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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论纲

孙占利 陈欣怡 *

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 “科技是关键， 信息是灵魂”， 之后相继
提出 “数字福建” “数字浙江” “智慧上海”， 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建设智慧社会的
重大部署， 不断谋划创新推进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立足于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及其融合发展中的法治化治理与法治革新， 是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纲
领和行动指南， 为人类社会从信息社会向智慧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化
建设做了科学谋划， 为法治现代化做了前瞻部署和理论创新。 贯彻落实习近平智慧社会法
治建设理论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系统观念、 加强科技创新、 加强
新型法治队伍建设、 加强安全保障。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智慧社会 法治建设 智慧社会法治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1

*孙占利 ， 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广东省法学会研究基地广东财经大学智慧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 陈欣怡， 广东省法学会研究基地广东财经大学智慧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进路” （项目编号： 20VHJ00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汪玉凯： 《智慧社会倒逼国家治理智慧化》， 载 《中国信息界》 2018年第 1期。

建设智慧社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的战略部署。 智慧社会是人类社会
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全方位、 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不仅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而且塑造全新的社
会发展方向、 治理模式及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 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关注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 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逐步形成了科
学、 系统且独具特色的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 对于依法促进和保障智慧社会建设、 传统法治的现
代化及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 新一轮科
技革命是推动智慧社会产生的技术动力，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则是其根本特征。 可以认为， 智
慧社会就是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譹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
“智慧社会” 的概念并就智慧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 围绕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及其法治建
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与发展擘画了宏伟的蓝图，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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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了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方案， 并结合时代发展和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成为智慧社会法治
化建设与发展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2 月 27 日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曾谈
及：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就提出 ‘科技是关键， 信息是灵魂’， 把信息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上。 后来， 我到福建、 浙江工作， 相继提出建设 ‘数字福建’、 ‘数字浙江’， 就是希望给
地区发展装上信息化的引擎， 实现跨越发展。”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的敏锐观察逐步形成的， 就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而言， 党的十八大之
前是理论的奠基期和逐步形成期， 党的十八大之后则是高速发展期。

（一）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起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普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
节律。 “聪者听于无声， 明者见于未形。” 早在 1984 年， 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时就
提出 “科技是关键， 信息是灵魂”， 率先明确提出 “科技” 和 “信息” 分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关
键” 和 “灵魂”， 不仅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前瞻观察和深入思考， 也为之后提出的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建设思想奠定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时期， 能够高瞻远瞩提出 “科技是关键， 信息是灵魂”， 殊为不易， 其根本
动因源于对我们这个在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希冀探索出一条民族复
兴、 国家发展、 人民富裕的新路。 在 2018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一次次同历史机遇擦肩而过……信息化时期， 我国正逢
其时……信息化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

习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发展， 尤其在担任总书记后就科技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和部署， 这与 “科技是关键， 信息是灵魂” 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之后有关的
讲话中进一步理解其内涵与要义。

关于 “科技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3 月 4 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
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指出： “当今世界， 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新技
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 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
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不掌
握核心技术， 我们就会被卡脖子， 牵鼻子。”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信息是灵魂” 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对信息化的高度重视和进一步论
述之中。 例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2 月 27 日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上强调指出： “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 信息流引领技术流、 资金流、 人才流， 信息资源日
益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 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信息技术
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 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信息采
集、 处理、 传播、 利用、 安全能力， 更好惠及民生。”

（二）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及我国正在推进
“数字中国” 建设。 数字中国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可以追溯到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时提出的
“数字福建”。 2000年， 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提出了建设 “数字福建” 的建议， 习近平同志很快予
以批示肯定。 不久， “数字福建” 被纳入福建省 “十五” 计划纲要建议。

为推进 “数字福建” 建设， 2001 年福建省着手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和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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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楠： 《数字福建之路从习近平一个畅想开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http: //news.cnr.cn/native/gd/20210425/
t20210425_525471119.shtml， 2021年 4月 25日访问。

③ 韩建旭：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利用等前瞻性工程。 2002 年 1 月，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政务信息网开通仪式上指出： “在世界各国积
极倡导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中， ‘电子政府’ 列为第一位。 电子政务是企业信息化和社会生活全面
电子化的基础和关键动力。 没有政务信息化， 就没有全面的企业信息化； 没有电子政务， 就没有真
正的电子商务。”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 这一让 “群众跑腿” 变为 “数据跑路”
的服务管理新模式在福建遍地开花。譺訛 与 “数字福建” 相关的是 “数字地球” 的提法， 但 “数字地
球” 主要基于地理信息的认知与应用层面， “数字福建” 则是以政治、 经济、 社会等的数字化改造
与应用为战略制高点， 并系统提出了 “数字化、 网络化、 可视化、 智慧化” 的前瞻性建设目标， 其
中的 “智慧化” 更是为以后提出智慧社会建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2002 年 10 月，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 在 “数字福建” 的基础上提出了 “数字浙江”。 习近平
同志认为信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兴产业， 要将浙江的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 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才能促进浙江的科学发展。 2021 年 3 月浙江省发布的 《浙江省数
字化改革总体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提出了到 2025 年底基本建成
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目标， 这是 “数字浙江” 建设的新征程。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 “智慧社会”， 其理念与其 2007 年在上海担
任市委书记时提出的 “智慧上海” 一脉相承。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主政期间特别重视上海的信息技术
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强调完善信息服务业从而提高上海的创新能力。 同时， 他重视上海的
网络治理和网络文化建设， 提出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 为市民提供健康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
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强调上海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从城市资源、 城市
管理、 城市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战略部署，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展露， 也是
对智慧社会的前瞻思考。譻訛

（三）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发展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 指出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
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和大数据战略， 在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
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智慧社会。 “十三五” 期间， 我国就
开始部署网络强国战略， 实施 “互联网+” 行动计划， 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 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十四五” 规划继往开来， 关于 “智能” 和 “智慧” 的表述达到 57 处， 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我国 “十四五” 期间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 网络化： 网络强国战略与网络治理法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总体建设与发展的全局出发， 高度重视数字化、 网络

化、 智能化建设， 并就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及其法治理论与实践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或论
述， 其中关于互联网发展与法治化治理的系列新主张、 新观点、 新论断、 新举措构成网络强国战略
的核心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互联网及其产业应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 也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
法律问题， 并为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部署。 在 2016 年 4 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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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当前， 我国互联网市场也存在一些恶性竞争、 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等情况。”

关于网络治理法治， 在 2014 年主持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 习
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 “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 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护等法律法规， 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在之后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网络治理法治， 例如提出要 “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管理、 企业履
责、 社会监督、 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 经济、 法律、 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要加强政策、 监管、 法律的统筹协调，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提高侵
权代价和违法成本， 震慑违法侵权行为。”

网络治理法治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 在党的报告、 工作会议讲话、 指示、
批示、 演讲、 国际会议贺信等文献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既为我国的网络治理指明了方向， 也表明了
我国对于互联网的全球治理的立场和原则。 在这些论述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依法、 依规
治理互联网， 强调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互联网犯罪行为， 维护和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形成法律与互联
网技术应用共同发展的网络格局， 并将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 在
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中， 强调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 数字化： 大数据战略、 数字中国与数字治理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及我国正在推进

“数字中国” 建设。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网络强国战略时还提出了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 2017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 “大数据发
展日新月异， 我们应该审时度势、 精心谋划、 超前布局、 力争主动。”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 深刻影响着各个国家和行业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
要求各个行业和领域以数字化转型推进创新发展， 对数字经济、 数字政府、 数字乡村、 数字治理等
作出重要部署， 并多次语重心长地强调 “让百姓少跑腿、 数据 （信息） 多跑路”。

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浪潮的产物， 也是其他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支撑。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
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需要转换经济动能和探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大做
强数字经济， 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在 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术等传统要素
并列为生产要素之一， 并将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列为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重点改革任务之一。
2021 年 10 月 18 日， 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 强渗透性、 广覆盖性， 不仅是新
的经济增长点， 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 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要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完善体制机制， 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从国际层面观察， 数字经济被各国认为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面临着如何
与他国合作的问题，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 “数字壁垒” “数字鸿沟” 问题， 甚至因此而引发 “数
字贫困”。 对此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主动
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 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 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
及时提出中国方案， 发出中国声音。”

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其衍生的挑战与机遇促生了数字化治理法治。
2018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从产业体系、 技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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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加强领导及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对制度保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民法典》 《电子商务法》
《数据安全法》 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和 《专利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的修改， 及时反映了相关
的立法需求， 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其中， 2021 年 6 月颁布的《数据
安全法》 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国家将数据的安全与发展统筹并重， 坚持以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
展促进数据安全， 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3. 智能化： 人工智能战略与人工智能治理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智能化的重要性， 智能化的代表性技术为新一代人工智能。 2018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
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时特别指出： “要抓住民生领域的
突出矛盾和难点， 加强人工智能在教育、 医疗卫生、 体育、 住房、 交通、 助残养老、 家政服务等领
域的深度应用。” 从而以人民为中心对智慧民生建设做了重要部署。 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
加强人工智能在政府服务和决策、 智慧城市建设、 公共安全、 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应用， 运用人工智
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

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风险， 如果说这些风险过去尚处于 “科幻” 电影和小
说中， 现在则正在变为现实， 但人类社会尚缺乏必需的应对经验。 而且， 如同人工智能在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方面的潜力无限， 其潜在的风险更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探索应对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
在本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法律、 伦理、 社会问题， 并强调从 “法
律法规、 制度体系、 伦理道德” 三个维度对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实施法治化治理。 其中的法律法规是
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治基础， 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体系化的体制机制及行动准
则保障， 伦理道德则要求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显性和隐性伦理风
险， 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而非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是智慧社会建设的基础要素， 三者各有其特质并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
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文分别从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角度进行阐释， 但三者并非割裂存在的，
而是可以融合应用并不断创新推动新经济与社会发展。 实现此目标既需要采取传统的有益经验， 也
需要有创新举措， 区块链技术为此提供了绝佳的 “抓手”， 盖因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总体上属于生产力范畴， 而区块链则可以对生产关系进行技术性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块
链技术及其应用， 2019 年 10 月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 “使区块链技术在建
设网络强国、 发展数字经济、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的智慧社会建设， 为人类社会从
信息社会向智慧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同时，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理
论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做了全新谋划， 为法治现代化及其理论革新做了前瞻部署， 具有深刻的
理论意义与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 为人类社会从信息社会向智慧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成为新时代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发展也符合新发展理念， 同时也应看到， 新发
展理念的具体落实离不开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赋能与创新应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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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汪玉凯： 《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载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8年第 2期。
⑤ 单志广： 《智慧社会为社会信息化指明方向》， 载 《人民周刊》 2018年第 5期。
⑥ 贾开、 张会平、 汤志伟： 《智慧社会的概念演进、 内涵构建与制度框架创新》， 载 《电子政务》 2019年第 4期。
⑦ 丁波涛：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9—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4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智慧社会建设对于解决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开辟了新的方向。 而且，
对于在工业社会时代严重落伍和在信息社会中逐步缩小差距的我国而言， 智慧社会建设提供了在新
的平台上与其他国家竞争与合作的新领域，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弯道超车” 提供了
难得的历史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机遇， 并对智慧社会建设作出重要部署。

