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回避法益侵害风险的行为。 如此， 新过失论便将注
意义务解构为双层的结构， 并以客观侵害结果的回避义务为核心构建注意义务的内容和体系。輦輮訛 新
过失论不仅重视过失犯的结果无价值, 更强调过失犯的行为无价值。 新过失论将过失的重点从责任
论移入行为性质方面， 从而为认识过失犯实行行为提供了契机。輦輯訛 正是新过失论摒弃了单纯将过失
作为责任要素看待， 才使得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得以受到重视和重新发掘。 构成要件符合性中的过失
作为一种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需要对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即过失的实行行为， 让过失实行行为得
以在犯罪论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而且具有不同于、 独立于故意犯实行行为的内涵。 由于采取结
果避免义务为中心的过失犯本质理解， 行为人没有阻止危害结果发生在于没有采取结果回避措施，
没有谨慎注意和履行结果回避义务， 因而过失犯是怠于履行基准行为的不作为犯。 在日本， 持这一
观点的学者有大塚仁、 山中敬一等。 在我国， 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 例如， 陈兴良教授认为违反注
意义务的行为是否存在对于过失犯罪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区别不再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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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陈兴良书， 第310页。
輦輱訛 [日] 前田雅英： 《刑法总论讲义》 （第4版）， 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 第265-266页。
輦輲訛 [日] 山中敬一： 《法学院讲义———刑法总论》， 成文堂2005年版， 第191页。
輦輳訛 [日] 山口厚： 《刑法总论》 （第2版）， 有斐阁2007年版， 第227页。
輦輴訛 [日] 浅田和茂： 《刑法总论》 （补正版）， 成文堂2007年版， 第340页。
輦輵訛 [日] 桥爪隆： 《过失犯的构造》， 载 《法学教室》 2014年第10号。
輦輶訛 参见前引讁訛， 高桥则夫书， 第217-218页。
輦輷訛 [日] 井田良： 《变革时代中的理论刑法》，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54页。

主观上， 在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实行行为上亦存在差别。輦輰訛

但这一观点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是， 由于基准行为的内涵并不明确、 清晰， 因而， 如何认定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偏离社会基准从而判断没有履行结果回避义务就成了一个问题， 见仁见智的解读
导致评价结论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存疑。 在行政法领域已对行为人应当遵循和履行的行为规范做出规
定的情况下， 基准行为说可能沦为对前置法规范确立的行政守法义务的重复论证。 二是， 由于新过
失论将过失犯理解为不作为犯， 这不仅与故意犯中的不作为犯难以明确区分， 使得过失犯实行行为
的独特性难以展现， 而且 “相当于作为义务的结果避免义务在构成要件中没有规定， 所以过失犯的
构成要件是开放的构成要件”，輦輱訛 这就导致过失实行行为的内涵不够稳定、 明确和类型化、 定型化，
进而带来的问题就是新过失论本意在于纠偏旧过失论处罚范围过宽的弊端， 实际上可能偏离其限制
处罚范围的理论初衷和基点。

2. 新新过失论
新过失论虽然强调以结果避免义务为中心重构过失犯的本质， 但是其仍然没有放弃结果预见可

能性要素的判断， 而且结果避免义务的判断有赖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对结果的具体预见可能性。 有
鉴于此， 新新过失论， 又称不安感说、 危惧感说、 超新过失论， 为了回应社会公众对于影响范围
广、 危害特别严重的公害事件、 工厂企业灾难等未知危险领域的处罚需要， 在借鉴新过失论的基础
上， 提出行为人只要对结果的发生存在某种程度的 “危惧感” 即可成立过失犯。 该说由日本著名刑
法学者藤木英雄首倡， 仅在日本1955年发生的森永奶粉事件中予以运用， 并据此判定行为人成立业
务过失致死伤罪， 随后日本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均对此说持否定态度。 新新过失论虽然仍然以结
果避免义务为中心， 但更关注行为人对结果的抽象预见可能性， 这就使得新过失论意欲限制宽泛模
糊的过失犯处罚范围的过失犯处罚限制论之初衷转变为过失犯处罚扩张论， 从而会极端地扩大过失
犯的成立范围。輦輲訛 此外， 这种观点使得过失犯的处理接近于结果责任， 违反责任主义，輦輳訛 也违反个人
责任原则。輦輴訛 然而， 近年来随着理论的发展， 对于危惧感说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 日本学者桥爪隆
认为， 如果只要是赋予结果避免义务的契机即可的话， 就不会必然要求对构成要件该当事实存在具
体的预见可能性， 立基于此彻底贯彻新过失论的逻辑， 势必走向危惧感说。輦輵訛 高桥则夫认为， “构成要
件的结果， 并不为过失犯中的行为规范奠定基础。 因此， 即使没有对结果的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也可
能肯定过失犯的行为规范违反， 这种危惧感说的基本思路应该被评价为具有充分的理由”。輦輶訛 井田良
也认为， 只要肯定预见可能性的法益关联性， 就应当支持危惧感说。輦輷訛 由于新新过失论坚持与新过失
论一样的理论构造， 强调以结果避免义务为中心， 因此， 对于过失实行行为的肯定与新过失论是一
样的， 二者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性差异。 当然， 由于新新过失论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对结果的
抽象的预见可能性即可成立过失犯， 实际上也可能扩大了过失实行行为的范围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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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日] 山口厚： 《从新判例看刑法》 （第2版）， 付立庆、 刘隽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4页。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前田雅英书， 第272页。
輧輰訛 [日] 桥爪隆： 《过失犯的构造》，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16年第1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克劳斯·罗克辛书， 第715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克劳斯·罗克辛书， 第713页。
輧輳訛 参见黎宏： 《日本刑法精义》，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第89页。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前田雅英书， 第270页。

3. 修正的旧过失论
针对新过失论批评旧过失论， 旧过失论阵营中的一些学者予以回应、 修正， 由此形成了 “修正

的旧过失论”。 修正的旧过失论认为， 单纯将过失界定为责任阶层的责任要素是不够的， 过失同时
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应予考察的对象。 据此， 过失的实行行为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问题，
它扭转了旧过失论对于过失实行行为轻视和忽略的不足， 将过失实行行为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纳入考
察者的视野和范畴并予以重视和加强。 正如山口厚教授所言， 在立足于旧过失论立场的同时， 对过
失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作限定理解。輧輮訛 这里所谓限定的理解， 就是指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予以定型
化处理。 其通过 “客观性预见可能性的存在” 来限定过失的成立范围， 将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危险行
为作为过失的实行行为。輧輯訛 为了不让实行行为在当时的客观状况之下所预想到的危险被现实化， 在采
取了足以减少危险性的措施的场合， 因鲜有实质的危险性， 而得以否定实行行为性。 反之， 在具有
实质危险性的行为之危险性被现实化而发生了结果的场合， 就满足了过失犯的客观成立要件。輧輰訛 如此
一来， 修正的旧过失论也加入了过失实行行为肯定论、 故意过失实行行为区分论的阵营。

4. 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发轫于德国。 不同于传统刑法理论在故意犯基础上建立犯罪论体系， 其立基于过

失犯构建犯罪模型和犯罪论体系， 重新认识和解构了过失犯的内在机理和外在 （客观） 归责。 德国
刑法学者克劳斯·罗克辛认为， 客观归责理论的创立和意义主要是通过过失犯罪的检验与适用得以
体现： “过失性犯罪的构成要件， 只要其不包含一种额外的举止行为的说明， 就只有通过客观归责
的理论才能得到满足： 一个被归责于客观构成要件的结果， 就是过失所造成的， 不需要其他标准。”輧輱訛

客观归责理论通过创设 （制造） 法所不容许的风险、 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 构成要件的规范保护
目的 （作用范围） 三个要素进行归责判断， 其同样关注和肯定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罗克辛认为：
“过失是一个行为构成问题。 ……当归责于客观行为构成在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内， 以一种实现由
行为人创设的、 超过允许的风险而出现的危险为条件时， 这个结果就不是单纯借助条件理论， 而是
根据为一种过失的举止行为提供基础的标准被归责的。”輧輲訛 据此， 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与判断是构成
要件阶段的问题， 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传统刑法理论所坚持的过失是责任阶层的责任要素之观点。 而
且， 客观归责理论借助于法秩序目的这一出发点， 通过实质判断的手段， 意图为构成要件中的行为
包括过失实行行为提供判断的依据。 “从合理限定过失犯的处罚范围的角度出发, 还是要以实质的危
险评价的角度为基础， 确定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輧輳訛 从这一点上看， 客观归责理论实际上意图借助过
失实行行为限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

5. 小结
结合日本学者前田雅英针对过失犯理论发展所做的总结图表，輧輴訛 笔者从过失实行行为角度出发对

其进一步补充完善为下表 （表1）：

36· ·



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刑法争议与规范判断

輧輵訛 对于客观归责理论中的注意义务的判断， 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 有观点指出， 客观归责将实行行为的认定固定于特定的条
件之下， 通过具体情景的考察做出判断， 而注意义务的界定则易使人产生根据抽象的危险加以归责的误解， 从而扩大构成
要件行为的成立范围。 参见高洁： 《过失犯罪实行行为研究》， 载陈兴良主编： 《刑事法评论》 第20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430-431页。

综上， 在过失犯是否具有实行行为的问题上， 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的观点对立， 总
体而言肯定论占据主流地位。 在肯定论阵营内部， 围绕过失实行行为是否独立于故意实行行为问
题， 大体而言存在同一论和区分论的争议， 这一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与经济社会变迁背景下过失犯的
理论发展、 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及对过失犯本质的理解差异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
联系。 对此， 笔者赞同过失实行行为肯定论， 而且认为过失犯具有独立的、 不同于故意犯的实行行
为， 亦即支持故意过失实行行为区分论。 过失实行行为的判断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重要的， 同时
也是可能的、 现实可行的。 过失犯的逻辑结构和犯罪机理以及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占据的特殊位
置、 扮演的双重角色， 都从形式的外观和实质的内涵两个层面决定了过失实行行为在过失类型犯罪
中所具有的不可回避的考察必要性和深究的重要性， 故而， 在过失犯的规范判断过程中必须明确过
失实行行为这一要素判断的独立性、 不可或缺性和理论价值。 过失实行行为不仅在逻辑上是独立于
结果的， 而且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纯粹立基于结果的结果责任和主观归责思路的新的归责模式和归责
思路， 即立基于过失实行行为所产生的归责视角和路径———行为责任、 客观责任。 而且伴随过失犯
的实行行为从模糊化走向类型化、 定型化， 这一发展历程必然伴随过失实行行为判断的 “转型与升
级”， 即单纯停留在从客观上的注意义务违反和主观上的疏忽大意、 过于自信这一表面的形式判断，
转向探寻背后予以刑法规制和刑事处罚的过失实行行为危险性 （危害性） 这一本质的实质判断。 在
此基础上， 考察和认定过失实行行为危险性 （危害性） 这一本质不仅需要根据案件事实做立基于此
的事实判断， 还要据此进行更为深刻和重要的实质考察和规范判断。 如此， 过失实行行为判断融合
包含了表面事实性和实质规范性的双层次判断模式和路径。

过失犯 旧过失论/预见
可能性说 新过失论/基准行为说

不安感/危惧感说
（新新过失论/超新

过失论）
修正的旧过失论 客观归责理论

1. 体系论 责任要素 责任要素+违法要素+
构成要件要素

责任要素+
违法要素+

构成要件要素

责任要素+构成要
件要素 构成要件要素

2. 注意义务 以预见义务为
中心 以避免义务为中心 以避免义务为中心 预见义务+避免义务 创设 （制造） 法

所不容许的风险

3. 预见可能性 具体的 具体的 （抽象的） 不安感 具体的
具体的

↓
抽象的輧輵訛

4. 处罚范围 ——— 限制 扩大 限制 限制

5. 理论基础 法益侵害说；
结果无价值

规范违反说； 行为无
价值

规范违反说； 行
为无价值

法益侵害说； 结果
无价值

行为无价值二元
论

6. 过失实行行为 肯定论；
同一论

肯定论；
区分论

肯定论；
区分论

肯定论；
区分论

肯定论；
区分论

表1： 过失犯理论总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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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高洁文。
輧輷訛 [日] 大谷实： 《刑法总论》， 黎宏译，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0页。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高洁文。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輧輵訛， 高洁文。

四、 过失实行行为判断标准与规范界定

坚持过失实行行为肯定论、 区分论， 面临的疑问是： 过失实行行为能够类型化、 定型化吗？ 应
当看到， 过失实行行为命题的提出虽然较之故意实行行为晚， 但仍然承载了一定的学术关注和研究
使命。 它之所以在相当理论研究周期内都没有成为学术富矿和讨论焦点， 且有意无意被忽略、 回
避， 进展迟缓、 深度有限，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类型的宽缓性难以定型， 只能通过过失
心态或者危害结果来间接界定。輧輶訛 对此， 中外刑法理论存在不同的看法， 这实际上与过失犯的理论发
展以及对过失犯归责结构的差异化理解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制约关系。

（一） 过失实行行为判断标准的理论争议

1. 注意义务违反说
无论是旧过失论还是新过失论， 抑或是新新过失论和修正的旧过失论， 实际上都围绕着注意义

务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展开理论阐述。 然而， 何为注意义务， 各种观点见解不一。 旧过失论和修正的
旧过失论认为， 注意义务是指行为人立基于结果预见可能性的结果预见义务； 新过失论和新新过失
论认为， 注意义务是行为人本有可能采取措施避免结果发生的结果避免义务。 从注意义务出发， 过
失实行行为被理解为行为人怠于履行或曰违反注意义务， 是谓注意义务违反说。 据此， 行为人没有
履行客观上被要求的注意义务而实施的一定的作为和不作为是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輧輷訛 但由于各方观点
对于注意义务的内容、 对象、 判断标准等存在不同理解， 因而无法就过失实行行为取得一致见解。
在旧过失论特别是修正的旧过失论看来， 过失实行行为是对于结果发生具有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危险
行为， 也即行为人在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基础上怠于履行结果预见义务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这种
危险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 新过失论则认为， 根据社会基准行为及其规范准则的要求， 过
失实行行为就是偏离了社会基准行为而没有采取结果避免措施的不作为。 从本质上看， 该说将注意
义务违反界定为过失犯的本质和过失实行行为， “试图通过将注意义务规范化、 具体化而构建出一
个标准行为， 将偏离这一实体的行为定义为过失实行行为”。輨輮訛 这种学术努力方向应当予以肯定， 不
仅可以将过失实行行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予以相应的具体化、 明确化以契合行为主义和罪刑法定
主义， 使其可视化、 具有可操作性， 也使得对于标准行为的把控与遵循成为社会公众的行动指引而
具有切实的行为预测、 指导价值。 但不容忽视的隐含问题在于其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而使得不
同甚至相同案情事实中的过失实行行为评价存在不尽协调一致甚至违反公平正义的结论， 且容易从
单纯的事实表面进行判断， 而忽视甚至掩盖对于过失实行行为危险 （害） 性的实质判断， 造成并非
合理妥当的结论， 引发对个案正义的疑问或造成处罚不均衡性。

2. 客观归责理论视野下的过失实行行为
有别于传统刑法理论奠基于故意犯的基础模型， 从过失犯逻辑结构和犯罪模型作为建构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客观归责理论对于过失实行行为自然有不一样的认识和判断， 其认为过失的实行行为应
当被界定为创设具有实质危险或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 并通过判定结果可否归责于该行为来认定其
是否具有实行行为性。輨輯訛 客观归责理论基于对注意义务违反说的反思和批评， 有一些新的认识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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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过失实行行为的评价和认定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 更是一个规范判断、 法律判断， 因此仅从
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难以真正确立过失犯实行行为， 也难以定型化和明确化， 必须转向实质判断和
规范归责的模式和思路。 二是将虽然违反注意义务但却不存在引起法益危害结果的危险行为排除在
构成要件之外， 才能使得过失实行行为的内容不至过于宽泛和不合理， 意图限制过失犯处罚范围的
目的才能尽早达到， 这一目标的要求使得对构成要件中的过失实行行为判断必须尽力实现尽早出
罪， 从而体现人权保障。 三是违反注意义务立足于行为无价值论， 过于强调过失实行行为的独立性
特别是其与结果之间的被决定与决定关系， 但是这一点是不够的。 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 过失实行
行为的判断实际上与结果存在千丝万缕、 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缠， 绝对的对立二者甚至孤立二者使其
成为老死不相往来、 互无瓜葛的两大范畴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难以实现的。 结果的后发性与受制于行
为的因果关联性都决定了过失实行行为的判断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结果， 结果仍然具有对于行为认定
无法切断的内在制约作用，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具有被结果决定的属性， 因而不能完全在切除结果的
条件下单独判断过失犯实行行为。

（二） 过失实行行为界定的理论思考与规范判断

在过失实行行为问题上，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不同于其他刑法问题所处的存量研究阶段，
对过失实行行为的研究还处在一个增量发展阶段。 结合前述对于过失犯实行行为命题所做的学术史考
察，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和判断， 这可以为我国刑法学界过失犯实行行为理论研究指明一些方向：

一是， 过失犯实行行为命题的提出首先在于明确了过失犯与故意犯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位阶差
异， 使得过失犯不再沦为故意犯的附庸， 而能够独立于故意犯， 成为更需要探索的学术研究富矿领
域和新的理论增量产生地。 传统刑法理论忽视或回避二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层面的差异， 导致过失
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故意犯的从属地位， 过失犯的独立性无从彰显， 更妄谈过失犯实行行为。
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 单纯停留在主观责任层面的过失犯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过失犯罪激增
的现实， 也时常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 因此， 应当肯定过失同时存在于不法和责任判断阶层的 “双
重结构”， 将很多过去作为 （责任） 过失处理的问题， 提前到不法阶段判断， 不法层次的过失判断
和责任形态的过失判断必须分开进行，輨輰訛 从而为过失犯的认定提供更为坚实、 全面、 合理、 妥当的理
论根基。 当然，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过失犯逐渐受到重视不免受到经济社会变迁特别是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发展带来的 “多米诺骨牌” 连锁效应传递的动力影响， 但在理论研究层面也需要研究者的理
论自觉意识萌醒。 因而， 传统刑法理论关注的重点应当逐渐向过失犯领域靠拢、 侧重和倾斜， 这不
仅是时代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更是研究者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与独立、 深入、 体系性思考的
逻辑思维所决定的。

二是， 过失犯实行行为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性命题提出， 而应成为一个亟待深度挖掘的学术
富矿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需要传统刑法理论研究目光的转移， 研究思路的转型， 研究步伐的持续跟
进、 深度关注和深耕细作， 这实质上也是过失犯构成要件本身的开放性、 柔软性、 缓和性等特点的
体现。 过失犯作为一种以特定结果出现为标准的既遂形态犯罪模型， 其实行行为难以界定实际上与
过失犯天然的标签即构成要件开放性、 模糊性存在密切联系， 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到现代信
息网络社会更是突出反映了这样一种特质。 虽然困难较多， 但是行为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坚持的行
动预测可能性准则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归纳提炼一种相对规范的判断标准， 以供行为人参酌和社会公

輨輰訛 周光权： 《客观归责与过失犯论》， 载 《政治与法律》 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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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作为行动指引， 以契合行为与责任 （罪过） 同在的刑法原理。
三是， 受制于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开放性， 过失实行行为界定的理论标准必然是带有一定的抽象

性的归纳、 概括与提炼得出的结论， 这其实也是过失犯中具有普遍性、 共性的一般罪名如过失致人
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 （或者刑法中如果存在的话， 立法者应当命名的是 “不注意罪”） 与具体
的过失犯罪如过失爆炸罪、 过失投放危险物品罪等所共有的 “最大公约数”。 据此需要明确两点：
一者，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与解释不断走向实质化、 规范化， 同时必要的是去道德化、 伦理化、
神秘化， 而不断接近可见、 透明、 科学、 有共识的理论底色和规范要求。 二者， 过失犯实行行为的
判断在取得共识与规范性要求的基本模型与品格以后， 还需要结合案情做第二层次的进一步的具体
分析， 因为过失犯本身不仅仅要求过失行为的存在， 还需考察特定的结果， 如果结果不出现， 虽然
过失犯不能成立， 但并不意味着刑法或者立法者默许或容忍这种行为， 更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是无害
的。 如此， 过失犯实行行为才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定型化效果， 同时也给行为人以特殊预防和现实威慑，
并对其他社会公众特别是潜在的行为不注意者提供行为指引、 选择预期， 从而发挥一般预防效果。

综上， 在支持过失犯实行行为肯定论的同时， 过失犯实行行为必须脱离故意犯实行行为的藩
篱、 从属和依附进行相对独立的判断 （之所以不是完全独立于故意犯实行行为， 是因为二者在某些
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并非绝对对立， 下文将会详述）。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同样需要在事前予
以相应的明确， 以发挥法律与裁判带来的预测、 指引、 评价等功能， 并指导行为人和其他社会公众
的行动选择， 而不会单单局限于未出现结果的运气、 意外等情形所带来的侥幸 “脱法”， 从而使得
时刻保持适当注意而不实施或者避免出现过失犯实行行为， 成为全体社会公众共同遵循的行为选择
和共识规范。 相应地， 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判断由于本身天然存在的开放性、 抽象性， 在规范判断层
面有其极限而不可能绝对具体化， 否则其所具有的理论涵盖性、 规则指引性、 效力普遍性将大打折
扣。 过失犯实行行为从故意犯实行行为中脱离并相对独立出来， 并不意味着其就天然具有自己的定
型， 而存在一个不断从依附走向独立， 从形式判断走向实质判断、 规范判断而又不能完全脱离案情
语境的独特属性。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 过失的概念、 过失犯认定的逻辑思维、 过失犯的性质
界定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到现代法治规范视野下的规范论的转变过程， 只有从规范的
视角才能真正把握过失犯的独特内容。輨輱訛

综合考察并认真审视前述各种观点， 笔者认为各有优劣， 这和这些理论各自的出发点与理论基
础存在紧密制约关系。 如果立足于规范违反说， 坚持行为无价值论， 实际上意图在行为人行为时的
事前或事中确立进行刑法归责的举止， 这不仅有助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 发挥具体的
行为预测和指引功效， 使得刑法尽早介入行为导致后果的进程以改变行为方向， 减轻、 降低甚至回
避可能引发的危害后果， 实现特殊预防， 而且对于其他社会公众而言， 也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具体的
行为模型， 从而保持对于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 进而提醒自己保持必要的甚至高度的注意， 指引自
己的行为选择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从而实现一般预防。 特别是将过失实行行为理解为违反结果
回避义务的新过失论和借鉴这一思路的修正旧过失论， 在其框架下， 通过整理行政法规范或者积累
司法判决， 推动刑法上注意义务的类型化， 不仅使得刑法要求一般民众遵守的行为准则明确化， 有
利于保障民众的预测可能性， 而且能够引导一般人避免实施侵害法益的行为， 通过积极的一般预防

輨輱訛 陈兴良： 《过失犯的规范构造： 以朱平书等危险物品肇事案为线索》，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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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法益的保护。輨輲訛 如果立足于法益侵害说， 坚持结果无价值论， 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受制于结果，
结果的发生与否仍然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和制约对于实行行为的判断，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实行行
为独立性的价值， 而且这一观点更多地是从事后的角度进行判断， 很有可能将行为人行为当时无法
认识的素材加入事后判断范围， 造成归责失当； 同时难以在事前为社会公众提供行为预测和行为指
引。 对此， 笔者认为， 过失的实行行为判断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 也是一个法律评价意义上的规范
判断； 不仅需要做形式判断， 也需要做实质判断。 相应地， 过失犯的成立不仅要考虑到结果的出
现， 也要重视对于过失实行行为的考察和判断， 实际上考察过失实行行为结果的形式化动作， 背后
本质就是对过失实行行为危险性的肯定、 具化、 体现和重申， 二者从不同角度、 时点、 层面考察过
失犯成立， 作为构成要件都不可或缺。 立足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结果与行为并重的二元论
立场， 过失实行行为应当同时从形式的事实层面和实质的规范层面进行双重形塑， 继而提炼、 归纳
而被界定为： 违反注意义务且具有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

结合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 并没有对过失行为的具体描述， 而是一般性地规定为可能发生
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 即使是在刑法分则条文中， 对过失行为也往往采用空白规定的方式， 只是规
定为违反行政法规，輨輳訛 这反映出并进而导致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过失行为的判断标准缺乏定
型性与明确性， 而且这种集中于主观要素之认识内容与认识程度差异的过失分类本质上仍然属于存
在论的事实思维， 无助于过失实行行为的界定， 也对过失犯的规范构造与过失实行行为的规范判断
难以奏效。 借鉴故意犯的行为构造， 可以从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分、 纯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纯正的
不作为犯这一思路出发延伸出去， 将过失犯分为纯正的过失犯和不纯正的过失犯： 前者是指某种犯
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不可能由故意构成， 后者是指某种犯罪既可能由过失构成又可能由故意构成。輨輴訛輨輵訛

结合我国刑法规定， 不纯正的过失犯居于多数。 纯正的过失犯相对较少， 主要有交通肇事罪、 危险
物品肇事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等22个罪名。輨輶訛 对此， 应当区分纯正过失犯与不纯正过失犯两
种过失犯类型， 分别予以分析。 由于不纯正的过失犯有与其规定一致的故意犯罪相对应， 且二者的
罪状描述基本相同， 因此， 二者共用同一构成要件， 具有相同的实行行为。 对于不纯正的过失犯之
实行行为界定， 可以采取与故意犯之实行行为相同的规定， 这样并无不妥， 而且， 此时将对应的过
失犯与故意犯的构成要件行为作不同解释， 并无实际意义。輨輷訛 更需关注的主要是纯正的过失犯； 其实
行行为如何界定， 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 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形下， 过失的构成要件行为与故意犯的
构成要件行为仍然相同，輩輮訛 但笔者对此难以赞同。 纯正的过失犯由于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故意犯， 因
此其实行行为无法参照故意犯认定， 定型化程度较低，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既然本身就不存在作为
参照对象的故意犯及其构成要件行为， 更难谓二者等同， 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 对此， 笔者认为，
需要进一步区分为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两种情形分别讨论。 但无论哪种类型， 都必须进行形式判断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井田良书， 第123页； 周光权： 《结果回避义务与交通肇事罪———兼论与客观归责论无关的过失论》， 载刘明祥
主编： 《过失犯研究———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337页。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陈兴良文。
輨輴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兴良文。
輨輵訛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罪名可能是同一罪名， 如食品监管渎职罪， 包含了食品监管的滥用职权 （故意） 与玩忽职守

（过失） 两种行为； 也可能是不同罪名， 如不纯正的过失犯之放火罪 （故意） 与失火罪 （过失）。
輨輶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兴良文。
輨輷訛 张明楷： 《论过失犯的构造》，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5期。
輩輮訛 参见前引輨輷訛， 张明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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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质判断的双层次规范判断。
对于普通过失类型的纯正的过失犯，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义务复杂多样， 且不具有成文性和

类型化特征，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新过失论的基准行为说中的合理成分， 对于违反必要的注意义务、
偏离社会一般规范的行动基准行为作为第一步的形式判断； 然后进行该行为是否具有实质上不被允
许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实质判断， 从而确立实行行为。 陈兴良教授认为， 过失犯和间接故意犯罪
一样， 在结果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其行为不具有犯罪性， 因而不存在脱离结果的实行行为。 换言
之， 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具有被结果决定的属性。輩輯訛 亦即， 其认为还需要考察过失犯的结果实现来确认
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 笔者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过失实行行为的独立性价值和研究必要
性， 事实上也可能阻碍和限制过失犯的理论发展， 导致过失犯局限在过失结果犯范畴， 导致过失行
为犯、 过失危险犯甚至过失未遂犯没有容身之处。 实际上， 这一判断可以通过信赖原则和被允许的
危险原理予以解决。

对于业务过失类型的纯正的过失犯， 既包括一般的业务领域， 也包括职务领域， 主要发生于事
故型过失和渎职型过失犯罪。 在业务型过失犯的认定中， 对于过失实行行为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对过
失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之结果避免义务的判断， 而这实际上不仅要对形式上的违反行政前置法的行
为进行形式判断即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判断， 还应当对其进行实质判断， 也就是进行危险性的判断。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落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輩輰訛 借鉴客观归责理论对于风险判断所提出的制造法所不允
许的风险作为判断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质标准之思考径路， 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界定为实质上不被允
许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是合理、 妥当的。 笔者认为， 违反包括内部操作规程守则在内的行政
法等前置法规范确立的义务准则和要求是第一步的形式判断， 然后进行是否具有实质上不被允许的
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实质判断。 在进行第一步形式判断时， 由于专业领域的业务过失与日常生活领
域的普通过失不同， 前者更具专业性、 规范性、 定型化特点， 因而只要行为人违反相关行政法等前
置法规范确立的注意义务要求即可认定其违反刑法上的注意义务。 但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法规范上的
义务和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在范围、 性质上均有不同， 但也存在相同之处： 前者的危险防止义务是以
定型的危险为前提而课予一般人的义务， 后者则是以个案事态为前提而课予 （处于行为人地位的）
一般人的义务。輩輱訛 亦即，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要求可以成为刑法上判断注意义务的素材、来源和依据，
但仍要区分情形予以不同处理。 对此， 在认定业务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的时候， 不能径直将违反行政
法规的行为一概不予区分或不区分违反行政前置法的程度差异， 直接等同于业务过失犯的实行行
为， 而应在形式判断的基础上进而从关联性、 归因性、 危险性三个方面进行实质考察， 从而确定相
应的过失实行行为。輩輲訛

第二步判断则是进行是否具有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实质判断。 对此， 有论者
认为需要区分该行政法规范确立的义务是否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做出类型化处理： 一是违反不以
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 该类行政法规范如为保护行为人而设置的规范；
单纯为确保行政管理而设置的规范， 由于不可能引起具有实质危险性的法益侵害危险， 因而不能认
为是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 更难以谓之为过失实行行为。 二是违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

輩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兴良文。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陈兴良文。
輩輱訛 王海涛： 《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2期。
輩輲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陈兴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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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刑法争议与规范判断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Whether�a�negligent�offender�has�an�act�of�execution,�in�theory,�there�is�a�contradiction�
between�the�negative�theory�and�the�affirmative�theory.�At�present,�the�affirmative�theory�has�an�
advantage.�In�the�affirmative�camp,�there�are�controversies�between�the�theory�of�identity�and�the�
theory� of� distinc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negligent�
offenders� and� the� criminal� structure� and� essential� elements� of� negligent� offen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of�academic�history,�it�can�be�clarified�that�the�proposition�and�definition�of�negligent�
offense's�conduct�behavior�is�essentially�the�result�of�the�openness�and�substantive�interpretation�
of�the�constitutive�elements�of�negligent�offense,�and�it�is�a�process�of�continuous�substantiveness�
from� formal� judgment� to� normative� judgment.� Based� on� the� dualism� standpoint,� the� negligent�
conduct� can� be� defined� as� a� violation� of� the� duty� of� care� and� an� act� that� is� substantially�
impermissible�and�causes�the�risk�of�infringement�of�legal�interests.�At�the�same�time,�two�types�
of�negligence� should�be�distinguished�between�pure�negligence�and� impure�negligence,�and� the�
general�negligence�and�business�negligence�should�be�combined�to�analyze�separately.

Key Words: Negligence;� Performing� Act;� Pure� Negligence;� Impure� Negligence;� Substantive�
Judgment

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 该类行政法规范如为避免法益遭到侵害而设置的规范； 当初为确保行政管
理而设置， 但已转化为具有避免法益侵害效果的规范。 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必要的
或不足的， 则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 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不必要的、 可替
代的， 或者会起消极作用， 则不违反刑法上的注意义务。輩輳訛 笔者认为这一思考方向和逻辑思路是正确
的、 可行的， 值得肯定和参考。 如果行政前置法规范确立义务的履行仍不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根据合义务性替代行为原理， 则不属于过失实行行为， 不成立过失犯罪。 因为， 如果存在即便是履
行了注意义务仍然会发生结果的状况， 则该注意义务是意味着从事后而言对于该结果的防止没有帮
助， 而因该注意义务的违反所创出的危险， 实质上是在被允许的危险范围之内，輩輴訛 或曰没有超出被允
许的危险范围容忍极限， 或至少不悖于被允许的危险， 亦即不具备实质上不被允许的引起法益侵害
的危险。 据此， 在过失犯认定中， 特别是在过失犯实行行为的具体判断中， 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
则仍然存在适用的空间和合理性， 而且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的判断， 本质上是构成要件的实质
化判断过程， 也是过失犯归责结构中从事实判断走向规范判断的思路体现， 应予肯定和坚持。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輩輱訛， 王海涛文。
輩輴訛 [日] 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 （第2 版）， 成文堂2008 年版， 第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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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譹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 （四）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

版， 第321页。

论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构建

冯德淦 *

内容提要： 责任保险中如何协调被保险人和受害人的利益， 一直以来都是实践中的难题。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理论界许多学者主张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但是该请求
权的构建又受限于传统民法理论。 通过对规范和裁判的梳理， 可以发现我国一直区分强制
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进行请求权构造， 在强制责任保险中肯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而在自愿责任保险中则相对较为模糊。 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利第三人合同说、 并存债务承担说和法律特别规定说。 前两种学说在解释上并不具
有正当性， 法律特别规定说也只能解释强制责任保险。 受害人救济权利的构造应当区分强
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 前者的受害人享有实体上的直接请求权， 后者的受害人仅享
有程序上的特别代位权。
关键词： 责任保险 直接请求权 债权人代位权 分离原则 法政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５.004

一、 问题的提出

责任保险理赔时， 涉及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主要牵涉被保险人、 保险人
和受害人三方主体的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时， 如果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 受害
人的损失将因此得到救济， 此时被保险人再根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主张赔付即可。 但在实践中， 被
保险人有时没有履行对受害人的赔偿义务， 也没有要求保险人向受害人进行赔付， 此时受害人是否
可以向保险人直接主张保险金？ 更进一步， 在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仍未明确之时， 受害人
是否可以直接起诉保险人， 将相关争议一并处理？ 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理论和实务争议。 现行 《保险
法》 第六十五条相较于2002年 《保险法》 第五十条， 除了继续明确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保
险人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外， 还确立了其他两条能够在受害人和保险人之间直接产生联系的
途经， 一条是按照被保险人的请求， 保险人应当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 另一条则是被保险人怠
于请求的， 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譹訛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出台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于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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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温世扬： 《“相对分离原则” 下的保险合同与侵权责任》， 载 《当代法学》 2012年第5期。
譻訛 参见贾林青： 《交强险需要确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载 《法律适用》 2014年第10期。
譼訛 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宁民终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

称 《保险法司法解释（四）》） 第十五条对《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中的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进
行了阐释， 认为只要赔偿责任确定之后， 被保险人不履行赔偿责任， 受害人在此时已经单独起诉保
险人， 或者一并起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 而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向保险人提出请求的， 就可以认为是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由此来看， 除了程序上的特殊操作之外， 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似
乎已经呼之欲出。 传统理论严格贯彻保险合同关系和损害赔偿关系二分的做法， 我国主流学说也仍
然坚持保险合同和侵权责任 “相对分离原则”。譺訛 而实践中为了进一步保护受害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
尝试， 试图构造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但该愿景又受到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制约。 有鉴于
此， 下文从规范与裁判的整理出发， 在反思现有学说理论的基础上， 以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
险二分为前提， 重新反思受害人救济权利构造的模式。

二、 规范的沿革和裁判的梳理

（一） 法律规范的沿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受害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承保客体的保险， 当保险事故发生之
时，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履行保险金给付义务， 一般情况下是保险人向受害人直接履行， 当且仅当
自己已经履行了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之时， 被保险人才可以请求保险人向自己履行保险金给付义
务。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义务并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保险金给付义务， 而
应当理解为对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义务， 即以免除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为目的。 根据法律
对该项责任风险的投保自愿性要求的不同， 一般将责任保险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 就
法律规范关于受害人救济权利的规定而言， 主流观点认为保险法针对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
的态度， 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分别是区分阶段和统一阶段。 早期严格区分不同保险背后的
价值基础， 因而有区分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的传统， 新近伴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 责任保险的价
值基础也开始统一， 在受害人的保护上责任保险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首先是区分阶段。 在这一阶段， 针对强制责任保险， 虽然规范性文件在文义表达上略显模糊，
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具有直接请求权。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三
十一条第一款强调， 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时， 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也可以直接向受害
人赔偿。 解释论上有学者认为， 该规定赋予了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因而可以认为受
害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譻訛 除此之外，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 实践中裁判者认为该条也赋予了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譼訛 针对自愿责任保险， 在这一阶
段从总的趋势上来看， 我国采纳了分离的原则， 并不认可自愿责任保险中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
求权。 除了在某些特别法中承认了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如1996年施行的 《民用航空法》 第一百六
十八条第一款、 2000年施行的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等， 《保险法》 在制定之
初并没有承认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即便到了2002年 《保险法》 修订之时， 第五十条也仅仅规定了
保险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 合同约定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 自然

论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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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郭萍、 武利海： 《论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行使》， 载 《法学杂志》 2012年第9期。
譾訛 于海纯、 傅春燕： 《新保险法案例评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3页。

可以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但是不能据此认为 《保险法》 认可了受害人法定的直接请求权。 此
外， 在商业保险的相关规定上， 除了少有的一些特别法， 法律并没有一般性明确受害人的直接请
求权。譽訛

其次是统一阶段。 在2009年 《保险法》 修订之后， 立法实践、 理论观点都呈现出统一的趋势，
倾向于责任保险中无论是强制责任保险还是自愿责任保险， 受害人均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就
强制责任保险而言， 如果说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是强
调了保险人的选择权， 将之解释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还有些牵强， 那么2012年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道路交通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十六条则就受害人同时起诉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情形作了规范， 明确在受害
人同时起诉被保险人 （加害人） 和保险人之时， 原则上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向受害人进行赔
偿， 没有得到赔偿的部分再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来赔偿， 最后才由被保险人来进行赔偿。
司法解释虽然没有表明受害人可以直接单独向保险人主张赔付， 但是却通过程序规定的方式， 赋予
了受害人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诉权。 再者， 关于自愿责任保险的规定， 2009年 《保险法》 修订之
时， 相较于2002年 《保险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 在第六十五条新增了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之时的
规定并且认为此时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 解释论上， 许多学者认为该款的规定， 确
立了自愿责任保险中受害人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譾訛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保险法司法解释 （四）》 进一步推进了自愿责任保险和强制责任
保险的统一进程。 其中第十五条对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中的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作了进一步解
释， 设定了四个前置条件， 分别是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应负的赔偿责任的确定、 被保险人不履行赔偿
责任、 受害人已经起诉保险人或者同时起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 以及被保险人仍未向保险人提出请
求。 该规定虽然仍与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十六条存在一定差异， 但在被保险人不履行
赔偿义务且未要求保险人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之时， 最终的处理上， 都肯定了在受害人起诉保险
人和被保险人之时， 保险人应当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 因而， 随着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 我国司法
实践针对责任保险中受害人和保险人的关系处理逐步开始统一， 认为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
张保险金给付。

（二） 司法裁判的梳理

许多学者致力于构建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为该项直接请求权寻找法理依据。 然而在司法实践
中， 伴随着司法解释的推进， 上述学理讨论并没有带来裁判上的统一。 对近几年责任保险的裁判稍
加梳理， 可以发现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在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中仍然呈现出不
同的发展态势。

一是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裁判。 由于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在实践中较具代表性， 本文关于强
制责任保险的分析， 如无特别说明原则上以交强险为例证。 实践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原则上应当
由被保险人向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提交材料进行理赔， 除一些索赔申请书、 机动车和本人的相关
证明、 财产损失证明和费用证明之外， 主要是交通事故的证明材料， 该种证明材料一般表现为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是法院的相关判决书和调解书。 如果被保险人不予以配合， 根据《机动车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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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8） 新23民终389号民事判决书。
讀訛 相关法院的做法可参见刘丹： 《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能否直接起诉承担交强险责任的保险公司》， 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网：

http: //keltl.xj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16， 2021年1月20日访问； 陈敏新：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能否只起诉保险公司？》，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http: //hnyyz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4/06/id/1312119.shtml， 2021年1月20日访问。