“智慧社会”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后备受关注， 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做了
阐释研究。 汪玉凯认为智慧社会是指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为基础形成的高
度自动化、 智能化的社会形态。譼訛 单志广认为智慧社会是在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念
创新， 体现了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的有机结合， 反映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譽訛 贾开
等认为智慧社会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 通过制度框架变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 汇聚发展合力，
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带动其他生产领域， 从而最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形态。譾訛 关于智慧社会的建设体系或主要内容，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9—2020）》 提出智慧社会建设体系框架包括智慧设施、 智慧政府、 智慧经济、 智慧生活、 智慧
治理等五个方面。譿訛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做了阐释， 对理解
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智慧社会起源于智慧城市， 拓展到数字乡村 （智慧乡村）， 但并非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简单
叠加， 而是二者的融合发展。 智慧社会借助无时空限制的互联网、 物联网及区块链打破了传统社会
中基于地理分割而产生的城乡二元分野， 加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也为破解城乡差别提供了新的范
式， 但这只是对智慧社会的功能与作用的表面观察和理解。 事实上， 由于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一
体化融合发展， 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传统的基于城乡分工而产生的农业、 工业、 服务业的
产业划分将不再泾渭分明， 而是融通形成为以价值服务为导向的新型产业链， 不仅可以消弭传统的
城乡差别， 而且可以化解传统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现象。 同时， 由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
能化水平的提高， 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发展模式， 并在治理现代
化的过程中作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行业和领域。 从行业领域的角度看， 智慧社会建设的主要内
容是智慧基础设施、 智慧政务、 智慧经济、 智慧民生及智慧法治建设， 其中的智慧法治建设包括智
慧立法、 智慧执法、 智慧司法、 智慧普法、 智慧法律服务等法治环节的智慧化建设。 智慧法治建设
既是智慧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智慧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智慧城市、 数字乡村建设及其融合发展。 之所以未使用 “智慧乡村”
而是使用 “数字乡村”， 盖因前者对于目前的乡村建设而言较为超前， 毕竟乡村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基础设施及其应用服务落后于城市， 后者更符合实际情况， 更有利于务实推进乡村的现代化
建设。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均属于信息化的范畴，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
智能化和智慧化成为信息化的重点。 在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 关于“智能”
和 “智慧” 的相关表述共计 57 处， 充分表明 “智能” 和 “智慧” 已经成为我国 “十四五” 期间建
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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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雷丽娜： 《发展改革委就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中国网： http: //www.gov.cn/
xinwen/2019-05/06/content_5389076.htm#1， 2019年 5月 6日访问。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4 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就指出： 要 “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 2016 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智慧城市建设做了要求： “以推行电子政务、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 以
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 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推进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 数据融
合， 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 跨系统、 跨部门、 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的
讲话中也多次强调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并要求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
署， 提出并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2018 年 1 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同年 9 月， 又发布了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2019 年 5 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2018 年 6 月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聚焦 “互联网+农业”，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深入推进 “互联网+农业” 发展，
2019 年 7 月农业农村部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2020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印
发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年）》， 2020年 5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2020年
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讀訛 一系列的重大部署为智慧社会时代的乡村振兴明确了发展路线和行动指南。

关于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有效破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和实
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科学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向改革要动力， 加
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遵照此要求， 2019 年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对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等十项任
务做了具体部署， 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二） 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做了科学谋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自然包括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 智慧社
会建设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下， 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保障智慧社会
的建设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 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
水平。 从字面上看， 其中的 “法治化” 和 “智能化” 与智慧社会及其法治建设直接相关， 但实际上
“社会化” 也需要借助互联网、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汇集各方的 “正能量”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型的多元社会治理， “专业化” 更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一体化、 透明化、
穿透式的精准治理。 本次疫情防控中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实时风险监测预警
和精准管控救治就是典型范例。 总体而言，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也同样适
用于指导智慧社会建设， 智慧社会的建设成果则 “反哺”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
业化。

法治视野下的智慧社会建设如何运用法治化手段促进和保障智慧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需
要从技术革命和法治革新及其融合发展的角度解决智慧社会建设的基本法治理论问题， 结合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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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思维和法学方法论研究如何法治化地运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物联网、 云计算、 5G、 量
子计算与通信等新技术促进智慧社会的建设， 通过前瞻立法解决智慧社会建设的立法需求， 对智慧
社会建设中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科学、 合理、 可行的系统解决方案，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实践功能及社会意义。 前文述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网络化、 数字化、 智能化及其融合应用， 就
网络强国战略与网络治理法治， 大数据战略、 数字中国与数字治理法治， 人工智能战略与人工智能
治理法治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 强调了智慧城市、 数字乡村建设及其融合发展， 为智慧社会的法治
化建设做了战略全新谋划， 为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描摹了壮丽的蓝图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能孤立于其他国家而运行， 特别是互联网具有全球性、 开放性、 无疆
域性等特点，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本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他在
2014 年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就强调指出：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构建
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的网络空间， 建立多边、 民主、 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他在 2018
年 4 月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四项原则” 和“五点主张”， 强调发
展共同推进、 安全共同维护、 治理共同参与、 成果共同分享。 他站在国际高度和基于对全人类命运
的关怀提出的相关主张， 既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为国家社会合作推进智慧社会的法治化
建设做了科学谋划， 也为国际社会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未来智慧社会提出了中国方案。

（三） 为法治现代化做了前瞻部署和理论创新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期战略举措，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法治
的保障， 将创新型国家建设纳入法治轨道中才能保障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创新， 也才能行稳致远地
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的实现。 智慧社会建设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需要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 这给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新型而又复杂的命题， 但也为法治现代化及其理论创新提供
了新的契机。

一方面， 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智慧社会建
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驱动力， 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型法律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前文述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网络化、
数字化、 智能化及其融合应用， 就网络强国战略与网络治理法治， 大数据战略、 数字中国与数字治
理法治， 人工智能战略与人工智能治理法治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 从而为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明确的
目标和科学、 合理、 可行的解决方案， 推动了一系列法律的制定、 修改及解释， 推进了我国的法治
现代化。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灵魂”。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
设理论为智慧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 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将法治理论与智慧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解决
智慧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型法律问题， 在制定法律、 执行法律、 遵守法律方面发挥法治的应然功
能， 从而为智慧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法治保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辩证地看，
法治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法治理论也在不断创新中完成了自我革新。 习近平智慧社
会法治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理论， 体现了对实现法治
现代化规律的持续探索和对人类法治文明的不懈追求。

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智慧社会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的新
理论， 是智慧社会建设实践与法治理论现代化相结合的新成果， 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
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不仅蕴含着智慧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促进与保障， 从而使智慧社会
的建设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而且意味着智慧社会法治建设为法治现代化提供全新的动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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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中实现法治现代化和法治理论革新， 进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文明
建设。

三、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研究习近平智慧社会法
治建设理论不能停留在纸面上， 而是要把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贯彻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实
践中。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本身就具有科学理论与现代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不仅是智慧社
会法治建设的理论纲领， 也是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实践指南。

（一） 坚持党的领导

我国宪法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2014 年 10 月， 习近平总
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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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出： “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我国的智慧社会建设刚刚起步， 面临着一系列的新型而又复杂的问题，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运用
法律手段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党的领导是智慧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没有党的领导， 智慧社
会建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 法治建设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优化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 这是党
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智慧社会建设面临着的这些新型法律问题具有国际性、 隐蔽性、 复杂性、 系统性等特点， 对科
学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制定适应智慧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法律， 并
保障相关立法得到严格、 公正、 及时、 有效的贯彻实施。 需要说明的是，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反映
的都是人民的根本意志， 法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是相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党大还是法
大’ 是一个政治陷阱， 是一个伪命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努力建设智慧社会， 必须坚定不移地
坚持党的领导， 在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贯彻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 确保智慧社会
在法治轨道上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应看到， 智慧社会法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 对党领导法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智慧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也需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 按照这些指示， 党组织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和改善领导工作。 具体而言， 在立
法中， 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转化为智慧社会的新型法律制度。 在执法和司法
中， 要保证法律的实施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实现， 确保法律在智慧社会建设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 在
守法上，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新的立法和自觉守法， 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守法， 做到全面严
格依法办事。

网络安全是智慧社会建设的基础， 更加需要制度化地加强党的领导。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 2017 年 8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
共中央办公厅同日发布的 《党委 （党组） 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属地管理的原则， 各级党委 （党组） 对本地区本部门网络
安全工作负主体责任，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主管网络安全的领导班子成员是直接责
任人。” 除了上述关于责任主体的规定， 该 《实施办法》 还对责任目标、 责任内容、 工作措施、 问
责机制、 奖惩措施等做了规定， 是加强党对网络安全的领导工作的重要党内法规， 为智慧社会安全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 对在智慧社会法治建设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也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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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习近平： 《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 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载 《党建》 2018年第 3期。

立法示范价值。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智慧社会建设必须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人民为根
本， 以人民利益为依归，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这样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社会， 才能
真正实现智慧社会的建设目标。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本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保障人民
利益提出的新理论， 贯彻实现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也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 2018 年 4 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人民群众在信
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关于智慧社会建设的系列讲话也不断强调智慧社会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 突出强
调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建设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法治建设需要运用法治化手段促进和保障智慧民生建设， 不仅要体现
在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等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方面， 也要构建以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为依
托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全方位带动解决民生问题， 全面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为此， 我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从智慧民生
的产业发展与应用、 体制与机制改革、 资金与政策扶持、 税收优惠、 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力推动智慧
民生建设。

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法治建设还需要运用法治化手段确保智慧政务、 智慧经济、 智慧司法
等方面要以人民为根本、 以人民利益为依归。 以智慧司法为例， 在 2013 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中， 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 要 “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着力提升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 在 2019 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司法机关着力于
探索和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维护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 提高司法效能， 以人民为中心的智
慧司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 坚持系统观念