讁訛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苏09民终2372号民事判决书。
輥輮訛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连商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参见应泽栓、 周彦丽： 《交强险与承运人责任险并存时的赔偿》， 载 《人民司法·案例》 2014年第24期。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受害人携有上述事故证明材料， 强制责任保险
人原则上也都会予以理赔。 例外情况下， 针对受害人的理赔请求， 保险人如果不予以赔付， 相关理
由无外乎如下两种： 一是已经向被保险人予以赔付， 认为自己不应当再向受害人进行赔付， 二是认
为受害人所提交的材料存在瑕疵， 不符合保险公司的理赔规定。

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予以赔付是否可以拒绝受害人赔付请求？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规定：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 保险人不得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司法实践中也严格遵循了该条， 如在判决中， 法院就认为 “第三者有权要求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保险理赔款， 故上诉人虽然已将保险理赔款支付给被保险人， 但并不
免除其对第三者的赔偿义务”。譿訛 因而， 司法实践肯定了即便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的情况下， 受害人
仍可以直接向强制责任保险人主张赔付。 就保险人认为受害人的材料不符合理赔规定， 因而拒绝受
害人赔付请求的情形， 如果受害人的理赔材料尤其是事故证明确实存在瑕疵， 可以补正， 补正之后
再进行理赔。 如果受害人认为自己的材料没有瑕疵， 根据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十六条
的规定， 受害人可以起诉被保险人和保险人， 一旦受害人的主张成立， 保险人处于第一顺位需要进
行赔付。 司法实践中基本遵循该种处理方式。 同时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二十五条还强
调， 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应当将交强险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 该条强调了在受害人起
诉被保险人之时， 应当将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 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 如果受害人仅起诉保险人，
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实践中许多法院认为应当受理， 其主要依据是类推适用 《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 （同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六条）， 根据第五十三条如果被保险人逃逸的， 受害人
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付， 对该条进行类推， 即便不是被保险人逃逸的情形， 受害人也可以直接
起诉保险人， 此时加害人 （被保险人） 较为明晰， 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讀訛

二是关于自愿责任保险的裁判。 与强制责任保险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统一不同， 自愿责任保险
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作法。 面对受害人的直接起诉， 许多保险人会提出主体不适格的抗
辩， 如有判决中保险人就表示 “受害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侵权关系，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合同
关系， 两份关系不能同时起诉， 而且受害人和保险人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 因而保险人不应对受害
人进行赔偿”。讁訛 法院针对保险人提出的抗辩， 一般会有三种做法： 一种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具有无
条件的直接请求权， 另一种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具有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 还有一种则认为受害人
对保险人并不享有直接请求权。

司法实践中对于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支持的判例较多， 如有判决认为 “依据 《保险法》
第二条规定， 受害人仇某某、 卞某某有权向人保江苏省分公司主张权利”。輥輮訛 有的司法裁判的依据则是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 相关判决认为 “该条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即当被保险
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发生保险事故后， 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赔偿
金， 事故的受害人取得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保险公司有义务直接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輥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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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鲁16民终634号民事判决书； 同样的处理也可参见“丁某诉A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案”， 前引譾訛， 于海纯、 傅春燕书， 第251页。

輥輱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沪一中民六 （商） 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輲訛 参见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辽05民终1313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伏小全：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被告地位之异议》， 找法网： https://china.findlaw.cn/jiaotongshigu/jtsglw/

13130.html， 2020年12月1日访问。

除此之外， 司法实践中多数判决仍认为受害人享有的仅是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 而该项条件即为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如有判决认为 “平安运输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 按照保险法规定， 华飞公
司有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輥輰訛 也有判决认为该项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实际上属于 《合同
法》 中的代位权， 如认为 “我国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赋予保险事故的受害人在被保险人怠
于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下， 代位被保险人有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向其赔偿保险金的权
利”。輥輱訛 当然也有判决并不认为该项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为代位权， 如认为 “第三者具有向保险人附
条件的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 该请求权不同于 《合同法》 规定的债权人的代位权， 不适用关
于对债权人代位权的法律规定， 本案案由不应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应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輥輲訛 最
后， 有的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并不认可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而是认为应当将保险人列为无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加入诉讼。輥輳訛 不难看出， 在自愿责任保险领域， 我国的裁判仍难以统一。

（三） 规范和裁判的初步评价

学者们一直反思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中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实际上我国立
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直接表明受害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进行赔付。 在具体规范设置上， 强制责任
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 针对强制责任保险， 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没有直接肯
定受害人的请求权， 但是却侧面表明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有义务向受害人进行赔付。 司法解释在
此基础上也认可了受害人可以不附加条件同时起诉被保险人和保险人， 并且强调保险人处于第一赔
偿顺位。 之所以对强制责任保险如此规定， 主要是考虑到其特殊属性， 它不仅仅是被保险人为了分
散风险而和保险人自愿签订的合同， 还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社会典型化风险下对受害人进行保
护。 与强制责任保险不同的是， 针对自愿责任保险， 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强调保险人应当向受害人
进行赔付。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为受害人向保险人主张救济设定了一个前置性条件， 即 “被保险
人怠于请求”， 虽然不乏学者将之也归属为直接请求权， 抑或是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 但是在实质
上受害人与保险人并无直接的关联， 权利的来源依附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关系。 在保险人和被保
险人意思自治范畴有无必要为受害人创设一项独立的实体权利， 恐怕已经不是私法本身所能回答
的， 需要结合一国的民法学基本理论和损害救济理念进行反思， 对其正当性进行衡量。

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的操作， 在司法实践表面上看似趋同， 实质上却并不相同。 依据
《侵权责任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 《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的规定， 裁判上基本认可了强
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但在具体的诉讼中， 通常是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列为共同被
告， 一并来处理赔偿纠纷。 在具体操作上， 并没有强调被保险人和受害人主张权利的顺序， 实际上
认可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主张的权利。 实践中的这些做法似乎表明， 强制责任保险已经不仅仅是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合同， 其本身也体现了国家对受害人保护的政策。 而关于自愿责任保险的
处理上， 针对受害人的请求， 许多保险人都会提出主体不适格的抗辩， 法院在确认受害人是否具有
诉权的时候， 原则上并不认可受害人具有直接请求权， 而是以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为前提， 认可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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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第271页。
輥輵訛 薛军： 《合同涉他效力的逻辑基础和模式选择》，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3期。
輥輶訛 张力毅： 《交强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理论构造与疑难解析》， 载 《法律科学》 2018年第3期。

人作为诉讼主体的正当性。 结合保险的性质来看， 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具有实体权
性质， 其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强制责任保险的外部法政策， 而自愿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实
际上带有很强的程序属性， 本质上应当属于债权人代位权 （或者至少说类似于代位权）， 是受害人
向被保险人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一项权利。 就此而言， 在损害救济上， 受害人确有必要向
保险人主张， 但是具体的权利构造上该如何安排， 还需要结合现有理论， 以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
任保险二分为基础， 进一步反思。

三、 现有理论的梳理和检讨

（一） 现有解释理论的梳理

关于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理论的构造存在不同的观点， 其基本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在既
有理论前提下构造出合适的解释论， 从理论适用对象上来看， 并没有严格区分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
责任保险。 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分别是利第三人合同说、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和法律特别规定说。

一是利第三人合同说。 利第三人合同说将保险合同看作利他合同， 而受害人在该利他合同中就
是第三人。 我国 《合同法》 第六十四条对向第三人履行合同进行了规定，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
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解释论上有学者认为， 该条奠定了我国利他合同的基调， 应当将之解释为
利他合同的规定。輥輴訛 不过司法机关似乎没有采纳上述观点， 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六条的规定来看， 只是认为该第三人是履行受领人， 并
不是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确立了在特定的
条件下， 第三人可以享有独立的请求权。輥輵訛 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确实存在差异， 根据 《保
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
标的的保险。” 因而责任保险虽然只存在两方合同当事人， 但是却牵涉着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
义务。 利第三人合同说认为， 保险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有成立利第三人合同的意思表示， 即便没有
明确的意思表示， 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 法律规定上也隐含着该种拟制。

二是并存债务承担说。 所谓并存的债务承担， 实际上是指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之中， 在原债务
人并不免除债务的情况下， 两个债务人一起负担同一内容的债务。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是将保险人和
被保险人所签订的责任保险合同看作并存的债务承担约定， 并且在内部关系上认为如果是被保险人
对外履行了债务， 那么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有追偿权， 而如果是保险人对外履行了债务， 其对被保
险人并不享有追偿权， 因而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多数人之债的归类上应当属于不真正连带之债。輥輶訛

我国《民法典》 第五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
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虽然在文义上与传统的债务承担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解释论上一般以
此为依据构建了我国的债务承担制度。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认为责任保险合同就是债务承担合同， 保
险人和被保险人实际上是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一项侵权之债设定了共同的债务承担。 由于责任保险合
同已经是定型化的有名合同， 传统理论并没有将之归为债务承担约定， 因而如果要将之看作是债务
承担合同的话， 就需要法律上的拟制以及意思表示解释的共同努力。

三是法律特别规定说。 法律特别规定说意识到了将责任保险合同理解为利第三人合同和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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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二十世纪以来， 责任保险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 其中之一就是从 “填补被保险人因向第三人赔偿所致的损失” 向 “填
补第三人的损害” 发展。 参见前引譾訛， 于海纯、 傅春燕书， 第252页。

輦輮訛 施文森、 林建智： 《强制汽车保险》，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 第148页。
輦輯訛 冯德淦： 《多数人侵权中保险人责任研究》， 载 《保险研究》 2019年第1期。
輦輰訛 杨勇： 《任意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之证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4期。
輦輱訛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356页。

债务承担合同的难度， 这主要是因为责任保险合同已经是保险合同的一种典型的类型， 人们并没有
按照利他合同和债务承担来设计， 因此在解释上非常有难度。 法律特别规定说并不囿于传统的解释
理论， 而是直接回归法价值和法政策的根源， 即责任保险所一直强调的对受害人保护的价值理念。輥輷訛

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责任保险制度不仅是出于对被保险人风险分担的需求， 其在风险社会所承载的
对受害人的保护价值， 已经逐步超越了对被保险人保护的价值。 因而可以从法律规定上直接赋予受
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在逻辑上完全独立于民事侵权和保险合同。輦輮訛 法律特别规定说其实是
功能主义的产物， 既然司法实践中需要贯彻对受害人的保护， 解释论上学者们也在不断地为受害人
的直接请求权寻找路径， 那么何不直接在相关法政策的指引下构造出独立的请求权？ 这种学说最大
的优点就是可以让裁判者遵循条文的规定， 避免向抽象理论逃逸的缺点， 保证司法裁判的统一。

（二） 对上述理论的检讨

在对上述理论检讨之前， 需要明确两个前提： 首先， 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在政策上存
在差异。 强制责任保险实际上是借助于商业保险的模式， 通过强制性的规定将社会生产中类型化、
不可避免的特定风险纳入到承保范围内， 以此来分散社会发展所固有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 强
制责任保险带有很强的对风险控制以及对受害人救济的目的。 而自愿责任保险则是出于被保险人意
愿而购买的保险， 其购买与否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 实际上是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一种自我 “责任
承担能力” 上的馈赠。輦輯訛 虽然在当代， 自愿责任保险也具有了一定的救济受害人的属性， 但是从其
内容以及最终功能上， 仍然是以被保险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其次， 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对
被保险人侵权损害赔偿的依赖程度不同。 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除了受到责任限额的限制
外，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但是在关系的紧密度上存在差异。 强制责任保
险虽然额度往往较低， 但是在赔付范围上不仅仅局限于侵权损害赔偿， 对于一些加害人无过错而引
起的损害， 也有可能纳入到赔付范围中， 而自愿责任保险对侵权损害责任的依赖性远远高于强制责
任保险。 在此两个前提之下， 对上述理论进行检讨。

首先， 责任保险的构造并不符合利第三人合同的要求。 正如我国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四款
所规定的，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基于条文的理解， 被
保险人之所以要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 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受害人因此得利， 而是为了避免自己
将来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 因而， 如果从基调上将责任保险合同认定为利第三人合同， 可能与被保
险人的意思相违背。輦輰訛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 自 《合同法》 出台以来， 我国关于利第三人合同的规定一
直都存在瑕疵， 并没有构造起真正的利第三人合同， 在此情况下贸然将责任保险合同看作利第三人
合同似有不妥。輦輱訛 即便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对真正的利第三人合同予以了规定， 其在条
文表述上依然强调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 但是责
任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往往并不存在上述约定。 其实我国 《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虽然在文义表
达上有一定的歧义， 但是已经暗含了利第三人合同需要以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前提， 因而就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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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肖俊： 《〈合同法〉 第 84 条 （债务承担规则） 评注》， 载 《法学家》 2018年第2期。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张力毅文。
輦輴訛 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 第三条的规定， 强制责任保险的费率也受到上一

年度或上几年度事故发生情况的影响， 但是从调整比例来看， 其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自愿责任保险的费率受上一年度
或者上几年度事故发生情况的影响却较大， 不得不单独予以考量。

国未来在立法上认可了利第三人合同， 责任保险合同也难以归为利第三人合同。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
注意， 在责任保险合同中， 如果被保险人已经向受害人进行了赔付， 此时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进
行赔付， 责任保险合同的该项功能也是利第三人合同无法解释的。

其次， 责任保险的功能无法通过并存债务承担来实现。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存
在障碍， 一个缺陷集中体现在强制责任保险中， 另一个则是所有责任保险都不可避免的。 正如上文
所确立的前提， 强制责任保险已经与侵权损害赔偿相对独立， 其所贯彻的往往并非按责赔付， 针对
一些无过错而引起的损害， 强制责任保险有时也需要进行赔付或者垫付。 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
而言，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原则上强制责任保险应当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进
行赔付， 只有强制责任保险不足以赔付之时， 才考虑当事人双方过错的问题。 此外，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在被保险人无责任的情况下
的赔偿限额， 这些都足以说明强制责任保险的赔付并不完全依赖于侵权损害赔偿， 但是并存的债务
承担中的债务承担人所承担的债务， 却以原债务人的债务为基准， 因而强制责任保险在特定的时候
无法借助并存的债务承担来解释。 除了强制责任保险特有的问题之外，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还有一个
基础障碍。 责任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 所承保的风险有可能发生， 也有可能不发生， 也就是说
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债务存在不确定性， 实际上属于一项未来债务。 关于未来债务能否设定债务承
担， 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主流观点认为因为债务还没有产生， 没有办法对债的主体进行变更。輦輲訛

如果遵循该理论的话， 并存的债务承担说难以恰当地运用到责任保险的解释上。
最后， 自愿责任保险的内部政策性不足以支持法律特别规定说。 法律特别规定说跳开了传统理

论的束缚， 直接通过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请求权来解决问题。 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 法律特别
规定说直接赋予受害人请求权， 而该种请求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却很难得到合理解释， 尤其是当
它与侵权损害赔偿和保险合同交织在一起之时， 许多问题显得极为复杂。 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看，
如果不能从既有理论上来构造直接请求权， 要么需要从法律外部价值来证成， 要么没有合理的根据
来进行构造。 强制责任保险兼具保护被保险人和受害人的目的， 近代随着损害赔偿理念的转变， 强
制责任保险越来越注重对受害人的保护， 而且保险人对受害人的理赔， 是以法律规定和责任分配为
基础的， 并不会对被保险人产生任何不利。 因而， 在强制责任保险领域借助于法政策， 通过法律特
别规定说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 符合法律的正当性要求。輦輳訛 然而具体到自愿责任保险领域， 问题又
大为不同， 自愿责任保险的承保是出于自愿， 其根本出发点是被保险人希望借此转嫁风险， 即使在
当今强调对受害人保护的法秩序之下， 亦不能将对受害人的保护上升到与对被保险人风险转移同一
层面。 此外， 我们不能忽视自愿责任保险事故理赔对第二年保费的影响， 因而直接赋予受害人对保
险人直接请求权会对被保险人不利。輦輴訛 权衡上述受害人和被保险人保护的两个价值， 难以借助法律特
别规定说在自愿责任保险中构造出直接请求权。

（三） 直接请求权必要性反思

对新近关于责任保险的研究稍加梳理， 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一直主张构建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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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参见郑莹： 《论责任保险第三者的保险金请求权》， 载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杨勇文。

无论是在强制责任保险领域， 还是自愿责任保险领域都有这样的趋势。輦輵訛 其实2009年 《保险法》 修
订之时， 第六十五条已经附条件地肯定了受害人可以向被保险人直接主张保险金， 但是需要满足两
个前提： 一个是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应负赔偿责任的确定， 另一个是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学者们试图
构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主要是想进一步突破如上两个限制， 让受害人尽早获得赔偿。
但是该种突破是否有可能， 是否具有必要性， 有无其他替代路径等问题， 则有待进一步检讨。

强制责任保险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同时也带有很强的社会救助功能， 在 《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中， 无论是第二十二条垫付的规定， 还是第二十三条无责赔付的
规定， 以及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救助基金的规定， 无不体现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救助属
性。 基于上述规定， 只要发生交通事故， 受害人取得了 《交通事故认定书》 或具有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 就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赔付， 无需受到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应负赔偿责任的确定和被保险人怠
于请求两个条件限制。

在自愿责任保险中， 许多学者也主张突破或者削弱上述两个要件的限制， 并且以直接请求权为
外衣来进行构造。 如有学者认为， 对于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这个前提， 应当采取限缩解释的方
法， 不能仅仅解释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请求就算没有怠于请求， 还应要求保险人实际向受害人
给付保险金， 否则就应当认定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而对于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应负赔偿责任的确
定这一前提， 有学者也主张应当予以突破， 在确定被保险人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关系之前， 受
害人就可以向保险人主张赔付。輦輶訛 这些学者认为受害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比较繁琐， 需
要通过提起诉讼或者其他方法， 为了避免繁琐的程序， 应当允许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

该观点可能有如下问题需要先行解决： 自愿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 其赔付的依据应当是被保
险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 在损害没有确定的前提下， 受害人缘何向保险人主张赔付？ 在损害没有
确定之时， 受害人向保险人主张赔付只存在如下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受害人自己有事故证明， 诸如
《交通事故认定书》 等文件齐全， 但是被保险人对证明材料存在异议并不赞同协商的责任比例； 另
一种则是受害人自己并没有事故证明材料， 或者相关事故情况仍然还在协商过程中。 无论上述哪一
种情形， 受害人向保险人主张赔付， 都需要保险人自己对事故的责任进行判断。 如果保险的赔付不
影响被保险人， 该种操作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实践中， 机动车当年度的事故赔付情况将直接影响下
一年度的保费金额， 因而如果允许保险人和受害人对事故的责任进行分配， 无疑会侵害被保险人的
利益。 为了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司法实践中往往是通过受害人直接起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来解决
的， 该种操作实际上并没有跳过损害责任的确定， 只是将两个相关联的法律关系通过程序法上的处
理， 放在一起进行审理。 由此来看， 自愿责任保险中对受害人赋予直接请求权确有重新审度的必要
性。 为了妥善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我们可能需要对相关程序的设计进行修正， 并且在此基础上对
被保险人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和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予以进一步反思和构造。

四、 受害人救济权利的构造

强制责任保险有很强的社会典型化风险救助功能， 保险人的赔付原则上对于被保险人并无重大
影响， 因而在实体法上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反而较为恰当。 自愿责任保险则从承保到理赔， 完全
体现着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意思自治， 保险人对受害人赔付与否， 以及赔付的比例问题， 都对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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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刘锐： 《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与强制保险》，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第425页。
輧輮訛 江朝国： 《保险法逐条释义 （第一卷总则）》，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 第54页。
輧輯訛 参见前引譻訛， 贾林青文。
輧輰訛 沈小军： 《论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请求权》，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1期。

险人产生直接影响。 在被保险人和受害人损害赔偿责任未确定的情况下， 受害人绕开被保险人直接
向保险人请求赔付， 无疑会直接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 出于对被保险人保护的考虑， 不应当肯定自
愿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但是在程序上可以给予受害人充分保护， 赋予其特别代位权。

（一） 强制责任保险实体上的直接请求权

从上文对司法裁判的梳理， 可以看出， 虽然规范性文件对于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
权未置可否， 但是司法实践却肯定了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 并且在判决的论证上会
当然地承认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从理论的构造来看， 架构于传统私法理论的利第三人合同和并存
的债务承担， 都没有办法作为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理论依据。 在意思自治为主导的私法理念之下，
借助于私法理论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极为困难。 以此来看， 私法理论内部的解释难以妥善地为受害
人直接请求权的构造提供帮助。 不得不注意的是， 我国保险领域的立法无论是 《保险法》 还是关于
交强险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都若隐若现地认可保险人可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
金， 并且强调保险人具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被保险人也可以选择受害人。 我国法律之所以大费周折
地如此规定， 正是因为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理论的匮乏， 在价值判断上又认为应当偏向于对受害人的
保护， 尤其是在强制责任保险中， 因而就出现了上述既非受害人权利规定， 亦非保险人义务的规
定， 反而表现出是保险人的选择权的不恰当的作法。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德国保险合同法》 第115条第1款第1项中肯定了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
的直接请求权， 认为当责任保险为履行 《强制保险法》 的义务所成立的保险的时候， 受害人可以向
保险人主张直接补偿。 《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 第16条也基本采取了相同的作法。輦輷訛 诚如学者所言，
强制责任保险已经不单单是商业保险， 其带有很强的政策性， 已经属于政策性保险， 其所追求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及时地给事故受害人提供帮助。 在强制责任保险中， 政府已经介入到保险合同的相关
规定， 希望借此来实现某种政策。輧輮訛 所以说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的基础并非来源于私法理论，
而是来自于法律的外部政策， 学者们也多从公平和效率来进行论证。輧輯訛 要想恰当地解释该项请求权， 只
能借助于法律的特别规定， 未来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 直接赋予受害人实体上的请求权。

基于教义学角度， 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其实与被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并不矛盾。 责任保险
中， 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内容并不表现为保险金请求权， 而是以使自己摆脱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为
内容， 更直接地说是责任免除请求权。輧輰訛 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请求权， 在其已经承担了侵权责任之时，
表现为向保险人直接主张保险金； 而在其还没有承担侵权责任之时， 则表现为请求保险人向受害人
给付保险金。 从形式上来看， 不管被保险人是否直接得到保险金， 其所享有的请求权都不是保险金
请求权。 强制责任保险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实际上是受害的第三人， 受害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
权相对独立， 其权利来源不是代位被保险人的权利， 而是基于政策需要的直接请求权。 从这个层面来
看， 在强制责任保险中赋予受害人保险金请求权没有法技术上的障碍。 综合来看， 无论是基于法技术
还是基于法政策的考量， 强制责任保险中赋予受害人保险金实体上的请求权有必要， 也有可能。

（二） 自愿责任保险程序上的特别代位权

就自愿责任保险， 不管是规范性文件， 还是司法裁判， 虽然在语词上会采用直接请求权，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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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钟良生：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载 《人民司法》 2011年第5期。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韩世远书， 第332页。

在具体操作上仍然附加了很多前置程序。 学者们对自愿责任保险中纳入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持怀疑的
态度， 如有学者就认为， 无限制地扩大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赋予责任保险中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
接请求权， 可能会导致许多保险公司牵涉到诉讼之中。輧輱訛 保险公司本身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并不了解，
在诉讼过程中还是需要将被保险人纳入作为共同被告， 此时到底是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还是程序
上为了将两个法律关系一起处理， 就显得较为模糊。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 自愿责任保险的理赔不仅
仅关系到受害人的救济， 同时也对被保险人未来保险合同的签订有着直接影响， 因而绕过被保险人
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请求权并不妥当。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 当保险事故发生之时， 许多被保险
人不配合， 使得事故责任无法查明； 或者即便事故责任明晰， 被保险人往往也不积极地督促保险人
履行赔付责任， 这种现象则急需相关规范来解决。

责任保险发展之初， 由于恪守保险合同和侵权赔偿分离原则， 受害人和保险人并不能直接产生
联系， 如果被保险人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 且又怠于要求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的， 受害人需要借助
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来救济。 我国 《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五条对债权人代位权进行了规定， 但是债
权人代位权是否可以运用到责任保险中， 以及运用的过程中是否会对受害人产生不利， 仍然需要研
究。 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在实践中要求以金钱债权为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 《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 第十三条就表明代位权需
要以金钱债权为前提， 然而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所享有的是责任免除请求权， 属于特定的
债权， 并非不特定的金钱债权， 因而难以将代位权适用到责任保险领域。 即便认可特定债权的可代
位性， 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原则上采取的是 “入库原则”， 也就是说保险人如果行使了对保险金的代
位权， 这笔保险金会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中， 受害人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即使后来的 《合同法
司法解释 （一）》 第二十条从程序上肯定了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权， 但是将不特定债权的代位权
理论运用到特定债权的责任保险之中， 这也给了被保险人的其他债权人以代位求偿的机会， 这无疑
对受害人极为不利。 除此之外， 民法中债权人代位权还要求以债务人无资力为前提， 也就是说在被
保险人有资力的情况下， 受害人不能越过被保险人起诉保险人， 这基本架空了受害人向保险人主张
赔付的可能性。

我国现有的债权人代位权理论由于其固有的缺陷， 无法为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救济提供帮助。
但从立法的发展来看， 若对债权人代位权的理论予以修正， 解决上述问题并非没有可能。 《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五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 只强调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不可以代位， 并没有
将之限定为不特定的金钱债权。 日本判例就对债权人代位权进行了扩张， 允许为特定的债权适用代
位权。輧輲訛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虽未宽泛到允许债权人行使一切特定债权的代位权， 但如果债务人对
次债务人的该项债权本来就是为了债权人而设立的， 自然就有了代位的正当性。 具体到责任保险，
因为被保险人投保之时， 正是为了免除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 而当保险事故发生之时， 被保险人对
受害人的侵权责任， 正是被保险人所需免除的责任， 所以该项特定的债权正是为了受害人所设立，
受害人对该项特定的债权行使代位权无可厚非。 同时， 因为债权本身具有针对性， 特定债权代位权
的行使， 严格采用债务人无资力的要件未免过于苛刻。 综合权衡， 妥当的做法是， 只要债权人的债
权有不能满足的危险， 就可以行使特别代位权， 也就是说只要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没有得到救济，
受害人就可以行使特别代位权。 当然因为所保全的债权具有特定性， 该项债权也只能由受害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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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victim� in� liability� insurance� has�
always�been�a�difficult�problem�in�practice.�In�order�to�better�protect� the� interests�of� the�victim,�
many� scholars�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advocate� giving� the� victims� the� right� of� direct� claim.�
However,�the�construction�of�this�right�of�direct�claim�is�constrained�by�the� traditional�civil� law�
theory.�A� reviewe�of� the� norms� and� cases� reveals� find� tha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istinction�
between�compulsory�liability�insurance�and�voluntary�liability�insurance�in�China.�In�compulsory�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victim’s� direct� claim� right� is� affirmed,� while� in� voluntary� liability�
insurance,� it� is� relatively� vague.� In� liability� insurance,� there� are� three� main� doctrines� of� the�
victim’s�direct�claim�right,�namely,�the�third�party�contract�theory,�the�coexisting�debt�assumption�
theory� and� the� law� special� stipulation� theory.� The� first� two� theories� are� not� justified� in�
interpretation,�and�the�special�provisions�of�the�law�can�only�explain�compulsory�liability�insurance.�
The�structure�of�� the�victim’s� relief� right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between� compulsory�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voluntary�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victim� of� the� former� enjoys� direct� substantive�
claims,�while�the�victim�of�the�latter�only�enjoys�special�procedural�rights�of�subrogation.

Key Words: Liability� Insurance;�Right�of�Direct�Claim;�Subrogation�of�Creditors;�Principle�of�
Separation;�Legal�Policy

来保全， 其他债权人无法对保险金进行保全， 这也更进一步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受害人何时可以行使程序上的代位权？ 我国 《保险法》 第六十

五条认为在赔偿责任已经确定的前提下，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受害人就可以行使特别代位权。 需要
回答的是， 什么时候可以认为赔偿责任已经确定， 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关于赔
偿责任已经确定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需要以诉讼为前提， 这种理解不恰当。 损
害赔偿的确定可以通过诉讼和调解， 也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协商来解决， 在协商不成的时候， 受害人
甚至可以自己提供相关事故证明来确定赔偿责任。 如果此时保险人仍然不予配合的， 受害人可以起
诉保险人， 并且应当将被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理解， 有学者为被保险人
怠于请求设定了时间上的限制， 认为被保险人应当在一至两周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 被保险人
超出此时限没有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 可认定其行为构成 “怠于请求”。輧輳訛 但是即便如此， 仍然会
存在一种情况， 即被保险人已经向保险人提出赔付请求， 保险人仍怠于履行赔付， 此时受害人该如
何救济呢？ 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理解应当采扩张解释， 只要在合理的时间之内， 受害人的
损害没有得到救济的， 就应当认定为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该解释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受害人。

輧輳訛 任以顺、 王冶英、 王芹： 《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 “怠于请求” 行为之司法界定》， 载 《保险研究》 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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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费用分配

汤 霞 *

内容提要： 第三方资助者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日渐增多， 实践中对第三方资助费用是否构成
国际投资仲裁费用产生了争议。 投资仲裁庭通常根据争议当事方的行为对仲裁费用进行调
整， 以避免投资者利用第三方资助滥诉。 近年来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和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
规则等对仲裁费用分配的适用原则以及第三方资助费用进行了明确。 投资仲裁庭也应增强
其分配仲裁费用的可预见性， 并通过费用分配的惩罚和指导功能来规范第三方资助者参与
仲裁的行为， 以维持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 国际投资仲裁 第三方资助 费用分配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５.005

国际投资仲裁高昂的仲裁费用对投资者和东道国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投资仲裁庭对仲裁
费用的分配会对争议双方的纠纷解决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投资者提起投资仲裁之前， 通常会评估可
能产生的仲裁费用数额以及仲裁庭将如何分配这些费用。 仲裁庭在作出费用裁决之前首先应确定哪
一方应支付费用， 然后应解决哪些费用是根据案件结果来分配的， 胜诉方的哪些费用可从败诉方获
得偿还。 近年来， 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日渐普遍， 通常是指资助者为处于经济困
境或意图分担风险、 保持资金流动的当事方提供物质支持或资金资助， 并在案件胜诉后获得约定资
助回报的资助形式。 第三方资助投资仲裁不仅可能影响仲裁程序， 甚至还影响仲裁费用的责任承
担。 在第三方资助者参与的情况下， 仲裁费用的类型和数额是否发生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因国际投
资仲裁规则对费用分配鲜有规定， 实践中仲裁庭在分配费用时也没有明确的指导， 对仲裁费用分配
的做法也不同。 从现有研究来看， 国外有学者认为投资仲裁庭在分配费用时无法要求资助者承担费
用责任，譹訛 且仲裁庭在分配费用时不存在统一的费用分配原则可以适用。譺訛 国内学者的研究很少涉及仲
裁庭在第三方资助参与下的费用分配问题。 鉴于国际投资仲裁费用对争议当事方而言数目不菲， 为
了增强投资仲裁费用的可预见性， 明确第三方资助是否影响仲裁费用的分配极为必要。 本文首先分
析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的原则和标准， 其次探讨第三方资助费用作为仲裁费用的依
据及偿还范围， 最后指出第三方资助参与下投资仲裁庭分配费用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可能的改进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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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8, 2020).

譼訛 ICSID Convention, Art.59, 60, 61 (2).
譽訛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 Regulation 14 Direct Costs of Individual Proceedings.
譾訛 Matthew Hodgson, “Counting the Cost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Arbitration Online News, 24 March 2014, http://

www.allenovery.com/SiteCollectionDocuments/Counting_the_costs_of_investment_treaty.pdf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13, 2020).
譿訛 Ibid.
讀訛 ICSID Convention, Art. 61 (2).
讁訛 《国际法院规约》第64条规定： “除法院另有裁定外， 诉讼费用由各造当事国自行担负。”
輥輮訛 Matthew Hodgson, Elizabeth Evans, “Allocation of Costs in ICSID Arbitrations”, in Crina Baltag, ICSID Convention after 50 Years:

Unsettled Issu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pp.458-459.
輥輯訛 Siemens A.G.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Separate Opinion from Professor Domingo Bello Janeiro of 30

January 2007, para. 6.

一、 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的原则及标准

仲裁费用是指当事方产生的与投资仲裁程序有关的所有费用， 包括各方当事人应支付仲裁庭和
仲裁机构产生的与仲裁程序有关费用的预付金。 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 《行政和财务
条例》 第14条的规定， 投资仲裁的费用主要有两种： 一是仲裁庭的费用， 即仲裁程序本身产生的直
接费用， 包括仲裁员的报酬和开支、 使用ICSID设施产生的费用、 以及争议双方按相等份额支付的注
册费等；譻訛 二是当事方的费用， 即当事方参与仲裁程序产生的费用， 包括法律代理人的费用和专家或
证人费用。譼訛 仲裁庭在分配当事方的仲裁费用之前会要求当事方提交一份费用说明， 在充分考虑当事
方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 争议焦点的复杂性以及所请求费用的合理性等因素后， 在最终裁决中根据
相应的费用分配原则和标准对仲裁程序产生的费用进行分配。譽訛

（一） 投资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的原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通常通过三种费用分配方式来分配费用： 第一种即各自负担自己费
用 （pay your own） 的原则， 这种费用分配方式也被称为 “美国规则”， 是美国国内诉讼以及国际法
院审理案件的默认立场。 第二种是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费用 （costs follow the event） 的原则， 当事一
方在其胜诉时通常应收回其支付的合理费用。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新加坡等
多个司法辖区的国内法院， 败诉方通常至少要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譾訛 商事仲裁中也多采用这一
原则来分配费用。譿訛 第三种是以影响因素为依据的相对成功 （relative success） 原则， 即根据申请人
的主张和被申请人抗辩成功的程度来按比例分配。 根据 《ICSID公约》 规定， 仲裁员拥有决定适当
转移费用的自由裁量权。讀訛

1. 各方承担自己费用原则
各方承担自己费用的原则表明不存在任何费用分配以支持或反对任一方。 这也是 《国际法院规

约》 第64条讁訛 和国际法实践中的默认方法。 该原则强调争议当事方各自承担自己进行仲裁程序产生
的费用， 任何一方试图通过案件结果向另一方转移费用的意图会阻碍当事方实现其法律权利。 2006
年之前， 各自负担自己费用的原则是国际投资仲裁中传统的费用分配方式， 65%的仲裁庭拒绝调整
当事方间的仲裁费用。輥輮訛 在西门子公司诉阿根廷案中， Domingo Janeiro教授认为申请人既没有在所有的
主张中获胜， 也不存在例外情形， 遂表达了其主张当事方各自负担自己费用的观点。輥輯訛 Anderson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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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黎加案中， 仲裁庭认为投资仲裁中大多数仲裁庭认为各方应承担自己的费用， 一小部分投资仲
裁案件采纳的败诉者负担原则， 背离了先前已确立的存在例外情形时才适用该原则的做法， 如程序
性不端行为、 存在骚扰性主张、 滥用投资条约或国际投资保护机制等。輥輰訛 然而， 从2006年开始， 这一
数据下降到51%， 败诉者负担原则和相对成功原则的适用比例上升。輥輱訛

2. 败诉者负担原则
败诉者负担的费用分配方式表明， 一方在仲裁中成功地对其主张进行抗辩， 应就其由此产生的

仲裁费用获得偿还。 相应地， 败诉方应承担胜诉方的相关费用。 “败诉者负担” 原则的适用可能会
鼓励各方尽早解决争议， 以避免任何不利的费用决定。 2010年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仲裁规则》 不再区分当事人费用与仲裁费用， 并在第42条中规定， 仲裁费用原则上应由败
诉的当事人承担。輥輲訛 这一分配方式也已被一部分仲裁庭采用。 在Libananco诉土耳其案中， 仲裁庭采用了
此种费用分配方式， 并认为败诉者负担的目的是为了补偿胜诉方必要的法律费用， 挫败无价值的主
张和过度仲裁的行为。輥輳訛

3. 相对成功原则
相对成功原则表明， 费用应根据各方在仲裁中主张的相对成功来分配。 这一原则被视为是败诉

者负担原则的一个变种， 是上述两种路径的折中， 也获得了一部分仲裁庭的支持。 在这一原则的指
导下， 仲裁庭首先适用败诉者负担原则作为起点， 然后对费用分配方式进行调整； 其次， 仲裁庭以
争点（issue-by-issue） 为依据来考虑各自胜诉的诉求。 实践中， 相对成功原则和败诉者负担原则可
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通常来说， 一方可能希望仲裁庭适用相对成功原则对费用进行局部调整， 因
为当事一方可能仅在所提投资主张的某些方面胜诉。輥輴訛 这一费用分配方式之所以受仲裁庭欢迎， 可能
是仲裁庭简单地裁决所有的费用容易产生异议， 尤其是败诉方在仲裁程序中表现合理， 或者胜诉方
存在不端行为时， 败诉方完全负担胜诉方的费用有失公允。 因而， 越来越多的仲裁庭在分配仲裁费
用时会考虑争议当事方的行为和各自胜诉的情况， 适当调整各方承担的仲裁费用。 如在PSEG诉土
耳其案中， 仲裁庭分析了当事方各自胜诉的部分， 出于公平的考虑， 裁决被申请人承担65%的仲裁
费用， 申请人承担35%的仲裁费用。輥輵訛

目前这三种费用分配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交替使用， 但近年来仲裁庭倾向于根据案件结果适
当调整仲裁费用。 根据Matthew Hodgson的研究， 2013年以前， 56％的仲裁庭要求当事各方自己承担
仲裁费用， 10％的仲裁庭完全调整了仲裁费用， 34％的仲裁庭对仲裁费用进行了部分调整。 自2012
年底以来， 只有36％的仲裁庭要求各方承担其各自的仲裁费用， 7％的仲裁庭命令败诉一方支付全部
仲裁费用， 57％的仲裁庭调整了当事方对仲裁费用的分担比例。輥輶訛 上述数据表明投资仲裁庭日益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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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Jeenny Power, “Chapter V: Investment Arbitration - Summaries of ICSID Awards on Costs”, Austri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0, pp.353-429.

輦輮訛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fprint from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2015 (2), p.37.
輦輯訛 See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Art. 41 (5).
輦輰訛 Trans-Global Petroleum, Inc. v. Jordan, 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 v. Venezuela, Global Trading v. Ukraine, RSM Prod. Corp.

v. Grenada, MOL Hungarian Oil & Gas Co. Plc v. Croatia, Ansung Co. v. China, Accession Mezzanine v. Hungary, Emmis v. Hungary,
Pan American Energy v. Bolivia, Vattenfall AB v. Germany, PNG v. Papua New Guinea, Venoklim v. Venezuela, Railroad v.
Guatemala, Rafat v. Indonesia, Pac Rim v. El Salvador, Elsamex v. Honduras, and so on.

輦輱訛 Ansung Housing Co., Lt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CSID Case No. ARB/14/25, Award on 9 May 2017, para. 159.
輦輲訛 Shiyu Wang, “The Ansung Tribunal Gives Its Views on Allocation of Costs Under ICSID Arbitration Rule 41 (5)”, http： //arbitrationblog.

kluwerarbitration.com/2017/05/16/reserved-for-april-6-ansung-v-prc-icsid-rule-415-costs-allocation-shiyu-wang/(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5, 2020).

輦輳訛 See supra note 輦輱訛, para. 163.