为确保 “十四五” 时期我国开好局、 起好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 加强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
系统工程， 法治建设领域也要坚持系统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讲话中多次运用系统
观念进行谋篇布局， 提出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
体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用科学有效、 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
法实施。讁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经常使用 “系统性” “系统工程” “系统思维” “系统治理” “一体化” “融
合” “整合” “协同” “合力” 等术语， 也多次使用 “全国一盘棋” “统筹协调” “国内大循环” “国内
国际双循环” “综合运用法律、 行政、 经济、 技术、 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 “1+1 大于2 的效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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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 这些术语和表述都是系统观念的精髓。 智慧社会法治化建设中也要运用系统观念进行统筹兼
顾， 辩证地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整合资源和形成工作合力， 协同作用于智慧社会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也不例
外。 例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智慧城市建
设要 “推进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 数据融合， 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 跨系统、 跨部门、 跨业务的协
同管理和服务”。 再如， 在 2018 年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指出， “要整合多学科力
量”， “加强统筹协调”， “形成工作合力”。

从系统工程角度看， 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大的系统， 大系统包括若干子 （小） 系统，
大小系统之间及小系统之间的结构与关系的统筹协调是其中的关键。 在智慧社会法治建设中， 由智
慧立法、 智慧执法、 智慧司法、 智慧法律服务等组成的智慧法治系统是智慧社会的新型法治系统，
也是智慧社会法治的子系统， 其中的智慧立法、 智慧执法、 智慧司法、 智慧法律服务等是相对独立
的且可以继续分解为更小的系统，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把每个系统的子系统或其组成要素整合起
来， 从而产生系统的协同效应。 在智慧社会系统活动过程中， 智慧法治为智慧社会法治建设提供新
型的法治保障， 但智慧社会法治建设处于主导地位， 应当树立全局观念， 立足整体和统筹全局，
“综合运用法律、 行政、 经济、 技术、 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 以各组成要素的最优整合实现整体功
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系统效应或整合效应。

（四） 加强科技创新

从 “数字福建” “数字浙江” “智慧上海” 到 “智慧社会” 建设， 其理念是一致的， 那就是与时
俱进不断谋划如何创新推进跨越式发展， 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一脉相承
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创新发展理论的纲领性表述， 为我国的
政治、 经济、 法律、 文化等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发展进路， 已经载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党
章中。 智慧社会建设立足于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及其融合发展， 更加离不开科技创新。

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 “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 特
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原始创新能力， 源于习近平
总书记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观察， 源于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的战略目标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深刻指出的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那么如何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对此做了重要指示， 即： “要抓产业体系建设， 在技术、 产业、
政策上共同发力。 要遵循技术发展规律， 做好体系化技术布局， 优中选优、 重点突破。 要加强集中
统一领导， 完善金融、 财税、 国际贸易、 人才、 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环境， 优化市场环境， 更好释
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活力。 要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要打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 力争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破。”

核心技术突破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知识产权的充分有效保护。 2020 年 11 月， 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这
一创新论断将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本次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提出六方面具体要求。 2021 年 9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
要 （2021—2035 年）》， 着力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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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来， 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和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据 2021 年 9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1 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我国排名第 12 位， 较 2020 年上升 2 位， 这也是我国的排名自 2013 年以来连
续 9 年稳步上升。 这一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强科技创新的举措已经取得了积
极成效， 正在逐步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从智慧社会建设的角度看， 科技进步为智
慧社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原动力， 更高水平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也必将极大地推进
智慧社会的创新建设。

（五） 加强新型法治队伍建设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2017 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
要。” 法治队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设者，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智慧社会法
治建设也离不开一支德才兼备的新型法治队伍。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和讲话看， 法治队伍内涵丰富， 既包括专门国家机构的法治队伍，
即立法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 司法人员等政法干警、 纪检监察机关的执法办案人员， 也包括律师等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高校法学教师、 学术科研机构的法学专家、 学者。 各支队伍各司其职， 各负其
责， 相辅相成， 共同汇聚成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磅礴力量。輥輮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队伍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作出明确指
示和要求， 其中也包括智慧社会时代的法治人才队伍建设。 2014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就指出， 要 “建设一支政治强、 业务精、 作风好的强大队
伍”。 建设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对法治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 如何建设一支政治强、 业务
精、 作风好的德才兼备的新型法治队伍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的总体指示和要求同样适用于智慧社会建设的法
治队伍， 同时还应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队伍的特别指示和要求。 例如， 在 2016
年 4 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时指出， “要解放思想， 慧
眼识才， 爱才惜才”， “要采取特殊政策， 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事制度、 薪酬制度”。 在本次讲话
中， 习近平总书记还对相关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在法治队伍建设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和发展， 并从思想理念、 整体规划、
体制机制改革、 具体举措等方面作出重要指示。 同时， 各级领导干部的认知、 思维及能力是法治工
作队伍建设效果的重要因素。 也因此， 在 2018 年 4 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 强化互联网思维， 不断
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 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 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 对网络安全的
保障能力。”

（六） 加强安全保障

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的目的是发展， 但其基础是安全保障， 特别是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及人工智
能安全。 安全与发展如车之双轮、 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 必须要协同配合， 从而行稳致远地实现智
慧社会建设的伟大目标。

⑩ 景汉朝：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载 《人民日报》 2021年 3月 22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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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安全， 2014年 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时就提出了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的著名论断， 深刻指出了
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 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明确指出了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保障网络安全。 对
于如何保障网络安全， 在 2016 年 4 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作了
如下重要部署： 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全天候全方位
感知网络安全态势， 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在 2018 年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网络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并指出要 “以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共同
维护网络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是关于网络安全的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表决通过， 并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之后， 有关网络安全的立法进入了快车道，
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了修改和完善， 配套立法也纷纷出台或开始起草。

关于数据安全， 2017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并对如何保障数据安全作了如下重要部署： “要
加强政策、 监管、 法律的统筹协调，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 开放、 流通、 交易
相关制度， 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 要加大对技术专利、 数字版权、 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
保护力度……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 提出中国方案。” 之后，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纳入立法规划， 并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表决通过， 自
2021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目前， 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和配套立法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 有
的配套立法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关于人工智能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10 月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指出： “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 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 确保人工智能
安全、 可靠、 可控。” 对于如何解决此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指出： “要整合多学科力量， 加强人
工智能相关法律、 伦理、 社会问题研究， 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 制度体系、
伦理道德。 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 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 加强统筹协
调， 加大政策支持， 形成工作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不仅揭示了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和
法律、 伦理、 社会问题， 还对解决问题的工作目标与举措做了重要部署， 从而成为人工智能安全保
障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

在智慧社会法治建设中， 片面强调安全或发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要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
间的关系。 在 2016 年 4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 从而
深刻揭示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我国网信事业和智慧社会的法治建设确立了基本理念， 避免
因片面强调安全或发展而出现的严重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 解决好安全与发展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
共同努力， 对此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四项原则” 和 “五点主张”， 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 不仅展示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与基本主张， 也为国际社会如何处理相关问题提出了中国方
案， 彰显了中国智慧， 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得到了爱好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的普遍赞同。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出了建设智慧社会的重大部署， 并对智
慧社会法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创造性地形成了科学、 系统且独具特色
的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是我国智慧社会建设的理论纲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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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proposed�that “science�and�technology�is�the�key,�while�
information� is� the� soul” in� the� 1980s.� Later� he� initiated� the� projects� of “Digitalized� Fujian”,�
“Digitalized�Zhejiang” and “Smart�Shanghai”.� In� the�Report�of� the�19th�National�Congress�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offered� a� blueprint� for� a� smart� society�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novation� and� great-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a� smart� society� is� predicated� upon�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digitized,� networked� and� smart� development.� It� is� the�
theoretical�program�and�guideline�for�the�construction�of�the�rule�of�law�in�a�smart�society,�which�
navigates�human�society� from� information� society� to� smart� society.�The� theory�makes� scientific�
planning�for�the�construction�of�the�rule�of�law�in�a�smart�society.�It�is�a�theoretical�innovation�and�
has�made�forward-looking�deployment�for�the�modernization�of�the�rule�of�law.�To�implement�Xi�
Jinpin’s�theory�of�the�rule�of�law�in�a�smart�society,�it�requires�adhering�to�the�leadership�of�the�
Party,� being� people-orientated,� sticking�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well�as�enhancing�the�construction�of�new�rule�of�law�workforce�and�
security�assurance.

Key Words: 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Law;�Smart�Society;�Legal�Construction;�Rule�of�
Law�in�a�Smart�Society

行动指南， 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习近平智慧社会法治建设理论也涵盖了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中的国际法律问题及其解决
方案， 对于推进人类命运体建设和保障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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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与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王凤涛 *

内容提要： “等” 外新领域探索的理论与实践表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一个开放的
范畴。 检察公益诉讼拓展至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的根据在于，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
用严重侵害我国的公共利益且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而行政执法难以完全防止外国法
不当域外适用之侵害， 私益诉讼等途径亦不足以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检察公益诉讼
恰恰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抓手。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制度之
构建， 应当在采用 “从 ‘顶层设计’ 到 ‘基层验证’” 路径的基础上， 采用 “从 ‘基层探
索’ 到 ‘顶层确认’” 的路径。 经过线索发现及其甄选、 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三个环节，
确保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能够实现维护公益的制度功能。
关键词： 检察公益诉讼 不可靠实体清单 阻断办法 反外国制裁法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2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理论研究人员， 法学博士。
譹訛 参见张家铭： 《“霸权长臂”： 美国单边域外制裁的目的与实施》， 载 《太平洋学报》 2020年第 2期。
② 参见李秀娜： 《制衡与对抗： 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中国应对》， 载 《国际法研究》 2020年第 5期。
③ 参见习近平： 《致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81-182页。

2017 年底美国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对手”， 随后逐渐加大
对中国各方面的遏制力度。① 特别是 2018 年以来， 美国在出口管制、 经济金融等多个领域， 频繁将
国内法适用于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损害其正当利益。② 对此， 中国商务部 2020 年 9 月 19
日和 2021 年 1 月 9 日先后公布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和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
法》 （以下简称 《阻断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
制裁法》 （以下简称 《反外国制裁法》）。 作为中国版 “阻断法” 的重要构成部分， 这些法律规范规
定了私益诉讼等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相关措施。 这些措施对于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维
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维护公平、 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 保护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 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案件的当事人未必积极通过私益诉讼
寻求救济， 这类案件也并非仅仅损害当事人的私益。 在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
提起私益诉讼， 而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或者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
判决、 裁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我国尚无有力的司法阻断方案。 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
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③

通过提起检察公益诉讼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能够有效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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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共利益， 维护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一、 检察公益诉讼 “等” 外新领域的探索历程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确立后， 案件范围呈现出逐渐扩展的趋势。 2017 年 6 月 27 日， 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关于修改 〈民事诉讼法〉 和 〈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正式入法。 这两部法律在表述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时均使用了 “等” 字。 2018 年 3 月 2 日， “两
高” 发布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规定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时也
用了 “等” 字。 在法条中 “等” 字作为兜底条款出现很常见， 但规定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
“等” 字依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这里的 “等” 是 “等内等” 还是 “等外等”， 在制度形成之初存在
不同理解。譼訛 但普遍的观点认为， 现行立法采用的 “列举加概括” 结构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 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相当的合法性。⑤ 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 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总的发展方向也是不断扩大，⑥ “等” 外新领域的探索持续推进。

中央层面的改革文件对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拓展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和 “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中共中央
印发的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 2025 年）》 提出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完善公益诉讼法律
制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
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妇联关于建立共同推动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军地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 《2020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 等文件， 先后提出了研
究办理安全生产，⑦ 重点领域质量安全， 证券，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业性别歧视，
相关组织、 个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 国防动员、 国防教育、 国防
资产、 军事行动、 军队形象声誉、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探索给予了大力支持。 2020 年 5 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⑧ 批准的 《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 “下一阶段工作安排” 中提出 “积极、 稳妥办理安全生产、 公共卫生、 生物安
全、 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 网络侵害、 扶贫、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⑨

进一步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探索的方向和重点。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通过地方

譼訛 参见汪全军： 《〈立法法〉 第 72条第 2款中 “等” 的含义解释》， 载 《法律方法》 2018年第 2期。
⑤ 参见陈爱武： 《论家事检察公益诉讼》，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年第 5期。
⑥ 参见颜运秋： 《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由与方法》，载 《深圳社会科学》 2021年第 1期。
⑦ 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七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 “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大事故，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人
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这为检察机关办理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
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⑧ 参见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 2020年第 2期。

⑨ 参见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0年 5月 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载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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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 专项决定等支持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拓展的探索。 截至 2020 年 7 月， 全国已有 21 个省级人
大常委会作出支持或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专项决定，⑩ 为检察公益诉讼范围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立
法保障。 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争取党委、 人大的重视支持， 在办好法律规定案件的基础上， 积极探
索办理关乎公共利益的 “等” 外领域案件，輥輯訛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稳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
新领域案件探索。 为适应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发展的新形势， 2020 年 1 月 18 日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检察公益诉讼 “等” 外新领域案件的探索原则从 “稳妥、 积极” 调整为 “积极、
稳妥”，輥輰訛 这一 “语序” 的调整， 为 “等” 外新领域探索提供了更大空间。輥輱訛 2020 年以来， 最高人民
检察院作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中央改革任务的牵头单位， 经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
部、 国家文物局等参加单位沟通， 将完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法律体系、 部署开展长城保护、 大运河
文化保护、 革命文物保护等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等列入实施规划和落实计划。輥輲訛 2020 年 9 月 18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要求准确把握新领域案件的重点范围： 注意办理中央层面改革文件等要求研究探索的其他新
领域案件； 突出办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明确要求的新领域案件； 办好地方性法规支持探索的新领
域案件； 参照指导性案例、 借鉴典型案例办理同类新领域案件。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两高” 公布
修订后的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在检察机
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中， 增加了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类案件。

随着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立法、 司法实践的推进， 人们对相关法条中的 “等” 字的
理解逐渐达成一致， 即包括需要与法律明确规定的领域予以同等保护的公共利益领域。 外国法不当
域外适用就是这样的领域。 我们以检察公益诉讼 “等” 外新领域探索历程为切入点， 在剖析检察公
益诉讼范围拓展至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之根据的基础上， 探寻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
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进路和履职程序， 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 检察公益诉讼何以拓展至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向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拓展， 既要考察理论上的正当性、 现实中的
必要性， 还要考虑法律层面的可能性 （如 《指导意见》 第八条）。 具体而言， 可以从公共利益保护、
法律强制性规定、 现有执法的有效性和适格诉讼主体四个方面展开。

（一）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严重侵害我国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就是对不特定多数人需要的满足。輥輳訛 外国法对中国实体和公民的不当域外适用， 不仅

⑩ 参见徐日丹： 《公益诉讼 “等” 外探索 等来哪些变化》，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11月 15日第 5、 第 6版。
輥輯訛 参见李春薇： 《“等” 外探索： 更好地保护公益》， 载 《检察日报》 2019年 10月 23日第 1、 第 2版。
輥輰訛 《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规定， “积极” 就是要坚持在政治站位上对人民高度负责、 勇于

担当作为。 “稳妥” 就是要秉持法治、 理性精神， 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定位， 把握办案程序和实体的规范性， 聚焦重点领
域， 注重办案质效； 做足做实调查取证、 研究论证、 民意舆情研判等工作， 争取各方支持。

輥輱訛 参见闫晶晶： 《小变化， 大文章》， 载 《检察日报》 2020年 5月 11日第 1、 第 2版。
輥輲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徐日丹文。
輥輳訛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实践与探索》，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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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侵害了我国公民、 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还严重侵害我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 妨碍中国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战略实施。 美国通过政策或法律限制对华高技术产
品出口， 加大出口管制力度， 扩大出口管制范围，輥輴訛 干预中国高技术企业与美国企业合作， 阻滞中
国企业获得美国高科技产品。 同时， 通过对中国企业处以高额罚款、 对企业高管追究刑事责任等方
式， 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企图迫使中国企业建立符合美国法的合规监管体系，輥輵訛 阻碍中国部分高
科技产业升级， 威胁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輥輶訛 第二， 破坏我国的营商环境和国际贸易发展。
美国凭借其在经济、 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 “实体清单”， 对海外运营涉及美国
产品、 互联网服务、 知识产权甚至利用美元结算的企业采取 “长臂管辖”， 进行交易封锁和贸易隔
离， 阻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和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 制裁中国公民、 组织， 威胁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 破坏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輥輷訛 破坏我国的营商环境和国际贸易发
展。 第三， 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政治安全、 经济
安全、 海外利益安全、 科技安全、 资源安全、 网络安全等国家安全， 以及经济主权、 数据主权、 司
法主权等国家主权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輦輮訛 第四， 威胁 “一带一路” 建设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使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不仅面临国家国际合作的政
治、 经贸、 安全风险，輦輯訛 还要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和法律障碍，輦輰訛 对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形
成直接威胁，輦輱訛 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是依据一国的国内法而非国际条约确定管辖权，輦輲訛 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
之上， 这不仅违背公认的国际法，輦輳訛 还违反我国的国内法。 例如， 2010 年 3 月 18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简称 FATCA） 以美国国内法的方
式给全球各国金融机构设定了履行对美国的协税义务。 该法案对我国银行设定的相关义务与我国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商业银行法》 《银行业监督管
理法》 等法律存在冲突。輦輴訛 2018 年 3 月 23 日美国生效的 《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輦輵訛 通过管辖数据控制者及其遍布世界的云服务网络， 将本限于一国

輥輴訛 参见沈伟：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载 《比较法研究》 2021年第 1期。
輥輵訛 参见肖永平： 《“长臂管辖权” 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6期。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譹訛， 张家铭文。
輥輷訛 参见黄伦宽： 《中国建立 “不可靠实体清单” 制度背景及意义》， 载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0年第 2期。
輦輮訛 参见刘天骄： 《数据主权与长臂管辖的理论分野与实践冲突》，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2 期； 杨成玉： 《反制美国

“长臂管辖” 之道———基于法国重塑经济主权的视角》， 载 《欧洲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輦輯訛 参见 《美国 “长臂管辖” 对中国 “一带一路” 及海外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211923947_9994

3379， 2021年 2月 28日访问。
輦輰訛 参见霍政欣、 金博恒： 《美国长臂管辖权研究———兼论中国的因应与借鉴》， 载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肖永平文。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张家铭文。
輦輳訛 参见马忠法、 李依琳、 李想： 《美国长臂管辖制度及其应对》， 载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0年第 1期。
輦輴訛 参见沈伟：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反避税措施： 国别差异路径和全球有限合作》，载 《比较法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秦福

川、 钱鑫： 《如何应对美国的 “长臂管辖” ———美国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 载 《中国城乡金
融报》 2012年 3月 26日第 A3版。

輦輵訛 参见 《美国 〈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 译文》， 张露予译， 载周汉华主编： 《网络信息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95-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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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之内的管辖权延伸到了全球， 授予美国执法机构单方调取域外数据的权力。輦輶訛 该法案违反我国
《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 第六十六条关于在境外存储网络数据或者向境外提供网络数据的强制性
规定。 此外， 美国法院近年经常要求我国银行等企业提供与美国诉讼相关的各类文件或信息， 对拒
绝提供者科以高额罚金， 进行严厉制裁。輦輷訛 美国法院的做法直接违反我国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
四条第三款的禁止性规定。

（三） 行政执法难以防止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之侵害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輧輮訛 在司法实践中， 美国法院将 “‘阻断法’
在本国实施的程度” 作为其 “外国主权强制” 的主要考虑因素。 如果本国实践中对违反其 “阻断
法” 的行为没有进行严格执法， 并且轻易地给予相关主体事实或法律上的豁免， “外国主权强制”
的抗辩在美国法院会被削弱。輧輯訛 而 “阻断法” 执法程序的启动， 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适用主体的主
动报告 （《阻断办法》 第四条至第七条）。 履行报告义务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国务院有关
部门发布的禁令， 虽然可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必要支持， 并将禁令作为在外国法院以 “外国
主权强制” 为由进行有效抗辩的依据， 但很多时候可能仍然难以获得外国的制裁豁免，輧輰訛 因此未必
总有报告的主动性。 与此同时， 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于受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影响不
同， 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非总是一致， 面临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时会在遵守本国
“阻断法” 与接受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之间进行利益衡量。 如果违反本国 “阻断法” 的成本小于接
受外国不当域外适用的收益， 就会选择遵守外国法而非主动报告有关情况。 反之， 如果遵守 “阻断
法” 的收益大于接受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成本， 才有动力主动报告有关情况而非遵守外国法。 换
言之， 在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问题上， 难免会出现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主动报告的情况， 从
而减少了行政执法所需信息的供给， 造成依赖适用主体主动报告的行政执法缺乏充分的信息支持，
不仅降低阻断法在本国实施的程度， 而且难以有效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损害。