于适用相对成功原则来分配仲裁费用。 不管适用何种费用分配原则， 费用分配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当
事方能有效地控制时间和成本， 营造一个公平的、 运行良好的程序来满足当事方的期待。

（二） 投资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的考量因素

考察ICSID近年来的仲裁实践， 仲裁庭通常要求当事方各自承担自己的律师费用， 同时也会根
据当事方各自胜诉的部分并考虑当事方的态度和合作程度来分配其他仲裁费用，輥輷訛 即便一方负担的费
用明显地高于另一方也是合理的。 国际常设仲裁院 （PCA） 处理的投资仲裁案件中， 仲裁庭多适用
败诉者负担原则来分配律师的费用， 但仅要求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的一部分合理费用。輦輮訛 不同的投
资仲裁庭根据具体案情采取不同的费用分配原则， 通常来说， 投资仲裁庭分配费用时主要考虑仲裁
主张的法律根据和当事方要求的仲裁费用的合理性。

1. 仲裁主张具有明显的法律根据
一些投资仲裁庭根据 《ICSID仲裁规则》 第41条第5款要求的仲裁主张须具有法律根据来行使自

由裁量权分配费用。輦輯訛 截至2021年3月， 申请人根据 《ICSID仲裁规则》 第41条第5款提出早期驳回程
序的案件主要有40起。輦輰訛 以安城案为例， 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提出的投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 超出了三
年的时间限制， 意味着该主张无法被提起， 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并认为中国不应承担其在仲
裁初始阶段适用 《ICSID仲裁规则》 第41条第5款成功抗辩的合理费用。輦輱訛 仲裁庭也可通过该条规定来
惩罚提起无法律根据的主张的当事方及其代理人的不端行为。 如在Kim诉乌兹别克斯坦案中， 由于
被申请人的律师复制了包含保密信息的政府文件， 违反了律师的职业操守， 仲裁庭认为其主张没有
法律根据， 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全部的专家费用。 仲裁庭驳回仲裁请求和要求败诉方承担大
部分或全部仲裁费用的义务， 已经成为对败诉方的 “制裁”。 仲裁当事方应积极利用 《ICSID仲裁规
则》 第41条第5款， 在节省时间和费用的需要与保证仲裁的正当程序之间取得平衡。輦輲訛

2. 当事方的仲裁费用要求存在合理性
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尚未对合理性达成一致， 仲裁庭在确定当事方主张的合理性时可以参考

商事仲裁中的考量因素， 准确界定合理性的标准。 尽管目前可适用的仲裁法或仲裁规则规定胜诉方
有权获得合理费用的偿还， 但实践中的投资仲裁裁决表明， 仲裁庭在考虑费用负担时至少在一定程
度上参照了当事方的胜诉或败诉比例。 安城案中， 仲裁庭在仔细考虑了案件情况之后， 认为就被申
请人根据第41条第5款提出的异议和为期一天的听证会而言， 其要求的法律费用是不成比例的， 裁
定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75%的费用数额。輦輳訛 在Global Trading诉乌克兰案中， 仲裁庭认为当事双方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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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Global Trading Resource Corp. and Globex International, Inc.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9/11, Award on 1 December 2010,
para. 59.

輦輵訛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fprint from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2015 (2), p.11.
輦輶訛 Ibid. p.12.
輦輷訛 Ibid. p.25.
輧輮訛 Lisa Bench Nieuwveld, Victoria Shannon Sahini,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7, p.33.
輧輯訛 Jonas Von Goeler, Awarding of Costs and Third-Party Funding,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pp.367-368.
輧輰訛 ICC Arbitration Rules, Art.38.1: The costs of the arbitration shall include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ICC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ixed by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ales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
as well as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any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d the reasonable legal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y
the parties for the arbitration.

辩都存在合理性， 仲裁庭采纳了各自负担自己费用原则来分配仲裁费用。輦輴訛 然而， 在一些涉及大规模
侵权、 反请求以及多重主体的复杂案件中， 当事方最初主张的诉求和仲裁庭最终支持的往往不一
致。輦輵訛 仲裁庭在确定当事方的胜诉部分之后， 还要考虑当事方产生的费用和其仲裁行为是否合理： 首
先， 评估双方产生费用的实质和合理性。 合理性是大多数仲裁规则分配费用的考量标准， 然而国际
仲裁机构或国内仲裁法对合理性都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通常是评估费用是否与争议财产的金额或价
值成比例， 或者费用是否成比例合理地发生。 合理性的判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1） 律师的收
费在数额和程度上是否合理； （2） 所涉争议的法律代表的法律资格、 专家团队或成员的参与以及资
历等是否合理； （3） 各仲裁阶段时间花费是否合理； （4） 考察合理性的一般指标而非单独因素本身
所产生的费用之间的差异。輦輶訛 其次， 考虑当事方进行仲裁时的行为。 双方是否导致仲裁程序任何不必
要的延长和复杂、 是否导致仲裁成本的增加以及提起仲裁是否善意。 若当事方存在拖延仲裁程序、
不适当提交证据以及隐瞒事实和法律等行为时， 仲裁庭可通过费用转移的方式对恶意当事方进行惩
罚， 以保证仲裁的公正和高效。輦輷訛

二、 第三方资助费用作为投资仲裁费用的依据及偿还范围

除了上述传统的仲裁费用以外， 由于近年来第三方资助投资仲裁日盛， 人们就第三方资助费用
是否构成仲裁费用产生了争论。 申请人依靠第三方资助者的资金提起投资仲裁， 胜诉后给予资助者
的补偿通常高于资助者提供的法律服务价值或资助数额， 一般是资助费用的三倍或胜诉收益的
30%。輧輮訛 申请人胜诉后有权从败诉方处获得合理费用的偿还， 胜诉方可就其支出的仲裁费用获得偿还
已经明确， 但是否包括支付给第三方资助者的费用还存在争议。 事实上， 资助协议很少将资助收益
仅限于仲裁费用， 资助者通常要求获得胜诉收益份额来作为其资助风险的交换。 当第三方资助者参
与仲裁案件且受资助的申请人最终胜诉时， 申请人获得偿还的数额仅限于资助者为其资助的仲裁费
用， 还是仲裁费用和支付给资助者的收益及案件评估费之和？ 若被申请人胜诉并遭受了抗辩费用的
损失， 资助者是否受制于仲裁庭作出的费用裁决？ 从仲裁实践来看， 第三方资助者的参与不仅影响
被申请人败诉时的费用责任， 也会影响其胜诉时获得偿还的可能性。輧輯訛 仲裁庭在仲裁程序结束作出费
用裁决之时应当决定胜诉方可获得偿还的费用范围和数额。

（一） 第三方资助费用作为投资仲裁费用的依据

关于受资助者胜诉时实际由第三方资助者支付的费用， 是否构成仲裁费用并有权要求仲裁相对
方补偿的问题， 2017年3月生效的 《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 仲裁规则》 第38条第1款规定， 仲裁费
用包括仲裁庭指定的专家的费用和开支， 以及当事方为仲裁所产生的合理的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輧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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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SIAC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Art. 33.1 ( c): the costs of any expert appointed by the Tribunal and of any other assistance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Tribunal.

輧輲訛 2018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 第34.1.d条规定： “仲裁费用包括法律代理和其他协助所产生的合理费用， 包括任
何证人和专家的收费和开支。”

輧輳訛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40.2.c: The reasonable costs of expert advice and of other assistance requir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輧輴訛 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第44.e条： “仲裁费用包括胜诉方在仲裁中直接发生的律师费和其他费用， 例如内部
法务人员费用 （如此类费用的追索在案件进行中被提出而且仅以仲裁庭认为合理的金额为准）。”

輧輵訛 Swiss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t. 38.e： The legal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rbitration, if such costs
were claimed during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and the arbitral tribunal determines that amount of such costs is reasonable.

輧輶訛 Quasar de Valores SICAV S.A. et al.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24/2007, Award of 20 July 2012, para.223.
輧輷訛 Jonas Von Goeler,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Procedur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 p.385.
輨輮訛 如Ashley Pigott, Martino Giaquinto, Thomas H. Webster.
輨輯訛 如Bernard Hanotiau, Jeff Waincymer, Michael W. Buhler等.

从该规定来看， 这些费用包括非当事方参与仲裁的相关成本， 当然也包括第三方资助费用。 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 （SIAC） 2017年 《投资仲裁规则》 第33条第2款c项规定， 仲裁费用包括仲裁庭任命专
家的费用和仲裁庭要求的其他合理的援助费用；輧輱訛 2018 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 （HKIAC） 仲裁规
则》 第34条第1款d项认为， 当事方产生的仲裁费用包括法律代理和协助产生的费用；輧輲訛 2010年 《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仲裁规则》 第40条第2款c项规定了专家意见和仲裁庭要求的其
他援助的合理费用涵盖在仲裁费用之中。輧輳訛 因此， 第三方资助费用可以作为援助或协助仲裁产生费
用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常被当事方选择的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之外， 2016年 《澳大利亚国际商事
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第44条e款 輧輴訛以及2021年 《瑞士国际仲裁规则》 第38条e款 輧輵訛等也有类似规定。
尽管不同的仲裁规则用语不同， 但对仲裁费用的规定都相对宽泛， 并未排除第三方资助者支付的相
关费用。

实践中， 投资仲裁庭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通常情况下仲裁庭认为败
诉的被申请人应补偿资助者资助申请人的仲裁费用， 但还会考虑资助者和受资助者在资助协议中的
约定， 避免给败诉的被申请人造成额外负担。 如在Quasar诉俄罗斯案中， 仲裁庭认为资助者资助的
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利的判例， 是不同于典型第三方资助的策略性资助， 资助协议中约定申请人胜诉
时无须偿还这部分资助费用。 即使受资助者胜诉， 被申请人也无须向资助者偿还费用。輧輶訛 若仲裁庭裁
定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的这部分费用， 则可能为申请人带来意外之财， 这也与仲裁费用裁决补偿受
损方的目的相悖。輧輷訛

（二） 第三方资助费用作为仲裁费用的偿还范围

申请人胜诉时的补偿范围除了包括资助者资助申请人进行仲裁程序的费用之外， 资助协议中约
定的申请人胜诉时给予资助者的回报， 以及申请人为寻求资助向资助者支付的案件评估费用是否属
于仲裁费用， 学者间莫衷一是。 就资助者的胜诉回报是否属于仲裁费用而言， 一小部分学者出于恢
复原状的考虑， 认为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使得处于资金困境的申请人不得不寻求第三方资助且要在
胜诉时支付相应比例的回报， 受资助者有权请求将合同关系恢复到双方正常履行合同的情形之下。輨輮訛

大多数学者认为受资助者给予资助者的回报是当事方之间意思自治的结果， 而非因被申请人违约造
成的直接和必然损失， 所以不属于仲裁费用范围。輨輯訛 笔者认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认为申请人寻求第
三方资助多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者仲裁策略， 通过让渡一部分金钱收益来获得资助者在仲裁策略或法
律服务方面的指导， 并根据案件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资助者在胜诉时获得的回报。 目前， 第三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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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See supra note ②, p.147.
輨輱訛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8 (4), pp.206-207.

在国际仲裁领域适用较为普遍， 若将申请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资助的代价转嫁给被申请
人， 对未受资助的被申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甚至可能造成申请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选择第三方资
助， 不仅使仲裁程序变得拖延， 也使得当事方的仲裁成本增加。

关于第三方资助案件评估费用由谁承担， 存在不同的方式： （1） 由于申请人处于资金困境， 资
助者通常自己承担案件评估费用， 再将这部分费用涵盖到胜诉时的收益中由受资助者予以偿还。 若
资助者自愿支付案件评估费， 那么受资助者无偿还义务。（2） 受资助者支付部分或全部案件评估费
用。 通常来说案件评估费用是受资助者的个人选择而产生的费用，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资助者的
资助， 不应受到补偿。 申请人出于资金状况困难或分担风险的考虑而寻求第三方资助已成为国际仲
裁中的普遍实践， 且资助协议多是保密的， 被申请人甚至无从知晓第三方资助者的存在， 若要求其
承担该费用有失公允。 但若申请人的资金状况困难是被申请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 导致申请人只能
通过第三方资助者的资助才能提起仲裁， 如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因东道国的征收行为而损失巨
大， 不得不借助第三方资助提起一个费用高昂的投资者—国家仲裁， 此时受资助的申请人就可向被
申请人要求补偿其因寻求第三方资助而支付的案件评估费用。 此种情形之下， 申请人支出的案件评
估费用也须符合仲裁相对方的合理预期， 即此部分费用应处于一个理性人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

三、 第三方资助下投资仲裁庭分配仲裁费用的问题及改进之策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 投资仲裁规则通常未明确仲裁庭分配费用的原则， 而是赋予仲裁庭自由
裁量权。 因此， 实践中费用分配的方式因依赖于仲裁地或仲裁员的法律背景和意见而存在差异。 这
一现象也表明了为何费用分配有时被描述为 “不一致” “不可预见” 或 “没有明显理由”。輨輰訛 投资仲裁
实践表明， 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可能增加滥诉， 损害东道国利益。輨輱訛 投资仲裁庭有必要通
过费用分配对第三方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不当行为进行规制。

（一） 存在的问题

1. 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不足
国际投资仲裁因其耗时较长、 争议标的额大、 案情复杂、 影响巨大等特性， 使当事方在仲裁费

用的承担上面临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第三方资助者参与投资仲裁程序的隐密性使得仲裁相对人无从
知晓， 甚至会产生利益冲突而使裁决最终无法被承认执行。 在资助者的资助下， 申请人可能故意拖
延仲裁程序或采用与其自身实力不符的仲裁策略增加费用， 以达到拖垮被申请人、 迫使其让步的目
的。 而透明度的缺乏使得当事方难以预测仲裁庭作出的费用决定的范围和结果， 如败诉方是否要承
担胜诉方因第三方资助而产生的费用， 资助协议约定的胜诉收益是否都由败诉者承担等， 进而导致
当事方如何要价以及如何控制仲裁程序费用的不确定性。

2. 费用分配受限于仲裁员的背景和经验
仲裁员的不同背景和经验使其裁决复杂案件时易受先前经验或自身专业训练的影响， 这也是

ICSID仲裁中与费用分配有关的决定缺乏最好的实践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如果仲裁员来自美国，
则其倾向于当事方各自承担自己费用的分配方式， 而若仲裁员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 则可能采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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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輲訛 CETA, Art. 8.39 (5).
輨輳訛 EU-Singapore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Art. 3.21.
輨輴訛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rade in Services, Investment and E-Commerce， Art. 28.4.
輨輵訛 Se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rt. 9.23 (6).
輨輶訛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Art. 35.
輨輷訛 Guidelines for Third Party Funding for Arbitration, Art. 2.8.
輩輮訛 Code of Practice for Third Party Funding of Arbitration, Art. 2.12.

诉者负担的分配方式。 若仲裁员和第三方资助者存在某种商业联系或为利益共同体， 则其可能选择
最有利于资助者的费用分配原则。 在仲裁规则缺乏指导的情况下， 仲裁员的背景和既往经验极有可
能影响他们的费用分配决定。

（二） 改进之策

1. 明确国际投资仲裁费用分配的适用原则
国际投资仲裁中费用分配规定的不一致使得仲裁庭在实践中的做法大相径庭， 也增加了仲裁当

事方预先评估仲裁费用的困难。 近年来签订或谈判的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采用更加合理和明确的费用
分配规定来改变这一现状。 欧盟和加拿大2016年签订的 《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 （CETA） 第8.39条
第5款引进了败诉者负担原则， 并赋予仲裁庭根据投资主张的胜诉情况来调整仲裁费用的自由裁量
权。輨輲訛 这种费用分配方式有助于维持当事方间地位的对称性， 减少第三方资助者资助的骚扰性主张的
提起。 欧盟和新加坡2018年达成的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投资保护章第3.21条 輨輳訛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协定》 （TTIP） 投资章第28条第4款 輨輴訛在费用分配上的规定与CETA类似， 同样是出于维护投资者
和东道国间利益平衡的考量， 惩罚败诉方。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虽未对
费用分配作出规定， 但其第9.23条第6款规定了仲裁庭可在仲裁程序期间作出费用令。輨輵訛 这一规定一
方面可以抑制当事方的拖延策略， 另一方面可迫使当事方自动执行该费用令， 否则就可能因违反费
用令而给仲裁庭留下不好印象， 进而影响仲裁庭的费用分配。 尽管并非所有的区域贸易协定都对费
用分配进行规定， 但目前的改变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投资仲裁机制的改革方向。

除此之外， 国际上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和一些国家/地区的仲裁立法也明确规定了仲裁庭
分配费用的原则。 2010年 《UNCITRAL仲裁规则》 采纳败诉者负担作为默示原则对所有类型的费用
进行分配， 同时赋予仲裁庭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采用相对成功原则的自由裁量权。 这也为选择
UNCITRAL仲裁规则的投资仲裁案件指明了费用分配的方向。 2017年 《SIAC投资仲裁规则》 第35条
明晰了第三方资助下的费用分配问题， 即败诉方要承担胜诉方的部分或全部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輨輶訛

为了解决被申请人胜诉时的仲裁费用获得偿还的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
颁布的 《第三方资助仲裁指引》 第2条第8款专门规定了第三方资助者的责任划分问题， 即申请人败
诉时资助者承担胜诉方的仲裁费用、 保险费、 仲裁费用保证金及其他费用，輨輷訛 为仲裁庭确定资助者的
责任承担提供了依据， 也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选择该仲裁机构解决投资争议。 此外， 仲裁庭分配仲
裁费用的自由裁量权还应受到仲裁协议、 国内法和机构仲裁规则的约束， 适用的费用分配原则应具
有一致性。 如我国香港地区2019年2月1日生效的 《实务守则》 第2条第12款明确规定资助者应对受
资助者负有法律责任， 即资助者要承担不利费用、 为取得费用保险而支付的保险费、 提供费用担保
以及承担任何其他法律责任。輩輮訛 这一规定极大地明确了资助者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承担问题， 有利于
维持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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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輯訛 See, e.g., Art. 37 of the ICC Rules, Art.28 of the LCIA Arbitration Rules, Art. 42 of the PCA Arbitration Rules, Art. 42 of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mong others.

輩輰訛 See supra note ②, p.152.
輩輱訛 Queen Mary and White & Case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5, p.7.
輩輲訛 See supra note 輥輶訛.
輩輳訛 Transglobal Green Energy, LLC and Transglobal Green Panama, S.A. v. Republic of Panama, ICSID Case No. ARB/13/28, Award of

the Tribunal, June 2, 2016, paras. 126-127.

实践中， 仲裁庭在仲裁程序开始时就应向当事方明确其如何分配仲裁费用， 在尽可能早的阶段
和当事方进行对话并达成关于费用偿还范围、 时间和顺序的一致意见。 当事双方也可约定提起仲裁
请求的一方在请求失败时是否承担另一方的仲裁费用。 上述举措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律师采取的仲裁
策略遵循诚信原则， 激励当事双方持续评估他们的仲裁策略的可接受性。 这一行动已在大多数仲裁
机构仲裁规则中获得支持， 如 《 ICC仲裁规则》 《伦敦国际仲裁院 （LCIA） 仲裁规则》 以及
《UNCITRAL仲裁规则》 。輩輯訛 因此， 仲裁庭在早期阶段解决费用分配问题可以规范当事方的行为， 提高
仲裁效率， 提升仲裁员作出的费用决定的可预见性和统一性。

2. 落实费用分配的惩罚和指导功能
费用分配是仲裁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表现， 也是规范仲裁当事方行为的必要方式。 仲裁庭

可以通过费用分配来惩罚恶意拖延或阻碍仲裁程序的一方， 也可以考虑当事方的积极行为， 适当减
轻其承担的费用义务。 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体系的碎片化， 全球统一的费用分配规定很难达成， 但仲
裁庭依然可以发挥费用裁决的惩罚性和指导性功能。

首先， 费用分配决定应被用来抵制不端行为。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投资仲裁庭的费用分配决定
通常是最终裁决的一部分， 仲裁员一般在最终裁决作出时才对仲裁费用进行分配。 许多投资仲裁庭
自动适用 “各自负担自己费用” 原则分配仲裁费用的做法， 不利于通过费用分配来鼓励当事方合理
行为以及促进仲裁庭更有效地监管仲裁程序的积极性。 其实， 费用分配可以作为挫败当事方不端行
为的手段， 惩罚当事方利用第三方资助滥用仲裁程序的行为。 若委托人知晓其律师的策略失败， 他
将会承担自己和对方当事人直至仲裁程序结束的仲裁费用， 就会对所采取的仲裁策略再三考虑； 若
受资助者不向对方当事人和仲裁庭披露资助协议导致利益冲突， 则受资助者要承担加重责任的做法
也可能使其尽早披露。 仲裁庭可预先通知当事方关于费用分配的适用原则和当事方的不端行为对费
用分配的影响， 既要对当事方的不端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也要保障惩罚措施的合理性。 当事方及其
律师应准确且系统地记录其具体动议的费用和报酬， 不得恶意增加费用。輩輰訛

有趣的是， 要求仲裁庭通过费用分配对阻碍仲裁程序者作出惩罚的呼声更多来自仲裁实践者。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佛凯律师事务所的案例报告指出： “费用分配是仲裁最糟糕的特征， 因为其对
阻碍仲裁程序的一方缺乏有效惩罚。”輩輱訛 仲裁庭应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费用裁决， 并对当事方的不端
行为进行惩罚。 这也是降低仲裁费用和避免仲裁程序延迟的一个可行方式。 据统计， 2013年之前，
53%的胜诉申请人获得了调整的费用裁决， 高于占比38%的胜诉被申请人。 从2013年开始， 约有
65%的胜诉申请人获得了调整费用的裁决， 63%的胜诉被申请人在同时期获得了调整费用裁决。輩輲訛 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仲裁庭日渐倾向于通过调整仲裁费用来惩罚提起骚扰性主张的申请人。 如在
Transglobal诉巴拿马案中， 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滥用仲裁程序， 批评了申请人的 “傲慢态度”， 并认为
申请人诉状的 “时断时续” 可能增加了被申请人的成本。 因此， 仲裁庭裁定， 申请人应承担被申请
人的法律费用 （与被申请人被驳回的申请有关的费用除外）。輩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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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ncreasing�popularity�of�third-party�funders�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investment�
arbitration� has� led� to� a� controversy� over�whether� third-party� funding� costs� constitutes� a� par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arbitration�costs.� In�practice,� the� investment�arbitration� tribunal�usually�
adjusts� the�arbitration�fees�according�to� the�behavior�of� the�disputing�parties� in�order� to�prevent�
investors� from�abusing� third-party� funding.� In� recent�years,� some�regional� trade�agreements�and�
arbitration� rules� of�major�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have� clarified� 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arbitration� costs� and� third-party� funding� fees.�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ribunal�
should� also� enhance� the� predictability� of� its� allocation� of� arbitration� fees� and� regulate� the�
participation�of�third-party�financiers�in�arbitration�through�the�penalty�and�guidance�function�of�
cost�allocation,�so�as�to�maintain�the�balance�of�interests�between�investors�and�the�host�countr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nvestment�Arbitration;�Third-Party�Funding;�Cost�Allocation

輩輴訛 Luis Fernando Rodriguez, “Allocating Costs to Foster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8 (40), p.154.
輩輵訛 See supra note 輩輴訛, pp.156-157.

其次， 费用分配应当理由充分且为当事方的费用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目前国际社会认为仲
裁庭作出的费用分配决定过于随意且缺乏可预测性， 更忽视说服力。輩輴訛 在大多数仲裁规则之下， 仲裁庭
要求当事方在听证阶段提交费用意见， 并对对方所提仲裁费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仲裁庭首先应决
定哪些是仲裁费用并计算费用总额， 其次应评估哪些费用是合理的， 最后应根据当事双方的费用意
见， 决定如何分配并给出理由。 仲裁庭作出的有理据的费用分配决定是对仲裁程序公正性和正当性
的重要监督和平衡， 可以避免争议当事方在执行阶段对费用分配再产生争议。輩輵訛 随着第三方资助者参与
国际投资仲裁的日益普遍， 投资仲裁庭在第三方资助者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分配问题上的实践应具
有指导意义， 尤其是明晰第三方资助费用作为仲裁费用的偿还范围， 增强仲裁费用分配的可预见性
和指导性。

结论

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适用可能导致申请人的滥诉而损害被申请人利益。 投资仲裁
庭在实践中通常会考虑争议当事方的行为对仲裁费用分配进行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者利
用第三方资助提起骚扰性主张。 近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和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已明确了第三方资助者对受资助者的仲裁费用承担不利责任， 仲裁庭在分配仲裁费用时也应明确适
用的费用分配原则和费用偿还的范围， 行使费用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来规范争议方的行为， 避免投资
者利用第三方资助滥诉而损害东道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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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荣静，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孙晶晶， 兰州大学法学院 2019级刑法学研究生。
譹訛 本文为行文方便， 根据 《监察法》 对 “初步核查” 的规定是对 《刑事诉讼》 “初查” 的承继认识， 在表述检察机关职能时，

使用 “初查”； 表述监察委职能时， 使用 “初步核查” 或 “初核”。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的立法检视

拜荣静 孙晶晶 *

内容提要： 刑事初查制度自形成以来， 法律性质和地位就饱受争议， 主要原因在于刑事诉
讼法和司法解释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亦缺乏相应的刑事诉讼理论基础， 立法和理论上
的缺陷进一步导致初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较为随意。 从初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
发展历程来看， 由于不同时期办案模式不同， 初查制度的性质亦有所差异。 职务犯罪案件
职权转隶监察机关， 初查制度这种性质上未达成共识的制度应该何去何从备受关注。 《监
察法》 规定了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 这说明监察委在行使调查权过程中继受了刑事初查制
度， 但是 《监察法》 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仍然留存潜在隐忧。 在分析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
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时， 应肯定继受初查制度的积极作用， 阐明该制度在我国监察
体系中得以运行的原因及必要性， 在当前监察体制的法治进程中， 应当尽快规范和稳定监
察委初步核实程序适用的理论基础， 使其相关制度得到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刑事初查 立案 监察委 初核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6

引言

刑事初查 譹訛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 检察机关在总结自侦案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产
物。 随着自侦案件举报线索的增多， 为了 “提高立案质量， 把好立案关”， 检察机关在确认有犯罪
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立案。 初查即 “初步调查”， 是在刑事诉讼立案前对案件是否满足诉讼条件
从而开启刑事诉讼程序所作的基础审查。 初查制度最初是由检察机关提出并赋予其相应的内涵， 但
初查并非属于检察机关侦查贪污受贿犯罪所独有的手段， 在 2013 年实施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 中， 也对初查作了相应的规定。

由此可见， 初查制度应是刑事诉讼程序开启前， 为防止不必要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流程， 造成
诉讼资源的浪费， 因而由有管辖权的机关对案件是否符合开启诉讼的条件所做的简单审核和调查。
但由于初查制度主要见之检查机关办理受贿等职务类案件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中， 且监察机关对于
转隶的贪污受贿案件调查的权力也是承继于检察机关， 因此， 本文主要从检察机关视角出发， 厘清
初查制度在我国法制土壤中得以生成的源流。

从初查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 初查制度的确立是在检察机关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逐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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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马世和、 冯秀： 《建议将初查制度写入刑诉法》， 载 《检察日报》 2007年 12月 10日第 3版。

晰， 也逐渐明确化、 制度化， 成为司法实务中处理贪污受贿案件不可缺少的一项程序。 这一项由实
务自发形成的制度， 虽然经过法律的逐渐认可予以确定， 但其在理论层面属于何种性质， 学界仍然
看法不一， 定位不明导致该制度在实践适用中出现较多问题。 在对法治文明及程序正义的要求愈加
强烈的当下， 初查制度存废的争议之声也日益见长。 然而， 就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 刑事案件线
索数量庞杂的国家而言， 刑事初查制度所具备的实践价值不可否认。

2018 年 《监察法》 颁布并开始施行， 由检察机关管辖的贪污受贿案件转隶至监察机关受理。 因
此， 监察机关是否需要对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初查制度予以承继， 又成为一项新的有待解决的
司法问题。 由于监察机关并不属于司法机关， 监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案件的调查也并非属于刑事诉讼
的管辖范围， 因此有学者认为， 初核程序不同于 《刑事诉讼法》 中的初查， 初步核实是监察机关对
案件线索是否满足 “职务违法” 抑或是 “职务犯罪” 的立案条件， 是否需要开启监察调查程序所做
的基本审查核实， 而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初查仅是为是否开启刑事立案程序及开展刑事侦查所做
的初步审查。 虽然在 《监察法》 立法中， 我国并未直接延续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以下简称 《2012 规则》） 的规定， 明确采用初查一词， 且在 《监察法》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中
对初核的性质语焉不详， 但从整体立法体系、 初步核实的作用及意义来说， 初步核实与初查应当一
脉相承。

《监察法》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对初步核实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 抽象， 立法只从初步核
实的实施主体及初步核实完毕后的处理程序等加以规定。 初步核实的性质和程序、 该程序适用中所
能够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初步核实程序所取得证据的性质等缺乏明确的界定。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
初步核实后， 发现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 监察机关是否能够进行刑事立案等问题均有待明晰。 因
此， 本文将通过分析初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了解初查制度的发展脉络， 探寻该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
进程中产生实践基础的原因， 通过对初查制度的性质及其实践价值和该制度中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对
比分析， 就监察机关承继该制度的必要性予以论证， 以比较法的视角对初查制度进行分析， 为初步
核实制度在监察委办理职务违法及犯罪案件中的确立、 发展与完善。

一、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继受刑事初查制度的实践价值

对于制度出现、 变革、 发展历程的分析是我们研究、 理解以及应用该制度的重要前提， 只有全
面梳理该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在当前社会中的继受价值， 才能基于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考虑， 完
善该制度具体实用性， 这对于司法制度亦是如此。 因此， 分析初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溯源及演
进， 明确该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的根本性质， 是理解和认识该制度存在的前提要件， 这为初
查制度在国家监察程序理论与实践中的继受适用提供重要依据。

（一）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对于刑事初查程序制度的继受

“初查” 一词最早见于 1985 年 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的文件中。 该文件
在谈到信访部门的工作任务时指出： “信访部门比较适合承办部分控告、 申诉案件立案前的 ‘初
查’， 以便能为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高一些的案件线索。”譹訛 由此可以看出， 在这一时期， 初查活动
仅仅是为立案作准备， 是检察机关内部为了提高立案的准确率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1995 年 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的 《关于要案线索备案、 初查规定》 中对初查制度作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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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明确， 对初查的基本含义作了解释： “初查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进行审查的司
法活动。” 在初查措施上， 规定了 “要案线索的初查工作应当秘密进行”。 这是司法机关第一次将初
查界定为一项司法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颁布了《2012 规则》， 其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 初查是人
民检察院处理职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时， 一项非必要的前置性程序， 也即只有在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
初查时， 报请检察长或监察委员会审批后， 可以采取初查。 但在实践适用过程中， 初查基本成为检察
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必要前置性程序。

2018 年 《监察法》 通过后， 监察委对于检察院 “两反” 职能进行转隶， 由于监察机构的特殊职
能与政治定位， 初核的性质再次陷入不明。 初步核实是监察机关调查工作的重要环节， 其定位在于
准确判明职务违法犯罪的案件线索是否真实， 以及准确界定行为性质属于职务违法还是职务犯罪。
由于监察委兼具对于职务违法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职责， 因此， 有观点认为， 初步核实程序的
性质应当根据对线索最终的处置不同， 而应该对初核性质做 “二元划分” 和不同的界定。 但初核
程序的目的之一正是准确判断该线索属于违法线索还是犯罪线索， 不能根据行为最终属于何种性质
来倒推初核的性质， 应按照权力行使方式、 特性及其适用的法律为准， 监察委初核权应当属于行政性
质权力。 因此， 国家立法应当更加注重对监察委初核权的完善， 通过立法明确这种优势权能的行使边
界， 将监察委初核阶段的职权运行进行明确的程序规制和监督， 使权力运行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之下。

（二）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继受刑事初查制度的实践价值

1. 司法资源有效利用
刑事立案材料的来源包括举报、 报案、 控告及司法机关亲自发现等途径， 仅依据这些书面或者

言词案件线索本身， 无法准确判断是否一定符合刑事立案条件， 因此， 初查制度允许侦查部门采取
一定的非强制性措施， 对是否存在 “犯罪事实” 进行初步断定。 初查为立案作适当前期准备， 如果
不经过初查而直接立案， 将可能会出现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形。 在此种情况下， 侦查机关已经投
入了相应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 但是经侦查发现没有犯罪事实， 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 那么前期投入的司法资源就基本虚耗。 在贪污贿赂犯罪调查权力转移至监察机关行使的情况
下， 节约司法资源的要求仍然存在， 甚至可以说更为必要。 在反腐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 就贪污贿
赂违法犯罪的案件线索进行先行管控与初步核实仍彰显出其重要价值， 为监察机关准确判别行为是
否构成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抑或是不构成违法犯罪提高效率。

2. 证据收集
基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 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通常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较强的反

侦查能力。 而初查的秘密性在于， 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 调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犯罪事
实， 避免犯罪嫌疑人提前毁灭证据。 另外， 在律师权利扩大的今天， 初查的必要性进一步加强， 通
过初查可以避免由于律师的过多介入而造成证据的流失和资料的转移。 由此确保第一手证据材料的
准确性， 减少错误立案造成的不良影响， 提高立案准确率， 为后续的司法活动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保证办案质量。 监察机关兼具对职务违法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职权， 纷繁复杂的案件线索较之
于检察机关主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 监察机关仍需要设置初核制度以应对复杂的案件线索。

3. 保障人权
初查活动主要是对举报线索进行查证进而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事实， 举报线索多来源于匿

名举报， 线索的真伪以及举报人的动机不得而知， 因此， 需要进行初查来作出初步判断。 采取初查
手段就达到了避免在查清犯罪事实之前侦查阶段的强制措施过早介入的目的， 以免在不存在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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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情况下给相关人员的人身或财产权利造成侵犯。 另外， 初查采取的只是任意性侦查措施， 这些
措施与强制性侦查措施相比， 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在此基础上， 监察机关对于初查制
度的继受也有了其必要性， 可以避免监察机关因虚假的举报线索而使得公民轻易进入监察调查阶
段。 一旦进入立案调查阶段， 成为受到廉政相关法律及刑事实体法不利评价的对象， 被调查人的社
会评价和地位将发生改变， 初核程序的存在能够使被调查人有效避免由于监察调查措施的运用对其
正当权益造成损害。

4. 秩序维护
在实践中， 若不经过初查而直接立案侦查， 犯罪嫌疑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将被打乱， 犯罪嫌疑

人的声誉也会受到消极评价， 这种个人品格、 道德上的判断甚至不会随着查明犯罪嫌疑人并无犯罪
事实的结果而消失， 犯罪嫌疑人将会被身边的人贴上 “问题人” 的标签， 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
人权， 而且不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 《监察法》 延续了初查的规定， 明确监察机关初核亦采取秘密
的方式进行。 在对案件线索掌握到一定程度时， 进行监察立案， 通过秘密核实， 防止确有违法犯罪
情况的人采取非常措施， 例如以伤害他人的手段进行藏匿， 同样也防止不具有违法犯罪情况的人受
到社会的不利评价。 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

5. 预防和惩治职务违法犯罪
初查活动是对举报线索的分析和判断过程， 通过初查手段判断是否存在犯罪， 使检察机关能够

准确立案。 该模式带有隐形的威慑力， 促使从事职务活动公职人员认真履行职责， 不敢触犯法律。
初查活动的秘密性使得职务犯罪人员来不及毁灭证据和相关材料， 使得第一手证据得以保存， 很大
程度上能够提高案件的侦破率。 同样， 《监察法》 对于初核的规定， 也是基于上述考虑， 初核程序
的处置， 延续了这种威慑力。 这种秘密性使得有滥用职权倾向的人处于一种担心被秘密调查的不安
全状态而不敢实施犯罪， 从而能够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综合来看， 国家监察委是由国家监
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 一套人马两套班子， 初核制度的存在， 为准确划分案件线索
归属提供了前提， 分流案件线索， 排除虚假线索， 对有待进一步判断的线索进行实时管控， 对确已
存在的案件线索进行核实归类， 为下一步开展立案审查或立案调查工作做准备。 因此， 初步核查程
序在监察委的建立和继受具备实践基础。

二、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继受刑事初查的制度缺陷

明晰制度的存在价值， 可以理解其存在意义， 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而制度缺陷的发现， 可以
为变革和完善该制度提供思考方向。 价值选择是制度发展和取舍的前提， 问题与缺陷是制度完善的
基础， 这就要求对刑事初查制度实践价值及缺陷充分判明的前提下， 肯定实践价值， 弥补理论缺
陷， 为刑事初查制度进一步发展、 完善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提供支撑。

（一） 初查制度已存缺陷分析

1. 初查没有统一的程序标准
初查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部分， 适用过程中应当符合 《刑事诉讼法》 的基本要求， 保证程序的基

本正义， 因此明确其适用的程序是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基本要义。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2012
规则》 第八章第一节规定了初查的决定主体和负责主体， 但是对初查应当适用的程序和标准并未作
出详尽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了在初查过程中， 侦查机关可以采取询问、 查询、 勘验、 检
查、 鉴定、 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 财产权利的措施， 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
施， 不得查封、 扣押、 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 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该条仍只是规定了在初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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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李慧敏：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构建刍议》， 载 《井冈山医专学报》 2007年第 5期。
譻訛 杨书文： 《论刑事立案的性质》，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0年第 2期。
譼訛 龙宗智： 《取证主体合法性若干问题》， 载 《法学研究》 2007年第 3期。
譽訛 孙长永、 杨柳： 《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 载 《河北法学》 2006年第 1期。
譾訛 施鹏鹏、 陈真楠： 《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载 《社会科学》 2014年第 9期。

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禁止采取的措施， 并未对采取这些手段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 以及适用
何种法律文书作出规定。

2. 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性质不明确
初查制度在 《刑事诉讼法》 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而 《2012规则》 也未就初查制度的性质加以

明确界定。 此外， 初查制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的， 在上位法 《刑事诉讼
法》 中找不到相应的根据， 因而导致初查制度的合法性存疑， 这亦是引起学界对初查制度的性质以
及初查存废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关初查制度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行政行为说”
认为， 初查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行政事实的认定行为， 因其保密性而具有单方性， 符合行政行为的特
征。譺訛 “司法调查行为说” 以立案为标志， 立案前的行为属于司法调查行为， 而立案后的行为则是侦
查行为。譻訛 “任意侦查行为说” 认为初查行为是非强制性的调查行为， 属于任意侦查的范畴。譼訛 “侦查
行为说” 认为初查行为是一种立案前的调查活动与立案后的侦查活动一致。譽訛 还有学者认为， 初查行
为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部分初查行为以获取案件相关信息为指向， 不具有特定性与强制性， 具有
社会调查的性质， 不宜将其界定为侦查行为， 而其他初查行为则以查获犯罪为指向， 具有特定性及
一定的强制性， 应归为准侦查行为。譾訛 学界及实务界对初查性质存在不同的认知， 归其主要原因就是
刑事诉讼法律对初查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而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对初查取得证据
以及初查措施等方面适用上的纷争。

3. 初查监督机制缺失
初查制度中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所采取的调查措施不受司法控制和监督。 由于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对于现行的初查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的规定并不完善， 对初查制度的监督只能依靠在
启动初查活动时相应的审批手续， 即对初查的一种事前监督机制， 以及通过对初查结束后的立案设
立一个门槛， 从而对初查起到部分事后监督的作用。 初查制度的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 为初查制度
正确适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但机关内部的审批以及是否符合立案的自我审查都是一种机关内部的
自我监督， 这种 “自我答辩” 形式的监督无法真正实现对初查措施不合法时的救济。 一方面， 初查
程序过程监督的匮乏， 可能使得初查这种立案前的秘密调查成为一项恣意性活动。 初查活动侵犯被
调查人合法权利的， 外部人员甚至被调查人自己很难知晓， 此时， 事前及事后的内部监督难以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况且法律对初查人员的责任以及处罚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初查活动的合法性几乎需
要完全依靠初查人员的自身职业素养， 给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遭受侵犯留下空间。 另一方面， 有权
机关在实施初查的过程中， 存在借助初查制度完成相应的侦查活动的僭越行为， 对嫌疑人利益的侵
犯， 但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对被追诉人程序上的救济与保障不足。