（四） 私益诉讼等途径不足以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私益诉讼是维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通过私益诉讼如果能够同时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就没有必要启动公益诉讼。 根据 《阻断办法》 第九条之规定， 当事人遵
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 侵害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中国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该当事人赔偿损失。 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
作出的判决、 裁定致使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 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在该判决、 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 《反外国制裁法》 第
十二条也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 组织采取的歧视性
限制措施。 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 侵害我国公民、 组织合法权益的， 我国公民、 组织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其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 这种条款被称为 “追索条款” （Clawback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刘天骄文。
輦輷訛 参见甘勇： 《论国际礼让原则在美国法院域外取证中的适用———兼论中国企业应对之道》， 载 《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0年第 6期。
輧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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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96页。
輧輯訛 参见叶研： 《欧盟 〈阻断法案〉 述评与启示》， 载 《太平洋学报》 2020年第 3期。
輧輰訛 参见李凤宁： 《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反制急先锋———法国阻断法研究及启示》， 载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20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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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确立了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损害索赔制度。輧輱訛 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的公
益诉讼 （私诉公益诉讼）， 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但私益诉讼和私诉公益
诉讼二者均难以有效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一是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私益诉讼索
赔的利己动机与保护因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受到侵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利他动机并
不一致， 难以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己动机引导至保护因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受到侵害的
公共利益的方向。輧輲訛 二是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行为主体通常都是掌握大量资源的法人， 因为诉讼
主体不适格、 诉讼能力欠缺、 诉讼地位不平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即使主
观上关心因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受到侵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客观上也难以通过私诉公益
诉讼阻断侵害行为。輧輳訛 三是外国法不当适用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影响范围广， 受到侵害的中国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人数众多， 也难以从中确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由中国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
域外适用公益诉讼 （公诉公益诉讼） 则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 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作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 在改革路径上
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改革阶段： 第一阶段是宏观改革层面的 “自上而下” 的改革， 采用 “从 ‘顶
层设计’ 到 ‘基层验证’” 的路径； 第二阶段是微观改革层面的 “自下而上” 的改革， 采用 “从
‘基层探索’ 到 ‘顶层确认’” 的路径。 两个阶段遵循着不同的改革逻辑， 承载着不同的改革使命，
但殊途同归， 均服务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一） 从 “顶层设计” 到 “基层验证”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 有的重要改革举措， 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 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輧輴訛

十八大之后重大司法改革项目均遵循这一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輧輵訛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检察公
益诉讼改革任务上， 表现为 “从 ‘顶层设计’ 到 ‘基层验证’”。 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 中央对检察公益诉讼进行顶层设计。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2015 年 5 月 5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方案》 （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 对检察公益诉讼作出顶层设计。

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 2015 年 6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5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2016 年， 最高
人民法院出台配套文件。

輧輱訛 See Harry L. Clark, “Dealing with U.S.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 and Foreign Countermeasur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0, No.1, 1999, p.62 and 82.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书， 第 11页。
輧輳訛 参见张步峰：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功能分析》， 载 《检察日报》 2015年 7月 8日第 3版。
輧輴訛 参见习近平：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5页。
輧輵訛 2014年 3月 9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 中央部署的相关改革举措， 需要制定、 修改法律或得到法律授权的， 要

加强研究、 尽快启动， 适时安排审议， 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有序进行。 参见李小健：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 在改革中完
善法治———从 “摸着石头过河” 到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载 《中国人大》 2018年第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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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检察机关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 2015年 7月起， 最高人民检察
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试点方案》 以及检察机关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台的 《实施办法》， 选
择北京、 内蒙古、 吉林、 江苏、 安徽、 福建、 山东、 湖北、 广东、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13 个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

第四步， 总结试点经验和成效， 推动相关法律修改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 全面评估改革试点的成效， 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輧輶訛

2017年 6 月 27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关于修改 〈民事诉讼法〉 和 〈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上升为法律。

第五步， 根据修改后的法律，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施行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2018 年 3 月 2 日，
“两高” 发布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 对办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 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作出规定， 为全国司法机关办
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规范依据。

（二） 从 “基层探索” 到 “顶层确认”

科学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 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輧輷訛 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以后， 需要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第一阶段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开启第二阶段的
改革进程。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等” 外新领域制度化的重要途径， 即从 “基层探索” 到 “顶层确
认”。輨輮訛 作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向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新领域拓展， 也需要经历从 “基层探索” 到 “顶层确认” 的过程。 具体而言， 也可概况为五个步骤。

第一， 鼓励各地开展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探索。 通过发文、 领导讲话等方
式， 向各地检察机关传递开展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探索的信号， 鼓励各地检
察机关进行探索。

第二， 布署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开展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试点。 根据各地检察
机关的探索实践， 在综合考量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案件数量、 检察公益诉讼 “等” 外新领域拓展情
况、 涉外检察工作成效等因素的基础上， 在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检察机关开展试点， 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地方经验并及时报告试点进度和困难。 在条件具备时将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
诉讼写入地方人大决定等地方性立法， 在建章立制上蹚出新路。

第三， 总结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的经验， 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
调， 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报告， 争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支持。 在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时， 一并或者专题报告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情况。

第四， 积极推动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入法。 积极建议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时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 具体而言， 在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或修改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方面的部门规章时， 明确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
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法律或制定法律时， 明确检察机关提起阻断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

輧輶訛 参见郑新俭： 《做好顶层设计 稳步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载 《人民检察》 2015年第 14期。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习近平文。
輨輮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的重要经验， 即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用法律来规范还不具备条件

的， 先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先行先试， 待取得经验、 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 参见刘作翔： 《论重大
改革于法有据： 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以相关数据和案例为切入点》， 载 《东方法学》 2018年第 1期。

2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６期

第五， 根据修改后的法律法规全面推开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制度。
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 “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相关案件中未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
以督促、 支持其提起诉讼； 涉及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通过提起阻断外国
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 更彻底地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更充分地营造良好的国际营商
环境， 更全面地激发知识产权创新， 更有力地维护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程序， 涵盖线索发现及其甄选、 诉前程序和
诉讼程序三个环节。 这三者在理论上是一种依次递进关系。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国法
不当域外适用案件， 只有经过检察机关依法层层筛选和过滤， 才能够最终进入检察公益诉讼程序。

（一） 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发现及其甄选

发现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前提和基础。 线索来源可以
归纳为六类： 一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线索。 二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实施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阻断办法》 和 《反外国制裁法》 过程
中发现的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线索。輨輯訛 三是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发现并向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移送的
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线索。 四是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反映的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领域的热点、 焦点
和难点线索。 五是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告、 申诉或者举报的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线索。 六
是新闻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外国法不当适用领域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輨輰訛 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
用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专业性强、 敏感度高、 国际关注度高， 发现案件线索并不必然导致检察公益诉讼
程序的启动。 在启动程序之前， 应当对案件线索进行审查， 依法调查核实违法行为、 损害后果、 相
关证据及有关情况， 确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及原因， 并视情况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确有
必要的再启动检察公益诉讼程序， 从而既强化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又严格规范行使法律监督权。

（二）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举
措， 在提起诉讼前应当履行必要的诉前程序： 第一， 相关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 但未提起私益诉讼的， 检察机关可以督促、 支持其提起诉讼。 第二， 涉及公共利益的， 应当
依法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建议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或组织提出需要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 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支持其提起公益
诉讼。 第三， 相关中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未提起私益诉讼， 或者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未
提起公益诉讼， 或者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且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 检察机关可以提起
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检察公益诉讼。 第四， 提起检察公益诉讼前， 应当视情况征求国务院有关部
门的意见， 确有必要时再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第五， 检察机关拟提起公益诉讼的， 应当依法公告， 公
告期满， 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 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
适用公益诉讼。

輨輯訛 参见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商务部令 2020 年第 4 号） 第四条、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商务部令
2021年第 1号） 第四条。

輨輰訛 参见刘艺： 《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与理论探索》，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前引輥輳訛， 最高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厅编书， 第 95-107页。

22· ·



检察公益诉讼与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The� theories�and�practices�explored� in�new� fields�other� than “etc” indicate� that� the�
scope� of�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an� open� category.� The� basis� for� procuratorial�
public�interest�litigation�explored�to�block�the�improper�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of�foreign�law�
is�that�it�seriously�infringes�China’s�public�interests�and�clearly�violates�legal�mandatory�provisions,�
but�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can’t� stop� its� infringement.� However,�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other� means� aren’t� enough� to� block� the� improper�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laws.�The�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could�solve�these�problems.�To�build�the�
system�of�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should�adopt�the�path�of “from�the�exploration�at�
the�basic�level�to�the�confirmation�at�the�top�level” under�the�premise�of “from�top-level�design�
to�basic-level�verification”.�On�this�basis,�through�the�three�links�of�clue�discovery�and�selection,�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litigation� procedures,� it� is� ensured� that� blocking� the� improper�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ealizes� the�
expected�function�of�safeguarding�public�interest.

Key Words: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Unreliable� Entity� List;� Blocking�
Regulations;�Anti-Foreign�Sanctions�Act;�Improper�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of�Foreign�Law

（三）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起诉程序

经过诉前程序， 检察机关在满足相应条件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由于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公益诉讼可能涉及经济、 外交、 司法等多个领域， 较普通的公益诉讼更加敏感和重大， 提起此类公
益诉讼应当更加审慎稳妥。 起诉前不仅要权衡是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是否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
共利益， 还要考虑相关事项是否存在重大争议， 是否会引起国际争端或产生其他不利后果等因素。
检察机关对因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 可以向人民法院
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 包括停
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六种形式， 具体提出哪些诉讼请
求， 应当根据 “阻断法” 的规定和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或者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作
出的判决、 裁定造成的损害以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确定。

作为中国版 “阻断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阻断办法》 和 《反外国制裁
法》 的出台逐步建构和丰富了我国 “阻断法” 体系。 “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 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
行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輨輱訛 中国版 “阻断法” 效力的发挥， 有赖于得到切实有力的执行。 检察机
关提起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公益诉讼， 是确保 “阻断法” 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检察举措， 必
将为有效阻断外国法不当域外适用， 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充分保护中国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提供有力的检察保障。

輨輱訛 参见习近平：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载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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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转型

叶小琴 王肃之 赵忠东 *

内容提要： 数据是个人信息的载体， 大数据、 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叠加效应使两
者界限日益模糊化。 目前对各类法律中公民个人信息广义可识别性标准的理解， 仍囿于信
息分级清单的点对点匹配方式， 强调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虽
应坚守， 但是应明确其相对性。 个人信息的性质不仅取决于数据类型， 也与数据挖掘的应
用场景高度相关， 建议行政执法和司法层面对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标准的适用引入场景
化思维， 实现从静态到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转型。 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以行为人控
制的个人数据文件作为判断资料， 并以行为人掌握的数据资源与利用能力作为数据场景，
完成公民个人信息关联程度的认定， 从而实现法律与技术规则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 动态可识别性 叠加效应 场景化思维 规则融合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3

*叶小琴，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肃之，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赵忠东，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系司法部国
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基于动态可识别性的公民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范围研究” （项目编号： 18SFB2017） 和 2018 年
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 “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风险评估与防控的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 GD18XFX12） 的阶
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大数据、 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叠加效应使信息与数据之间、 个人权利与公共空间之间
的边界日益模糊化。 流动于光纤中的 “0” 与 “1” 不再仅具有描述事实的意义， 更成为关于个人的
具体信息表达。 信息、 数据、 节点的交互在推动公民个人生活实现信息化、 智能化的同时， 也难以
避免地导致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成为具有时代性和标志性的社会治理命题。

2016 年以来我国法律构建了以可识别性为中心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体系。 2016 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以下简称 《网络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第 （五） 项即基于可识别性规定： “个
人信息， 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
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 电话号
码等”。 后续相关法律文件也延续了前述思路。 如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一
条、 2018 年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以下简称 《个人
信息安全规范》） 第 3.1条也依据可识别性界定个人信息。 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
简称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个人生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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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住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健康信息和行踪信息等属于个人信息， 实际上仍然根据对信息
主体的身份识别程度列举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 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四条也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
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但是， 仅仅根据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贯彻现行法律确立的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标准， 有时
无法圆满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 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是指根据法律、 国家标准及司法解释分
级列举的敏感信息及普通信息等各层次个人信息表现形式清单， 对个人数据采取点对点匹配方式进
行认定。 然而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对号入座” 式认定标准实施未久即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困境。
在理论层面， 有观点认为， 这一模式可能导致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虚无化和象征化。 根据 《侵犯个
人信息解释》 第一条和第五条， 对个人身份认证信息要求可识别性， 但对 “住宿信息、 通信记录、
健康生理信息、 交易信息等” 可能影响人身、 财产安全的个人信息似乎只要求 “反映特定自然人活
动情况”， 而没有直接规定可识别性的要求。 所以，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可能被理解为对公民个人
信息采取二元认定标准从而突破可识别性界限。 在实践层面， 某些特定类型个人信息的判断也面临
难题。 例如， 部分关联信息如 QQ 号等账号密码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成为争议焦点。① 再如， 公开信息
如企业登记信息中的自然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难以把握。 在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
被告人李某利用特定软件收集互联网中包含自然人姓名及联系方式的企业信息并出售给他人。 一审
判决李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二审以法律适用错误裁定发回重审。② 又
如， 个人的行动信息能否按照静态可识别性认定也不清晰。 如吴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 被告人
吴某通过雇佣私家侦探， 采取安装 GPS 定位器、 驾车尾随、 摄像偷拍等方式， 非法获取多名审判人
员的活动情况信息， 法院对此判处吴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告人对此异议极大。③

前述理论与实务难题引出了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认定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其一， 可识别性是
否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唯一认定标准？ 其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呈现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 仅列
举某种类型数据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是否需要调整？ 由此， 基于智慧社会的
信息流动属性， 以及数据的筛选与比对不仅取决于数据类型， 应用场景也日益成为关键因素， 因
此， 从动态视角修正个人信息的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需求。

二、 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坚守与相对性

虽然可识别性的判断并非易事， 但长久以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概念建构是以可识别性为前
提的， 可识别性作为信息个人化的实质要件仍然具有基础性意义。 不能因为可识别性标准认定的具
体适用难题， 而在解释论层面 “软化” 或 “虚化” 可识别性标准。

（一） 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法律地位

个人信息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与一般的信息不同， 当 “信息” 的表述之前加以 “个人” 的限
定， 则形成了独特的信息类型， 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关键在于该信息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可识别性。“所谓
‘可识别性’， 就是指个人数据信息与其主体存在某一客观确定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基于这些数据能

① 参见王文韬、 沈庆： 《QQ号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之探讨》， 载 《江苏法制报》 2018年 6月 7日第 C版。
② 参见吴心斌、 温锦资：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例外》， 载 《人民法院报》 2018年 6月 21日第 7版。
③ 参见彭新林： 《筑牢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防线》， 载 《人民法院报》 2018年 7月 18日第 2版。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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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充分确定地识别个人。”④ 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也为各国立法所普遍认可。 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使用了 “个人数据” “个人资料” “个人信息” 等不同的概念， 但是可识别性无一例外是其核心特征。

第一， “个人数据” 是欧盟和德国立法采用的概念。 欧盟 《基本数据保护条例》 第 4 条将个人
数据界定为识别或可识别自然人 （数据主体） 的任何有关信息。 根据德国 《联邦数据保护法》 第 46
条第 1款， 个人数据是指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数据主体） 有关的任何信息。

第二， “个人资料” 是我国台湾地区 “个人资料保护法” 使用的概念。 根据 “个人资料保护法”
第二条， 个人资料 “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护照号码、 特征、 指
纹、 婚姻、 家庭、 教育、 职业、 病历、 医疗、 基因、 性生活、 健康检查、 犯罪前科、 联络方式、 财
务情况、 社会活动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数据。”

第三， “个人信息” 是日本和我国大陆地区有关立法使用的概念。 日本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2
条规定： “个人信息是指有生命的自然人的相关信息， 该信息包括姓名、 生辰年月以及其他可以识
别特定个人的记录信息 （也包括可以和其他信息对照从而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 我国 《人个信息
保护法》 第四条也从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角度界定个人信息。

综上， 各国和地区个人信息立法形成了两种规制模式， 即德国为代表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模式和
我国为代表的以信息为中心的模式。⑤ 不同法律规制模式及其理论范式影响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
行为类型， 但是无论各国采取何种模式， 立法中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均采取可识别性作为标准。 这
样的规定有其合理性， 因为只有能够识别个人才能够和公民相关联， 从而构成法律对其权益进行保
护的基础和依据。 否则， 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无法与个人产生关联， 至多从财产层面进行评价， 而
无法从人身层面进行关联。 可识别性作为公民个人信息最核心、 最重要的特征与要件已经成为共识。

可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根本区别。 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在不同范畴讨论的法
律问题， 二者的指称范围并不完全一致。 “隐私与信息总体上应该是有区别的。”⑥ “个人信息是对信
息本身的识别性和指向性进行的判断， 能够识别为具体个人或者指向具体个人的是个人信息； 而隐
私则是对私人领域侵入程度的判断。”⑦ 基于此， 个人信息需要具备可识别性， 个人隐私则无需具备
可识别性， 后者需要具备的是隐秘性 （私密性）。 “有的个人隐私属于个人信息， 而有的个人隐私则
不属于个人信息。”⑧ 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人格权， 主要通过私法保护， 个人信息具有公法与私法的
双重属性， 需要通过行政介入的程度较高， 属于特别的领域立法。⑨ 所以， 可识别性与私密性可能共
存， 也可能不共存， 因此导致在范围上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具有一定重合性， 不具有可识别性的个
人隐私不属于个人信息法律的保护范畴。

（二） 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相对性

可识别性虽然成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要件， 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并不具有绝对性， 难
以通过直接明确的概括或列举界定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 这种相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譼訛 Philip Coppel, Information Rights： Law and Practice,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p.144.
譽訛 参见王肃之： 《我国网络犯罪规范模式的理论形塑———基于信息中心与数据中心的范式比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 年第

11期。
譾訛 李永军： 《论 〈民法总则〉 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 “二元制” 保护及请求权基础》， 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年第 3期。
譿訛 谢远扬： 《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8页。
讀訛 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3期。
讁訛 参见王利民： 《和而不同： 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和适用》，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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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可识别类型的相对性。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于个人信息相关概念的界定无不基
于可识别性作出直接和间接两个类型的划分。 “识别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 直接识别是指通过
直接确认本人身份的个人信息来识别， 比如身份证号码、 基因等； 间接识别是指现有信息虽然不能
直接确认当事人的身份， 但借助其他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仍可以确定当事人的身份。”⑩

二元类型划分是信息法理论和各国立法所普遍认可的方式， “其划分的意义和目的在于， 对可直接
识别的个人数据信息的侵害后果一般而言比对可间接识别的个人数据信息的侵害后果更为严重”。輥輯訛

认可间接的可识别性， 其实也就意味着承认可识别性的相对性。 直接的可识别性强调单独识别， 间
接的可识别性强调结合识别。 结合识别的情况下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方能完成识别， 而无法凭借某
一信息单独识别， 从而在实质上放宽了对于可识别性的要求。

第二， 可识别界限的相对性。 对于个人而言， 可识别信息与不可识别信息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有国外学者将个人信息具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 直接识别身份信息； 第二类， 间接可识别信息；
第三类， 不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輥輰訛 其中 “第三类” 信息不应作为类型划分之一， 如果不具有可识别
性则难以作为适格的个人信息， 但是其启示在于延展个人信息的潜在范围。 事实上， 大量的信息也
与公民个人潜在相关， 从不可识别个人的信息到可识别个人的信息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谓
的匿名的位置数据， 在与其他类型的信息结合时可能导致 ‘再识别’ 或者 ‘去匿名化’ 的情形并被
用来唯一地识别个人。”輥輱訛 由此， 个人信息的可识别界限也不具有绝对性， 而具有相对性。

第三， 可识别种类的相对性。 有学者直接列举个人信息的具体种类， 如认为 “与个人相关的信
息其实范围很广， 可以包括： （1） 个人身份信息， 包括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居住地址、 证件号
码、 电话号码、 受教育程度、 工作经历、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 指纹、 血型、 遗传特征等， 而指
纹、 血型、 遗传特征等又可称为个人的生物属性； （2） 个人金融信息， 包括个人财产状况、 个人信
用状况等； （3） 个人家庭基本情况， 包括父母、 配偶、 子女的基本情况等； （4） 个人动态行为， 包
括个人行踪、 购物记录、 通讯记录等； （5） 个人观点以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輥輲訛 也有观点
认为， “公民个人信息不仅包括能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静态信息， 还包括能够体现公民行踪的动态
信息， 如宾旅馆住宿信息和机场登机、 到达信息等”。輥輳訛 但是无论如何进行种类划分， 无不带有
“等” 字的表述， 意指列举的不完全， 其原因在于难以通过静态识别性模式确定个人信息的完整种
类。 总之， 个人信息的种类处于时刻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仅能作出同类意义上的有限归纳， 而非完
全归纳。

三、 公民个人信息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提倡

由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具有相对性， 使得追求确定性、 固定化的静态认定模式面临信息
处理行为的动态性和多样性时， 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 注意到公民个

輥輮訛 齐爱民： 《信息法原论： 信息法的产生与体系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56页。
輥輯訛 蒋坡： 《个人数据信息的法律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7页。
輥輰訛 Paul M. Schwartz & Daniel J. Solove, Reconci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alifornia Law

Review,102 （2014）, p.905.
輥輱訛 S. Bu-Pasha, Anette Alén-Savikko & J. M覿kinen, et al, EU Law Perspectives on Location Data Privacy in Smartphones and Informed