4. 初查程序的随意性
实践中的初查活动在启动、 结束等方面均较为随意， 原因在于初查制度没有完善和规范的法律

规定。 《2012 规则》 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 在启动初查程序时需要经过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的同
意。 但是该规定较为笼统， 未对如何审查线索， 检察长或检察委员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做出不同意初
查程序开启的决定， 以及程序开启被驳回时如何救济等问题作出规定。 这就导致检察机关在启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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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时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

（二） 初步核实程序对初查制度规定缺陷的延续

与初查存在广受诟病的问题一致， 《监察法》 对初核制度的规定也存在上述问题， 初核程序延
续了初查制度所存在的部分缺陷，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缺乏立法层面的规定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监察法》 仅用一条对初核做出规定。 实践中适用监察初核程序的规定，

主要见之于 2019 年 1 月施行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以下简称 《工作规
则》）。 监察机关初核的适用规定未在立法层面进行明确， 而是通过党内法规形式做出， 初核程序适
用的规定性不明， 这种缺乏国家基本法层面的规定不利于规制法定的实现。 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
侦查时， 初查程序及期限的立法规定阙如， 导致了实践中初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产生异变， 如以初
查代替具体的侦查行为， 引起学界对于初查制度的质疑与诟病。 职务犯罪转隶监察委负责之后，
《监察法》 在法律层面亦未对初核的期限、 初核程序做出细致规定， 调查部门在进行初核时， 很可
能也会出现久拖未决或者以初核代替正式调查的异化现象， 继而导致初核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趋于无序。

2. 初核程序运行
《工作规则》 就初核的程序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初核程序的启动、 运用、 终结以及每一阶

段应该制作的文件材料等方面都有所完善， 规定得相对全面， 但是还有所疏漏。 不同的初核措施应
该在什么条件下适用， 初步核实程序终结的标准， 初核从开展到结束的期限限制等方面均未作规
定。 这些规定的缺失可能造成初核措施的滥用， 以及初核程序的拖延， 使得被核查人的权益处于被
监控之下的不确定状态， 从而给被核查人的权益造成损害。 在职务犯罪转隶监察委之前， 以初查代
替侦查的现象层出不穷， 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还容易导致司法腐败。 其中的原因之一即是因
为检察机关相关规则没有作出期限及初查措施适用标准上规定。 而 《工作规则》 就初核工作需要多
久结束， 如何结束， 初核结果达到何种程度能结束亦没有明确的规定。

3. 初核程序监督机制
《工作规则》 对初核监督层面的规定也采用了事前审批以及事后工作报告的规定。 《工作规则》

规定， 初核方案， 以及开启初核程序采取相应的核查措施均应报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 核查工
作结束后撰写核实情况报告等。 这种事前事后的机关内部监督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督的效
能。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广受诟病的 “不破不立” “程序借用” 等现象亦可能在初核制度中继续存在。
监察委机关内部， 初核制度适用机关与实施监督职能的机关存在实质上的混同， 机关内部不同部门
之间的监督与制衡就显得微不足道， 甚至流于形式， 因而也无法对初查活动作出实质性监督。 同
时， 初核阶段遭侵权的被调查人救济程序匮乏， 被调查人知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后由于缺乏法律
上的救济程序， 而处于救济无门的境地。

（三） 监察委初步核实制度对刑事初查制度的偏离

1. 初核阶段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
为了能够有效应对贪污腐败现象， 保证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 加强廉政建设， 《工作规则》

规定了初核阶段可以采取与相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 要求相关组织作出说明， 调取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 查阅复制文件、 账目、 档案等资料， 查核资产情况和有关信息， 进行鉴定勘验， 采取技术调
查， 限制出境等初核措施。 相较于检察院初查权， 能够适用的初核措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
张。 技术调查措施以及限制出境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属于强制性调查措施， 在未进行职务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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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立案之前即采用， 虽然确能有效防止贪污腐败人员潜逃， 但如适用不当，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被核查人合法权益。 因此， 在这种强制性调查措施的适用上， 必须保持审慎， 在确有必要的情况
下， 经过严格审批以及有效监督， 防止不当适用引起权益侵害。

2. 初核程序对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保护规定阙如
初步核实程序由 《监察法》 以及 《工作规则》 加以规定。 根据现阶段有关初核制度的规定， 没

有在立法层面赋予对被核查人权利有效的救济与保护机制。 由于初核活动在职务违法及职务犯罪立
案之前进行， 此时被核查人属于被怀疑存在职务违法或犯罪事实的人。 在未进行立案之前， 被核查
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 初核程序开展不当可能会对被核查人正当权益造成损害， 但是
立法并未赋予被核查人有效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 也未对被核查人的权利进行法律层面的宣告。

3. 初步核实程序不受司法原则的限制
根据 《监察法》 的规定， 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不受刑事诉讼法的规制； 监察调查活动不是司法

活动， 监察初核也相应不受有关司法原则的限制。 因此， 司法所强调的程序正义、 人权保障理念在
监察调查过程中被弱化， 监察法的规定更多体现了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 有效打击贪污腐败违法犯
罪的精神， 相应地在程序的规定方面， 在对被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有所疏失。

三、 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的制度完善

《监察法》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初步核实制度， 但关于初步核实具体适用程序规定
过于抽象。 初步核实是对涉嫌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初步审查， 进而明确是否采取具体
调查措施的一项制度。 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虽不适用 《刑事诉讼法》 的相关程序规定， 但是
作为一个国家职能机关， 在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遵守 《宪法》 关于公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要
求。 只有明确初步核实制度的具体适用及相关的程序问题， 才能探讨监察委初步核实制度的完善进
路， 使权力运行在法治化的轨道中， 为我国监察制度完善提供可能路径选择。

（一） 完善初步核实线索的管理机制

我国职务犯罪线索数量庞大， 通常情况下， 职务犯罪人往往以合法的手段来掩盖其违法犯罪的
目的， 通过初步核实程序对相应的线索进行调查， 能够防止被调查人提前掩盖或损毁证据， 有利于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我国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空前， 监察委鼓励各种渠道对于犯罪线索进行举
报。 监察委立案前初步核查明确的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 一般是相关知情人员的举报， 真实性通常
可以查证， 但也不排除存在他人恶意诬陷诽谤的情况发生。

基于职务犯罪不易查明且犯罪手段隐蔽等特性，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大多是来自有关机关
的自行发现， 以及匿名举报等途径。 庞杂的职务违法犯罪线索， 并未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管理机
制， 使得部分达不到犯罪的案件线索被随意进入刑事程序， 亦或是大量线索被不予立案而简单归档了
事。譿訛 建立有效的防控职务犯罪的初步核实机制， 需要从职务犯罪线索的管理层面予以完善， 优化线索
管理审查， 建立有效的职务案件线索管理机制， 为所掌握的案件线索建立台账， 优化职务违法犯罪
信息管控平台， 运用大数据定期对相关线索进行评估审查。 对需要进一步展开调查的案件线索进行初
步核实， 对于暂不需要展开核实的线索予以实时监控， 提高监察机关受理案件的线索质量。

譿訛 张爱国、 仇建萍： 《完善职务犯罪初查机制研究》， 载 《中国检察官》 2017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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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确初步核实地位以及性质

根据职务犯罪的特性， 初步核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分流、 保证立案准确性， 以及为职务
违法犯罪调查措施实施做准备的作用， 总结之前我国纪委、 检察院对职务犯罪线索的初步核实制度
的适用经验， 借鉴法制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初查制度的规定， 对我国监察委初步核实程序性质
进行定位。 初步核实的法律地位在 《监察法》 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实践中可能引起有权机关超越法
律授权的措施开展初步核实程序， 导致出现适用的难题。 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
明确初核的法律地位———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立案的前置程序， 即对于职务违法犯罪案件， 监察机关
对接收到的线索无法判断是否存在犯罪事实， 或者无法判断线索的真伪的， 必须先进行初核， 在经
过初核， 查明案件线索属实， 有犯罪事实需要采取进一步调查措施的， 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调查措施。

监察机关既要进行职务违法案件的调查又同时肩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职责， 立法所规定的核
查程序对判断案件线索的具体性质， 从而正确分流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且监察机关作为我国行使调
查职能的专责机关， 其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并不受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制， 因此， 通过初步核实程序
在保证案件的准确性的同时， 亦能够防止监察机关通过启动正式调查程序而采取不受刑事诉讼程序
所控制的强制性调查措施， 使公民过早陷入被调查的不利境地。 同时， 通过初步核实程序， 使案件
线索有一定程度的明晰， 在开展职务违法还是职务犯罪的调查中做出选择， 促使正式调查程序的开
展， 提高调查的效率。 考虑到监察对象的特殊性， 初步核实有利于防止在没有相对确切的证据材料
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职务犯罪的情况下直接采取调查措施， 致使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

（三） 明确初步核实适用的程序

在初查制度的发展历程中， 初查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处理职务犯罪案件不可或缺的前置程序， 对
于分流案件、 将不符合刑事诉讼条件的案件抵挡在刑事立案程序之外、 保障自由不被随意侵犯等方
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8 年 《监察法》 通过后， 监察机关负责对职务违法以及职务犯罪案件
进行调查。

监察委继受初查制度有其现实基础、 实践需要以及法律支撑。 2019 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 第八章中， 将原本 “初查和立案” 的结构设计改为 “立案”， 同时将第一小节的 “初查” 改为
“立案审查”， 所有关于 “初查” 的术语统一为 “调查核实”， 此规定是为了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以
及法律术语的一致性， 也同时体现了监察机关的初步核实即是对检察机关初查的一脉相承， 当前相
应法律的规定也无一不从侧面证明了国家对于初查制度所具有的价值的认可。

2018 年 《监察法》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对于初步核实进行了规定， 规定监察机关对于相应
的问题线索在立案前予以初步核实， 初步核实制度在监察法中的确立， 使初步核实制度有了明确的
法律依据， 而非仅仅通过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定。 《监察法》 关于初步核实的适用程序未做
细致的规定， 仅规定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时， 监察机关需要履行审批程序， 成立核
查组进行核查， 但对核查组进行初步核实的时间、 程序等未做细致的规定。 而目前实践中初步核实
所采用的程序是按照原本纪委初步核实的程序进行， 初步核实程序没有立法的明确限制， 导致职务
违法犯罪的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不一。

（四） 明确初步核实采取的措施及限制

由于我国现有体制的特殊性，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犯罪并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 因此， 在监
察机关转隶刑事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情况下， 初核制度对国外初查制度能够借鉴的方面有限， 必须从
我国现有的体制中去探索我国监察机关初核制度的出路。 我国监察委初核制度对初查制度的继受已
经从制度层面加以确定， 虽然 《监察法》 对初核的规定不尽完善， 但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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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应然层面存在的理想司法制度， 转换视角看也可能存在无法自洽的问题， 即使是在应然层面完
美无缺的制度设计， 该制度在实践中适用也可能受制于其他各种因素影响而效果减损。

《监察法》 中就监察机关初步核实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并未做具体的规定， 但是根据 《工作规则》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能够采取的措施包括谈话、 询问、 勘验、 鉴定、 查
询、 调取证据材料、 暂扣财物、 采取技术调查、 限制出境等。 可以理解， 适用技术调查以及限制出
境等措施在应对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身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能够有利防止走漏风声而导致公职人员
外逃， 是我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政治要求的必然选择。 但是， 在未立案的情况下， 采取此类强制
性措施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恣意以及对私权利的侵蚀。 而且， 初步核实阶段技术调查以及限制出境
措施的适用， 将会导致初步核实程序与监察机关调查程序出现混同， 初步核实的规定将淡化其相对
独立的程序价值。

（五） 明确初步核实取得证据的司法适用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最终目的， 是使得犯罪的公职人员受到刑罚的制裁， 保证国家公职人
员职务的廉洁性， 其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目的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的调查
与刑事诉讼的衔接上应当采取 “程序二元， 证据一体” 的理论模型，讀訛 即监察机关在进行职务犯罪线
索的初步核实以及职务犯罪调查时， 亦应遵守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

“初查制度” 在意大利的刑事诉讼立法规定中亦有所规定。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将侦查分为了初
步侦查和正式侦查， 分别由司法警察和检察官负责， 司法警察负责刑事案件中的初步侦查工作， 检
察官负责具体的侦查， 也即正式侦查。 从意大利的初查制度的规定来看， 由于意大利并未将立案作
为一个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 因此， 也未对立案前与立案后措施进行区别， 初查制度本质上是侦查
阶段的一部分。 与意大利的初查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法国， 也将 “初步侦查” 作为侦查的一部分
加以规定。 但法国未对初查作严格的阶段划分， 而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案件的紧迫
性， 规定了针对现行犯的初查以及非现行犯的初查， 以区别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

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美国和英国在司法制度上相似， 都没有明确关于初查制度的规定。 对发生
的案件以及相关的案件线索直接开启侦查程序， 由司法警察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 收集案件相关的
事实及证据。 英国和美国对于侦查设置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 将侦查阶段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纳入
司法审查的范畴， 由相对中立的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加以保障。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受美国的影响较大， 也未就初查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日本的刑事
诉讼法， 由司法警察对案件线索展开侦查， 调查取证。 与英美法系诉讼制度相似， 为了保障侦查阶
段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对于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 日本刑事诉讼法设
置了限制性条件， 即必须向法官申请令状， 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 从而起到对司法警察侦查手段的
监督控制作用。

通过分析域外刑事诉讼中的初查程序，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对初查的规定， 要么是作为刑事侦查
阶段的组成予以规定， 要么就未明确规定初查， 普遍将初次侦查的行为视作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
而我国侦查程序是以立案为标志的， 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刑事诉讼启动机制上存在不同。 大陆法系将
初查作为侦查程序的开始， 有利于更加迅速、 及时地对案件线索进行把握， 对犯罪证据进行固定。
虽然大部分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并未附加大量的程序性义务， 而是随机启动诉讼程序， 但由于上

讀訛 李勇： 《〈监察法〉 与 〈刑事诉讼法〉 衔接问题研究》， 载 《证据科学》 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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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国家均在不同层面对侦查行为做出监督与约束以及司法审核， 并未因诉讼程序开展的随机性而导
致大量侵犯被追诉人人权的情况发生。 前述两种诉讼程序的启动模式均有利有弊， 诉讼制度的选择
必须是结合各国的司法实际， 在案件数量高位运行的中国， 立案前初查程序对不符合情况的案件线
索加以过滤， 使得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符合立案的标准， 这亦是对公民权利的审慎对待。

（六） 完善监督和救济机制

监督和救济机制是权力合法、 合规行使以及制度良好运行的保障， 应当建立全方位的初步核实
监督体系以及有效的救济机制， 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 在监察机关内部， 首先， 初步核实程序的开
启、 初步核实过程的监督、 初步核实措施的审批等， 均落实到具体的人或组织， 应加强事前监督的
保障作用， 使初步核实活动能够有序进行。 其次， 落实初步核实过程的监督， 建立监察机关内部监
督部门， 落实向党委负责人的报告制度， 对初步核实阶段的权力行为进行监督。 最后， 加强监察机
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作用， 对违法的初步核实行为做到即时监督并及时处理。 在监察机关
外部，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以及检察院监督等外部监督的作用。 例如， 社会监督包括初步核实线索提
供人， 将初步核实结束后的处理结果通知线索提供人等。 检察院监督， 即通过监察机关移交起诉的
职务犯罪案件， 以相关的法律为依据， 通过严格审查初步核实的证据效力以及手段措施是否符合法
定程序等方式予以监督。 法院监督， 对初核阶段取得的证据， 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取得、
适用、 采纳的标准进行取舍， 把控好司法作为社会正义防控的最后一关。 此外， 还应包括上级监察
机关对下级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的措施、 程序等合法性进行监督等。 通过内外部监督并举， 建
立体系化监督机制。 建立并完善初步核实责任追究机制， 给予滥用初步核实措施或者在初步核实阶
段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以严格的内部处罚措施， 有效规避滥用权力的行为， 保障并
救济公民的合法私权利。

结语

刑事初查自提出到现在， 已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行了近四十年，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不断完
善， 至 2012 年， 已具备基本框架， 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不断实践的产物，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亦为
检察机关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较多便利。 这充分表明在职务犯罪侦查转隶之前， 刑事初查制度已
经形成了初步的样态及实践基础； 虽然理论层面对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存在较多诟病， 但该
制度的价值与作用亦无法否认。 刑事初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备效益， 其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立法
完善， 显然不能动辄因为颇受诟病就强调废除。 如前所言， 尽善无瑕的制度只能是存在于应然层面
的理想， 而具体司法进程中， 只有通过实然层面的不断调适， 思考其存在的问题， 然后对制度缺陷
加以改进， 不断完善并进而寻求尽可能达至理想的路径选择。 2018 年 《监察法》 使监察机关转承了
检察院职务犯罪的调查权， 基于职务犯罪的特有性质， 监察机关承继检察机关为调查职务犯罪而在
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完善的初查制度亦有其必要性， 《监察法》 关于初步核实的规定亦承认了该制度
的价值。 在《监察法》 仅就初步核实制度作了基本描述及抽象规定的情况下， 规范初步核实制度在
监察机关调查权适用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显得尤为重要， 防止初步核实制度陷入检察机关初查的实践
困境。 本文虽然通过反思初查制度在我国司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继而分析明确初步核实制
度的基本性质， 参考域外关于类似制度的研究与实践， 对 《监察法》 对该制度的立法规制不足进行
论证， 为进行立法规制提供可参考依据。 但是， 如何消弭现存的司法适用不统一， 破解实践适用异
化的难题， 使我国初步核实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 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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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criminal�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ystem�came� into�being,� its� legal�nature�
and� status�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mainly� becaus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have � not� clearly� defined� it,� and� it� lacks�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basis� of�
criminal�procedure.�The�defects�in�legislation�and�theory�further�lead�to�the�casual�application�of�
the�preliminary�investigation�system�in�judicial�practi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development�
of� the�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ystem� in� the�criminal�procedure,� the�nature�of� the�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ystem�varies�according�to�the�different�modes�of�handling�cases�in�different�periods.��
With�the�handling�of�duty-related�crimes�transferred�to�the�supervisory�organs,�much�attention�has�
been� paid� to� the� nature� of�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ystem,� on�which� a� consensus � has� not�
been � reached.� The� Supervision� Law� stipulates� the�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procedure�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which� shows� that�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has� been� subject� to� the�
preliminary�criminal�investigation�system�in�the�process�of�exercising�the�investigation�power,�but�
the� supervision� law� is� only� a� principle� provision,� and� there� are� still� potential� problems.� In�
analyzing� the� defect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procedure�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we� should� affirm�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system� and� clarify� the� reasons� and� necessity�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of�China.� In� the�process�of� the�current� supervision� system�under� the� rule�of�
law,�we� should� regulate� and� stabilize� the� theoretical� basis�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procedure�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improve� its�
relevant�system�and�development.

Key Words: Criminal�Preliminary�Investigation;�Filing�a�Case;�Supervisory�Committee;�Prelimi-
nary�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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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 “检察制度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 :
19FFXA001）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龙宗智： 《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1期。
譺訛 参见刘练军： 《监察追诉的时效问题》， 载 《法学论坛》 2019年第 1期。
譻訛 参见前引譺訛， 刘练军文。

赵祖斌 *

内容提要： 追诉时效制度与监察制度存在关联性， 追诉时效制度要素决定了其适用于职务
犯罪案件。 因监察程序不可分， 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无法产生追诉效果而导致监察程序节
点虽遵循追诉时效期限限制， 但不能作为追诉时效终点， 亦不能触发追诉时效延长制度。
故面临着追诉时效终点不明、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适用受阻的难题。 继而因追诉时效期限
“缩短” 而带来核准追诉制度被滥用、 补充调查或补充侦查使用率高、 隐性监察错案易发
等风险。 鉴于此， 应该通过将提起公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 立法修正追诉时效延长制度、
设立追诉时效中止制度等方式扫除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障碍， 以此确保监察制
度与刑事司法制度衔接顺畅。
关键词： 权力制约 职务犯罪 反腐败法治化 监察程序性质 法法衔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7

监察追诉时效新论

引言

追诉时效是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的枢纽， 决定着职务犯罪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司法程
序、 能否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在追诉时效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简称 《监察
法》）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法》） 衔接不畅引起了学界注意。① 刘练军教授发表
的 《监察追诉的时效问题》 一文， 认为在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中皆存在追诉时效之问
题， 故而在监察程序中也应该存在追诉时效制度。② 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免令人心生疑窦， 一是追诉
及追诉时效应做何解； 二是在监察体制改革前， 职务犯罪案件是否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抑或监察体
制改革后， 职务犯罪案件是否不受追诉时效制度之限。 这两个问题是刘练军教授文章得以立论的前
提。 首先， 在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至监察委员会前， 《刑法》 规定的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职务犯罪
案件是毫无疑问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 立法并未对职务犯罪案件不再适用追诉时效制度作出具
体规定， 因而不存在创设监察追诉时效制度之命题。 其次， 刘练军教授从比较法视角提出针对不同
监察处置结果构建时间长短不一的追诉时效， 其中涉嫌职务犯罪的追诉时效为三个月， 即监察终结
后三个月内移送起诉， 否则不得再移送起诉，③ 但是客观而言， 这不是追诉时效之问题。 随后，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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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钱小平： 《监察追诉时效问题的再思考———兼与刘练军教授商榷》， 载 《法学论坛》 2019年第 5期。
譽訛 参见王一超： 《论 〈监察法〉 与 〈刑事诉讼法〉 适用中的程序衔接》， 载 《法治研究》 2018年第 6期。
譾訛 参见叶青： 《监察机关调查犯罪程序的流转与衔接》，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3期。
譿訛 参见李勇： 《〈监察法〉 与 〈刑事诉讼法〉 衔接问题研究———“程序二元、 证据一体” 理论模型之提出》， 载 《证据科学》

2018年第 5期。
讀訛 参见 《宪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 《监察法》 第三条、 第四条。
讁訛 参见刘磊：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政治逻辑》，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8年第 5期。

小平教授发表 《监察追诉时效问题的再思考———兼与刘练军教授商榷》 一文， 认为监察委员会调
查、 惩处职务违法行为也属于追诉， 监察追诉时效仅存于职务犯罪层面， 审判之日是职务犯罪案件
追诉时效终点。④ 钱小平教授认为监察追诉时效仅存于职务犯罪层面十分可取， 但是一方面肯定职
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另一方面又将监察委员会调查、 惩治职务违法公职人员视为追诉，
以及把审判之日作为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的做法值得商榷。 为了更加清楚地解决监察体制改
革下监察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相关问题， 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就追诉时效制度在监察案件中适用
问题予以阐述： 第一， 从监察程序性质及追诉含义入手提出追诉时效制度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场
域； 第二， 分析监察体制改革下职务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的困境； 第三， 提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
下职务犯罪追诉时效制度完善之策。

一、 监察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场域

（一） 监察程序与刑事追诉的区隔

1. 监察程序的非诉讼性
对监察程序性质的定位， 学界尚存争议， 学者多不明确指出监察程序的性质， 而是界定监察立

案、 监察调查等程序的性质， 以此肯定 “局部” 监察程序具有诉讼性。 比如有学者认为， 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后， 涉嫌职务犯罪案件需要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和审判皆是刑事诉讼活
动， 故监察委员会的涉嫌职务犯罪调查是刑事诉讼程序。⑤ 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 同时负责
违纪、 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 宜将监察程序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能对其某项程
序性质进行单独界定， 即以一元化的形式界定监察程序性质，⑥ 不宜通过分析监察立案、 调查等性
质而反推监察程序性质。 从此角度而言， 首先得肯定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二元的，⑦ 正是二
元化的程序才会发生衔接之问题。 就此而言， 监察程序并非刑事诉讼程序。 此点也可以从相关立法
中找到依据。 一方面， 据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宪法》） 和通过的 《监察
法》，⑧ 监察委员会是与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并列的监察机关， 但监察调查程序的法源、 对象、 主
体、 处置结果等与刑事诉讼不同， 《监察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
讼法》） 皆将监察活动排除在诉讼活动之外， 有意将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区分开来。 在 《刑事
诉讼法》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未修改的情况下，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第二条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限定在诉讼活动范围内， 监察活动从而被排除在诉讼活动之外， 事实
上否定了监察活动具有诉讼性。 另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第十二条与 《监察法》 第四十七
条高度一致， 规定监察机关移送至检察机关的案件，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 应退回
监察机关补充调查， 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由此可以推论 《刑事诉讼法》 和 《监察法》 均将监
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视为二元的。⑨

从监察权性质角度而言， 监察程序亦不具有刑事诉讼属性。 监察权的性质决定了监察程序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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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吴建雄：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基础与制度构建》， 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年第 2期。
輥輯訛 参见王希鹏： 《国家监察权的属性》， 载 《求索》 2018年第 4期。

源、 对象、 目的、 范围等， 监察程序反映了监察权的性质。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 对于监察权的
性质形成了行政权说、 司法权说、 双重属性说及独立说。 监察权虽然具有与行政权、 司法权相似的
特点， 但其不是行政权、 司法权， 亦不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叠加， 而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 司法权
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⑩ 如果监察权是司法权， 那么监察措施是司法强制措施， 监察活动是
刑事诉讼活动， 理受 《刑事诉讼法》 的规制和约束。輥輯訛 自 2016 年监察体制试点改革时起， 至 《监察
法》 颁布时止， 监察委员会适用监察措施的依据皆非 《刑事诉讼法》， 监察活动也未纳入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内。 如果监察权是行政权， 那么监察程序启动与运行的手段应该局限在原行政监察机关享
有手段的范围内， 监察程序适用对象应该仅是违纪、 违法行为， 监察程序运行的目的应该是追究被
调查人的违纪、 违法责任。 但是监察程序启动、 运行的手段比原行政监察机关享有手段的范围广，
监察程序适用对象包括违纪、 违法、 职务犯罪行为， 监察程序的目的既包括追究被调查人的违纪、
违法责任， 还包括追究职务犯罪刑事责任。 如果认为监察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 那么就
会落入部分诉讼性说的窠臼。 可见， 监察权应该是独立于行政权、 司法权、 立法权之外的 “第四权
力”。 正是监察委员会享有独立的监察权， 监察程序因此在法源、 适用主体、 手段措施、 程序目的
等方面与刑诉程序不同， 具有独立性。

2. 监察程序不必然产生追诉之效果
刑事追诉也被称为 “诉追”， 即享有追诉权的主体为了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而依法提起刑事诉

讼的行为或者活动。 因监察程序不具有诉讼性， 监察活动不是刑事诉讼行为， 监察程序的运行并不
必然产生追诉效果。 结合追诉的要件， 详言之。

第一， 追诉是一种提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或者活动。 虽然提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或者活动
范围可能存在争议， 但是这种行为或者活动仅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之中确定无疑。 追诉的本质在于
享有诉权的主体为了维护自己或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起诉， 请求相对人履行或承担一定的法律责
任， 并不是公权力对不法行为进行评价就可视为追诉。 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并不需要依托刑事诉
讼程序或活动， 行权结果并不一定需要法院作出裁决， 因此很难说是追诉。

第二， 求刑权是追诉存在的基础， 而追诉亦是求刑权行使的载体。 求刑权， 亦即追诉权， 是指
请求给予犯罪人刑事处罚的权力。 享有求刑权是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 求刑权的丧失将导致追诉终
止， 进而阻却追诉目的实现。 从此角度而言， 追诉指向刑事犯罪行为， 如果没有刑事犯罪行为， 那
么就不存在求刑权， 也就不存在追诉之说。 监察委员会管辖案件并不局限于职务犯罪案件， 但是仅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需要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之情形， 其他案件不存在需要追求违法公职人员刑
事责任的情形， 也就不存在求刑权的基础。 基于监察程序一元性， 职务犯罪案件在提起审查起诉前
与其他案件适用同轨程序， 无法单独界定监察程序究竟是不是基于求刑权启动的， 监察程序因此也
不必然产生追诉的效果。

第三， 追诉的主体应该是享有求刑权的组织或者个体， 不具有求刑权的主体一般不是适格的追
诉主体。 追诉主体究竟是何者， 因各国司法体制而异。 一般而言， 追诉主体是检察机关和告诉权
人， 个别国家的追诉主体还包括大陪审团， 比如美国的公诉主体包括检察机关和大陪审团。 告诉权
人是指为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责任， 享有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责任的人， 主要为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 我国的追诉主体仅包括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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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佚名： 《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载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年 7月 17日第 1版。
輥輱訛 参见徐汉明、 张乐：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诉讼衔接之探讨———兼论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载 《法学杂志》 2018

年第 6期。

机关和被害人。 监察委员会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追诉主体， 不享有追诉权， 因而需要将职务犯罪案件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而不是自行提起公诉。 从此角度而言， 监察程序也不必然产生追诉效果。

第四， 追诉的目的是通过提起刑事诉讼实现求刑权， 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 申言之， 追诉的最
终落脚点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该行为承受对象必须是犯罪人。 在刑事诉讼领域， 追诉的目的
并不是追究犯罪人的行政不法责任， 而是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是由我国违法二元的立法体制决定
的。 如果认为追诉是为了追究非犯罪责任， 那么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会混同化， 违法责任可能会
犯罪化处理， 犯罪责任可能会行政处罚化。 因此， 如果将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的程序视为追诉， 可
能会将职务犯罪刑罚和违法政务处分混同化———公职人员违法时给予刑罚， 犯罪时仅给予政务处分。

第五， 追诉必须依法提起， 即追诉主体、 追诉程序、 享有求刑权的依据皆由 《刑法》 或 《刑事
诉讼法》 规定。 追诉权是一种兼具实体和程序的权力 （利）， 追诉不仅关涉实体处分， 而且关乎程
序处分， 还涉及公民人身自由。 故从权力角度而言， “法无授权不可为”， 检察机关等公诉机关享有
提起公诉的权力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 从权利角度而言， 由国家提起公诉是一种趋势， 被害人享有
提起诉讼的权利仅是一种例外补充。 为保证国家绝对享有公诉权， 必须通过立法将被害人享有追诉
权规定下来， 如此做的目的是限制公诉权 “私有化”。 一言以蔽之， 凡法律未规定某个主体享有追
诉权的， 该主体皆不得提起刑事诉讼。 因此， 在立法未赋予监察委员会诉权的情况下， 认为调查、
处置等监察程序是追诉不妥。

（二） 职务犯罪案件是刑事诉讼程序与监察程序的衔接域

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诉讼程序格局和刑法追诉时效制度产生了些许冲击， 使得刑事诉讼程序格
局从一元的 “刑事立案———侦查———公诉———审判———执行” 演变为二元的 “监察立案———调
查———公诉———审判———执行 （职务犯罪案件）” 和 “刑事立案———侦查———公诉———审判———执
行 （普通刑事案件）”。 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先后相继的延展性， 这种延展性决定了二者之
间绝非完全封闭独立。 尽管根据 《监察法》 和 《刑事诉讼法》，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确
存在诸多不同， 官方也一再回避调查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具有同质性，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趋和
了这种回避态度，輥輰訛 但是应该看到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二者并非完全独立
“绝缘” 的， 至少在遵循法治原则、 以 《刑法》 为依据等方面相同。

受监察权的支配， 监察程序包含执纪监察程序、 违法监察程序、 涉嫌职务犯罪监察程序。 虽然
监察案件进入监察程序输入端口后， 很难严格地将三种程序分开， 但是作为输出端口的监察处置程
序却对违纪、 违法、 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了类型化评价， 以此为根据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针对违
法、 违纪行为的政务处理、 党纪处理并不具有启动刑事诉讼的 “基因”， 也不会产生与刑事诉讼程
序衔接之可能； 而监察委员会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满足起诉条件的情况
下依法由法院进行审判， 因此监察委员会就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提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行为具有启
动刑事诉讼的 “基因”， 于是监察程序便与刑事诉讼程序具有了衔接的意蕴。輥輱訛 监察程序具备启动刑
事诉讼的“基因” 是因为监察委员会基于宪法性职能定位而对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享有调查权和初步
程序结果处置权， 这也是催动监察程序前进的动力， 亦是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生衔接的
深层次原因。 申言之， 从实体法之维而言， 《刑法》 是监察委员会开展职务犯罪调查、 处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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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徐进： 《诉讼法学词典》，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434页。
輥輳訛 参见姚建龙： 《刑法思潮与理论进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71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徐汉明、 张乐文。

不仅是监察程序得以运行的 “授权法” 之一， 而且是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前提。 从程序
法之维而言， 刑事诉讼程序是落实刑罚权的唯一途径， 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欲追究职务犯罪人刑事
责任， 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活动。 监察程序仅是职务犯罪求刑权实现的一个非诉讼性阶段， 欲最终实现刑
罚权还要将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推动至刑事诉讼程序， 完成审查起诉、 公诉、 审判和执行等程序。

（三）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作为刑事程序的追诉是求刑权实现的必经途径， 其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 由此产生了追诉时效
之概念。 追诉时效一般即是刑事追诉时效， 是时效的一种， 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经过法定期限未
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 追究权归于消灭， 公诉机关或自诉权人不得再提起诉讼； 已经追究的， 应当
根据所处的诉讼阶段， 由办案机关撤销案件， 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 或者宣告终止刑事诉讼。輥輲訛 根据定
义可知， 追诉时效是一种以存在犯罪行为且未被给予刑事法定否定性评价为基础， 约束和激励享有
求刑权者， 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者有利的时间法律效力机制。 换言之， 追诉时效的功能主要是通过
宣告怠于行使求刑权超过一定期限后法律将不保护求刑权享有者的求刑权， 超过法定期限享有求刑
权者不得再行使求刑权， 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将被免于追诉， 以此来激励享有求刑权者积
极行使求刑权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

如果说管辖制度从空间上确定了监察权运行的边界， 那么追诉时效制度则从时间上给定了监察
权、 刑事司法权运行的期限。 追诉时效得以适用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实际存在犯罪行为且经过一定时
间后尚未受到刑事处理，輥輳訛 即追诉时效仅针对涉及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因而并不是监察
委员会管辖的案件皆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监察委员会享有职务犯罪、 职务违法、 违纪案件的管辖
权， 职务违法、 违纪并不是犯罪行为， 实施职务违法、 违纪行为的公职人员并不一定需要担负刑事
责任。 监察委员会既不需要给予职务违法、 违纪公务员刑事处理， 也不需要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所以违纪、 职务违法案件不会与追诉时效发生交集。輥輴訛 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刑事犯罪行为， 需要追
究监察对象刑事责任， 而刑事诉讼程序是落实刑罚权的唯一途径， 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实现求刑
权， 监察程序仅是求刑权实现的一个非诉讼性阶段。 欲最终落实刑罚权还须将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
程序推动至刑事诉讼程序， 请求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达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条件
时， 检察机关提请法院裁判。 因此， 职务犯罪案件满足追诉时效制度要素， 与追诉时效制度有交
集， 也就存在适用追诉时效制度之问题。

二、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的困境及其风险

（一）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的困境

1. 追诉时效终点不明
《刑法》 规定了追诉时效的起点， 但是未规定终点， 由此形成了 “立案说” “强制措施说” “审

判时说” “结果时说”。 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确定问题受此影响， 并因监察程序的属性和定位
而进一步显性化和复杂化。 监察程序不具有刑事诉讼属性， 立案调查、 留置、 处置与 《刑事诉讼
法》 规定的立案调查、 强制措施、 移送审查起诉、 审判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其不能产生追诉效果，
因此也不能作为职务犯罪追诉时效的终点， 职务犯罪追诉时效终点只能由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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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此处的追诉时效结束点是指追诉时效期限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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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节点充当， 但是目前追诉时效终点尚待进一步明确的情况下恐怕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的确
定也需要明确。 在坚持职务犯罪案件必须适用追诉时效制度的前提下， 监察程序节点不会致使追诉时
效期限停止计算， 职务犯罪案件的追诉时效终点可能会往后移， 追诉时效期限将会 “缩短”。 在职务
犯罪追诉的法定期限不变、 追诉时效期限起点和结束点輥輵訛 确定的情况下， 追诉时效终点的位置决定了
追诉行为超过法定期限的概率。 在法定期限内， 当追诉时效终点离期限 “起点” 越近时追诉行为超过
法定期限的概率越小， 当追诉时效终点离期限 “结束点” 越近时追诉行为超过法定期限的概率越大。

2.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适用困难
《刑法》 第八十八条规定了 “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的情形， 即追诉时效延长， 指在追诉期限已

经开始， 但尚未结束前的期间内， 因发生法定事实或原由， 致使该追诉时效期限无限期延长， 永久
性不再计算， 直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时为止的制度。 正是一方面规定追诉时效制度， 另一方面排
除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可能致使犯罪人处于永远被追诉的不利地位， 特别是不区别轻罪重罪一概而
论的做法有违平等原则， 故立法规定了较为严苛的适用条件。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适用需要满足如
下条件： 在立案的情况下， 首先司法机关已经立案或受理， 公诉案件需要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任何一个机关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需要人民法院受理， 然后犯罪人有逃避侦查或
者审判的行为， 即公诉案件中犯罪人逃避侦查， 自诉案件中犯罪人逃避审判； 在未立案的情况下，
首先是被害人在追诉期内提出了控告， 然后是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
案。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如何认定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存在争议， 但是立案是指刑事立
案， 受理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基本达成共识。 因监察立案并非刑事立案， 该项制度在公诉案件中适用
情形仅包括犯罪人在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
避侦查或者审判， 而不包括犯罪人在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后逃避调查， 因此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 犯罪人在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后逃避调查， 故意使得追诉时效超过法定期限，
从而规避国家追究自己刑事责任时， 追诉时效期限仍然继续计算， 并不会无限期停止计算。

3. 追诉时效中止制度阙如
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是指在追诉时效期限尚未开始计算时， 由于出现法定事由或者事实原因而

致使追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 或者在追诉时效期限开始计算后尚未结束前的期间内， 因出现法
定事由或者事实上的原因而导致追诉时效期限停止计算， 当法定事由或者事实原因消除后， 追诉时
效期限继续计算的制度。輥輶訛 导致追诉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或者事实原因必须是足以妨碍求刑权人行
使求刑权， 并且导致求刑权人无法行使求刑权的因素。 其中， 法定事由是指法律明确规定导致追诉
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或者暂时停止继续计算的法定条件； 事实原因是指未被法律规定， 但是客观
阻碍求刑权行使， 导致追诉时效期限不能计算或不能继续计算的条件。輥輷訛 因为我国 《刑法》 并未设
置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所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会出现法定事由或者事实原因导致追诉时效期限无法
停止计算而持续流失。 追诉时效期限 “变短”， 主要包括如下几类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某些职务犯
罪人具有特殊身份， 基于 《宪法》 等法律规定获得暂时性 “额外” 保护而导致司法程序进行受限，
此类“保护” 的解除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前提。 由于犯罪人获得法律规定的 “保护” 而致使追
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 或者追诉时效期限不能继续计算， 此情况较为典型的是犯罪人是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 人大代表保护制度客观上阻碍了求刑权的行使， 该类事由应该成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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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草案）〉》， 载 “体制先锋”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Nun9sa
INiMELSB46_pCzYQ,2020-04-15/2020-05-01， 2020年 12月 20日访问。

輦輯訛 参见韩晓峰、 王海： 《核准追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载 《人民检察》 2009年第 4期。
輦輰訛 参见李秀娟： 《中国反腐败立法构建研究———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视角》，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98-299页。
輦輱訛 此处 “追诉时效终止制度” 是指通过一定诉讼行为达到追诉时效终点而导致追诉时效期限不再计算。

定的追诉时效中止事由， 否则在 “保护” 解除前追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或解除期间一直计算。
第二类是由于监察程序的复合性， 可能存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需以先追究其他责任为前提， 其他
责任追究的先予完成客观上阻却了求刑权的行使， 如果不针对该法定事由设置追诉时效中止制度则
会导致追诉时效期限在先予解决犯罪人其他责任时流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草案）》 （以下简称 “草案”） 第七条规定： “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 一般应当先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再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輦輮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以下简称 《政务处分法》） 删
除了 “草案” 的第七条之规定， 但是 《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
接办法》 第十六条规定， “案件移送前， 应当按程序报批后作出党纪处分、 政务处分决定， 需要终
止人大代表资格的， 应当提请有关机关终止人大代表资格”， 此种情形下党纪处分、 政务处分的前
置性可能导致求刑权的实现暂时性受阻， 如果不将政务处分作为追诉时效中止事由也会导致追诉时
效期限不停止计算。 第三类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自然灾害、 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犯罪人严重疾病等导致监察程序或刑事诉讼程序长期无法开始或者无法继续进行， 求刑权行使陷入
停止状况， 如果不适用追诉时效中止制度会导致追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或者一直计算的情况。

（二）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困境产生的风险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权可能被滥用
我国 《刑法》 第八十七条第四款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 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 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的规定设立
了核准追诉制度。 核准追诉制度是超期追诉制度的一种， 超期追诉制度是指法律规范依据一定标准
设定了追诉时效期限， 在追诉时效期限经过后， 根据法律特别规定依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制
度。輦輯訛 世界上不少国家为了实现追诉时效制度价值， 防止犯罪人恶意利用追诉时效制度规避惩罚，
以及避免主观恶性较大的犯罪人未改过自新而从事新的犯罪， 根据犯罪类型、 刑期等标准设置了超
期追诉制度。 不过， 虽然该项制度在保障司法公正、 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追诉时效功能
实现等方面具有合理性， 但是其不利于保障犯罪人权利， 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与 《刑事诉讼法》
不协调， 因而立法为该项制度适用设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 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 已经追究的， 应该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
理， 或者宣告无罪。 该条并未设立超期追诉制度的法定诉讼程序， 也未对超期可否追诉作出规定。輦輰訛

换言之， 依据该条之规定， 超期追诉时效制度在 《刑事诉讼法》 上并无可进行之空间， 《刑法》 却
单方面对此作出规定， 因此从保障 《刑法》 与 《刑事诉讼法》 良性互动， 以及遵循罪刑法定基本理
念角度而言， 此项制度的合理性、 合法性难免令人质疑。 虽然核准追诉在实现追诉时效制度目的和
满足社会公众对刑罚正义期待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 但是基于超期核准追诉的弊大于利， 该项制度
的适用应该保持谦抑性。

正是因为核准追诉制度适用存在一定张力， 有学者认为， 既然 《刑法》 已经规定了追诉时效延
长制度、 追诉时效中断制度， 事实上存在追诉时效终止制度；輦輱訛 许多案件本可以通过追诉时效延长、
追诉时效中断、 追诉时效终止等办法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 但是却错误地适用了核准追诉制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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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参见陈国坤、 郑泽善： 《超期追诉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载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2期。
輦輳訛 参见齐冠军、 杨蕊等： 《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程序运行情况调查》， 载 《人民检察》 2014年第 22期。
輦輴訛 参见吴宏耀、 范仲瑾： 《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权的规范化运用》， 载 《人民检察》 2018年第 14期。
輦輵訛 参见李奋飞： 《“调查———公诉” 模式研究》， 载 《法学杂志》 2018年第 6期。

犯罪人刑事责任追究 “过期” 的问题， 只要时间超过 20 年， 又认为有追诉之必要的， 就报请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輦輲訛 基于超期核准追诉制度的谦抑性， 该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是如果在一类案
件中，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不适用， 追诉时效终止制度适用受阻， 那么， 适用超期核准追诉制度似乎
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受阻， 追诉时效终止制度受限， 那么， 超
期核准追诉制度可能成为解决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期限超期的一根 “救命稻草”。 虽然监察委员会管
辖的 88个罪名中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罪名主要集中在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 行贿
罪， 但是与这些罪名相关案件的数量占据了监察委员会办理案件总数的 “半壁江山”， 对于上述罪名相
关案件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后可能会突破超期核准追诉制度的谦抑性而频繁启用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

2. 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权可能被误用
长期以来， 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通过补充侦查 “借” 时间的现象时有发生。輦輳訛 侦查机关在 《刑

事诉讼法》 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无法查清案件事实， 证据质量没有达到法定要求时便将案件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证据体系不完备就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以此获得办案
期限；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因各种因素无法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办理完毕时也会将案件退回侦
查机关补充侦查， 以此获得办案期限。輦輴訛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 并不能排除补充调查或补充侦查功能
异化， 通过滥用补充调查或补充调查 “借” 时间。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
程序是两个较为独立的程序，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还可能通过补充调查或补充侦查 “借” 追诉时效期
限。 《监察法》 第四十七条和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
件，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 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 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
查。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 监察机关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后， 案件进入审查
起诉程序。 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可能触发追诉时效终止机制， 案件查办便可以不受追诉时效之
限制， 甚至可能在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期间， 犯罪人逃避侦查而导致追诉时效期限延长。 此时， 不得
不考虑监察机关是否会为了避免超过追诉时效期限， 仓促之下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以此通过程序
转换达到追诉时效期限终止或者追诉时效期限延长的目的。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能够较为轻松地达到
这一目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案件起诉与否的决定权事实上在监察机关手中， 监察机关可以决定程序
“回转” 与否。 《监察法 （草案）》 第四十五条曾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满足 《刑事诉讼法》 不起诉条件的
案件， 应当在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并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虽然 《监察法》 第四十
七条删除了 “征求监察机关意见” 的规定， 但是 “调查—公诉” 模式下， 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权
受到 “限制”，輦輵訛 监察机关对于起不起诉享有话语权， 其能够决定程序回转与否， 并通过补充调查或
补充侦查消解不符合起诉条件而移送起诉产生的影响， 进而在获得 “额外” 追诉时效期限后继续调查。

3. 隐性的监察错案可能被催生
正如上文提到， 由于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较为独立， 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可能触发

“终点” 而启动追诉时效终止机制， 或者借用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犯罪人逃避侦查启动追诉时效延
长机制。 然而， 仓促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决定权的式微可能导致案件 “带病” 进入审
判阶段， 基于 “调查中心主义” （或曰 “监察中心主义”）， 职务犯罪案件的最终结果或许与普通刑
事案件在 “侦查中心主义” 下的结果如出一辙。 此外， 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并非常规程序， 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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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赵祖斌： 《论捕诉合一的边界》， 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輦輷訛 参见李丁涛： 《监委留置案件如何适用追诉时效的思考》， 载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 年 9 月 12 日第 8 版。 吴宏耀： 《论刑

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制度衔接》， 载 《中国检察官》 2018年第 23期。
輧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钱小平文。
輧輯訛 参见柳忠卫： 《追诉期限终点的法教义学解释》， 载 《法学》 2020年第 2期。
輧輰訛 参见曲新久： 《追诉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载 《人民检察》 2014年第 17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譹訛， 龙宗智文。
輧輲訛 参见姚莉： 《监察案件的立案转化与 “法法衔接”》，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1期。
輧輳訛 参见谢鹏程： 《前苏联检察制度》，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34页。
輧輴訛 参见 [苏联] M.A.切利佐夫： 《苏维埃刑事诉讼》， 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 第 299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柳忠卫文。

用次数和期限皆有严格限制， 在法定次数、 期限内未完成补充调查或补充侦查的要求， 那么因检察
机关不起诉权受限而不得不硬着头皮起诉， 案件最终处理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也不排除案件在监察
立案后或者对被调查者采取留置措施时临近追诉期限结束点， 那么此时不得不加快办案速度， 以防
超过追诉期限， 受时间压力效应影响， 监察错案发生的概率增大。輦輶訛

三、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困境的突破

（一） 追诉时效终点之确定

对于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是何， 学界目前尚存争议， 主要有两大观点。 一种观点将监察
立案作为追诉时效终点，輦輷訛 另一种观点将审判作为追诉时效终点。輧輮訛 本文认为， 从监察立案属性， 以
及价值平衡等方面考量， 将提起公诉作为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较为妥当。

首先， 符合追诉的文理解释。 有学者认为追诉可拆解为 “追” 和 “诉”， 包括立案侦查和起诉，輧輯訛

但是将追诉解释为立案侦查和起诉， 追诉时效终点可以是侦查， 也可以是起诉。 一般而言， 追诉是
指公诉案件中的提起公诉， 自诉案件中的自诉。輧輰訛 本质上而言， 将追诉拆解为 “追” 和 “诉”， 混淆
了追诉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 追诉和刑事程序诉讼的启动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刑事诉讼程序启动
模式可概括为随机型模式和程序型模式，輧輱訛 程序型模式进一步分为侦查启动模式、 追诉启动模式和
立案启动模式。輧輲訛 监察体制改革前，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立案为启动标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案
后便开始了追诉。 立案启动模式是刑事诉讼阶段论的产物， 主要存在于苏联及刑事诉讼程序受苏联
影响的国家， 诉讼阶段论认为立案、 侦查、 起诉、 审判每个阶段的功能不同， 所以立案、 侦查只是
起诉的准备阶段。 正因如此， 苏联刑事诉讼法并无 “立案” 之说， 反而是将 “提起刑事案件” 作为
刑事诉讼启动的节点，輧輳訛 “只有在作出了提起刑事案件的决定后， 权力机关才能进行刑事诉讼法所授
权进行的一切诉讼行为”。輧輴訛 监察体制改革后，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并存追诉启动模式和立案启动模式，
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因刑事立案缺如而变为追诉启动， 监察程序实则是预备阶段， 其为追诉服
务， 该阶段任务之一是发现犯罪线索后展开调查， 确定是否发生了犯罪， 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 从立案侦查是为提起诉讼服务， 案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不定的角度而
言， 将提起诉讼作为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是妥当的。

其次， 将提起诉讼作为追诉时效终点符合追诉时效制度客体是公诉权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 追
诉时效制度由实体法规定则其客体是犯罪， 而由刑事诉讼法规定则其客体是公诉权。 以该观点， 我
国追诉时效制度由 《刑法》 规定， 因此追诉时效制度的客体不是公诉权。輧輵訛 根据追诉时效制度规定
于不同部门法来确定其客体是何的做法不妥， 不能说追诉时效制度规定于 《刑法》， 因此其客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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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輶訛 参见 [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下）》， 徐久生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222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輶訛，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根特书， 第 1222页。
輨輮訛 参见林培仁： 《台湾刑法总则实务》，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30页。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林培仁书， 第 330页。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輨輮訛， 林培仁书， 第 331页。
輨輱訛 参见邱兴隆： 《追诉期限终点再认识———基于法解释学的梳理》， 载 《法商研究》 2017年第 4期。
輨輲訛 参见王桢： 《量刑幅度变更后追诉时效溯及力问题研究》， 载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5年第 2期。

是公诉权， 而是 “犯罪” “刑事责任” 等。 “追诉时效是介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法律制度： 其根
据主要存在于实体法， 但其效果被局限于程序部分”，輧輶訛 不能认为其是实体法制度， 也不能认为其是
诉讼法制度， 追诉时效的实质根据存在于处罚需要的消灭中，輧輷訛 处罚需要消灭后的结果是通过诉讼
程序确认处罚消灭， 集中表现为不再行使公诉权。 “追诉权之性质， 系检察官或犯罪被害人， 对于
犯罪， 向法院提起确认国家刑罚权之有无及其范围之权利。 因此， 追诉权消灭之要件， 当以检察官
或犯罪被害人未于期限内起诉为要件。 盖未起诉前， 法院基于 ‘不告不理’ 原则 （未经原告起诉，
法院不得审判， 或称 ‘无诉无判’ 较符合控诉原则之真意） 无从对于犯罪之刑罚权确认其有无及其
范围； 自反面而言， 倘经起诉， 追诉权既已行使， 原则上即无时效进行之问题”，輨輮訛 而起诉系指提起
公诉及申请简易判决处刑者。輨輯訛 可见， 追诉实际上就是提起公诉， 追诉权的实质是公诉权， 追诉时
效制度的客体是公诉权。

再次， 将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终点定位为提起公诉与 《刑法》 第八十八条契合。 学界反对
“立案说” 的原因之一是其与 《刑法》 第八十八条矛盾： 既然将立案确定为追诉时效的终点， 立案
将导致追诉时效期限不再计算， 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又导致追诉时效期限延长， 因此 《刑法》 第八
十八条似乎多余了。 如果将职务犯罪案件， 乃至普通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终点确定为起诉就不存在
与 《刑法》 第八十八条抵牾的现象。 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侦查的情形仅包含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因
此适用该条本身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需要对此进行完善。 即使该条维持现状， 当犯罪人有逃避侦查
的情形时， 可推定其具有一定危害性， 自我改造的可能性低， 基于惩罚的必要性可停止计算追诉时
效期限。 反之， 案件经实施侦查而不存在追诉权怠于行使之问题，輨輰訛 应该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如果
犯罪人未逃避侦查， 则应该推定其享有可能免诉的权利。

复次， 将提起公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可以解决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期限计算与普通刑事案件
追诉时效期限计算不统一之问题。 如果将提起公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 监察立案调查如同普通刑事
案件立案侦查一样皆是起诉的准备阶段， 如此一般不会出现职务犯罪案件因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延
后， 普通刑事案件因立案即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导致追诉时效期限停止计算前职务犯罪案件将消
耗更多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 可以使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时效期限计算与普通刑事案件追诉时效期限
计算相同， 维护法律适用统一性。

最后， 将提起公诉作为追诉时效终点能够起到限制审前超期羁押犯罪人的作用。 将提起公诉作
为追诉时效终点， 追诉时效期限在犯罪人被羁押过程中仍然计算， 不会出现只要立案时案件未过追
诉时效期限， 不论案件查办持续多长， 案件皆不存在因超过追诉时效期限而无法追诉之问题，輨輱訛 以
此提高办案效率， 防止发生审前超期羁押， 保障犯罪人人权。輨輲訛

（二）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适用障碍之清除

为了保障司法程序顺利进行， 对于刻意企图逃避、 阻碍司法活动开展， 以期通过追诉时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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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惩罚而言， 防止追诉时效制度被犯罪人滥用，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不过， 此
制度的设置应该权衡各种因素， 在维护司法程序有序进行、 降低司法工作难度、 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 增强司法权威的同时兼顾追诉时效制度功能的实现， 保护犯罪人的追诉时效制度利益， 维系社
会的稳定。 是故， 应该严格把握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适用标准， 从严限制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之适用。
从此角度而言，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障碍的扫除并不能单纯地通过 “解释” 完成，輨輳訛

而应该考虑通过修订 《刑法》 第八十八条的方式达到此目的。 因为追诉时效问题涉及公诉权行使的
正当性， 以及一系列刑事司法活动的合法性， 只有通过立法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是否适用追诉时效制
度， 以及如何适用， 方能保证惩治犯罪人活动获得实体法允许， 程序开展取得正当性基础， 否则，
职务犯罪监察权的运行面临着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困境。輨輴訛

同时， 现行 《刑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不合理。 不区分抵抗、 逃避行为情形和法定刑
期长短无限制延长追诉时效期限有违罪责相适应原则， 致轻罪犯罪人与重罪犯罪人逃避侦 （调） 查
一样处于永久追诉之中的做法有违道德性， 应该区分抵抗、 逃避行为， 根据法定刑期长短设置追诉
时效期限延长的量。 《刑法草案 （初稿）》 第八十七条曾规定： “在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采取强制
处分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追诉时效期限延长一倍， 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輨輵訛 域外有不少国
家亦采此例设置了追诉时效延长制度。 如 《阿尔巴尼亚刑法典》 第 53 条第 1 款规定： “实施犯罪的
人， 在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和审判的， 将本法典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
期间延长一倍， 但是不能超过二十五年。”輨輶訛 笔者建议借鉴此做法， 《刑法》 第八十八条增加一款， 规
定： “在监察立案调查后， 逃避职务犯罪调查的， 将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追诉刑事责任追诉时效
期限延长一倍， 但是不能超过 25 年。” 如此一般既可以给予逃避调查者惩罚， 又能够避免追诉时效
期限无限制延长致使犯罪人可改造性被否定而置于社会对立面。

（三） 追诉时效中止制度之设置

为了防止监察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因某些客观原因被迫延缓， 由此导致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概率
增大， 可以设置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虽然追诉时效中止能够缓解追诉时效期限紧张， 防止求刑权行
使受到阻碍， 避免放纵犯罪人， 但是也存在克减犯罪人权益、 该项制度可能被滥用等问题， 因此该
项制度宜通过立法确定， 可以在 《刑法》 中规定： “因法律规定的事由或者客观事实原因而致使追
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或者无法继续计算的， 追诉时效中止。 追诉时效自中止原因消灭之日起重新开
始计算， 中止前已经经过的时间仍然有效， 追诉时效期限不变。 追诉时效中止的总时间不得超过本
法第八十七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 追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或事实原因主要限定在如下几类： 一是犯罪人是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 人大代表保护制度客观上阻碍了求刑权的行使， 该类事由是追诉时效中止
法定事由。 犯罪人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了实现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严
格保护制度功能， 在解除犯罪特殊身份后方能行使求刑权的情况下， 应该将履行法律保护性规定视
为追诉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 如果犯罪人在其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从事犯罪行为，
因其具有代表资格而暂时免于追诉， 待其代表资格经法定程序解除后方能继续接受追诉， 具有代表

輨輳訛 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 《刑法》 第八十八条中的 “立案” 视为包含监察立案， 被调查人逃避自然引致追诉时效延长。 参见纵
博：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运行法治化的若干问题探讨》， 载 《宁夏社会科学》 2018年第 3期。

輨輴訛 参见陈伟： 《监察法与刑法的关系梳理及其症结应对》， 载 《当代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輨輵訛 高铭暄、 赵秉志： 《中国刑法规范与立法资料精选》，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 第 309页。
輨輶訛 参见金凯： 《比较刑法》，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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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是求刑权实现的障碍性因素， 代表任期是追诉时效期限不能开始计算的法定条件。 此外， 犯罪
人犯罪时虽不是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但犯罪后未受到追诉前当选为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因犯罪人获得代表资格而旋即致使求刑权实现受阻， 故代表资格是求刑权不能继续实现的因
素， 代表任期是追诉时效期限不能继续计算的条件。輨輷訛 二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须先予完成其他程
序应该是导致追诉时效中止的因素之一。 监察调查处置结果具有复合性， 在先追究非职务犯罪责
任、 后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先追究非职务犯罪责任应该成为追诉时效中止的事由。 如政务处分
的前置性可能导致求刑权的实现暂时性受阻， 追诉时效期限在政务处分期间应该中止计算， 待政务
处分完毕， 追诉时效期限继续计算。 三是战争、 自然灾害、 突发重大公共事件、 犯罪人严重疾病等
事实原因。 自然灾害、 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犯罪人严重疾病等可能导致监察程序或刑事诉讼程
序长期无法开始或者无法继续进行， 求刑权无法行使， 是追诉时效中止的事实原因。

代结语： 监察时效制度的全面确立

在监察委管辖的案件中， 仅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违纪、 职务违
法案件不可适用时效制度。 “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的持续存在， 从而产生
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輩輮訛 本质上而言， 时效是一种时间法律效力， 主要用于约束权利
（力） 者积极行使权利 （力）， 怠于行使权利 （力） 超过一定期限后法律将不保护权利 （力） 者的权
利 （力）。 设置时效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促使权利 （力） 者关注自己的权利 （力） 状态， 另一方面在
于维护社会秩序， 保护权利 （力） 者怠于行使权利 （力） 的受益者， 同时也是为了减少纠纷， 节省
公共资源。 追诉时效仅是时效的一种， 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违纪、 违法犯罪案件可以适用时效制度，
但是不能笼统地说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否则就混淆了时效和追诉时效， 宜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再创
设政务处分时效制度和违纪处分时效制度。

现行 《政务处分法》 并未采纳学界提出的设置政务处分时效制度的建议，輩輯訛 因此政务处分不受
时效之限制， 公职人员只要从事了应该给予政务处分之行为将随时可能受到相应的政务处分。 虽然
如此有利于规范公职人员行为， 但是并不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稳定和保护公职人员合法权益， 也有损
效率。 某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时过境迁， 公职人员可能已经自我改正了， 从帮助公职人员社会化角
度而言应该视情形不予追究， 否则可能将本已平息的社会关系撕裂。 此时给予政务处分实际上并不
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像是一种 “宣示” 活动。 正如贝卡利亚所言： “推迟刑罚尽管也给人们以
惩罚犯罪的印象， 然而， 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 倒像是表演， 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
惩罚感的、 对某一犯罪的恐惧心理已在观众心中减弱之后才产生这种印象。”輩輰訛 至于说有放纵公职人
员之嫌疑， 完全可以设置政务处分时效中断、 中止机制解决。

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简称 《党纪处分条例》） 的相关规定， 违纪处分同样不受时
效之限制。 《党纪处分条例》 第七条规定， 有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处分行为的党员必须受到相应追
究， 该条表明违纪处分时效制度尚未确立。 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进一步强化了违纪处分不受时
效约束的 “意志”， 第三十五条规定党员违纪后下落不明超过六个月， 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

輨輷訛 参见李希慧： 《刑法修改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28页。
輩輮訛 参见王学英： 《经济法概论》，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8页。
輩輯訛 参见前引譼訛， 钱小平文。
輩輰訛 参见 [意] 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黄风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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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追诉时效新论

（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The�prosecution�limitation�system�is�related�to�the�supervision�system.�The�elements�of�
the� prosecution� limitation� system� determine� its� applicability� to� duty� crime� cases.� Due� to� the�
inseparability� of�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 the� filing� investigation� by� the� Supervisory�
Commission�cannot�produce� the�effect�of�prosecution,�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although� the�
node�of�the�supervision�procedure�follows�the�limitation�of�prosecution,�it�can�not�be�used�as�the�
end� point� of�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rigger� the� system� of� extension� of�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Therefore,� it�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that� the� end� point� of� the� prosecution�
limitation� is� unknown� and�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prosecution� limitation� system� is� blocked.� In�
addition,�it� is�faced�with�the�problems�that� the�end�point�of� limitation�of�prosecution�is�unclea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is� blocked,� and� then� due� to� the�
“ shortening”of� the� period� of�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the� system� of� approved� prosecution� is�
abused,�the�utilization�rate�of�supplementary�investigation�is�high�and�the�recessive�supervision�is�
prone�to�misjudged�cases.� In�view�of� this,� the�prosecution�should�be�eliminated�by�adopting�the�
prosecution�as�the�end�point�of�the�prosecution�limitation,�legislatively�amending�the�prosecution�
limitation�extension�system�and�establishing�the�prosecution�limitation�suspension�system�so�as�to�
ensure�a�smooth�connection�between�the�supervision�system�and�the�criminal�justice�system.

Key Words: Power�Restriction;�Duty�Crime;�Legalization�of�Anti-corruption;�Nature�of�Supervi-
sion�Procedure;�Legal�Cohesion

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六条规定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 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
有严重违纪行为， 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 开除其党籍； 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 （含留
党察看） 处分的， 作出违犯党纪的书面结论和相应处理。” 至此， 在违纪处分中 “党籍是永久追责，
留党察看以下 （含留党察看） 处分是终身追责， 下落不明是除名免责”。輩輱訛 从从严治党角度而言， 违
纪处分不受时效之限制具有合理性， 但是从人文关怀、 人性可塑造等角度而言， 较为妥当的办法是
明确违纪处分受时效限制， 并通过设置诸如中断、 中止等机制消除弊端， 而不是一味地 “终身追
责” “秋后算账”。 即使违纪群体身份属性特殊， 但是并不能不基于人文关怀而给予适当机会加以改
正， 应该充分尊重、 相信党员的自我净化能力， 避免其永久性地标签化。 某些违纪行为历经岁月沉
淀， 早已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耗费资源给予处分的必要性几何也值得考量。輩輲訛 时效是一种衡量多元
价值的机制， 其能够在 “方圆” 之间折中， 在 “矛盾” 中兼顾， 对于无处分必要的违纪行为适用时
效制度， 未必不能彰显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意志， 也不失 “治病救人” 之效果。

輩輱訛 胡长云、 欧爱民： 《党员纪律处分时效： 内涵、 逻辑与完善路径？》，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第 18期。
輩輲訛 参见杜凯波、 陈艺尹： 《论检察官、 法官收益性自媒体行为的风险化解与防控》， 载 《2020 年第三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

动获奖文选》， 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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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追诉的原理与机制

高一飞 韩 利 *

内容提要： 异地追诉， 是指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供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 协助被请求国依
本国法律对逃犯提起诉讼。 异地追诉的基本原理是， 请求国查清外逃人员触犯被请求国当
地刑法的具体罪名， 再提交证据向被请求国正式提出举报， 以举报人和证人身份提供证
据、 协助调查、 协助证人作证， 判决后协调遣返罪犯、 追缴赃款。 异地追诉的优势是： 借
助他国刑事追诉力量打击我国逃犯， 节约了司法资源， 在无引渡条约的国家破解了引渡难
题， 形成了双向司法协助合力。 局限是： 是否追诉、 如何追诉是他国的主权， 协助追诉过
程受到他国政治、 法律、 文化的制约。 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异地追诉机制： 为异地追诉中
的辩诉交易和陪审团审判提供条件、 促使被判刑人移管回国、 建设异地追诉的综合配套
机制。
关键词： 异地追诉 司法协助 举报 作证 被判刑人移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8

*高一飞， 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韩利， 广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 2017年度
司法部重点课题 “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研究” （项目编号 17SFB1006）、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看守所法立法研究” （立
项号 18BFX078）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李鹃： 《百名红通人员 30人到案， 都是怎么追回来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http： //www.ccdi.gov.cn/toutiao/201606/t20160625_
124877.html， 2016年 6月 26日访问。

譺訛 余飞： 《揭秘追逃 “红通二号” 李华波： 异地追诉代替引渡》， 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15-05-11/123431817739.
shtml， 2015年 05月 11日访问。

譻訛 张俊涛、 王君祥： 《论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利益诉求、 困境与破解思路》， 载 《河南大学学报》 2015年第 6期。
譼訛 新华社： 《密织天网 捕鼠猎狐———中国海外追逃追赃侧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http：//www.ccdi.gov.cn/gzdt/gjhz/201504/

t20150403_153508.html， 2015年 4月 3日访问。

在中国境外追逃追赃的过程中， 我国在多个著名的案件中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中国向外逃
人员所在国提供有关线索证据， 协助被请求国依据当地法律对外逃人员判刑并最终将其遣返回国。
2009 年， 开平案的主犯 “二许” 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任行长许超凡和许国俊因洗钱、 跨州转
运盗窃资金、 护照和签证欺诈等罪名在美国受审 （下文简称 “开平案”）， 分别获刑 25 年和 22 年，
二人上诉后法院依然维持原判。譹訛 2013年 8月 15日， 新加坡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新加坡总检察署对李
华波的所有指控罪名成立， 判处李华波 15个月监禁， 同时判决将指控的 18.2万新元赃款归还中国。
2014 年 7 月 10日， 新加坡上诉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原判， 判决当日李华波即被收监执行刑罚。譺訛 2014
年 11月， 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徐宏在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可以通过在美
国起诉的方式， 使犯罪嫌疑人在美国受到法律审判”。譻訛 2015 年 3 月， 中国外逃贪官乔建军及其前妻
赵世兰因涉嫌犯有向国外转移盗窃资金罪、 移民欺诈罪、 共谋洗钱罪在美被正式起诉。譼訛 乔建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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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妻被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就属于异地追诉方式。 这一程序， 被称为异地追诉程序。
中纪委网站发表文章指出： 我国海外追逃的主要途径有劝返、 非法移民遣返、 引渡和异地追诉

四种方式， 还对异地追诉下过简洁的定义。 文章认为， “异地追诉， 指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供自己
掌握的证据材料， 协助被请求国依据本国 （指被请求国） 法律对逃犯提起诉讼”。譽訛 上述实践， 学术
探讨极少， 通过 “中国知网” 搜索， 发现研究异地追诉这一问题的论文只有两篇，譾訛 对这一重大实
践用的名称分别为 “异地追诉” 和 “域外追诉”。 在研究追逃追赃问题时附带提到 “异地追诉” 的
文章有 7 篇，譿訛 研究追逃追赃问题时附带提到 “域外追诉” 的文章有 1 篇。讀訛 以上两种提法中， “异地
追诉” 一词得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认可， 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指出： 国家监委 “积极通过引
渡、 遣返、 境外缉捕、 异地追诉等国际司法执法合作方式” 追逃追赃。讁訛 因此， 将促请他国在当地
进行追诉的国际合作机制称为 “异地追诉”， 是学术界的共识， 也得到了国家监委的认可。 这一名
称对本质含义概括准确周全、 表达简洁， 是以后可以坚持使用的一个固定法律术语。

异地追诉这样一个重大追逃追赃机制， 迫切需要学者和实务界同志对其关注和研究。 为此， 本文
将分析异地追诉的实施原理、 优势与局限， 尝试提出完善这一机制的方案。

一、 异地追诉的实施机制

（一） 异地犯罪行为的识别

异地追诉的准备程序是了解外逃人员触犯他国 （外逃人员滞留国） 法律的内容。 外逃人员触犯
他国法律涉及面很广， 主要涉及的罪名是非法入境犯罪和洗钱犯罪， 本文将以这两罪为例加以说明。

1. 非法入境犯罪
为保护国家利益， 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均重视打击非法入境犯罪。 国际社会公认的非

法入境方式有两种： 一是未持有本国签发的合法有效证件入境或持有不真实签证入境并取得有效身
份； 二是未从本国对外开放和指定的口岸入境。 实践中， 外逃人员更多采取前者 （签证欺诈） 携款
潜逃。 识别非法入境的方式及熟悉所触犯的他国法律是中国境外追赃异地追诉的境内准备措施。

非法入境通常由各国的移民法或刑事法来规制， 前者涉及移民遣返， 后者涉及刑事犯罪。 促使
各国对非法入境者提起刑事追诉， 可能产生刑事犯遣返、 移管的效果。 外逃人员以伪造签证、 虚假
身份证明文件等形式进入他国边境或取得他国国籍身份的欺诈犯罪， 手法包括签证身份欺诈、 投资
移民欺诈、 婚姻移民欺诈等。

一是签证身份欺诈。 身份欺诈是外逃人员经常采取的一种移民手段， 主要指在申请入境、 入籍

譽訛 参见前引譹訛， 李鹃文。
譾訛 这两篇文章是： 常皓 《浅析境外追逃中的异地追诉》， 载 《法制博览》 2016年 2月下； 王秀梅、 朱贝妮 《反腐败追逃追赃域

外追诉探讨》，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4期。
譿訛 这 7篇文章是： 张磊 《刑事缺席审判与境外追逃措施的协调适用》，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 年第 4 期； 李鑫源 《境外羁

押折抵刑期问题探析》， 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薛丰民、 黄鹏 《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实
践之劝返模式研究》， 载 《郑州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6 期； 赵晨光 《从李华波案看我国腐败犯罪跨境追赃机制的完善》， 载
《法律适用 （司法案例）》 2017年第 6期； 常皓 《境外 “三追” 一体化制度构建可行性分析》， 载《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6 年
第 11期； 李国际、 熊佳 《我国境外追逃的方法探析》， 载 《三峡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6 期； 覃珠坚 《刑事外逃犯追缉方法
之适用探析》， 载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6年第 4期。

讀訛 梅傲： 《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机制的缺憾及求解》， 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20年第 5期。
讁訛 杨晓渡： 《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http：//www.ccdi.gov.cn/

toutiao/202008/t20200810_223555.html， 2020年 9月 21日访问。

异地追诉的原理与机制

9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5期

时采取隐瞒本人真实信息、 虚构或盗用他人信息等欺诈手段套取他国永久或长期居留权及资格的行
为。 外逃人员利用手中资源千方百计获取他国绿卡， 为的是享受由此带来的长久居留和工作等一系
列移民福利。 被查实为身份欺诈后， 外逃人员除面临签证及身份资格被取消外， 还可能涉嫌犯罪。
实践中， 外逃人员出逃时在向他国驻华使领馆提供个人基本信息及无犯罪记录证明、 家庭成员证
明、 亲属关系证明、 个人经历证明等公证文件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情况普遍存在。

二是投资移民欺诈。 投资移民是指申请人通过在他国经济投资的方式移民并获得绿卡的过程。
例如， 美国国会在 1990 年设立投资移民第五优先政策， 主要借助外国经营资本输入来拉动美国
GDP 增长。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美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员到美国最低投资 300 多万元人民币 （约
50 万美元）， 就有机会获得绿卡。 各国对投资移民请求身份资格限制最少、 审核效率最高， 这也导
致虚假投资屡见不鲜。 自 2012 年至 2018 年， 不少于 87 亿美元移民投资为美国增加 35150 份就业
岗位。 为此， 美国每年大概额外核准 1 万份 EB-5 项目， 其中， 来自中国的移民请求约占九成。 申
请移民需证明投资来自合法的商业所得。輥輮訛 2017 年 4 月， 美国洛杉矶华人移民事务所的陈达和陈莹
莹父女俩， 被 FBI 以非法收支移民投资费用查获。 该移民中介机构帮助部分中国投资者以欺诈方式
获得了美国绿卡。 另外， 红通人员武汉市发改委原主任徐进和其妻子刘芳被卷入这起 EB-5 投资移
民诈骗案。輥輯訛 根据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处获得的搜查令显示， 两名 “红通” 人
员在 EB-5投资移民诈骗案中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权， 他们属于 “实际获益者”。輥輰訛 又如， “百名红通
人员” 乔建军、 赵世兰夫妇因向美国申请投资者签证时， 谎称他们通过 EB-5 投资的 50 万美元是合
法的， 而被美国执法机关指控投资移民款是乔建军从其控制的国有粮食仓库中挪用的。輥輱訛

三是婚姻移民欺诈。 婚姻欺诈， 俗称假结婚， 是指行为人与他国国民以协议等方式履行名义上
的结婚手续， 非法移民他国的欺诈行为。 按照各国婚姻移民的通行做法， 获得绿卡可以是结婚的动
机之一。 移民局在判断真假结婚时， 考察和衡量的焦点是当事人在结婚之初是否有共同生活的意
愿。 因此， 一段婚姻可以以失败告终， 也可以仅仅维系一段很短的时间。 但是双方缔结婚姻时动机
必须纯粹， 否则构成婚姻欺诈。 例如在美国， 婚姻移民欺诈是一项联邦重罪， 当事人触犯的是刑法
上的虚假陈述罪。

各国关于非法入境的立法倾向是： 指控门槛低、 刑事处罚重。 识别非法出入境的犯罪方式并查
明所触犯的刑律， 对于举报并查获贪官触犯他国法律的犯罪线索和证据、 启动异地追诉至关重要。
根据我国 《监察法》 第二十三条和 《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 第五条的规定， 监察机关
有权向移民管理局调取外逃人员的出入境记录。 移民管理局对监察机关的请求函格式及内容进行审
查后， 依法出具公民出入境信息记录清单。 通过出入境记录， 监察机关分析外逃人员可能潜逃的国
家， 并通过外事部门协调他国驻华使领馆对外逃人员签证信息进行核查。 隐瞒政治面貌、 公职身
份、 涉罪经历等信息以及采取证件造假等非法行为， 是向他国举报、 开展司法协助的依据。

2. 跨境洗钱犯罪
追逃追赃， 必须反洗钱。 洗钱是外逃的准备、 帮助行为。 将赃款转移境外， 可能构成他国的洗

輥輮訛 记者： 《FBI突袭 投资移民牵出中国红通犯被骗 可法官判骗子赔 4倍》， 搜狐网： htps： //www.sohu.com/a/233858469_276578
2018-06-03，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１3日访问。

輥輯訛 赵萌： 《欺诈案 “受害者” 中发现 “百名红通” 犯两人》，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4/12/c_1120792812.htm，
2017年 4月 12日访问。

輥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赵萌文。
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赵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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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犯罪。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重视对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追诉。 识别洗钱手法及了解他国洗钱犯
罪立法， 是中国异地追诉的境内必备要件。

随着资本运作的瞬息万变， 跨境洗钱的危害日益突出。 目前每年全球洗钱数额大约达到 1.3 万
亿美元， 其中估计超过 50%的洗钱犯罪资金都涉及跨境资金流动。 2003 年至 2013 年期间， 发展中
国家涉案财产流出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总金额预计约 9 万亿元人民币 （折合 1.4 万亿美元）。輥輲訛 洗
钱手法不断更新、 操作繁杂， 形式更为隐蔽。 尽管中国公民每人每年只有 5 万美元的换汇额度， 但
外逃人员仍然有办法通过洗钱向境外转移赃款。 当前， 跨境洗钱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地下钱庄洗钱。 地下钱庄是最常见的洗钱方式。 近年来， 通过地下钱庄从我国 “洗” 出去的
黑钱每年至少高达 2000亿元人民币， 其中， 官员腐败洗钱超过 500亿元人民币。 而洗钱额度3%、 5%、
7%的提成则驱使地下钱庄成为外逃人员的帮凶。輥輳訛 地下钱庄是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 以非法获利
为目的， 擅自从事跨境汇款、 买卖外汇、 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地下金融组织。 内外
勾结和化整为零是其最大特点： 通过境内收钱、 多个账户转换漂白、 境外支付等完成洗钱操作流程。

二是现金走私洗钱。 外逃人员通过现金走私洗钱有两种方式： 一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 将外汇
通过水客 （又称 “挑夫”） 带出境； 二是利用目前国际交易的高科技手段和监管不足的管理漏洞，
借助国际信用卡洗钱。輥輴訛 例如， 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及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逮捕了 260 余名走私现金的个人， 涉案的现金走私额超过 1.07 亿美元。輥輵訛

三是离岸中心和关联交易洗钱。 虚假外资交易是近年洗钱常用的方式， 即犯罪分子通过在香港
等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公司， 在中国大陆境内开办众多公司， 并采取错综繁杂的关联交易行为，
以贸易为掩护， 将委托方在境内获取的犯罪所得挪移到中国大陆境外提取资金。 例如在开平案中，
余振东就以这种方式将他的赃款注入其犯罪集团控制的、 中国境内 20 多家公司的关联账户， 并转
移至其在境外专门为洗钱成立的公司账户。輥輶訛

美国政府认为洗钱犯罪不仅扰乱经济秩序， 也会给有组织犯罪、 恐怖犯罪提供资金来源。 如果
以洗钱罪提起刑事诉讼， 容易得到美国当局的支持。輥輷訛 相较于以非法入境或洗钱促请追诉两种方式，
以给有组织犯罪、 恐怖犯罪提供资金来源犯罪起诉， 手法相对简单， 涉罪门槛较低， 取证相对容易。

另外， 除了洗钱犯罪， 外逃人员也可能因逃税等 “经济犯罪” 被他国提起刑事控诉， 例如杨秀
珠案。 2003 年 4 月左右， 杨秀珠因用贪污款在美国购置大量商铺等房产， 拖欠纽约等地涉及房产税
等款项被当地法院传唤。 如果杨秀珠回避出庭， 所拖欠税款将会以其控制的房产折抵。 同时， 当地
主管部门可能启动对她的遣返程序。輦輮訛 无奈之下， 杨秀珠又逃往荷兰。

（二） 异地追诉的境外实施

根据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规定， 中国异地追诉的境外实施流程为：

輥輲訛 李振星： 《跨境支付反洗钱挑战与对策》， 移动支付网： 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905/07091316.html， 2019 年 8 月
16日访问。

輥輳訛 荣蓉、 韩英彤： 《坚定不移铲除地下钱庄毒瘤》， 载 《中国外汇》 2019年第 2期。
輥輴訛 许朝霞：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与反跨境洗钱》， 载 《金融纵横》 2007年第 22期。
輥輵訛 童文俊： 《论现金走私洗钱及其预防》， 载 《海南金融》 2015年第 11期。
輥輶訛 记者： 《余振东被判 12年背后： 中方为将其遣返作刑期承诺》， 东方网： http： //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

node127826/userobject1ai1957165.html， 2006年 4月 4日访问。
輥輷訛 刘俊： 《中国缉贪全球化治理提速》， 载 《政府法制》 2008年第 20期。
輦輮訛 记者： 《中国第一女巨贪遣返或需 1 年 2 亿赃款难追回》，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17019740_114988， 2015 年 5 月