Consent for Transparency,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Review, 2（2016）, p.318.
輥輲訛 吴苌弘： 《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9页。
輥輳訛 侵犯公民人格权犯罪问题课题组：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 载 《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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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处理的动态性， 第四条规定 “人个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传
输、 提供、 公开、 删除等”。 这实际是采取广义的信息处理概念， 除了加工、 删除等狭义的信息处
理行为外， 还包括收集、 存储这类信息收集行为， 以及 “使用、 传输、 提供、 公开” 这类侧重利用
信息的行为。 广义的信息处理概念有利于建立周延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体系， 因为面对信息处
理流程的动态性以及信息处理具体操作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狭义的概念不足以充分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 但是， 当前的研究仍未能从实质上基于可识别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全面的、 动态的
考察。 现实中， 仅仅采取静态可识别性模式不能适应大数据技术及产业的迅猛发展， 应实现从静态
到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转型。 所谓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意味着放弃从社会平均人角度的事
后判断方法， 而从行为人角度结合事中的个人数据应用技术场景， 从而实时判断个人数据是否具有
广义可识别性。 具体而言， 应从以下四个维度理解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第一， 实现个人信息识别化与去识别化的动态转换。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二条明确将 “经
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 数据排除在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外，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第二条也规定个人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可见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关注大数
据技术的发展， 对去识别化进行严格限定并将其作为信息自由的前提条件。 不过， 认定可识别性标
准时应进一步全面贯彻价值结合技术的综合判断标准， 因为个人数据处于识别化与去识别化的动态
转换过程之中。 有学者提出个人信息去识别化是去除个人信息数据中可识别性的过程， 去识别信息
仍然具有人格权及衍生的财产法益， 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范围， 个人信息去识别行为中的中
立业务性质行为与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可作为出罪事由。輥輴訛 前述观点的单一价值判断标准可能造成具
体案件裁量的难题， 对于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判断应采纳价值与技术的综合标准， 动态分析信息的
可识别性。

第二， 实现个人信息可复原性的动态判断。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从技术标准角度区分匿名化
与去标识化两种情形， 第 3.13 条规定匿名化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 使得个人信息主体无法
被识别， 且处理后的信息不能被复原的过程， 个人信息经匿名化处理后所得的信息不属于个人信
息； 第 3.14 条规定去标识化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 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 无法
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过程； 去标识化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 保留了个体颗粒度， 采用假名、 加密、
哈希函数等技术手段替代对个人信息的标识。 因此， 从技术标准角度理解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
二条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四条公民个人信息的例外规定， 其具体指的是匿名化个人信息， 这类
信息不视为个人信息的标准是从技术层面 “不能复原”。

但是， 个人信息能否复原并非抽象性概念判断的结果， 而应当结合个人信息控制者的技术资源
以及数据利用能力具体分析。 同时， 去标识化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 则取决于个人信息控制者是
否已经掌握或者将掌握额外信息。 因此， 以可识别性为标准， 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分为 （个人） 数据
与个人信息两部分， 匿名化、 去标识化与重新识别技术的出现， 使 （个人） 数据与个人信息间的频
繁转换成为可能。 从认定可识别性的资料范围来看， 行为人所掌握的个人相关信息呈现不断变化的
过程， 而判断资料的丰富程度是判断资料与特定自然人是否关联的核心要素。 因此， 在技术手段的
催化下具备识别可能性的 （个人） 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可能转化为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也能经过
脱敏处理切断与个人的联系而成为 （个人） 数据。 对于可识别性的认定应当从静态横截面式向动态
场景式认定模式转变， 关注认定可识别性的判断资料范围和行为人所掌握的技术手段。

輥輴訛 参见张勇： 《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刑法应对》，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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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识别和阐释动态信息。 动态信息的典型类型为个人行动信息， 即与个人行动相关的
信息。 需要明确的是， 个人的行动信息既包括现实空间中个人行动的信息， 也包括网络空间中个人
行动的信息。 一方面， 现实空间中个人行动的信息需要被正确认识。 在大数据环境下， 物联网的发
展推动世界互联、 万物互联， 个人在现实空间中的行动也会被形成数字化的文字、 图像、 音频或视
频， 这些记录也成为个人信息的一部分。 比如， 基于手机 GPS 定位所获取的个人行踪信息就是典型
适例， 其全面反映了个人的行动内容。 另一方面， 网络空间个人的行动信息也同样重要， 其典型适
例就是基于用户身份信息 （cookies） 记录的个人使用痕迹。 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人的习
惯和癖好， 一般被利用后很容易针对个人施加特定的影响， 因而也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侵
犯的重要信息类型。

总之， 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网络空间中个人的行动信息， 其都必须与个人相联系， 纯粹机械
的、 非人为机器运动或者电脑操作的动作并不能成为个人行动信息。 如果按照静态可识别性模式，
将个人行动信息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存在实质障碍， 因为其足迹、 痕迹处于时刻变化中， 难以固定
成为个人信息。 如果采取动态可识别性模式进行认定， 则可当然地纳入公民个人信息范围， 问题迎
刃而解。

第四， 推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的动态协调。 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分为未公开以及公开的公民
个人信息， 而未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就包括隐私信息， 因此公民个人信息在外延上包括一部分隐私
信息。 总之，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交叉内容是隐私信息， 隐私信息既是隐私权保护对象， 又属于公
民个人信息特殊类型， 是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重点。 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特别保护与大数据时代隐
私危机的时代背景相关。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民法学者形成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相界
分， 以及重构隐私侵权规则两种观点。 前者主张法律上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对象之间的交叉并不
妨碍确立个人信息权作为具体人格权， 因为隐私权主要是一种精神性人格权利， 个人信息权则是集
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为一体的综合性权利， 财产利益日益凸显。輥輵訛 后者主张采取隐私权保护而非个
人信息保护为基点的路线， 采取形式性隐私权定义加实质判断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判断隐私利益。 目
前有关个人信息民事侵权诉讼的案例极少， 基本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和律师推动的。 其请求权的
基础通常包括隐私权与一般人格权两类， 一般人格权属于精神性权利， 通常难以得到法官支持， 而
隐私权的权利边界具有模糊性， 绝大部分案件当事人败诉， 胜诉的当事人所获得的也只是侵权人的
赔礼道歉。 因此， 民事立法方向是明确个人信息法律性质是法益还是权利， 民事司法的方向则是扩
大隐私权的边界。輥輶訛 虽然， 2021 年施行的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对隐私个人信息确立了隐私
权优先保护的原则， 但是， 《民法典》 隐私权法律概念中 “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和个
人信息概念中 “住址、 行踪信息” 之间的关系， 以及区分标准、 保护方式， 仍是悬而未决的法律
难题。

综上， 我国各类政府机关、 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化和网络化管理日益加强，
基于动态可识别性模式推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隐私信息具有个
人信息的可识别性， 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 隐私信息具有个人隐私的私密性， 一
些内容又不具有完全的公开性。 采取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不仅由于可识别性的要求明确可能不利
于隐私信息的周延保护， 也可能由于个人隐私的非公开化导致请求权基础缺失。 反之， 通过动态可

輥輵訛 参见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 载 《现代法学》 2013年第 4期。
輥輶訛 参见徐明：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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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性模式则可进行适当的协调与兼容。

四、 公民个人信息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适用

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实务的难点在于， 采取静态可识别性模式适用相关法律认定侵犯个人信
息权益行为、 个人信息相关违法行为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 简单的信息类型列举方法往往
“挂一漏万”， 因为特定类型数据是否具有可识别性其实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价值判断。 2020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十三条规定， 应结合电子数据生成、
存储、 传输时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硬件、 软件环境， 以及提取方法等因素认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这实质上是强调应结合数据形成时的应用场景判断数据的法律性质。 因此， 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中
也应当转变思路， 采取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适用该模式时仍采取与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实时活
动轨迹相关的广义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 只是不再简单根据事先基于社会平均人角度列举的公民
个人信息类型运用 “对号入座式” 认定方法， 而是从行为人角度结合数据的应用场景， 将数据置于
识别过程中具体判断其可识别性。

（一） 核心标准： 公民个人信息关联程度的认定

采取公民个人信息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最核心的是为基于信息关联程度确立动态标准。
第一， 应基于个案区分获取的信息属于公开信息还是隐私信息， 然后进一步认定行为性质。 前

述吴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 吴某通过偷拍、 跟踪方式获取的信息属于与特定自然人实时行动轨
迹具有相关性的隐私信息， 满足广义可识别性的标准， 而且获取信息的方式非法， 符合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 不过并不能由此得出公民的任何行动轨迹都属于个人信息的裁判规则。 一方
面， 非实时的公民行动轨迹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例如公民已经离店的酒店住宿信息， 公民已
经结束行程的火车票、 飞机票、 汽车票、 地铁票等信息， 与住宿或乘坐交通工具的应用场景相分离
时不能与特定自然人相联系， 则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另一方面， 公民合法获取行动轨迹的不属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例如， 在公共场所、 发生违法犯罪事件的现场等场合， 除非法律明文禁
止， 否则公民有权通过拍照、 录音或录像方式获取行动轨迹等资料， 此时公民再结合可供查询的文
字或音视频等资料， 通过数据挖掘方式发现线索并锁定相关行为人身份， 通过公开个人信息等方式
行使监督权， 则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第二， 对于处理网络公开数据的行为， 则需要结合主观明知与信息处理程度进行动态综合分
析。 对于公众可查询的公开信息， 普通公民都属于合法的个人信息控制者， 此时法律价值判断的着
眼点在于考察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信息用途是否合法， 单纯的收集、 整理、 持有信息行为并不违法。
根据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五条， 提供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为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
可能将个人信息用于犯罪， 此时成立犯罪没有个人信息数量的要求。 前述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中， 二审法院认定企业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为经营所需而公开的企业信息， 即使包含了个人姓
名、 联系方式， 亦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原审认定该类信息属公民个人信息有误。 我
们赞同二审法院的结论， 但不赞成理由。 因为， 企业登记信息的公开范围是全体公民， 公民之间的
中立提供行为并没有侵犯企业相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相关权益， 不构成犯罪。 同时个人信息兼具财
产权性质， 本身具有可交易性， 李某本人从企业登记信息中收集及整理企业法人的个人信息， 提供
给他人获取酬劳也是合法的。 但是， 如果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 行为人明知他人可能将个人信息
用于犯罪而提供收集的公开个人信息时， 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因此， 李某的行为实际与直接用户画像行为类似， 属于数据挖掘行为， 行为性质的认定不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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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类型而取决于数据的应用场景。 数据挖掘是基于信息与数据的区分而形成的概念， 这一区分
也指示出数据挖掘的目的是获取信息。輥輷訛 根据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第 3.7 条规定， 用户画像是指通
过收集、 汇聚、 分析个人信息， 对某特定自然人个人特征， 如其职业、 经济、 健康、 教育、 个人喜
好、 信用、 行为等方面做出分析或预测， 形成其个人特征模型的过程； 根据画像的信息是源于特定
自然人还是第三方， 分为直接用户画像与间接用户画像。 李某的行为属于间接用户画像， 具有合法
性。 因为企业主动公开包括法人身份信息在内的各项信息， 其本质是将全体公民作为企业潜在客
户， 公民可以任意查询， 所以李某是合法的个人信息控制者。 李某收集的信息本身已经具有身份指
向性， 此时判断行为性质应该从目的以及处理程度两方面分析。 目的是分析李某是否明知他人可能
将信息用于犯罪而仍然提供， 处理程度是考察李某是否利用技术手段再收集整合相关自然人的其他
信息， 从而形成包括敏感信息的个人画像。 如果对前述两个问题均能做肯定回答， 则李某的行为超
出了合法利用范畴， 涉嫌公民个人信息侵权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至于其他案件中行为人非法
提供的个人信息达到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五条的数量标准时， 则依照规定认定和处理即可。