3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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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正式提出举报。 举报贪官是中国促请他国在境外实施追诉的起点。 一旦发现外逃人员非法
入境或洗钱等犯罪线索或证据， 监察机关可通过司法协助或外交途径向他国通报或举报案情， 促请
他国依法指控犯罪。

二是协助追诉国调查。 异地追诉不是他国的单方行动， 而是中外双向发力的合作。 针对外逃人
员外逃行为， 中国从境内收集职务犯罪证据， 并调查出入境及资金转移情况， 为他国调查做好准
备。 他国从境外调查非法入境或洗钱犯罪证据， 也可请求中国协助调查， 或派人赴我国请求协助取
证以及按照 《反腐败公约》 第 49 条进行必要的联合侦查。

三是安排证人作证。 西方国家对刑事诉讼的证人出庭要求较高。 在他国法律许可下， 中国通过
证人远程视频作证替代赴他国作证，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三十六条对通过视频、 音频作证进
行了规定。 对于必须出庭的， 由他国以司法协助途径向中国提出， 保障证人不因作证而被追究刑事
责任， 并为此支出必要费用。

四是判决后的遣返。 他国法院对外逃人员定罪量刑后， 原则上产生遣返或驱逐出境两种效果。
前者包括自愿接受遣返回国受审与在当地服刑后遣返， 后者指刑期结束后被驱逐到追诉国以外的国
家或地区。 例如， 余振东在异地追诉中接受遣返回国； 李华波在新加坡服刑后被遣返回国； 李继祥
在异地追诉后， 至今仍在澳大利亚服刑。

五是附带追缴赃款。 异地追诉可同时实现对涉案犯罪资产的追回。輦輯訛 针对涉案款物， 中国促请他国
法院在刑事追诉中附带进行没收， 或者根据犯罪所得追缴法采取民事没收或单独没收措施。 例如，
李华波在异地追诉中被新加坡法院没收 18.2 万新元；輦輰訛 而李继祥在异地追诉后， 被提起民事诉讼，
没收境外赃款。

二、 异地追诉的优势与局限

异地追诉作为境外追逃追赃的四大主要措施之一， 有其独特的优势。 同时， 异地追诉中的国际
合作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一） 异地追诉的优势

异地追诉不仅可以附带没收违法犯罪所得或判处罚金， 而且可以同步促进其他追赃方式的开展。
一是节约追逃追赃司法成本。 异地追诉的依据是他国法律， 主体是他国的执法和司法机关， 借

助他国刑事司法资源特别是西方国家强大的打击犯罪体系完成我国的目标。 尽管中国也要提供一定
的司法协助， 但相比其他方式， 异地追诉附带追赃的成本相对较低， 节约了中国的司法资源。 虽然
异地追诉涉及的外国法律相对复杂， 但在实践中， 中国腐败人员外逃大都会采用签证欺诈、 洗钱和
其他违法犯罪手法来达到移民和转移赃款到境外之目的， 涉及的犯罪相对集中， 跨境特征较为明
显， 便于系统研究、 专门应对。 中国促成异地追诉并不要求所有罪行都追诉成功， 而是只要其中一
部分罪名追诉成功， 使目标人物在当地定罪判刑， 就为引渡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最终达到追逃追赃
目的提供了让目标人物归案的前提。

二是破解引渡难题。 在引渡、 遣返和劝返附带追赃不奏效的情况下， 异地追诉可以破解外逃人
员已取得他国合法公民身份而造成的障碍。 例如， 对于 “百名红通人员” 乔建军和李华波等人， 在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譾訛， 王秀梅、 朱贝妮文。
輦輰訛 张媛： 《“红色通缉令” 2号疑犯李华波遣返回国 涉嫌贪污 9400万》，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0/

c_127782983.htm， 2015年 5月 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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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不能的情况下， 中国办案机关采取了促请他国以非法入境或洗钱犯罪提起刑事指控的措施。 其
中， 李华波在 2011 年 3 月被新加坡警方以涉嫌洗钱罪拘捕， 为后续将他遣返回国和没收违法所得
奠定了法律基础。輦輱訛 很多国家对嫌疑人引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但一旦异地追诉成功， 追诉国就有
配合引渡的充分法律依据， 也能通过引渡将刑罚执行转移给其他国家， 从而降低本国刑罚执行成本。

三是形成双向司法协助合力。 在引渡条件不具备、 且劝返措施不奏效的情况下， 异地追诉因为
其更为突显的司法协助属性而被反腐败境外活动所推崇。 异地追诉中中外刑事司法协助的模式是：
腐败外逃人员潜逃境外后， 中国向境外通报案情， 并保持案件联系； 双方互提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由中方向境外提供有关证据材料证明外逃人员在境外他国的行为触犯了当地刑事法律， 而境外他国
也可来华调查取证； 境外他国根据有关证据对外逃人员提起刑事诉讼并定罪量刑， 中方则本着尊重
境外他国司法主权的精神， 承认相关裁判； 被判刑人与境外他国达成辩诉交易或书面协议同意回国
服刑。 异地追诉的多个环节均体现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内容， 如： 调查取证、 文书送达、 传唤证人等。
在依据其本国法律打击犯罪的驱动下， 外国与中国开展追赃司法协助的意愿更加强烈。 中国向他国通
报案情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后， 一旦他国追诉机关启动对外逃人员的刑事调查， 则转为他国向中国寻
求司法协助， 通常要求中国协助调查和安排证人出庭等事项， 中外双方形成合力打击外逃人员犯罪。

（二） 异地追诉的局限

异地追诉存在的主要局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辩诉交易和陪审团庭审难以适应。 刑事指控发起后， 中国接受他国提出的司法协助请

求， 主要就非法入境和跨境洗钱等行为向他国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材料、 安排证人出庭作证等。 由于
英美国家大多实施辩诉交易和陪审团审理等刑事诉讼规则， 如果被告人不接受辩诉交易， 案件将进
入陪审团审理程序。

英美国家认为陪审团与审判公正联系紧密， 可以预防司法腐败、 保障审判独立和提升司法公信
力。輦輲訛 陪审团审理程序对书证、 物证的证明力要求更高， 单纯依靠书证指控外逃人员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相关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 中西方法律的巨大差异往往成为辩方律师向证人发难
的武器， 从而影响陪审团对证人证言的采信。 另外， 中国所提供的物证、 书证由于不符合他国证据
规则而难以被采信。 以上证据问题， 最终可能导致陪审团无法定罪。

另外， 陪审团还有可能通过陪审团废法 （nullification） 而对中国外逃人员故意处以无罪。 陪审
团废法是指所有陪审员都认为案件事实是成立的， 但陪审员因为不同意法律的规定， 一致认为这是
恶法， 而故意作出事实不成立的裁判。 这一做法在美国是被默许的———尽管美国国会在 2002 年否
决了一个直接授权被告质疑立法缺陷的宪法修正案建议。輦輳訛 陪审团废法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做法能
够避免政府借助恶法镇压人民， 以克服立法的缺陷。 “因为国会将是制定压迫人民立法的永远实体”，
“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輦輴訛 通过陪审团废法， 可以防止多数人通过的恶法的压迫。
但是， 这一制度也有可能导致陪审团将法律问题政治化， 滥用陪审团废法的权力而故意放纵中国贪
官和其他刑事罪犯嫌疑人。

二是移管被判刑人等追赃配套机制不完备。 异地追诉后虽不必然实现境外追逃追赃的直接效

輦輱訛 陈丽婷、 金鑫： 《李华波归案给外逃贪官敲响警钟》， 新华网： http：//sg.xinhuanet.com/2015-05/15/c_127804093.htm， 2015 年
5月 15日访问。

輦輲訛 高一飞： 《上帝的声音： 陪审团法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31-35页。
輦輳訛 Joshua Dressler， Case and Materials on Criminal Law， Third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3， p.19.
輦輴訛 United States v. Datcher， 830 F.Supp.411 (M.D. Ten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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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但是， 却可以通过移管被判刑人弥补判刑后遣返的不确定性， 并在异地追诉服刑中持续境外追
赃追逃。 在外国遭受刑罚而被迫自愿接受遣返选择回国服刑的余振东和李华波， 是目前成功通过异
地追诉将外逃人员遣返回国的典型。 但是， 其他类似案件能否如此顺利办理， 仍然存在若干不可控
因素， 包括腐败分子因被指控犯罪较轻、 移民身份未被剥夺、 刑满释放后仍可逍遥法外、 被判刑人
在刑满释放时寻求政治庇护或难民保护等等。

移管被判刑人是指一国将在本国境内被判处自由刑的犯罪人移交给犯罪人国籍国或者常住地国
以便服刑。輦輵訛 它是传统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 各国立法一般都有规定。 2018 年 10 月我国第
一部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出台以前， 中国刑事司法协助立法粗简， 使得这一重要制度在中国国
内立法中长期缺位， 截至 2019 年， 中国关于被判刑人移管双边条约只有 14 个，輦輶訛 远远低于其他刑
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数量， 无法满足境外追赃追逃的迫切需求。 如果异地追诉后无法通过刑事司法协
助将被判刑人移送回国， 我国需要通过繁琐且漫长的遣返或驱逐出境途径移送被判刑人。

三是整合国际资源推动异地追诉不到位。 异地追诉主动权由他国掌控， 存在法律及文化差异造
成合作壁垒、 他国缺乏足够合作动力等先天缺陷， 也存在中国借助及整合各类国际平台进行执法合
作不熟练、 不充分、 不深入的后天因素。 发现触犯他国刑律并提起异地追诉的关键在于中国与他国
的司法合作是否常态化。 主要犯罪证据在请求国境内、 外逃人员却在境外的差异使案件产生空间上
的分割。 目前， 中国与他国就打击非法入境和洗钱的国际合作以个案临时执法合作为主， 常态化不
够。 中国至今未加入埃格蒙特金融情报联盟， 与他国分享投资移民及洗钱等金融犯罪信息的渠道受
限。 异地追诉与国际刑警组织、 FATF 的合作并未形成常态， 利用涉税犯罪与他国展开追诉合作还
不够充分， 这些都会影响异地追诉的效果。 另外， 异地追诉后没收资产返还合作机制的缺乏， 也会
影响境外追赃效果。

三、 异地追诉的机制完善

异地追诉的实践案例还不太多， 根据它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应当与他国及国际组织进行深入和
广泛的国际合作， 提出符合双方或多方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

（一） 为辩诉交易和陪审团审判提供条件

由于外逃人员大多集中在英美国家， 中国通过异地追诉进行境外追赃追逃必然要主动适应有关
国家的刑事诉讼规则， 合理借助外国辩诉交易， 积极应对陪审团审理模式， 安排证人出庭， 为他国
追诉提供高质量司法协助。 对此， 中国可以依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第 46 条第 1 款关于 “提供
最广泛的司法协助” 以及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第 18 条第 1 款关于 “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
的规定， 与追诉国司法机关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通过辩诉交易完成异地追诉， 丰富了追诉国司法机关同被告人进行谈判的筹码。 辩诉交易中，
公诉检察官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且基本不涉及证人出庭问题。 追诉国检察官在与被告人就罪名、
量刑甚至服刑等事项达成协议的过程中， 可以同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协商， 征求中国作出相应司法承
诺的意见。 追诉国既可以结合本国法律从宽政策促使被告人认罪， 也可以协调请求国对被告人作出
相应的法律承诺， 这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 还实现了基本的司法公正， 符合协作两国的利益。 以开

輦輵訛 赵秉志、 黄芳：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 2期。
輦輶訛 截至 2018年 10月， 中国分别和澳大利亚、 比利时、 西班牙、 葡萄牙、 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蒙古、

伊朗、 吉尔吉斯、 韩国、 泰国、 阿塞拜疆签署了被判刑人移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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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案为例， 2004 年 2 月， 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审理了涉及贪污挪用公款 4.2 亿元的贪官余振
东， 以非法入境、 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判处其 144 个月监禁。輦輷訛 依据检察官与余振东达成的辩
诉交易协议， 美国在把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以前， 需从中国得到关于余振东回国起诉和监禁的相应量
刑保证， 即： 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 中国政府应作出保证不判处其死刑且有期徒刑不超过 12
年的承诺。輧輮訛 开平案的探索为中国合理借助外国辩诉交易遣返贪官提供了实践参考。

中国在异地追诉的辩诉交易中可以在以下方面完善工作方案： 一是监察机关充分总结有关案例
的成功经验， 不断熟悉有关国家刑事案件的辩诉交易规则， 尽可能多地为外国司法机关提供扎实的
证据材料， 为外逃人员接受辩诉交易创造足够压力。 二是应当与外国司法机关就辩诉交易中外逃人
员回国后被追诉犯罪问题进行磋商并依法作出承诺。 我国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十一条明确了
中国向外国进行司法承诺的主体， 即 “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 对于量刑的
承诺， 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三是同步采取劝返等方式， 协助他国检察官与外逃人员谈判， 查明
赃款去向并鼓励其自愿退赃。

在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中， 陪审团审理程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较高， 中国提供司法协助的
核心内容便是证人作证问题， 主要集中在安排证人、 鉴定人等赴外国作证， 通过视频、 音频作证等
方面。 而在中国证人出庭概率较低的国情下， 为了让证人适应境外庭审的模式， 应当建立对证人进
行庭前辅导的办案机制。

现行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 5 章第 2 节对他国请求中国安排证人作证进行了规定， 其中第
37 条要求中国应当及时将证人、 鉴定人的意愿、 要求和条件通知他国。 因此， 我们可以参照异地追
诉实践中已取得成效的相关经验， 对证人、 鉴定人进行他国陪审团审判知识的解释， 还应当对我国
协助他国起诉的执法人员进行专业辅导。

另外， 为了防止陪审团废法， 故意放纵被追诉人， 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和证人应当尽可能证实
被追诉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和人民造成的重大危害， 特别是对于经济犯罪案件， 还需要证明对国内
大量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严重后果， 防止陪审团将法律问题政治化。

（二） 促使被判刑人移管回国

异地追诉并不必然达到将逃犯直接追回的目的。 2018 年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 8 章规定的
移管被判刑人， 为改善被判刑外逃人员的服刑待遇、 解决异地追诉后部分赃款仍未追回等事项提供
了依据和条件。 根据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 56 条第 （4） （5） 项规定， 移管被判刑人， 需请求
国、 被请求国和被判刑人三方同意。 因此， 今后， 中国执法机构异地追诉时， 应制定移管被判刑人
的配套工作方案。 异地追诉成功后如果罪犯选择当地服刑， 司法部应当与被判刑的外逃人员寻求司
法合作， 争取早日将其移送到中国服刑。

在境外腐败款物尚未查获或追缴有困难的情况下， 中国可以结合劝返措施对被判刑人及其家属
开展思想工作。 以回国受审或服刑的相关待遇为交换条件， 促使被判刑人自愿配合有关司法机关追
缴赃款。 历时 17 年追回开平案主犯许超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2018 年 7 月 11 日， 异地追诉后
在美国服刑的开平案主犯许超凡， 终于被美国强制遣返回中国。輧輯訛 许超凡从 2009 年 5 月被美国法院

輦輷訛 张磊： 《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 1期。
輧輮訛 吴金禹： 《经济犯罪死刑废除问题之探讨》， 载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年第 3期。
輧輯訛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http： //www.ccdi.gov.cn/toutiao/201807/

t20180711_175442.html， 2018年 7月 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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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 25年有期徒刑到 2018 年遣返回国， 服刑只有 9 年时间， 即使有减刑也不可能符合服刑期满被
强制遣返的条件。 这说明他是在服刑期间向中国司法机关投案， 并同意被 “移管” 回国受审的， 这
符合 “移管被判刑人” 三方同意的条件。 中国应当加大与他国签署关于移管被判刑人双边条约的力
度， 提高司法协助的覆盖面； 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第 8 章中的移管被判刑人的条款， 增加
异地追诉后及时请求他国移管被判刑人的规定。

（三） 建设异地追诉的综合配套机制

非法入境和洗钱等犯罪涉及刑事管辖冲突， 仅凭中国单方力量发现外逃人员涉外犯罪线索的效
率仍然不高， 需要借助更多的国际合作机制来收集外逃人员犯罪线索和证据， 促请他国提起刑事诉
讼。 深化异地追诉的配套措施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打击移民犯罪国际执法合作。 2018 年， 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 标志着中国与国际
社会移民制度的接轨。 中国应当以此为契机， 不断完善对出入境人员的管控， 建立与主要国家和地
区移民、 边境部门的执法合作机制， 进一步促进相关国家信息互通， 加大对移民人员签证信息交流，
摸清嫌犯身份、 婚姻、 工作和留学等信息欺诈的底数， 加大促请他国针对非法入境提起刑事诉讼力度。

二是依托 FATF 和埃格蒙特等组织反洗钱。 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尽可能通过国际刑警
组织对外逃人员发布红色通报， 促请境外他国对行为人的洗钱犯罪进行追诉。 例如， 美国投资移民
要求申请人的资金来源必须是合法的， 不少贪官通过一些非法运作将其贪污所得资金洗白， 用于赴
美投资移民， 在申请过程中， 一旦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针对该名官员的国际通缉令， 移民局会
严查此人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 促进央行同 FATF 等反洗钱国际组织的协作配合。 在 2019 年 FATF
高度肯定中国反洗钱建设的契机下， 追诉机关可以充分利用央行反洗钱中心对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
报告进行接收并集中分析， 层层识别筛选， 将涉嫌洗钱的可疑线索移交给有关司法机关。輧輰訛 同时，
借助 FATF 组织的影响力， 争取早日加入埃格蒙特金融情报联盟。 埃格蒙特属于非正式国际组织，
1995 年成立， 至今已有130 多个成员。輧輱訛 通过该组织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 中国可以和他国开展更
密切的反洗钱信息交流和应用技术分享。

三是与他国联合打击涉税等经济犯罪。 中国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加强同境外涉税犯罪主
管机关的执法合作。 2016 年 11 月 1 日， 澳大利亚司法部部长基南访问中国期间， 在共享金融犯罪
情报、 合作打击跨境洗钱犯罪行为、 合力遏止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金融交易方面， 与中国达成共识。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AUSTRAC） 与央行反洗钱中心 （CAMLMAC） 将对有组织的洗钱犯
罪集团进行联手打击。輧輲訛

四是借助各国发达的涉税犯罪举报奖励机制收集线索。 以美国为例， 2012 年， 美国共向偷税漏
税检举者派发了 1.25亿美元的奖金， 远超出 2011 年仅 800 万美元的检举奖金。輧輳訛 中国境外追赃机构
可以发动广大海外中方企业和华人华侨等群体， 广泛开展对西方国家关于举报奖励方面的宣传及程
序指引， 加大对外逃人员涉税行为的检举， 通过涉税犯罪提起异地追诉附带追赃程序。

輧輰訛 虞瑾： 《反洗钱犯罪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 载 《犯罪研究》 2008年第 4期。
輧輱訛 侯合心、 冯乾： 《反洗钱金融情报集团埃格蒙特组织体系进展与启示》， 载 《上海金融》 2014年第 10期。
輧輲訛 刘微： 《外媒： 中澳同意共享情报联手打击跨境金融犯罪》， 环球网： http：//www.hxnews.com/news/gj/gjxw/201611/02/1097355.

shtml， 2017年 11月 8日访问。
輧輳訛 汪明亮： 《“朝阳群众” 参与犯罪治理的政策逻辑》， 载 《刑法论丛》 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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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Remote�prosecution�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requesting� state�provides� the� requested�
state�with� its�own�evidence�materials� to� assist� the� requested� state� to�bring� a� lawsuit� against� the�
fugitive�in�accordance�with�its�own�laws.�The�basic�principle�of�remote�prosecution�is�to�find�out�
the� specific� charges� of� the� fugitives� who� have� violated� the� local� criminal� law,� then� submit�
evidence�to�formally�report�to�the�requested�state,�provide�evidence�as�the�informant�and�witness,�
assist�the�investigation�and�witness�to�testify,�coordinate�the�repatriation�of�criminals�and�recover�
the� stolen� money� after� the� judgment.� The� advantage� of� off-site� prosecution� is� to� attack� our�
fugitives�with�the�help�of�other�countries’criminal�prosecution�power�and�save�judicial�resources.�
In�the�countries�without�extradition�treaty,�the�problem�of�extradition�has�been�solved�and�the�joint�
force�of� two-way� judicial�assistance�has�been� formed.�The� limitations�are:�whether� to�prosecute�
and�how�to�prosecute�is�swbject�to�the�sovereignty�of�other�countries,�and�the�process�of�assisting�
prosecution�is�restricted�by�the�politics,�law�and�culture�of�other�countries.�We�should�improve�the�
mechanism�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provide� conditions� for� plea� bargaining� and� jury� trial,�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the� sentenced� to� return� home�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mechanism�for�remote�prosecution.

Key Words: Remote�Prosecution;�Judicial�Assistance;�Report;�Testimony;�Transfer�of�Sentenced�
Persons

结语

异地追诉在我国 2018 年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中并没有直接规定， 原因在于， 它是对他国
刑事司法追诉的协助机制， 主要涉及他国的国内法问题。 黄风教授在认可 “异地追诉” 的同时， 以
在美国追诉为例指出， 其本质是 “促请美国在当地对其进行追诉”。 “促请” 一词， 有敦促、 请求的
意思， 各国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犯罪行为有同等打击、 积极追诉的义务， 我国可以 “敦促” 追诉。
而对居住在自己国家的犯罪分子是否追诉、 如何追诉， 却又是绝对的国家主权， 我国应当“请求”
他国追诉。 因此， “促请” 一词非常精妙， 却又非常准确。

无论是依据国际准则、 双边条约的异地追诉， 还是根据临时执法项目进行的异地追诉， 都需要
促请国和追诉国之间真诚友好地合作， 因为打击犯罪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不过， 当有些
西方国家将打击犯罪问题政治化， 故意与中国为敌， 则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智慧去解决异地追诉这一
复杂的国际问题。 将来， 应当把禁止选择性追诉、 促进异地追诉中的双方合作写进国际性文件、 双
边协议、 国内立法， 制订在他国协助追诉的普遍适用方案， 培养能够协助异地追诉的专门人才。 我
们应当通过综合配套的立法、 政策、 执法司法措施， 推进异地追诉的常态化、 制度化， 提高异地追
诉的成功率、 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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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202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
研一般项目 “‘一带一路’ 倡议下商业数据跨境流转的法律规制研究” （项目编号： 2020JJ011）；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入职青
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 “医疗健康信息安全立法研究” （项目编号： 2019QD00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例如： 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等软件提供的 “春运大数据” 信息， 可反映人口流动趋势； 京医通、 微信等平台发布的 “挂号
大数据报告”， 可反映就诊人群及其患病情况等。

李 帅 *

内容提要： 从 “非典” 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国应急体系在疫情的考验下不断升级。 对
比两次事件的政府反应速度及处置水平， 其效率提升的原因除理论研究和基础医疗获得发
展、 信息公开程度大幅提高之外， “健康码” 等智能手段辅助下的快速决策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然而， 此类技术虽然具备提前预警、 辅助研判的功能， 但信息主体多、 来源渠道
广、 审核机制不完善、 收集方式和分析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决策结果
的合理性。 以信息时代突发卫生事件中 “健康码” 辅助决策的场景为切入点， 结合疫情相
关数据的属性及特征， 运用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分析实践现状， 将有助于推进疫情防控中
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
关键词： 健康码 智能辅助决策 算法合理性 数据共享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09

“健康码” 辅助决策下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

引言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呈现扩大趋势的背景下， 武汉市委市政府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暂时关闭离汉通道的通知。 这一决策考虑了武汉市作为 “九省通衢” 交通枢
纽的人口流动性， 以及春运特殊时期人员聚集可能造成的感染加剧情况。 随后几日， 各类数据主体
开始运用自己掌握或获取的信息进行预测、 分析或判断， 例如： 武汉 “封城” 之前已有多少人离
开， 分别使用何种交通工具以及人口最终流向地区； 患者居住、 活动区域分布； 目前确诊、 疑似病
例数及最终可能感染人数等。譹訛 至今， 产生持续影响的当属 “健康码” 的广泛应用， 其功能已从最
初的获知个人健康状态， 发展至涉及到访信息登记、 核酸检测结果查询、 疫苗注射备案等多重内
容。 这些预测模型或数据结论作为智能化技术的产物，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时数据的收集与更新。

以多元治理为背景， 突发疫情的防控工作应当由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类民间团体、 非
政府组织乃至个人共同参与， 故在收集上述多维度、 多种类信息的过程中， 不同主体的交流与协作
尤为重要。 不可否认， 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均存在成本， 虽然公共治理的过程需要数据共享， 但现实
中却依然存在诸多人为形成的信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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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陈曦宜： 《论公布患者活动轨迹措施的法治化———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为例》， 载 《中国卫生法制》 2020年第 6期。
譻訛 参见宋华琳、 杨杰：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的依法治理之道》， 载 《法治社会》 2020年第 6期。
譼訛 戚建刚： 《风险规制的兴起与行政法的新发展》， 载 《当代法学》 2014年第 6期。

当前， “健康码” 应用中的信息收集已基本得到公众的认可， 例如 2021 年初北京顺义和大兴疫
情发生后， 大部分公民都能够配合防疫规定， 在搭乘出租车时主动在 “健康码” 程序中完成扫码登
记。 但回顾 2020 年疫情暴发初期， 政府部门采用的诸如患者同程车次公告等防控措施， 却由于未
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而影响了实施效果，② 造成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并掣肘了信息治理能力的提升。③ 目
前， 国家铁路总公司已全面推行实名制购票制度， 要求用户购票时提供身份证号， 而各大电信运营
商也基本实行了用户手机号码实名制， 那么在个人身份信息确定的情况下应当能够实现点对点追
溯， 而无需再用公示公告或入户排查的人海战术来实现防控目标。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防控疫情所开
展的其他工作中， 诸多企事业单位因底层数据未打通， 导致数据互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以至于不
同主体 “各自行动”， 或者是在仅有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片面结论， 或者是花费较高的时间、 经济成
本获取其他部门享有的底层数据。 更为关键的是， 除了数据客观上存在的彼此隔离状态之外， 不同
的数据收集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愿共享信息， 抑或是具备较低的信息共享意愿， 致使部分情况下
的大数据辅助决策存在成本高、 难度大、 公众满意度偏低等问题。 因此， 如何合理认知公共卫生大
数据， 如何打通不同主体间的数据共享渠道， 以及应当在何种程度上规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辅助决
策问题， 将成为以科技治理推动法律治理的重要内涵。

一、 公共卫生大数据的属性及特征

数据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决策的依据， 主要原因在于数据的价值属性及预测功能。 信息化时
代， 数据的作用场景更为丰富， 其多维价值也在资源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得以显现。 与经济、 金融、
旅游等大数据技术的适用领域相比， 公共卫生或公共医疗中的大数据在诸多方面与之存在差异， 这
种差异决定了公共卫生大数据的共享与流转也应遵循特殊规则。

（一） 时效性与真实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疫情等卫生事件的特征在于 “突发” 及较强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事件的暴发对社会成员而
言不可预测。 在此背景下， 与事件相关的所有真实信息均具备高度时效性， 并且可能成为行政主体
作出决策的依据。 但与此同时， 这种突然发生且规律不明的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切断信息来源、 干
扰信息正常传播并影响信息的真实性， 因此仅掌握局部信息的个体在此种情况下很难正确决策。 那
么， 行政主体如何在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选定所依据的信息， 就要取决于该信息的内容及其准确
程度。

其一， 就内容来说， 需要分析信息所涉及的事项以及涵盖的具体领域。 例如， 在突发疫情当
中， 某项信息是指向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原因， 反映紧缺物资的种类与数量， 还是揭示病毒传播的路
径及方式？ 信息内容决定着决策事项的范围， 对应在公共机构职能划分的背景下就会产生不同的决
策主体。 其二， 对于信息的确定性程度， 则主要考量信息是否真实客观， 以及信息在何种程度上被
验证或被推定为真实客观。 以潜在风险与人类社会的长期共存为背景， 可知对于风险的规制致力于
“未知” 空间。 对于 “未知” 的判断， 行政机关需要引入风险评估程序、 专家论证步骤、 风险管理
环节、 风险沟通步骤、 信息披露程序以及公众参与环节等内容， 以使 “未知” 的程度有所降低，④

这就是验证数据真实性的主要思路。 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 为了追求能产生更多正外部性的数据

“健康码” 辅助决策下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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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张爱民： 《人民生命健康首位论的实践价值》， 载 《行政与法》 2021年第 1期。
譾訛 谢新水：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 认同与张力———基于 “一体两面” 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载 《电子政务》 2021年第 1期。
譿訛 陈雷： 《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2期。

时效， 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允许将未经最终论证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 即 “未知” 激发了行政机关在
风险规制过程中更多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 公众性与隐私性的共存与取舍

宏观上， 与社会公众相关的卫生、 医疗、 疾控等信息都属于公共卫生数据的范畴。 这些信息一
方面是广义 “生命健康权” 的组成部分， 体现着人民生命健康首位论的思想；⑤ 另一方面， 其生成、
存储、 加工等流程融合了个体与群体的多种行为， 蕴含了不同参与者作为权利主体的主观意识， 因
而在权利主体层面兼具公众性与个体性。 除此之外， 公共卫生数据发挥作用的场域范围广， 应用此
类数据实现的价值目标亦可能同时体现了公众与个体的需求。 但不可否认， 公私主体在权利认知和
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公共卫生大数据的应用必须衡量数据公众性与隐私性
之间的关系。

行政机关在处理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时， 通常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将涉及公民隐私
的内容排除在公开范围之外， 但由于该条例及相关法律规范缺乏 “个人隐私” 的判定标准， 且不同
主体对隐私范围的界定有所区别， 从而导致现实中很多情况下无法严格划分信息类别。 在此背景下
可以推知， 一方面， 虽然隐私范围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色彩， 但为了统一相关问题的解决方
案， 还是应当有立法层面的规范加以调整。 如何界定公共卫生大数据的公私权利属性可能在未来一
段时期内存在争议， 因而需要等待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 例如对信息获取、 使用及流转
中的授权取得问题作出要式规范等。 另一方面， 在公共卫生事件这类社会影响大的领域中， 公共性
与隐私性的边界将可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现实中如何定位信息来源， 是认
定信息产生于群体之中， 还是认定为个人基于自身情况所生成， 这将决定谁是权利主体， 从而决定
在共享相关信息时应当尊重谁的知情权和征得谁的同意。 当前实践中无法完全避免因实现公共价值
而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 这就需要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来进行选择和取舍， 进一步来说， 就是
当利用或发布公共卫生大数据将获得的公共正外部性， 在总量上明显大于不发布所保护的个人权益
时， 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实现公共价值一端。 也就是基于权益在质、 量两方面表现出的差异， 将公
共属性置于首位， 当然同时也应尽可能将对个体私权利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 也就是说， 基于疫
情防控的需要， 即使健康码治理可能产生对 “数字生命” 和 “数字生活” 的 “监控”， 其存在也是
合理和必要的。⑥

（三） 公益性占据优先顺位

与公众性内涵的论证逻辑类似， 公共健康数据具备公益性的根源同样基于其所具备的保障公民
生命健康权的功能， 其实现有赖于公共主体事权的行使。⑦ 在公共疫情防控时期， 这一事权就表现
为对特定信息的收集和利用， 从而在数据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甄别谎言、 了解真相、 消除恐惧以及保
障权利。 此处的特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病例集中暴发的地区及人员信息， 病毒病理性质及可抑制
性药物信息， 药品研发进展， 物资需求信息及现有储备、 调配情况， 传染病易感人群及预防方法，
甚至有时还涵盖谣言的具体内容。 从潜在作用的角度来看， 虽然这些信息来源不同、 完整性各异，
很多情况下需要相互结合才具备社会治理的参考价值， 但不可否认它们具有显著的公益属性， 决策
主体可以依此制定行为规范并行使监管职权， 在突发卫生事件中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其他主体则可

102· ·



“健康码” 辅助决策下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

讀訛 梁上上： 《利益衡量的界碑》， 载 《政法论坛》 2006年第 9期。
讁訛 参见王敬波：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 9期。
輥輮訛 例如： 2020年 1月， 钟南山院士团队杨子峰研究员和鲸准公司王珂博士等已经建立流感病毒预测模型， 并进行了探索性预

测； 1 月 30 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智慧城市 （BIGSCity） 课题组和经管学院数据智能 （DIG） 课题组联合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评估与预测报告》； 2 月 19 日， 南栖仙策 （南京） 科技有限公司发布 《新冠病毒传播模型学习结果》；
2月初， 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副教授胡延庆与博士后谢家荣、 博士生孙嘉辰等人利用百度、 Google 等大众搜索工
具搜索趋势大数据， 通过具有控制干预机制的流行病 SEIR （易感—潜伏—感染—隔离） 传染模型， 构建了对近期国内暴发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趋势进行了预测。

輥輯訛 例如： 西安交通大学研发了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的大数据评估模型， 基于旅行大数据综合计算新冠肺炎感染风险指数和级别，
可快速锁定风险。 2020 年 2 月 4 日， 该评估模型及系统在云南省正式上线， 被部署应用在云南省多个检查点， 识别出多名
高风险人员。

依此调整行为， 降低意外给自身造成的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 它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讀訛 在公共疫情中， 上述信息虽

然涉及主体多元、 涵盖种类繁多， 但不同主体的利益都能与公共利益之间形成关联， 从而在信息交
流过程中促进整体社会防疫意识的普遍提高。 换言之， 大数据共享与否的 “对局” 转化成了公共利
益之间的衡量。讁訛 结合突发疫情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失， 可知其中体现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
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利益， 维护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利益， 群众知悉疫情真实情况的权
利， 恢复与稳定社会经济形势的追求等， 总结起来即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 知情权、 发
展权等权利种类。 因而在公共卫生大数据交流互通的过程中， 应当以其公益性作为有待实现的首要
目标。

二、 以 “健康码” 为代表的智能辅助决策及其法律问题

传统社会风险应对的决策依据多为既定事实或现实状态， 此时行为依据虽然充分， 但易出现因
决策滞后所致的治理无效或规制失灵现象。 大数据时代， 信息生成、 加工、 流转环节依托互联网进
行， 信息成为个体决策的前提。 行政主体作为公共决策者， 面对突发事件时倾向于依赖大数据作出
判断或预测， 从而加快反应速度， 将可能产生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此背景下， 大数据技术的
任务之一就在于如何通过多种形式， 及时或者实时收集与公民相关的各类信息， 为行政主体的科学
合理决策提供直观且客观的依据。

此次新冠疫情中， 智能辅助下的决策行为不在少数， 各类主体以大量数据为基础， 设定算法、
构建模型、 预估疫情走势， 辅助政府实施规制行为。 但是数据模型的运算结果很难做到与现实情况
完全吻合， 更有一些智能辅助决策的内容在科学性和合理性上受到质疑。 因此， 基础数据的来源、
智能化决策的作用方式及作用限度等问题， 成为利用法律手段规制上述问题所应关注的重点。

（一） 疫情走势模型及预测结论的差异问题

疫情发生以来， 不同属性的主体都在尝试分析事态走向， 预判疫情结束的时间， 从而为公众提
供行为依据。 此前， 已有包括医疗机构、 科研院所、 大数据公司以及公民个人在内的主体基于新冠
病毒前期暴发态势及传播特征， 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开展预测， 发布评估报告或研判结果。⑩ 此外，
还有地方行政机关以前述主体研发的风险评估模型为依据， 采取疫情防控中的特殊管理行为。輥輯訛

这些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民对疫情发展程度的认知， 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到防控工作
中， 通过调节自身行为促进社会治理效果的实现。 但需要关注的是， 上述模型作为推测未知风险的
手段， 其结论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 从而使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社会公众感到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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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例如： 钟南山院士团队基于流行病学模型， 预测疫情峰值应该在 2020 年 2 月中下旬， 有希望能在 2020 年 4 月结束， 并提
出当前没有任何人可以严格预测疫情拐点。 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智慧城市课题组和经管学院数据智能课题组
联合发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评估与预测报告》 中， 则称疫情拐点将于 2020年 2月 6日左右出现。

輥輱訛 预测模型中的 R0 代表基本传染数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在流行病学上， R0 表示在没有外力介入， 同时所有人都没
有免疫力的情况下， 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 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

輥輲訛 参见任彦、 俞倩： 《全市启用 “杭州健康码” 有问题可致电 12345》， 载 《杭州日报》 2020年 2月 12日第 A2版。
輥輳訛 杭州健康码实施 “绿码、 红码、 黄码” 三色动态管理， 即显示绿码者， 市内亮码通行， 进出杭州扫码通行； 显示红码者，

要实施 14 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 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 14 天正常后， 将转为绿码； 显示黄码者， 要进行 7 天以内的集中或
居家隔离， 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不超过 7 天正常后， 将转为绿码。 参见 “第一财经” 网： https://www.yicai.com/brief/
100499685.html， 2021年 2月 11日访问。

惑。 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设定模型依托的基础数据及数据的普遍性、 广泛性问题， 模型建
构的学科背景， 模型是否经过实践检验以及经过检验的次数等。 那么， 如果运用控制变量的思路，
以上因素的多维变动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预测结果。 当然， 结果之间的差异程度可能不同， 这
主要是导致结果的成因存在差别所致。 例如， 对于分别以流行病学和概率统计学为基础学科构建的
预测模型而言， 由于专业理论和研究立足点上的差别， 其模型及算法本身就存在明显不同， 所以即
使是对同一问题的预测， 也很难避免预测结果的差别。輥輰訛

以前述差异化的结果为依据， 大数据辅助下的决策内容也可能呈现彼此相异的特征。 诸如有些
地方基于预测模型中 R0 值偏大的情况，輥輱訛 对湖北籍人员进入本地围追堵截， 甚至对湖北籍住户停水
停电， 希望通过物理隔绝的方式 “控制” 病毒的侵入和疫情的扩散。 也有地方在复工复产之后， 基
于预测模型中 “疫情拐点已到来” 的结论而放松对餐饮、 购物、 游园等人员聚集性活动的监管， 虽
然有利于经济恢复， 但在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并非适宜之举。 可见， 在大数据辅助行政
机关特别是辅助基层政府决策的过程中， 决策主体应当意识到模型预测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可能差
异， 避免作出 “一刀切” 式的戒严或封闭决策， 减少对社会正常运行产生的冲击， 同时也防止出现
因合作不能所带来的连锁性损失。 此外， 如何选择恰当的模型并依据其预测结果作出决策， 如何在
选定模型不适宜时及时更换， 以及如何根据模型的修订调整决策内容等， 都是构建法律规制制度时
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 “健康码” 及其算法的合理性问题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返工、 返学及返岗形势， 杭州市作为全国首批启用 “健康码” 的城市之一，
于 2020 年 2月 11日全面开启 “杭州健康码” 防控措施， 结合重点区域、 重点场所分级分类管控需
要， 对市民实施数字化管理。輥輲訛 健康码以 “个人自述、 建库比对、 空间筛查” 为依据， 通过大数据
进行首次即时计算、 每日定时计算、 动态实时更新， 自动生成个人健康码， 广泛运用于外来人员来
杭、 市民出行、 企业复工复产等各个场景。

实践中， 健康码的申领较为便捷， 申领人仅需在指定的手机 App 中输入姓名、 身份证号， 并同
时回答 “当前是否在杭州” “近 14 天是否接触新冠确诊或疑似病例” 以及 “当前健康状况” 三个问
题， 系统就可以判断并立即生成标识为绿、 红、 黄三种颜色之一的专属健康码。輥輳訛 对此， 杭州市委
负责人曾表示健康码主要依据三个标准赋分， 依次是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和人际关系维度， 即根据
全国疫情风险程度， 杭州的大数据公司可以将本地风险评级精确到乡镇或街道， 并结合个人曾去过
疫情地区的次数和停留时间， 结合个人是否曾与患者或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进行接触， 确定最终的
健康码情况。 然而仅在该措施实施三天后， 就有大量市民就健康码的生成依据及合理性问题提出质
疑， 例如有市民连续 14 天在家中未出门， 时间跨度已满足国家认定的病毒潜伏周期， 但申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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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 MattMa： 《吐槽杭州健康码， 被大数据和机器支配的红牌持有者》， 载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法律匠”： https://mp.weixin.
qq.com/s/WBeTPZ036BjoDMyPiehwdg， 2021年 2月 23日访问。

輥輵訛 参见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第 22条。
輥輶訛 参见於兴中： 《算法社会与人的秉性》，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2期。
輥輷訛 许可、 朱悦： 《算法解释权： 科技与法律的双重视角》，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輦輮訛 许可： 《健康码的法律之维》， 载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 9期。

健康码却显示为红色， 表示需要实施 14 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 也有市民表示一家人的活动轨迹完
全相同， 但健康码颜色却差距较大； 还有的健康码在申领后三天内连续不断变换颜色， 可市民本
人在这三天内却并未出门等。輥輴訛

从技术角度来说， 健康码的基础程序就是机器自动化决策系统， 其运行主要依托算法对大量数
据的分析， 以及后续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机器学习。 虽然技术自身的中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
输出结果的客观公正， 但目前尚不透明或者很难透明化的、 具有商业秘密属性的决策算法， 却极有
可能产生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 算法的设计可能并未完全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 或者算法
程序编写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管理行为的特征； 其二， 原始数据、 运算方法等内容均未向公众公
开， 使算法在科学性、 合理性方面缺乏监督， 可能影响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其三， 存在于相对黑箱
状态中的算法增加了人为干预机器运行的可能， 导致本应客观的技术融合了个体利益或体现了特定
群体诉求， 从而使异议数量大幅提升。 可见， 技术治理中法律的缺位很容易造成治理结果的非理
性。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明确规定， “数据主体有权不受仅基于自动化处理行为得出的决定
的制约”，輥輵訛 目的在于避免该决定对个人产生法律上的不利影响， 那么， 为了防止社会公众成为单纯
被机器和数据支配的对象， 应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对智能辅助决策加以规制， 例如， 要求相关主体对
健康码的设置思路予以充分解释， 从而使决策既体现机器运算的科学性， 又不失人类思维与情感的
“智性” 与 “灵性”。輥輶訛 在此， 对健康码的算法进行解释时可将解释内容进一步分为 “算法数据的解
释” 和 “算法逻辑的解释”。輥輷訛 在 “算法数据的解释” 层面， 个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在合理范围内，
展示输入算法的变量， 这里的 “变量” 主要是健康码所处理的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 从而
有助于民众及时发现个人信息中的风险， 又有利于观察算法中是否存在歧视现象。 在展示过程中，
行政机关既可以采取简单的文字列表方式， 也可以采取符合公众认知特点的可视化方式。 在 “算法
逻辑的解释” 层面， 个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在合理的范围内， 说明相应变量对健康码评定结果将产
生何种影响。輦輮訛

（三） 信息申报平台之间的互通障碍问题

2020 年 2 月初以来， 针对疫情集中暴发地区的实际情况， 中央提出做到仔细排查， “应收尽
收”。 在此背景下， 武汉市各基层社区开展了大规模入户排查， 湖北之外的很多省份也都加强了小
区出入管理， 要求居民进出均登记个人信息。 实践中， 很多住宅小区采用手机扫码、 在线填写信息
的方式收集住户及节后返回人员的信息， 实现 “无接触登记”， 很大程度上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
提供了便捷。 此外， 疫情严防期间也有很多超市、 药店以及公共交通工具采用扫码方式收集用户个
人信息， 以便必要时予以追溯。 这一环节中， 信息的申报与填写需通过特定页面完成， 即扫码之后
网络会链接到相关平台， 用户在平台上完成登记和申报。

基于上述数据， 信息收集主体可以掌握特定时间、 空间范围内的公民信息， 并依此实施后续决
策行为。 该设置虽然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 但平台种类众多、 信息填写重复、 收集主体混乱等现象
却受到诸多质疑。 例如， 很多二维码扫码之后会链接至微信公众号， 需要关注公众号才可以填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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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法律依据：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七条、 第八条；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八条； 《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
若干意见》 第三条第 （九） 项。

提交信息， 完成个人情况登记； 甚至有小区在出入时扫码会分别链接至不同的公众号， 或者同时张
贴多个二维码， 每个扫描之后都链接至不同的公众号， 可能存在利用填写信息推广平台之嫌。 与此
同时， 同一主体收集特定对象基本信息的行为是否需要通过不同平台多次进行， 不同平台之间的信
息为何不能顺利打通等问题， 在此种情况下都应当纳入决策者的考量范围。

如果说预测模型和健康码对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最终决策的科学性上， 那么通过扫码收集信
息的方式辅助决策， 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信息收集行为的合理性上。 结合行政法上的比
例原则来说， 就是通过不同平台多次、 反复收集信息的行为是否确为必要， 以及在疫情结束之后前
述信息会怎样处理等， 都成为危及信息安全的潜在因素。 因此， 在运用法律规制大数据辅助决策行
为时， 应当坚持全局思路， 综合考查各个阶段中的各种行为， 使技术辅助下的决策行为在法律规范
的边界内运行， 保障决策结果公平公正、 科学合理。

三、 构建疫情防控中智能辅助决策的法律规制机制

疫情防控对决策主体的反应时间、 决策质量及行为效率都有着较高要求。 在大数据辅助下， 各
类数据为社会治理提供定量依据， 使决策逐渐成为一种被 “量化” 的行为。 与以往基于定性结论且
可能带有试错色彩的决策相比， 大数据辅助决策在科学性和合理性上具有明显优势。 但不可否认，
上文对此类决策现存问题的总结是真实客观的， 因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在疫情防控乃至社会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着力构建大数据辅助决策的法律规制机制。

（一） 划分决策主体类型

当前， 借助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实施决策的主体已不限于传统社会管理中的行政机关， 而是以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基础， 向外拓展至企事业单位以及非政府组织、 民间团体等。 社会活动中， 这
些主体享有的权利本就存在区别， 因而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拥有的事权范围也有所差异。 那么，
具体到决策这类关键性的公共行为时， 就应当以类型化思路为指导， 分步探讨不同主体在实施数据
辅助决策行为时的标准与限度， 从而提出完善现行立法的合理化建议。

以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首先， 应当明确在这类事务中享有决策权的主体范围。 具体而言， 就是
审查以下主体是否依法享有或者应当享有一定的决策权： 各级政府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医院、 医
疗卫生科研机构、 从事相关研究的企业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等。 以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审视权利来
源， 可知前三者是法定有权作出决策的主体，輦輯訛 而在后三者当中， 除个人之外的主体也应当在一定
范围内享有防疫决策权。 其次， 在厘清主体身份的前提下， 确定可以由相应主体实施决策的事项范
围。 例如， 行政机关在几类主体中享有的事权范围最广， 可以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实施防疫预案
编制、 紧急状态动员等行为； 医院、 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则只能在专业范围内发布相关研究结论，
向公众提出行动建议； 相比之下， 企业、 社会团体的决策权多局限在本部门内， 可以对员工或成员
提出与其本职工作相关的要求。 上述所有主体的决策可以包括命令性和禁止性两方面内容。 最后，
建议从立法角度为不同决策主体制定行为规范。 伴随各种大数据的引入， 决策行为的自主化程度提
高， 应当强化自主性与统一性的结合， 减少决策失误造成的负外部性。 具体到实践中， 建议通过规
范性文件的形式在不同事项范围内规制决策主体的行为， 并在必要时将其上升为部门规章， 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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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王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 载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5期。
輦輱訛 陈海波： 《个人健康信息码国家标准发布》， 载 《光明日报》 2020年 5月 2日第 3版。
輦輲訛 参见李广德： 《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輦輳訛 代海军： 《突发事件的治理逻辑及法治路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2期。

字赋能与法律规制共同作用下的合理化决策体系， 构建责权明确、 上下联动、 多元共治的公共卫生
治理格局。輦輰訛

（二） 明确决策依据的筛选标准

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在于多样性、 高速性及易变性， 那么， 在关乎社会公众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 如何筛选恰当的数据作为决策依据， 是所有决策主体首要考虑的问题。 结合前文所述， 诸
多科研机构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企业甚至个人， 都在此次疫情中基于自身专业构建了预测模型以预判
疫情发展。 决策主体面对不同模型和结论应当如何选择， 特别是行政机关作出具有外部效力的决策
行为时应当以哪一种大数据为基准， 是完善法律规制途径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2020 年 5 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个人健康信息码》 系列国家标准。 该系列国家标准
实施后， 可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码制统一、 展现方式统一、 数据内容统一， 统筹兼顾个人信息保
护和信息共享利用。輦輱訛 但囿于当时社会需求紧迫、 制定时间较短等客观因素， 该系列标准以规范健
康码的形式要件为主， 在对内容的实质性审查方面仍存较多未予规定之处。 因而结合数据技术的特
征， 建议将以下四方面内容作为判断决策依据是否适格的标准： 第一， 大数据在内容、 属性上是否
与待决策事项具有相关性， 即待参考数据和待决策事项之间是否存在内在且必然的关联。 当前， 大
数据技术可以在不同领域的问题之间构建相关性桥梁，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种关联应当具有足够
依据且可被论证。 这一限制旨在避免非相关大数据引导下的决策失当。 第二， 数据体量是否充足。
作为决策依据的大数据应当满足海量性的特征， 如果数据量偏小， 则不适合用来支持重要决策的形
成。 第三， 数据是否具备时效性。 在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疫情这一类严重卫生事件中， 信息的时效
性对于防控工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当前社会人员流动性强， 疫情发展情况可能瞬息多
变； 另一方面， 传染病的预防手段等信息对于控制传播、 减少损失至关重要。 所以在与之相关的领
域中作出决策时， 应当关注并研判大数据的时效性。 第四， 数据提供者的身份属性。 与前三项标准
相比， 数据提供者的身份属性在更多情况下发挥的是辅助判断的作用， 即当对大数据本身的判定无
法得出其是否可以作为决策依据时， 可结合数据提供者的主体地位进行判断。 例如对于前文提及的
疫情预测模型来说， 如果运用前述三项标准均难以认定适用性时， 则可以认定由权威科研机构发布
的模型相较其他主体发布的而言更具参考价值。 这是社会治理多元化思路下判定决策行为合法性与
合理性的有益尝试， 收获较好的实践效果后可考虑通过规范性文件予以确定。

（三） 规范数据收集、 利用与共享全流程

改变信息环境作为公共卫生法的调整与规制手段之一，輦輲訛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智能化决策日益
普及的当下， 成为提供决策基础数据的重要方式。 我国现行 《突发事件应对法》 仅第十条和第五十
三条涉及信息公开， 但侧重于事中和事后的信息公开， 事前的预警信息不在此列，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短板之一恰恰暴露在预决策阶段的信息公开环节。輦輳訛 因此， 应当对数据的收集、 利用和共享等各
个环节进行全面规制， 以防出现信息空白以及信息收集主体之间 “数据孤岛” 的现象。 进一步来
说， 规范大数据辅助下的决策行为， 不仅应当关注决策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还应当从全景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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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熊文钊、 王秋艳：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保障》， 载 《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
輦輵訛 参见陈云良、 陈煜鹏： 《论传染病防治决策的法治化和科学化》，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輦輶訛 石荣广： 《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疫情防控法律规范体系化建构研究———以 “领域法” 为思维工具》， 载 《法律方法》 2020

年第 2期。

度审视大数据的获取和分析环节， 从而提升决策全流程的社会公众满意程度。
对此， 建议针对决策前一阶段的数据行为同样加以调整， 将接受规制的对象范围从决策主体延

伸至提供数据的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以及个人。 那么对于这些数据行为主体来说， 规
制的范畴应当主要包括： 其一， 确保数据来源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现实中， 数据收集可以通过多
种形式实现， 例如电信公司获得用户授权从后台调取、 软件供应商以提供服务为基础进行收集、 行
政工作人员依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公民提供等。 如果要将这些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 那么从数据能否
反映普遍问题的角度来看， 应当要求被收集的对象在年龄、 性别、 职业等基本范畴中具备广泛性和
代表性， 以保证基础样本是客观的。 其二， 确保数据的加工与利用过程客观无偏见。 完成原始数据
的收集之后， 相关主体会在各种社会需求的导向下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 当前常用的技术是各类
计算机算法和机器学习。 因此， 对技术的规制应当以如何调控算法设定为主要内容。 具体来说， 建
议通过工作规程的形式明确信息加工者的编程行为， 即要求其在编写程序分析和预判数据变化时不
得加入自身主观偏见的内容， 同时还要保证后续机器学习环境的公正， 从而使得相应的大数据结论
公正无偏颇。 其三， 确保数据的共享与流转均获得明确授权， 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輦輴訛 公
共卫生大数据兼具公共性与隐私性， 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主体在追求公益效用的同时不可忽视原始信
息来源者的意愿。 疫情防控工作具备显著的社会公益色彩， 因而在数据获取、 共享与流转的全流程
中都应当保障数据来源者知情并征得其同意。 实践操作中， 可以采用的方案主要包括在收集阶段一
次性获取公民个体对后续数据加工、 利用及共享的授权， 或者每一阶段开始之前分别获取授权。 当
前背景下， 规范性文件、 行业准则或者内部工作章程可以无需对此作出统一规定， 但务必要确保数
据行为非越权实施， 确保数据行为不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在此基础上， 大数据辅助决策将实现全
流程、 全阶段的法律规制。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对常态法律秩序和法治实践构成挑战， 如何实现传染
病防治决策的法治化和科学化， 在多方面检验着政府公共治理能力。輦輵訛 智能化技术在决策领域的应
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以往存在的反应速度慢、 合理性欠缺等问题， 提升了公共决策的社会满意度。
但与此同时， 智能性、 自动化的决策适用于客观现实时可能存在一定的适配障碍， 表现为数据结论
明显差异， 算法违背社会规律等问题。 以法律手段规制疫情防控中的大数据辅助决策行为， 应当从
数据的收集环节入手， 通过制定要式规则的方式规范授权获取及数据处理环节， 保障大数据的来源
广泛性、 内容真实性及结论客观性。 此外， 出于实现社会公益性的目的， 还应当以公共卫生大数据
的属性为依托， 打通基层部门之间的数据屏障， 促进不同主体在数据利用方面的效率提升。 最终，
充分考量不同主体在决策时的权限差别，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各类组织的决
策权内容， 实现以 “健康码” 为代表的智能辅助下的疫情高效防控， 同时对疫情防控这一新兴、 交
叉领域的问题， 发挥新兴领域法与传统部门法思维双轮驱动之功用， 促进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协
同， 更好达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輦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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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 辅助决策下的法律问题及其规制

Abstract: From�SARS�to�COVID-19,�China’s�emergency�response�system�has�been�continuously�
upgraded�under�the�test�of�the�pandemic.�Comparing�the�speed�of�government�response�and�the�
level�of�disposal�of�the�two�events,�the�reasons�for�the�improvement�of�efficiency�are�not�only�the�
development�of�theoretical�research�and�basic�medical�care,�and�the�substantial�improvement� in�
the�degre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ut� also� the� rapid� decision-making� assisted� by� intelligent�
means�such�as “health�code” which�has�also�played�an�important�role.�However,�although�this�
kind�of�technology�has�the�functions�of�early�warning�and�assisting�research�and�judgment,�many�
subjects�of�information,�wide�sources,�imperfect�audit�mechanism,�disunity�of�collection�methods�
and� analysis� standards� affect� the� rationality� of� decision-making� results� to� a� great� extent.� This�
paper�takes�the�scene�of�health�code-assisted�decision-making�in�emergency�health�events�in�the�
information�age�as�a�starting�point,�combined�with�the�attributes�and�characteristics�of�epidemic�
data,� and� use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administrative� law�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e,� 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administrative�decision-making�in�pan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

Key Words: Health�Code;� Intelligence-assisted�Decision�Making;�Algorithm�Rationality;�Data�
Sharing

（责任编辑： 李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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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的规制

[德]托马斯·维施迈尔 著 马 可 译 赵精武 校 *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系统的大规模应用向法律提出了巨大挑战。 由于目前智能系统的发展
尚未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 人工智能系统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系统应用模式进行监管。 目前人工智能系统有三个核心技术要素，
即数据、 算法和人工干预。 这三个要素对于监管原则的确立有着锚定作用， 同时也是监管
制度实施的着力点和立法调整的规制对象。 监管人工智能系统的最大障碍是它的决策过程
难以被相对人理解，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在决策过程中保持高透明度， 以此确保可
理解性。 但高透明度是难以通过事后的决策解释来实现的， 而应当是通过决策时系统提供
决定理由来实现的。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智能系统决策的理由和监管架构， 在架构中
将机器决策纳入法律程序中。 这样的架构可以使得决定方和相对方充分交换意见， 使得个
人真正成为数字化秩序的主体， 而不是客体。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智能系统 透明度 法律监管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5.010

* 托马斯·维施迈尔 （Thomas Wischmeyer），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 （Universit覿t Bielefeld） 助理教授； 马可，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
士研究生； 赵精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文发表于德国 《公法档案》 杂志第 143期 （2018）， 第 1-66
页， 本译文系中文简易版， 不带注释并对原文进行了删节。 本文系中国科协 2020 年 “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项目———政府数据
安全与共享的现代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 20200608CG080713） 阶段性成果。

一、 走向开放： 人工智能对法律的挑战

在信息时代， 在人们决定、 解释某事， 或是实施某个行为的过程中， 机器的身影频频现身。 具
备学习能力的信息系统早已应用于医疗、 金融等领域。 网络空间中的智能算法也在根据用户搜索时
所透露的信息， 为用户量身定制产品推荐和相关信息。 随着世界从互联网时代走向物联网时代， 人
工智能技术也愈加深刻地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各种传感器在住所、 交通工具以及身体佩戴的机器
设备上随处可见， 实时收集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云端。 云端的智能系统则根据这些数据完成人类指
定的任务。 这些智能系统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操纵机器、 移动物体。 它们正在迅速地超越智能机器人
的阶段， 向着更高阶的智能发展。 因为它们具备这些特定的能力， 智能系统不单单应用于私人领
域， 同样也被应用于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公共领域。 如警方应用预测警务系统来预测犯罪行为。 而在
具体的国家行政监管中，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监管和税务征收管理等领域， 智能技术都有很大的用途。

目前智能系统还远远不能与人类智慧相提并论。 故而关于智能系统的争论焦点并不是未来才可期
的 “超级智能”， 而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系统， 以及这种系统对于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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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能力。 将 “一般的人工智能” 从 “应用型人工智能 （狭义上的人工智能或弱人工
智能）” 中分离出来的意义也是如此。 但即便是目前的 “弱人工智能” 或 “应用型人工智能”， 也会对
政治、 社会和法律提出新挑战， 特别是当智能系统被整合进入具有巨大社会影响、 有造成损害可能性
的决策过程时， 其产生的问题尤为突出。 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或安全管理等重要领
域中， 智能系统的不可预测性、 不可控性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人与机器之间紧密的相互作用性、 机
器学习技术的广泛适用性以及人与机器的共生性更加剧了这一现象。 因此， 有必要明确， 系统越独
立， 其行为就越有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 换言之， 技术已经从人类的工具变成了规范规制的直接对象。

基于前述社会问题的观察， 本文意欲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是澄清目前智能系统规制问题中
的核心议题， 即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途径实施对智能系统进行有序且系统的监管活动。 基于现行的
宪法性文本和基本法律， 可以归纳出智能系统设计和应用应当遵循的六项监管原则。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分析目前智能系统规制的前沿问题， 即如何规制智能系统的不透明性。 智能系统的决策
机制是一个 “黑箱子”， 即难以验证哪些因素影响并导致了特定的机器决策结果。 虽然大众都对于
智能系统有着一定的了解， 但立法层面所追求的智能系统透明性标准已经超出技术安全问题的实际
范畴。 复杂的智能系统做出决策作为一种 “黑箱子” 现象并不构成实质的法律问题， 因为人类做出
决定的过程相对于他人而言其实也是 “黑箱子”， 从规范的角度看， 机器决策与人类决策并无实质
差异。 因此， 相比于机器决策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实现问题， 更重要的是， 需要通过适当而完备的
法律程序， 如下文所言的推理程序， 来规制机器决策的过程。 虽然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着不
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技术工作者都能认清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局限。 因此， 在进入法律
上的讨论前， 必须对智能系统的一些前提条件进行澄清： 如今的智能系统能力到底如何？ 它与传统
的自动化决策系统有何不同？ 它的合法性边界在哪里？

二、 智能系统的监管原则

技术并不能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但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规范性问题的认识， 并推动关于如何制
定、 实施法律规范和标准的讨论。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 在规制智能系统时应当考虑下列问题： 哪些
领域的法律规范已经存在？ 立法者有无必要对这些法律规范进行修订或调整？ 或者新技术所带来的
新问题是否已经无法通过现有监管方式予以预防和规制？

监管的基本原则在被实施并被具体化到宪法基本价值的过程中， 立法者应当要留有一定的余
地。 在个案中， 监管的基本原则之间会存在紧张关系， 立法者必须在基本原则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在监管规则的配套程序机制下， 根据主体公私属性的差异应当配置不同的监管制度。 此外， 配套程
序机制也应当根据智能系统的应用领域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 最后， 开发和使用智能系统的人也可
以主张宪法层面的保护， 进而不受特定监管规则的制约， 这也会进一步推动前述法律程序差异化的
处理， 下文不对此作出论述。 因此， 对于警察法等特定领域的智能系统监管规则， 重要的是要符合
公私法领域的一般性规范、 标准。

（一） 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应当做到 “可视化”

每种技术中蕴含的价值判断会在应用环节中持续体现自己的影响力， 并限制技术在特定领域的
应用路径， 最终在该项技术的逐步发展、 完善中成为应用纵深化的实践基础。 例如在网络系统的搭
设和形成中， 软硬件与系统结构的具体标准在一开始就包含在网络行为管理设备的条形码中。 算法
和智能系统也并不是如一般社会认知般是纯粹技术性的、 人造的和中立性的， 而是充满耦合性， 并
与其提出时的语境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早期对核心算法的研究中， 这个观点被反复强调， 特别是在

人工智能系统的规制

11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5期

系统设计阶段， 系统的决策早已被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没有准确地认知技术的力量以及
技术产生的背景和后果， 将会难以准确地批判技术的现实问题， 进一步阻碍公众的自主行为并限制
他们对于民主自治空间的感知。 因此， 监管或技术的可视化， 通常被理解为社会技术与监管技术设
计的重要目标。 在智能系统中， 这一目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 首先， 智能系统可以动态响应用户
的行为， 相较于其他的技术方案而言更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决策。 其次， 由于其广泛的适用性， 智
能系统的决策很少受到特定需求的影响。

应当强调的是， 我们能够处理的仅限于可视化、 数字化的数据流， 然而， 当我们忽视 （智能系
统存在促使社会公众进入 “数字无意识” 的） 特性时， 即忽略了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 确定
人的行为时， 就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种现象也可称为互联网的副作用———即 Eli Pariser 所提
出的 “过滤泡沫” 譹訛 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在政治领域和社会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即使
智能系统从事其他事务———而不是保留和输出用户想要的信息， 人们仍然会在 “数字无意识” 的影
响下慢慢作出他们潜意识状态下的思考结果。 但是， 由于通常情况下用户们缺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
经验， 他们并不了解具体的决策过程， 他们无法将这些行为与监管要求或者法律责任建立起联系。
如果无法让主体识别出这些现象和行为， 就会导致用户权利在事实层面受到限制， 索赔也会遇到障
碍， 且举证责任的实际难度远超以往。 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将智能系统的
决策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 此时， 从公法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观察， 法律所要求的可识别性标准
顺势成为法治国原则的基本要求。

（二） 智能系统应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

智能系统的发展和进步基于复杂的数学原理和技术方案， 而这些恰恰是立法难以直接触及的领
域。 因此， 除了自我学习系统设计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之外， 正如 Tay的例子， 也会存在一些 “挫折”。

如今， 许多标榜自己为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事实上并没有达到智能系统的最低技术要求， 同时
还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实现内部的迭代优化。 在 “向系统输入垃圾， 输出的也是垃圾” 的机理下， 这
些应用程序根本无法做到降低人工成本， 更遑论潜在的安全漏洞威胁。 此外， 有的所谓智能系统数
据库中的算法和得到的相关性是否实际具有预测能力， 是否只能识别非生产性数据 （也就是仅仅是
人类的辅助工具）， 这些潜在的问题通常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如果系统或开发者没有关于特定
领域因果关系的知识， 或是忽略了潜在的重要因素， 上述问题会体现得愈加明显。 人们总是忽略了
以下事实： 在自然或社会里一些没有规律的场域中， 人工智能很难找到可靠的规律和因果关系。

这样的错误显然会影响智能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 但即便是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 智能系统也
不当然是完美的。 智能系统预测准确性的高低， 取决于所使用的预测模型和系统设计者开发时花费
的精力。 此外， 由于智能系统的决策模型采用了很多统计学方法， 因此会始终存在一定的 “假阳
性” 和 “假阴性” 决策。 如果将智能系统应用于法律领域 （比如刑事指控）， 由于系统基本上只能
进行相关性的论证， 统计学层面的报告难以作为法律判断的根据。

立法者或可考虑在法律层面设置充分的技术标准， 特别是涉及基本权利的敏感领域。 如此一
来， 有助于辅助并以国家保证责任 （Gew覿hrleistungsverantwortung） 的实现， 成为民主、 法治国和其
他宪法价值的坚实基础， 同时也给予人们合适的途径去救济自己的权利。 在监管层面， 应当根据具
体情况精确定义具体的质量标准， 或是确立能同步同期最高科技水平的技术开发设计流程与程序。

譹訛 所谓的 “过滤泡沫”， 是指越来越智能化、 定制化和关联化的网络会限制用户的世界观， 用户仅能在智能系统中通过过滤和
筛选的信息 “狭隘” 地观察现实生活， 被困在 “网络泡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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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部分法律已经初步地确立了最低的技术要求， 如德国 《税法通则》 （Abgabenordnung） 的第
88 条第 5 款第 3 项向税务机关使用的风险管理系统提出了最低的技术标准。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当
机器决策存在缺陷或是机器作出超出程序限制的行为时， 仍然缺乏足够的规范性判断标准， 这比法
律评价人类行为更为困难。

针对前述问题， 可行的措施首先是在某些重要应用领域， 面向关键的基础设施和系统模型确定
法律层面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 立法者也可以通过强化法定的注意义务、 审慎标准， 或重新分配
责任、 风险的方式来激励对高质量技术的投资。 当然， 立法者也应当避免过于苛刻的法律责任和标
准妨碍创新技术的应用， 最大程度保证技术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此外， 软件开发活动往往是有组
织的、 高度分工的， 因此在开发过程中一定会对风险分配做出预先的安排， 立法者应当在事前阶段
作出合适的责任分配和风险分配。 立法机构还可以通过立法活动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投资来优化智能
系统的决策质量。 从这个角度讲， 监管智能系统与监管其他具备复杂性和风险性的技术 （如药品和
纳米技术） 具有同质性。

确定技术标准亦可帮助确立责任制度。 判断某种智能系统行为或错误的决策行为应当适用何种
具体制度关键在于该智能系统应用的特定领域和范围。 如在 Twitter 机器人 Tay 案例中， 当具体讨论
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作出不当输出时， 即这些错误算法和深度学习造成了不良后果并可能产生法律
责任， 我们有必要审视和讨论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谁来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涉及刑事领域， 谁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问题显然有必要专门论证。

（三） 智能系统与反歧视

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也可能会导致歧视和社会结构性转变。 诚然， 研究人员和制造商正在使用
智能系统来试图剔除人类决策中固有的任意性因素； 当去除了主观偏好后， 机器应仅根据客观标准
做出决策。 技术也可以屏蔽甚至是删除某些敏感的数据类型。 但是， 实证研究表明， 实践中大部分
智能系统的应用方式都有可能产生歧视效应。

因为智能系统常常应用于大规模用户的数据处理， 所以智能系统自身的歧视性态度会显著而强
烈地影响用户群体。 在非个性化推荐模式下， 用户主观偏好的分散完全利用统计学的 “平均” 方案
予以 “中和”， 以此消除和避免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歧视。 但在智能系统的影响下， 人们原本多样
化的决策行为将被单一的决策行为所取代。 如果我们不假思考地接受 “技术中立” 立场， 则会造成
三个层面的社会风险： 巩固对社会有危害的观念、 歪曲客观观点和影响公众的自我认知。 即便是智
能系统只是应用于辅助人类决策的特定场景下， 具有歧视倾向的智能系统仍会间接地影响人类的决
策。 但即便是预先过滤歧视性数据， 也难以真正摆脱智能系统对最终决策结果的影响。 比如， 预测
性警务系统在分析数据过程中发现特定宗教信仰和犯罪概率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 并依据
这些数据提出建议， 而这些建议一旦被人类决策者采纳， 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加剧人类决策者针对特
定族群的 “异常” 管控。 这种社会现象本质上构成了对立法、 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干预， 换言之， 相
当于智能系统替代权力机关对特定族群实施特定行政行为。

智能系统或算法会造成决策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歧视效应既可能是由于输入数据缺乏代表
性和科学性， 也有可能是在系统设计时就被植入人类偏见。 当然， 也有可能是输入端与输出端的数
据集合之间确实存在客观的关联性。 但当这种关联性与性别、 种族等要素相关时， 人们应当保持足
够的警惕性。

在智能系统的设计过程中， 很难避免潜在的歧视性因素。 即使是先进的智能系统也依赖人的输
入。 智能系统设计过程中包括数据选择、 算法设计和不同强度的检验训练。 在这些环节中， 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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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价值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植入系统中。 不过， 这种潜在的系统歧视也可以通过相应的缓和机制
予以控制。 例如， 程序员可以禁止系统、 传感器自动关联特定因素 （如性别、 种族）， 事前规避对
某些特定类型数据 （如肤色） 的收集。 但这种缓和机制的效果着实有限， 在部分场合下难以控制系
统通过技术间接歧视的情况。 众所周知， 一些明显的中性特征往往与一些敏感群体的特征相重叠。
例如， 预测警务系统一开始就忽略所涵盖特定的宗教相关数据， 但是根据所给定的数据， 仍然将犯
罪的可能性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联系起来， 而该区域居住的人群主要是某特定宗教的成员。 这种潜
在的歧视和偏见难以判断， 也难以纠正。 更重要的是， 在法律视阈下， 这种歧视和偏见的产生时
间、 刑事责任的认定期间等问题难以明确回答。

为了进一步减少这种情况， 必须要在每个环节对系统结构进行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细致安排。
开发者和使用者应当谨慎选择机器学习的训练数据集合， 也要谨慎审查对数据分类标准的设计和分类
模型。 不论系统自动决策的评价标准和结果如何， 都应当注意维系个体权利和整体社会福利的平衡。

但如果上述的歧视影响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是补偿， 是否意味着上述的类型化限制措施矫
枉过正了？ 在人们完全依靠系统和技术来进行反歧视前， 或者在智能系统由于内在的歧视倾向而受
到怀疑之前， 这些措施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不同智能系统中的数据库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 在特定领
域中， 如医学诊断领域， 预后系统是高度个性化的。 从歧视法的角度来看， 这几乎没有问题。 不
过， 根据可用数据将个人视为特定群组组成部分的系统也存在问题。 若政府希望使用人工智能系统
的预测功能， 实现在具体危险出现之前有效地分配风险和资源， 那么， 事前可以输入的数据质量和
数量明显不能够满足预期目标。 在没有输入数据对智能系统进行训练的情况下， 危险事件本身就是
数据的来源。 此时， 周期性的个性化数据收集要么是还未开始， 要么就是还不合法。 通常情况下，
智能系统的数据库在初期仅有非常粗略的数据， 如事件的类型、 犯罪统计数据和一个地区的社会经
济状况。

立法机构应对前述风险所能采取的有效措施极为有限， 如果存在特定的充分合理原因， 则应当
尽早采取前述所提到的矫正措施。 然而技术研究表明， 由于系统结构原因， 当缺少个性化信息进而
导致系统可能会在可预见范围内被滥用时， 应当放弃使用智能系统， 或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额外的
制度保障和救济渠道。 这个议题也可以在智能系统的应用这个更大范围的议题内被讨论。 但必须要
说的是， 通过收集更多的个人数据来扩大信息库， 有助于决策的个性化， 也就是说， 上述对于智能
系统应用的规范并不是在所有场景均可适用， 其适用前提应当仅限于出于禁止歧视并保护数据之
目的。

（四） 智能系统使用过程中的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

智能系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可以高效处理大量数据。 不过， 如果这些数据属于法律保
护的个人数据， 收集和处理行为显然应当遵守众所周知的数据保护和信息安全规则。 大部分的法律规
则和标准均重点关注此环节， 且整个欧盟成员国国内法均在维系与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标准的统一。 在数据保护方面， 对智能系统的监管已经相当完备了， 智能系统在运作中出现
的新型法律问题并不是数据保护法的问题， 而是设计其他法律领域的治理问题。

下面将进行更深入的教义学分析， 进而可以处理前述的数据保护和反歧视的法律适用问题。 比
如， 从数据保护的积极面来看， 有市场的智能系统对于受影响者的身份不感兴趣， 因此对友好的隐
私保护政策是持开放态度的。 从反歧视的角度来看， 放弃收集某些类型的数据往往是有好处的， 但
是， 当系统缺乏指定数据却仍然做出决策的时候， 就会产生前文提及的特殊问题， 即 “输入的数据
存在问题使得结果失真， 从而引发了本应当避免的损害”。 显然， 生搬硬套地限定收集数据范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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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问题的解决。 相反， 应当在权益平衡的大前提下兼顾相关主体的权利以及与决策结果关联的各
种规范性文件。 无论如何， 在谈到有利于数据保护的措施时， 立法者应该谨记保护所有弱势少数群
体的隐私。 欧盟法律中个人数据的广泛概念使得智能系统无法逃避法律的监管， 其决策结果的实质
影响也被限定在一定范围。 数据保护法本身不能解决主体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它可以通过强制性规
范解决可能直接影响个人权益的部分问题。

大体上看， 数据保护法限制权力机关和私人机构无限制地收集数据， 限制了潜在的算法歧视风
险， 但客观上也限制了智能系统在其他场域充分发挥其能力和长处的机会———这可能会产生其他的
法律后果。

（五） 智能系统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多种问题

应用智能系统的一大准则是扬长避短。 智能系统的优势是可以应对大量数据和且可快速准确地
决策、 预测， 发挥这一优势的前提则是要考虑特定应用领域本身的背景特点， 如智能系统可以应用
于金融市场的预测。 但如果需要结合不同策略来解决问题， 或是需要开辟新的信息来源、 发展象征
性理论， 则须谨慎地选择智能系统应用方式， 因为智能系统在解释和编写文本方面的能力是有限
的， 市场中常见的系统尚且无法就个案中的所有情况作出决定。 所以， 为了实现智能系统相对于人
类决策者的时间成本优势， 其应用场景通常限定于只处理部分标准化数据。

在部分应用场景中， 法律会限制智能系统的应用， 规范并不能完全涵摄系统处理数据的所有方
法， 即规范并不能与现实场景一一对应。 这一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兼具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的因
素。 比如， 尽管大数据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尚未被传感器覆盖； 此外， 以数据
保护法为代表的新兴立法活动往往限制了出于私人或公共用途数据收集的可能性。 这些情况都可能
导致系统的功能不能符合预期。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 私主体如果仍然使用智能系统， 就有可能遭到损害进而有损害赔偿请求
权， 或者说至少有得到赔偿的正当性基础。 上述情况对于公权力机关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在法治
国的要求下， 并不存在要求每项决定都完全的个性化考量。 也就是说， 行政活动就是公式化的， 而
很多时候 “公式就是程序”。 存在允许模式化的空间的前提下， 智能系统就有发挥长处的空间。 而
在政府行为的应用场景之中， “粗数据” 和粗略的描绘是不够的。 特别是在安全法领域， 教义学规
范要求智能系统必须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特定信息， 只有提供信息才能为政府做出的特定干预措施补
足正当性。 因此， 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 必须始终注意要留有 “诊断窗口 （Diagnosefenster）”。 现
在， 在设计智能系统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一点。

根据欧盟法律， 智能系统的决策须考虑到个性化诉求是有充分根据的， 特别是 《条例》 第 22
条第 （3） 项和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序言》 （德文简写 ErwGr， 英文为 Recitals of GDPR， 以下简称
《条例序言》） 第 71条 U部分的第 （2） 项第 1句提到了 “‘人有权进行干预’ 作为可能的保护措施……
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对决定的争论”。 对于政府行为的实施者， 德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24 条款
第 3 句与 《社会法典》 第 10 部分第 31a 条第 2 句对调查的原则进行了规定， 主管部门在使用自动
系统无法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时候， 有义务考虑对方的相关事实陈述和他们遭遇的实际情况。 《税法
通则》 也在第 155 条第 4 款第 3 句规定了在自动化系统决定中遭受不利影响的人拥有主动选择手动
处理他们事务的可能性手段。

这些例证说明了如何平衡制度运行中不同的利益和后果， 也说明了如何应对个体个性化的诉求
与规范稳定性、 确定性之间的张力。 对于未来， 须考虑到智能系统不一定要超越人类的头脑作出决
定。 如果当前的系统仍然基于较粗糙的数据运行， 那是因为系统设计者决定这样做， 但是这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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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并不能反映该技术的全部能力。 数据保护法完全可以考虑针对基于精细数据训练的系统设置
“数据具体程度” 层面的限制。 因此， 干扰系统自我选择信息的措施实质上并不符合社会治理的真
正需求， 因为数据过少只会导致无法有效运作系统———但是从干预本身的理由来看， 对数据收集的
限制和禁止却在不断增加。

正如前述， 智能系统的相关性和统计数据是不充分的， 这并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 通常， 这不
会妨碍到智能系统的应用， 即使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型去揭示具体的因果关系， 法律也允许它根
据以往的经验数据来进行决策。 但在特殊领域是不够的， 如在刑事诉讼领域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
时候。 如果坚持认为决策不能基于统计的相关性， 而必须基于对因果关系过程的细致重建， 那智能
系统的使用空间就很有限了。

（六） 智能系统使用过程对于责任和职责的明确化

目前的规范有着相应的责任程序， 其主要针对对象是立法者和行政人员。 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可
以与智能系统的开发者、 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直接接触。 根据前面提及的程序， 立法者和行
政人员可以要求开发者在设计系统时使其规范效果可见， 并确保适当的技术质量水平， 实现预防歧
视、 保护数据安全、 注意行政相对人的个性化诉求等要求。 该责任程序可以通过传统的法律话语体
系， 特别是法释义学的责任归属语境予以表达。 但是， 责任的准确分配终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
作， 现今仍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在新领域引入新的责任制度。

即使立法者的制度供给充足， 智能系统依然可能出现错误并造成损害。 损害的原因通常包括开
发者设计不当、 用户使用不当， 以及数据统计中不可避免的 “假阳性” 和 “假阴性”。 此外， 机器
和人类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行为的负外部性， 在任何情况下， 行为都有可能产生责任问题。 如
今智能系统行为的负外部性正在挑战现有的规范， 因为与传统的自动化系统不同， 具备学习能力的
智能系统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由程序员决定。 不具备学习能力的系统出现决策过程故障时， 原则上可
以归因于设计、 使用环节或以其他方式与整个过程产生联系的法律实体行为， 但 （具有学习能力
的） 智能系统的归因路径由于原因、 事件之间的关联仍难以明晰。

在这种背景下， 新引入的责任归属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仍是一个重要议题， 同时也
有其他关联问题， 比如， 是否可能有限度地承认智能系统的 “数字法律人格”， 使系统成为权利和
义务的自主承担者； 能否将其看作代理人或是履行辅助人。 这些议题也可以与法哲学中的争论相结
合， 也就是职责 （Verantwortung） 和责任 （Schuld） 是否可以加于机器之上。 这种讨论当然也是有
意义的， 因为智能系统是否具有意识是承认其权利能力或法人资格的基础。

从法律监管的角度来看， 在此背景下须考虑三个要素：
第一， 目前的系统设计工作仍然是由众多人类协同完成的。 且到目前为止， 这些系统不是自主

运行的， 而是由自然人或法人控制的。 因此， 每个智能信息系统的行为事实上都不过是人类行为的
外壳， 系统开发者、 用户和利害关系人仍有可能继续被视为实际的参与者。 智能系统责任的讨论绝
不能忽视这些主体的行为。 鉴于这一领域中的不同主体 （公司） 间的高度合作性 （比如智能系统通
常由无数可自由使用或交易的单独组件组成， 而这些组件有各自的开发者）， 因此风险和责任的具
体划分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 必须考虑 “人” 这一法律概念的特殊性。 诚然， 《基本法》 第 1 条第 1 款将权利能力给
予了所有人， 并将法律主体的基本概念与法律之外对于人格的确认联系起来。 但从纯粹的法律角度
来看， 这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操作， 除了将授予 《基本法》 第 1 条第 1 款所设立的 “自然” 法律主体
的权利资格之外， 立法者还有其他立法技术来对智能系统进行界定。 因此， 立法者原则上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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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智能系统界定为新的法律主体类型， 前提是这种界定方式有助于简化论证结构和归咎责任。 当
然， 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会带来许多后续问题， 比如创新技术设计的责任归属、 保险标的认定以及新
型法律主体的责任财产问题。 这种功能性考虑的目的而不是对智能系统性质进行形而上角度的探
索， 对于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寻找智能系统的定位， 并对它作出恰当的安排至关重要。

第三， 法律责任的归属和分配方面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受害者层面， 责任的准确分配是
次要的， 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才是核心。 因此， 即便事情很复杂， 但只要责任主体并没有过大扩
散和传递， 那么， 为了保证受害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立法者一方面必须制定明确的责任规则， 另
一方面要确保可能索赔能够被强制执行。 考虑到现有的责任法在处理传统软件和信息系统相关问题
时已经趋于疲软， 因而可能需要在立法层面作出大规模修订。 此外， 由于智能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
性， 通常很难确定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系统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当然这些问题或可通过诸如
严格责任等责任法制度来解决， 但这些方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智能系统法律规制的核心问
题———系统行为过程的透明度。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 有必要明确的是， 确保智能系统行为过程的
透明度是主权者的职责。

（七） 特别注意———主权者对智能系统的使用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 人们就认为政府和国家对智能系统的应用不会落后于私营部门， 政府
会迅速应用智能系统来处理公共事务。 从那时起， 技术控制论作为新兴学科得到迅猛发展， 这也激
发了人们对于自动化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新愿景。 然而， 行政自动化长期局限于用机械替代人类从事
辅助类的管理活动， 即便国家应用新技术的速度非常快， 且现今没有国家可以离开计算机维持税
收、 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运行， 但这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形式仍停留于初级阶段， 并不能引起行
政管理活动形式和性质的根本变化， 行政法学理论也就无须快速予以回应。

但是技术所代表的可能性改变了人们对于法律制度自动运行的态度。 在自动化应用的早期阶
段， 为了将较为原始的技术引入行政管理， 需要突破现行立法中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 如今这种现
象已经不存在， 人们已经拥有了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 更多数据和更优化的算法， “智能治理” 这
种全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出现。 前述的例子表明， 这种可能已经在数据安全等敏感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现在， 智能系统支持下的司法活动和 “机器人监管” 正在一步步被实现。 但目前技术的
能力充其量仅能用于简单的涵摄。 因此， 智能技术的应用意义主要集中于事实判断层面， 但在更复
杂的合法性判断上意义仍然不大。

在目前关于法律政策的讨论中， 人们正在努力为自动化行政奠定相应的法律基础。 但与此同
时， 人们也应当重视法治国原则。 立法者修改了 《行政程序法》 第 35 条 a 款的规定， 尝试通过自
动化的手段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确定事实和涵摄外延均交由机器来完成。
尽管 《行政程序法》 第 35 条 a 款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 但这一立法活动已经释放了一个信号， 表
明智能系统不再只扮演行政活动的辅助角色。 即公民原则上能够独立发动一个行政程序， 即使是在
没有行政人员参与的情况下， 最终也能得到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式的回应。 据此， 可以预想的是， 即
将出现满足条件即能自行启动的智能系统。

但仅允许智能系统实施行政行为是不够的， 相应的授权和权力边界也必须予以明确， 这也是在
整个行政智能系统决策过程中应当贯彻的指导原则。 前述的监管原则只要被宪法辐射到， 即对权利
机关具有约束力。 根据系统的特征和所涉及领域的特点， 这些彼此存在张力的规则， 可以限制、 授
权智能系统的应用。 为维护宪法与法治国原则所确认的基本价值， 也需要为智能系统的行政行为设
置配套的程序性事项与实体制度， 比如 《税法通则》 第 88 条第 5 款第 3 项———对财政主管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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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能系统的条文。 监管制度的理想效果是能够调和技术可行性和监管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将
系统的应用场景限制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中。

在贯彻专业领域的智能系统监管原则的时候， 人们应当意识到通过智能系统决策取代人类决策
将会改变决策的制约因素， 因此需要依据差异化要素区隔人类决策和机器决策， 比如速度、 一致
性、 精确性、 灵活性等。 在实务中， 这种区别会产生外溢效应。 因此， 智能系统决策的低成本和决
策的高一致性可能会使立法者面临下述情况： 由于智能系统决策的固有特点， 在智能系统行政尚未
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时， 人们不得不接受相对较高偏差率的 “人力执法” 情况。 一旦当智能技术全
面实施产生高昂的后续成本时 （因为机器仍然会犯错， 并且会导致大范围的错误）， 这会使得公民
无法守法， 导致法律规则受到侵蚀， 此时立法者必须阻止自动执法、 改变实体法或是为 “有用的非
法 （brauchbare Illegalit覿t）” 创造空间。

三、 透明化的智能系统： 从解释权到分工建立、 控制架构

前述原则可以指导国家预防、 纠正应用智能系统的负面效果。 立法者和行政部门必须采取制定
智能系统的技术质量标准、 采取预防措施、 制定隐私和信息安全标准等措施，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容
易被实施。 正如以往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一样， 国家必须努力获得必要的监管技术和能力才能正确履
行保障国家的责任， 那么有效地监管智能系统开发并在适当情况下进行干预成为必然选择。

但这在智能系统的监管方式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吗？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人们普遍强调， 研究
清楚人工智能这个 “黑箱子” 的决策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 系统功能越强大， 系统的决策
过程就越难被理解。 但是， 如果没有透明度， 就很难正确认识和感知法律应当设置规范的实际范围。

关于透明度问题 （Das Transparenzproblem） 有着很多争论， 但比起其他相关议题， 这些争论鲜
有涉及技术原理。 智能系统使用的逻辑和技术是非常先进且复杂的， 但这种复杂性仍不能与原子技
术和纳米技术相提并论。 但智能系统的具体决策过程对于平常人仍是不透明的， 或者正如 Jenna
Burrell 所言， “因为受决策影响的人几乎无法理解它的决策过程， 因此它就是不透明的， 比如特定
输入的数据为什么要被特定标准进行分类， 为什么产生了特定的输出等等问题”。 但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用户不理解为什么系统已经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 监管机构很难核
实智能系统的某个具体决定是否遵守了法律的要求， 简言之， 缺乏透明度的智能系统阻碍了监管效
果的实现。 此外， 不同于其他复杂技术的是， 智能系统既是国家监管的直接对象， 本身也参与行政
监管的过程并 “行使” 国家公权力。 但一个前置问题是， 我们能否将行政职权委托给人类无法理解
的智能系统？ 当决策不透明的机器出现在法律体系中， 而当决策的可追溯性是一个重要法价值的时
候， 机器决策的不透明性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智能系统 “黑箱子” 的现状与政治学强调的最大程度的 “透明度” 相冲突。 这要求受决策影响
的人群应当深入了解系统及其决策过程。 倘若无法保证系统决策的透明度， 则应停止使用该系统，
因为法治国原则和民主原则均是决策透明的理论基础。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对技术透明度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过于一般化的讨论， 且这个命题
本身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智能系统是否一定比法律所代表的的传统行为控制模式更加不透明？ 在
系统理论的语言中， 这些行为控制模式是精神与社会系统。 这些系统与智能 （技术层面的） 系统一
样， 具有内部动态性、 自我指涉性和涌现性的特征， 因此对于自己和他人而言就是不透明的。 人，
或是层级制度的治理模式、 市场、 谈判或网络控制着特定的行为， 无论是直接控制实体还是间接控
制实体， 都会使得黑箱外的人无法准确预估决策的具体过程及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 尼古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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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将现代社会称为 “不透明的交响曲”。 即使在法理学中， 长期以来也普遍存在这样的论断： 控
制不是机械的， 而是一个复杂的、 具有潜在不确定性的过程， 也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过程。

这一论断与智能系统决策透明度的要求并不矛盾。 因为同样缺乏透明度的传统决策方式并没有
像智能决策方式那样给相对人带来普遍的难以接受感。 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 我们对机器提出了比
对我们人类自己更高的道德要求。 法律体系本身作为 “不透明交响曲” 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在面
对法治国原则和民主原则的时候也存在透明度的问题。 但我们依然对智能系统的监管和透明度问题
保持乐观态度， 原因在于可以找到法律制度上的答案。

智能系统具备的一些特质也有助于实现前述规制目标： 比如智能系统的可塑性。 智能系统的主
要特征并不是更高的不透明度， 而是它可以通过程序比人类决策者或传统的行为控制模式更容易和
更精确地对行为进行规划和安排。 在此背景下， 关于透明度的讨论可以更加深入。 智能系统， 作为
整合社会与法律互动关系的力量， 其决策逻辑一开始就是基于人们无法理解的社会和法律背景。 在
此之上讨论的决策程序透明度问题并不一定只限于纠正技术缺陷。 反观透明度本身的内在要求， 尝
试优化定制系统也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不仅可以弥补现在机器决策的不足， 还可以在总体上寻求更
高层次的透明度。

前述的讨论是以一种长期的眼光看待智能系统的透明度问题， 因为目前没有技术或法律要求以
这种方式解决智能系统的透明度问题， 真正能够回应的应对措施也不过是在法律层面正视、 承认透
明度问题， 并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它。 第一步， 有必要澄清谈论智能系统缺乏透明度的真正含义 （下
述第一点）。 然后必须要探求是否真的不存在规制透明度问题的法律框架： 通常学界认为 《条例》
规定了自动决策的解释权。 但即使 《条例》 包含这样的规定 （虽然人们很少谈及这一点）， 《条例》
主观权利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满足透明原则的要求， 即给予涉事主体查看智能系统的代码的权利并不
能解决任何问题 （下述第二点）。 在这一点上， 了解宪法和行政法的传统教义学理论是有帮助意义
的。 因为在宪法和行政法的领域中， 一直都存在事关处理决策过程的成熟方法， 这也是 Burrells 所
谓的 “不透明” 问题在人类决策领域的制度答案。 为了加强 “透明度”， 法律体系不依赖于孤立的
权利去解释决策的所有因素， 而是从一个规则、 制度的网络运作的视角切入。 这些规则和制度的重
点在于探寻理由上 （下述第三点）。 这表明一种新的尝试， 即理由概念转换为监管手段并嵌入智能
系统的决策过程。 下面我们将概述控制架构中理由的主要特征， 并论述如何将其转换进入智能系
统中 （下述第四点）。

（一） 透明化———智能系统应用环节中的挑战

缺乏透明度从直观上看， 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阅读计算机代码， 也只有专家团体才具备
能力直接对原始系统进行分析。 然而， 由于 IT 部门组织分工精细化程度较高，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
计算机专家也无法事无巨细地了解整个计算机程序。 对于基于大量数据做出决策的程序， 系统复杂
性会成倍增加。 即使是具备确定性的决策系统， 在决策过程中判断相关性都会处理海量的数据， 人
们在了解系统决策过程时也会被这些数据迅速淹没。

智能系统的复杂性在应用中也会不断地上升。 因为在学习过程中系统会不断调整其变量的内部
权重， 使其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做的决策进行反馈， 并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反馈出来。 系统在时间点
t0 作出的决策结果， 可能与在时间点 t1 作出的决策结果完全不同。 这种内部控制系统的动态变化，
意味着对决策的任何解释仅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才有效。 因此， 拥有高质量即时响应能力的系统必
然具有内部的高复杂性。

在这种情况下， “透明度” “可解释性” 或 “可理解性” 等术语的含义是什么？ 这里可以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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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况： （1） 对于系统基本结构的解释， 普通人已经难以轻易理解。 （2） 另一方面， 具备专业
知识且能构建相应系统的专家， 能够通过审查系统逻辑———也就是系统的算法架构和数据库的结构
使用的逻辑———对系统的算法架构和数据库结构进行根本性的理解和描述。 （3） 专家们难以实现具
体决策。 由于事先不知道 “系统—环境” 的相互作用， 因此专家们对于动态智能系统， 难以在事前
进行决策预测。 甚至在事后重建活动中也难以给出明确的 “if-then” （如果……就……） 关系， 即
很难查明特定因素对于特定输出的因果关联性。 更确切地说， “决策规则” 是基于动态数据集和大
量加权变量概率函数的运算结果， 其结果有时会存在进一步的数学过程， 以获得最佳的计算时间。
虽然可以记录这些变化和运行过程， 但人类观察者还是会发现： 机器学习运用数学模型优化算法的
高维度特征方法， 与人类推理的语义解释风格的并不能很好地搭配在一起。 （4） 当然， 这种差异也使
得我们更容易衡量使用智能系统的效果。如果记录了决策本身和它的效果， 则可以在事后对数据库进
行评估， 例如特定的敏感群体是否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这会帮助我们识别哪些算法可能会存在歧
视风险。

另外一点是———虽然这些过程不是技术层面的， 而是合法性层面的———智能系统的透明与否。
例如， 许多智能系统的设计都要对有可能威胁到到企业商业秘密的人保密。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
评分系统作出的决定进行裁判的时候基本确立了这一立场。 欧盟 《条例序言》的第 63 条第 5 项也是
持此立场。 除了保护知识产权之外， 保密性的价值还在于应当防止他人对于系统的操纵。 例如，
《德国税法通则》 第 88 条第 5 款第 4 句明确规定， 财务风险管理系统的细节不得 “在可能危及税收
的规律性和合法性的情况下” 被公布。

（二） 通过主观的 “解释权” 能否达到透明化？

对于智能系统决策的相对人， 智能系统的决策的不透明性体现得十分明显。 当他们受到特定决
定结果影响的时候， 比如贷款被拒绝， 税务审计遭到不利评价， 或是被下令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
他们将面临几乎无法克服的技术与法律的壁垒。 这种情况会给人们这样的一种印象： 个人成为机器
决策的对象。

数据保护法第一次回应了这个问题， 《条例》 第 5 条第 1 款规定了透明原则 （前面已有论及）。
《条例序言》 的第 39 条、 第 58 条和 《条例》 的第 60 条也都提供了实证法上的依据。 《德国联邦数
据保护法》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以及 《条例》 和 《针对警察和刑事司法的数据保护指令》， 都已
经对自动化决策系统有了一般性要求， 这些要求， 也都是与透明度密切相关的。 例如， 《条例》 旨
在使数据主体能够审查其个人数据被处理时的合法性， 以便于个人在必要的时候行使进一步的权利
（见 《条例序言》 第 63 条）。 鉴于最近关于算法和智能系统的争论， 这个包含复杂结构的规范目前
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特别是 《条例》 有时被解释为对机器决策在解释权意义上进行了极端的扩张。
因此， 透明度问题看起来已经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1. 欧盟 《条例》 是否存在 “解释权”？
首先， 《条例》 中并没有提到 “解释权 （Recht auf Erkl覿rung）”。 但是可以通过第 13 条到第 15

条， 以及第 22 条对自动决策系统的要求推导出来。 同时， 《条例》 在第 13 条第 2 款 f 段和第 14 条
第 2款 g 段都规定了控制者对于非学习型系统的用户承担信息提供义务， 即需要向用户提供系统设
计。 这包括第 22 条第 1 款和第 4 款所提到的逻辑程序， 以及对于数据主体的处理过程的重要意义
和设想结果。 第 15条第 1 款 h 段授予了数据主体相应的信息权。 第 22 条规定了算法决策系统的传
播， 在第 3 款中， 规定了如涉及第 2 款 a 段和 c 段的情况， 应当严格地限制自动的数据处理， 应当
加以合理的保护措施以及必要的程序控制———有人认为这应当包括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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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应当谨慎对待此类观点。 虽然上述提到的规范与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DSRL） 第 12
条 a 段和第 15 条在语言上很相近， 但是二者仍然存在本质差异。 与老版本的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
法》 第 6 条 a 款 （新版本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 第 37 条） 以及相同领域的平行规范———《德国联
邦数据保护法》 第 28 条 b 款关于特殊领域的评分系统 （新版 《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 第 31 条） 的
规定一样，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在学术和实践领域都被非常谨慎、 保守地适用， 对法律没有涉及
的方面， 保守的解释就已经足够。 “信息 （Informationen）” 一般被限定为对于一般决策系统的简短
评论， 除非是该逻辑决策树被要求必须披露。 另一方面， 相对人对于原始数据、 程序代码或算法很
难深入了解， 个案中都很难了解具体细节。 因此， 在涉及评分系统的情形下， 有关人员仅能获得关
于系统运作的初步信息， 比如积累的分数与获得贷款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条例》 下的判例法并不能改变上述的保守观点。 第一， 第 22 条的适用范围仍然很有限。 尽管
该条文适用于学习型系统和非学习型系统， 但如果该系统仅仅用于辅助人类决策者， 则第 22 条仍
然得不到适用。 第二， 就条文的内容而言， 按照通说并比较旧的立法例， 这其中没有太多的漏洞
（需要解释补充的地方）。 例如， 立法过程中讨论的 “解释权” 并未强制性的规定在第 22 条第 3 款，
而仅仅是被作为可能的保护机制示例在 《条例序言》 中被提及。

《条例》 的第 13 到第 15 条也是基于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的第 15 条 2a 款。 根据 《条例》 第
13、 第 14 条， 数据收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变得更加严苛， 负责人必须在作出收集数据的决定前，
披露相应的信息。 特别是对于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动态变化的、 具备学习能力的系统。 事前解释当然
并不足以说明在个案情况下作出决定的原因。 对于 （后续） 根据 《条例》 第 15 条规定的数据权利
主体可以要求数据收集者提供数据的权利， 则是与上述无关的另一套规则。 然而， 从规则发展史和
体系关系的角度来观察， 非常清楚的是， 《条例》 第 15 条赋予受到数据收集行为的主体更多的信息
权利， 而义务人必须根据第 13、 第 14 条事先提供信息。 此外， 目前对于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的
解释， 以及国家政策对于解释权的限制都会促进 《条例》 中对于条文解释的狭义化： 特别是在保护
智能系统制造商的知识产权方面， 《条例》 明确承认， 要保护商业秘密和所有有关主体的个人数据。

因此， 《欧盟数据保护指令》 和 《条例》 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 总的来说， 《条例》 认为受智能
系统决策影响的主体信息义务和信息权限仅仅限于关于决策系统运作的一般系列， 但无权在个案中
要求做进一步的解释。

2. “解释权” 的有效性
鉴于欧洲法院在数据保护法方面一直以来的开放态度———比如在文本、 体系和历史解释方面都

欠缺支持， 但仍然做出了 “被遗忘权” 的判决———不能排除欧洲法院仍然会在司法实务行使解释
权， 授予受智能系统决策影响的主体要求数据收集主体提供数据库、 算法等详细信息的主观权利。
但是从单个主体的角度来说， 这真的会保护这些用户吗？

透明度问题， 如数据保护规范所表明的那样， 仅从智能系统用户与有关用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
设计规范， 那么， 这种规范设计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性方案， 迫使前者为后者提供对于系统的 “洞察
力”。 如此这般的制度安排虽有其独到的功能， 但前述关于智能系统缺乏透明度的技术和法律原因
的分析已经表明， 受智能系统决策影响的人很难从中受益。 相反的是： 越是强调这种做法， 越是使
得公民难以从中受益， 同时也难以使人们获得 “对于纯源代码的洞察力”。 大部分公民很难理解这
种制度的实际价值。 更可行的另一种方法是： 为受影响的人提供关于系统的一般描述以及在使用过
程中提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简化因子的列表。 但这种做法也有问题， 除非出现明显的错误或混淆，
否则受影响的外行人无法对这些大量而琐碎的信息做准确的理解。 基础的信息难以揭示智能系统根
本的质量缺陷、 隐藏的歧视和数据保护违规等问题， 也难以帮助受涉主体对于智能系统用户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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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企业） 提起成功率较高的诉讼。
在不破坏监管有效性的情况下， 也不能随意减少该技术的复杂性。 为了成功识别申诉并进一步

提出更正的建议， 首先必须要收集有关系统和决策过程的详细信息。 系统、 数据库、 算法和培训模
型也必须在可被访问的状态。 最终， 调查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以至于大多数真正受到决策影响的
利害关系人不太可能理解整个过程。 总而言之， 在许多智能系统中， 似乎不可能对具体的决定提供一
种技术性的且符合 《条例》 第 12条要求的解释结果， 即精确透明、 简洁易懂、 易于获取的解释方案。

因此， 全面的解释可以为受决策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供对智能系统的理解并能使之有效地行使
权利之观点不过是一个幻想。 这种方法不仅低估了技术的复杂性， 也高估了个人的专业知识水平。
也有观点认为， 在评分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提供简化的信息至少会增加人们对技术的普遍信任。 这样
的观点同样不可靠， 并且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 专业能力都不是通过 “解释
权” 来传达的。 社会问题是通过主观化而被外化的， 而系统真正的运行方式则始终存在于黑暗之
中。 最后， “解释权” 并未提供针对企业和商业秘密等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上述这些并不意味
着这种解释权对提高透明度毫无用处。 但是， 仅凭解释权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三） 透明原则通过提供理由， 实现国家的保障义务

上述是否意味着法律应当向技术举出小白旗吗？ 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可预见的是， 将透明度的
问题私法化解决是不够的， 将透明度问题的解决完全建立在系统用户和受决定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关
系上， 也是不够的。 如果现有的方案无法达成目标， 是否意味着透明度问题需要被重新定义或改变？

在这一点上， 至少从受影响人的角度来看， 后退一步有助于意识到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 如上
所述， 即使是受到系统决策具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 通常也很难理解自己作出的决定。 每个人对于
其他人都是 “黑箱子”， 这种情况存在于每个个体决策者行动之中。 比如， 人类通常对于刑事诉讼
过程中的侦查犯罪并进行司法活动的行为都持有怀疑， 刑事诉讼程序总被描述为易于出错和不可确
定， 且总被形容为 “从根本上就不透明”。 这与复杂的机器类似， 刑事诉讼过程中人类官员的决策
过程和具体细节， 根据现有的制度框架， 也是不可能被决定相对方真正透彻地了解的。

尽管上述法律制度均缺乏透明度， 在无法用现有制度对所有关乎到决策的因素进行规制的情况
下， 致力于促进不同主体相互理解的宪政国家也并未处于崩溃的状态中。 这表明， 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 对透明度的要求并不旨在对个人和集体决策过程进行全面的解释， 也不在于对决策系统内部动
态的检视。 当人们将宪法和行政法作为法律传统的起点开始观察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观点
是具备解释力的， 即透明度旨在确保决策能够为决策对象理解， 进而确保有关主体能够适当地维护
其权利， 简言之提供了 “理由 （die Begründung）”。

要求陈述理由是宪法国家的核心要求： 当政府作出决定的时候， 出于民主、 法治和基本权利保
护的原因， 法律经常要求政府提供理由。 《联邦行政程序法》 强调了理由和监管行为之间的联系，
并制定了 “行政相对人有权知道行政行为的论证过程， 因为这样他才能妥善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样
的规范。 类似的规范在欧盟法律和许多宪法性规范中都存在。

那么到底什么构成了理由？ 要采用哪种形式的解释， 以便在法律层面确定某个决定的可追溯
性？ 一旦这些问题得到正确解答， 就可以将之用于解决机器系统的不透明性并促成相应的制度建
构。

理由是指确定基本事实的活动， 包括对证据的评估以及法律推理。 在陈述理由的过程中， 决策
者需要解释 “为什么他决定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情况， 决定者可以运用经典的文献、 教义、 偏见或
是一般的正义观念， 或是运用论题学的方法， 来进行法律解释”。 关于理由的结构和内容的初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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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可以从上述这些基本的命题中得出， 进一步的细节则可来自对文献、 判例法中承认的法律推理
和对制度功能的分析。

因此， 对于陈述理由的要求首先就是行政主体进行自我监管的一种方式。 行政主体首先被要求
必须要陈述 “基本的事实和法律原因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39 条第 1 款第 2 段）” 来支持自己作
出的决定， 同时， 这也会一定程度上审查这些理由是否包含在法律对该行政机关的授权范围之内。
如果在陈述理由过程中， 只是陈述不言而喻的事实， 这将无助于自我监管。 重要的是， 需要明确在
一个法律判断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即使是在裁量过程中， 也必须能够追溯并明确哪些要
素真正影响该决策。 这样一来， 如果公权力再次做出决定， 就必须符合他们之前所提出的理由， 符
合他们自己的标准。 从自我监管的角度来看， 解释性的理由并不在于对完整而客观的理由进行厘
清， 而是展示决策之中的关键性要素。 这也需要公共机关的若干程序性义务加以配合， 比如作出决
定的机构应当记录自己的论证路径与过程。

此外， 提供理由还有助于对决策的外部监管。 它的价值在于给予决定相对人机会， 来了解决定
的合法性。 当他们寻求法律保护的时候， 公权力作出的论证理由将会指导他们针对特定的要点进行
申诉。 然而， 最重要的是， 通过提出理由， 可以审查决定作出的过程， 进而监督行政机关和法院。
理想情况下， 在论证过程中， 是允许决定的机构独立地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补充和纠正的。 之
后， 通过法律职业团体的工作， 理由得以进入法教义学的话语中， 从而超越了具体的法律决策场
景。 因此， 理由是法律体系内的工具， 它旨在对公权力机构的不同命令进行程序性监督， 并促进不
同实体之间的决策反馈， 最终提高程序正义和决策质量。 当理由的潜在接受者不仅包括受决定影响
的利害关系人， 还包括监管机构和法律职业团体时， 对于复杂问题的决定的法律论证， 也必须对问
题的复杂性自我证成， 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 因此， 理由的特点和程度取决于个案的情况， 而
不是有关人员的个人能力。 如果作为外行人无法理解法律论证， 则似乎应当寻求法律建议。 但事实
恰恰相反， 在更高级别的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可能会具有普遍性， 这时则需要排除个案的情
况论证理由， 以使得法律问题与一般的政治、 民主话语保持一致。

理由是社会接受和系统信任的产生机制。 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促进商谈的功能。 实际上， 理
由对于社会接受和信任能产生多大程度的积极影响， 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 但
似乎也能得出以下比较合理的结论： 政府越是努力地解释做出决定的理由， 并且它在听证程序中越
多地回应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论点， 决定相对人也就越容易接受特定决定行为。 从长远来看， 这也
有利于社会对于该机构的普遍信任的建立。 在智能系统的决策中更能体现这一点， 完全拒绝向相对
人提出理由会使人们对智能系统的决定产生阻力， 并危及人们对技术的信任。 对于行政透明度的要
求会有助于这种情况的解决， 并建立普遍信任。 为了形成惯例， 必须要求行政主体能让相对人感受
到具体的说理和论证———即便只是简单的理由， 也会传递出行政主体的可沟通性， 以及该行政决定
的可救济性。

理由同时也是对决定相对人进入法律程序、 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承认。 即便作为公权力机关的
自我监管的工具时， 论证有时会失能， 即便决策的相对人在没有专业支持的情况下， 既无法理解理
由的内容也不接受更为具体的理由， 但只要理由制度存在， 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核心仍然是基于确
信 （譈berzeugung）， 而不是建立在威压之上； 正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言， 理由总是单独地被确信的建
立者记录下来。 因此， 理由是一个命令的核心要素， 它旨在促进论证和反对论证的相互交换。 行政
决定的理由往往是贯彻法治国原则的第一要素。

在不同的教义学理由的帮助下， 立法者、 司法裁判和法学教育保证了法律理由在不同情形下的
正常运行。 根据主体、 时间、 领域和行为的不同， 理由也会不同， 这也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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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不同的法律地位、 有关的事实和不同的行为模式等要素。 在此时只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 法律论证中的理由并不是要解释所有影响决策结果的要素。 因此， 在法律的语境下， 社

会学、 心理学、 生物学、 物理学等因果要素是无关紧要的， 虽然从后科学社会的视角来看， 这些要
素都可以帮助解释一个决定。 但这并不意味， 这些因素在法律中不起作用。 政府官员和法官在决策
者的情境中不仅仅受到法律理由的指导， 还受到众多偶然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偶然因素也会使官员
受到相当大认知上的扭曲， 现实主义法学就基于此对法律论证进行了批判， 其观点也在晚近的文献
中得到了经验上的验证。 尽管有这些经验研究成果， 但法律论证至今为止仍保持了其内在逻辑的自
足和证立。 因此， 理由制度仍在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第二， 决策的理由与决策的解释是不同的。 因此， 对于一个决策所附带的论证并不当然等同于
对一个决策合法性的客观判断。 在有疑问时， 理由并不终局性地解决争议问题， 而是启动了法治国
家的程序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 据此， 理由的制度性要求是基于对法律和法治国的一种理解， 即对
法律是针对社会分工的一种监管措施， 通过设定一种理由的文化———促进理由和反对理由的意见交
换———建立并强化人们对于行政命令的基本信任。 为了保护基本权利、 维持法治国的稳定并实现合
法化的效果， 理由设置了一种差异化的制度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法律意义上正确的决定是建立在
不同机构间分权的基础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 对于陈述理由的要求不仅仅有利于有关人员， 也有利于
整个系统。 每一个理由， 都在守护民主原则要求下的透明性原则和法治国原则要求下的合理性原则。

当然， 对于陈述理由的要求也并不是绝对的。 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就存在很多例外。 最为重要的
一个例外是在议会法中， 但是它也依赖于特定的合法性来源， 并受到自身监督机制的管控。 最具争
议的问题是行政指令是否有提供理由的义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行政和司法决
定领域的众多例外。 当然， 这都是基于一些特别的情况， 例如决定的结果可能对当事人的影响微不
足道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39 条第 2 款第 2 段） 或是受决定影响的相对方的信任 （《联邦宪法法
院法》 第 93 条第 1 款第 3 段）。

（四） 通过分工机制的建立和控制架构的结合， 达到智能系统的透明化

针对人类决策发展出的规则和标准， 不能强行地应用于机器决策。 人们普遍认为， 根据现有的
制度情况， 执行宪法义务使得智能系统的每一个决定都能被相对人所理解是非常困难的。 因而有必
要将智能系统整合到 “提出理由和反对理由” 和 “决定—监管” 的系统中， 即融合到现行立法体系
中。 只有实现上述情景， 才能促进人们对于技术长期的信心增长， 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技术的潜在
生产力。

上述这种方案对应的技术目前还未发展成熟， 且并不存在将智能系统纳入法律制度的蓝图和最
佳方式， 但论证可以提供一个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有效地批判机器决策。

这一方面确保了智能系统在与人交互的过程中可以自我监管自身的决策过程。 目前很多项目都
在尝试开发技术解决方案， 为智能系统提供自我监管机制和自省机制。 这些项目的长期目标是： 以
一种特定方式对智能系统进行编程， 使得它可以自己提供有关支持特定决策的理由， 并以一种可让
相对人理解的方式呈现信息。 对于开发这种所谓的 “具有解释能力的人工智能 （Explainable AI）”
到底能否成功， 结果还无法预料。 因此， 我们不单单要关心程序本身， 也要重视编程环节。 目前正
在讨论的各种智能系统设计者的行为准则， 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完善智能系统的自我监督。 虽然上述
的监督 （Audits） 是在企业的倡议下进行的， 但实质上仍然属于智能系统自我监督这一领域。 此类
监督或审核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产业， 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这种审核实质上是通过评估数据
库结果集或使用 “虚拟数据 （dummy data）” 和控制算法来检查智能系统。 前述这些技术都是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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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运用了很长时间的软件控制技术。 虽然所谓的 “黑箱测试” 无法解释每一个具体的决定， 但是通
过它可以获取关于系统效果和一般决策行为的经验， 并诊断质量缺陷或隐藏的歧视， 这也同时可
以对系统错误进行纠正。 立法者可以用一些举措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例如定期进行审核
（Audits） 或采取其他的措施， 比如公布源代码， 或对企业进行减免责任以资奖励。

仅靠自我监管是不够的。 因此， 国家机构也可以对智能系统的决策进行外部控制， 同时， 有必
要在法院和行政系统人员内部适当普及智能系统知识。 从其他领域的经验来看， 对于该领域的规制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智能系统的规制目标的实现路径自己就是政府应当参与到公私专家网络
（觟ffentlich-privaten Experten-Netzwerken） 和技术标准化机构的工作中去， 通过以上这两种方式将智
能系统的知识传递给国家机器。 下一步则是建立专门的机构， 在能获得社会专业知识的情况下， 自
己也能获取相关的知识。 随着专业能力的提高， 这些机构本身也可以制定技术标准， 比如内部一些
行政标准， 并在政府和私人的背景下对智能系统进行认证和审核 （Auditierung）。 可以想象的是， 这
种预防监管制度可以按照不同方式构建： 一种是用责任特权来奖励成功的认证； 另一种则是根据不
同的应用领域和软件产品投放领域来设置不同的行为要素， 比如企业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 来证明
自己的系统做到了无歧视， 而证明无歧视的过程中， 必须结合自己系统的应用领域和产品投放领域
进行说明。 另外还可以通过公权力推动的审核 （Audits） 专门用于事后对算法进行审查， 整个程序
的启动既可以依照职权启动， 也可以依照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启动。 监管过程中的协助义务和信息披
露义务促进了监管效率的提高。 虽然以上所有提到的措施不能完全防止错误和权力滥用———就像现
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不能完全消除人类决策者的错误和权力滥用一样， 但是以上的这些程序可以降低
错误和权力滥用发生的概率， 并限制损害的范围。

对于外部监管而言，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如何刺激相对人启动监管程序。 要考虑到相
对人之间在知识背景等方面的不同，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用渐进分类的透明制度： 对于直接受
到决定影响的相对人， 应当告知其系统的一般功能； 个案情况下可告知与之特别相关的一些因素。
但是， 如果案涉相对人在此基础上要求进一步审查该决定， 则必须确保他们或其指定的专家在程序
进行期间能够获得所有的必要信息。 这可能包括根据需要披露的数据库、 算法和机器训练程序。 决
策系统的社会功能越重要， 这种分析就必须越深入和透彻。 从公权力机关和法院的角度来看， 至关
重要的是， 这些程序原则上应当遵守程序法或行政法要求的既定形式和程序， 以便随着事件的深入，
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权力机关 （比如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 可以进入程序并制定监管的标准。

最后， 关于透明度方面， 要想让新技术被社会普遍的接受， 政府、 社会和个人要对超越法律话
语的新技术的发展可能性和风险进行社会和科学的审查。 类似像 “算法监控者 （AlgorithmWatch）”
这样的社会活动已经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媒体也应监督和批评智能系统的应用和发
展。 最后， 国家肩负着公共教育的使命， 也应当将适当的内容传播给公民。

但是， 人们也不应当忽视， 每一项对透明度的制度要求都有其局限性。 智能系统与人类决策在
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 “目前的法学理论在智能系统参与行政决策面前会遇到新的挑战”
这一命题是值得怀疑的。 判例法和立法者迄今为止对智能系统用户的操作行为和商业秘密， 都表现
出了相当的重视和灵敏度。 在此背景下， 他们提出监管和限制智能系统的深层次理由， 例如知识产
权保护、 数据保护、 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 作为一般性规则， 这些原则都必须服从于透明度原则；
越是要求灵敏度的领域， 也越有可能应用智能系统。 但目前的做法过于僵化， 没有必要在所有的情
境中要求智能系统对自己的决定进行解释， 也没有必要在所有情况下都对智能系统的决策进行监督
并要求相关方提出理由； 这是没有效果的。 也就是说， 在智能系统这个领域要求绝对的透明度和理
由是不可行的。 无论如何， 监管智能系统必须要有平衡透明度和保密利益的措施。 可以考虑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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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large-scal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I)�system�poses�a�great�challenge�
to�the�law.�At�present,�the�development�of�intelligent�system�has�not�reached�the�level�of�human�
intelligence,� the� unpredictability� and� uncontrollability� of� AI� system� will�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so�it�is�necessary�to�supervise�the�application�mode�of�AI�system.�At�present,�there�are�
three� core� technical� elements� of� AI� system,� namely,� data,� algorithm� and� human� intervention.�
These�three�elements�play�an�anchoring�role�in�the�establishment�of�regulatory�principles,�and�they�
are� also� the� focu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regulatory� object� of�
legislative�adjustment.�The�biggest�obstacle�to�supervising�the�AI�system�is�that�its�decision-making�
process�is�difficult�to�be�understood�by�the�opposite�person,�which�means�that�AI�system�needs�to�
maintain�a�high�degree�of�transparency�in�the�decision-making�process�to�ensure�understandability.�
However,� high� transparency�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rough� ex� post� decision� interpretation,� but�
should�be�achieved�through�the�decision-making�system�to�provide�decision�reasons.�Therefore,�it�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son�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intelligent� system�
decision-making,�in�which�machine�decision-making�is�incorporated�into�the�legal�process.�Such�a�
framework� can� make� the� decision-maker� and� the� other� party� fully� exchange� views,� so� that� the�
individual�can�really�become�the�subject�of�the�digital�order,�rather�than�the�object.

Key Words: AI;�Intelligence�System;�Transparency;�Legal�Supervision

“相机程序 （camera-Verfahren）” 或是在保密义务下的专家监督员制度。
权属所有措施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法律的政策倾向性， 虽然这些措施会损害个别案例中的创新

企业。 在这些议题的讨论中， 经常可以看出私人利益对于公共政策有着非常大的限制， 诸如
Alphabet、 Facebook 和亚马逊等常被讨论的头部企业现在恰恰正是智能系统的最大投资者之一。 然
而， 私人权力 （private Macht） 是否真的是政府监管的障碍， 或是否导致了对于少数、 突出、 影响
巨大且易于识别的主体监管失能， 答案并不是绝对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 很大程度取决于跨国公司
能否充分利用全球法律的差异化， 但最终的结果均是人们对私人权力会阻碍国家行使职责的担忧。

前景与展望

本文概述了在智能系统中应当嵌入的理想化监管规范架构， 以此确保智能系统的安全性， 进而
促进人们对于智能系统决策的可接受性和信任程度。 并且， 监管规则应当具备强适应性和灵活性，
依据系统使用环境、 使用主体的公私属性提供不同的救济方案。 这种监管模式不至于成为技术创新
的新障碍， 相反， 还能够为智能系统技术开发指明朝向社会福祉的正确方向。 此外， 有必要建立一
个根据决策理由进行监督、 审查和评判的整体性监管架构。 如果在未来人们成功地将机器决策纳入
到宪法制度、 法律程序， 以及提出理由、 反对理由的意见交换制度框架内， 那么， 个人在智能系统
面前就不再是弱小的客体， 而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体。 这种参与机制会促进个人摆脱对技术的客体式
依赖， 通过特定主体对技术和决策的具体评价内容真正确保个人成为数字化秩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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