（二） 数据场景： 行为人掌握的数据资源与利用能力

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适用不仅强调对于信息关联程度的动态认定， 也需要强调结合数据场
景进行动态判断。

第一， 可识别性判断是一种结合识别成本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动态合理性判断。 大数据的关联分
析以及算法的更新升级使得保持数据匿名化极为困难， 因此理论上并不存在完全不具有识别可能的
个人信息。 故而， 确定信息是否符合可识别标准时应当充分考虑技术场景， 将行为人掌握的技术资
源以及实现再识别所需的技术难度、 经济及时间等成本等考虑在内。

第二， 对于可复原的去标识化信息， 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掌握的技术资源与数据利用能力， 以
及复原可识别性的成本等， 动态判断可识别性。 匿名化处理的功能和价值已经极大消减， 但依然是
现今最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手段。 从技术判断角度分析， 广义的匿名化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复
原的匿名化即去标识化， 如使用双向加密等再识别化技术使得信息具有重新识别性； 另一类是不可
复原的匿名化， 如使用单项加密技术后， 该种匿名化不具备重新识别化的可能性。 不可复原的匿名
化不适用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但是对于可复原的匿名化， 则应当充分考虑技术场景。 因此， 不能将
《侵犯个人信息解释》 第三条规定的 “不能复原的” 简单等同于概念层面不可复原的匿名化， 大数
据、 算法和云计算的发展使得完全不能再识别化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不能复原只是相对性判
断。 司法裁量的过程不能单纯依据能否复原的简单化实体标准进行静态判断， 而应当制定认定个人
信息的程序判断机制， 结合行为人所掌握的技术资源及数据利用能力， 并根据再识别的难度、 成
本、 时间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估。

（三） 判断资料： 行为人控制的个人数据文件

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适用还应强调依据行为人控制的个人数据文件进行判断， 而非进行信
息的孤立认定。

第一， 行为人控制的个人数据文件决定可识别性的判断资料。 个人数据文件是存储于电脑、 云
端、 纸张等媒介的个人资料集合， 认定可识别性的资料必须是行为人控制或者具有控制可能性的公
民个人数据， 尤其是行为人即将占有的其他信息， 避免其以拆分信息方式规避可识别性标准。 因

輥輷訛 参见裴炜： 《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冲突及其调和》， 载 《法学研究》 201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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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技术层面存在去识别化与重新识别的转化过程， 可识别性不是静态横截面式的孤立认定。 扩大
或者缩小行为人掌握的个人数据文件范围都会导致可识别性认定的差错。

第二， 确立个人信息可识别性认定时间节点的规则至关重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在系统
内存储、 更新的速率极为快捷， 认定可识别性判断资料的过程本身也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 应
参考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
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取证规则， 以案发后提取涉案系统数据的时间为基准， 将系统内实时数
据作为主要判断资料， 同时将行为人依据系统运行规则获取的数据作为辅助判断资料。 例如， 对于
QQ 号这类部分关联信息的可识别性判断是个别化判断， 并不能采纳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应结合
行为人掌握的其他信息、 QQ 号与特定自然人身份的关联程度综合判断。

第三， 对间接识别或部分关联信息应限制解释。 可识别性是指根据公民个人信息的内容， 经过
判断可以确定信息主体。輦輮訛 直接识别信息可以单独直接确认信息主体， 间接识别信息因仅与自然人
具备部分关联性而难以认定具体范围。 有观点认为， 间接识别个人信息是指不能单独识别本人， 但
与其他资料相结合才能识别本人的资料， 例如性别、 爱好。輦輯訛 还有观点则认为， 部分关联信息可以
从信息本身的重要程度、 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 行为人主观目的三个方面判断其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 的范围。輦輰訛 第一种观点对间接识别个人信息性质的理解是妥当的， 不过没有给出部
分关联信息的可识别性认定标准。 第二种观点主张的标准过于模糊而且仍然囿于静态模式， 可能导
致对间接识别个人信息的理解过于宽泛， 将架空可识别性对于个人信息的限制功能。 因此， 可以在
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 采取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分析部分关联信息， 综合 “识别公民身份客观上
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 和 “行为人可能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 合理限定间接识别个人信
息的范围。

总之， 从动态可识别性角度分析， 应注重信息聚集的可识别性， 由此整体具有可识别性的结构
化或非结构化个人数据集合均属于个人信息范畴。 直接识别与间接识别是在具备可识别性前提下的
具体分类， 二者的区别在于识别方式与认定可识别性的资料。 直接识别是单独识别， 间接识别属于
集成式识别。 认定直接识别依据信息本身， 而认定间接识别信息则需对行为人控制或者可能控制的
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整体评价。 因此， 必须摒弃间接识别是一种识别可能性的观点， 对部分关联信息
整体判断数据集合的可识别性。 普通的账号密码、 消费记录、 性别或者爱好等个人数据聚合并能够
识别个人身份时， 刑法才保护该数据集合。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应实现公民、 个人信息控制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明确个人信息
合理使用限度至关重要。 然而， 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为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事先
设定的静态的固定标准面临困境， 因为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性质随信息控制者以及技术场景的不同
而呈动态变化态势。 采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静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进而使用广义可识别性标准很可
能异化为 “相关性” 标准， 也可能造成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泛化和司法犯罪化范围的扩张， 最终动
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 因此， 应当推动公民个人信息认定模式的转型。

輦輮訛 参见孙毅、 郎庆斌、 杨莉： 《个人信息安全》，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0页。
輦輯訛 参见齐爱民： 《论个人资料》， 载 《法学》 2003年第 8期。
輦輰訛 参见喻海松：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态势与争议焦点探析》， 载 《法律适用》 2018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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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Data� is� the� carri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of�big�data,�cloud�computing�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makes�the�boundary�
between�the� two�increasingly�blurred.�At�present,� the�understanding�of� the�gener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citizens’personal� information� in� various� laws�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point-to-point�
matching�mode� of�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list,� which� emphasizes� the� identification� mode� of�
static�identifying.�Although�the�identification�of�citizens’personal�information�should�be�adhered�
to,� its�relativity�should�be�clarified.�The�nature�of�personal� information�not�only�depends�on� the�
types�of�data,�but�also�highly�relates�to�the�application�scenarios�of�data�mining.�It�is�suggested�that�
the�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and�judicial�level�should�introduce�scenario�thinking�into�the�
application� of�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from�static�to�dynamic�identification�mode.�The�dynamic�identification�mode�takes�
the�personal�data�file�controlled�by�the�actor�as�the�judgment�data,�and�takes�the�data�resources�and�
utilization� ability�mastered� by� the� actor� as� the� data� scene� to� comple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degree�of� citizens’personal� inform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deep� integration�of� law�
and�technical�rules.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itizens;� Dynamic� Identification;� Superposition� Effect;�
Scene�Thinking;�Rule�Fusion

因此， 应充分认识到可识别性的相对性， 对公开信息及部分关联信息等引入场景理论， 基于动
态视角适用法律规定的广义可识别性标准。 场景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动态视角界定个人信息的合理
使用控制， 以便将利益衡量细化到具体场景中。 个人信息处理是否合理取决于引发的风险是否符合
用户的合理预期， 这种合理预期与信息主体的接受程度和敏感程度相关， 而影响用户接受程度和敏
感程度继而影响合理预期的因素即为技术场景。輦輱訛 总之， 建议采取动态可识别性认定模式， 综合考
虑行为人控制的个人数据文件以及数据利用能力条件， 具体判断个人数据应用场景中是否存在需要
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輦輱訛 参见项金桥： 《个人信息权权益特征及其利益平衡》， 载 《学习与实践》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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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声明问题研究

刘 强 *

内容提要： 在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 专利权人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公开性、
公共性、 自愿性、 法定性和稳定性等特点。 关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主要是该声明属于要约抑或要约邀请的问题。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要约属性可以从节约协
商谈判、 监督执行、 制度运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角度进行证成。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构成要
约需要具备明确专利权人许可意愿、 明确专利开放许可条件等方面的要件， 专利权人也放
弃了部分监督许可合同执行的权利。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属于要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专
利权人、 被许可人或者双方当事人带来困难， 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回应。 专利开放许可合
同属于实践性合同，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对抗其他类型专利许可的效力。 撤回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的效力应受到限制，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合同条款可遵循格式条款规则予以解释。
关键词： 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 要约 交易成本 实践性合同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4

*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21BFX199）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相关” 的表格。 资料来源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187/index.html.
2021年 10月 15日访问。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建立对完善专利许可制度体系、 减少专利许可交易成本和促进专利许
可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 也是该制度实施中
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以下简称 《专利法》） 第四次修
改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规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相应制度规则， 也较为符合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运行的现实要求。 有必要在解读我国相关规则特色的基础上，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问题进行分析，
从而充分发挥其规则优势。

一、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特点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是指专利权人为进行专利开放许可，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并进行公告的关
于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专利的法律文件。 《专利法》 第五十条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发布及
其撤回作出了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和 《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的
模板表格。譹訛 2021 年 8 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 《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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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公布及撤回等事项的审查标准。譺訛 由专利权人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是专
利开放许可成立的基础性条件， 也是被许可人获得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的前提。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 公开性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公开性特点。 专利自愿许可合同一般属于当事人的商业秘密而不予以公
开， 因此社会公众难以获取相关的交易条件等信息。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以后， 包括潜在被许
可人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均能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渠道查阅到相关信息。 前述 《专利审查指
南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规定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应写明专利号、 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专
利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标准、 专利许可期限等事项。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信息，
则包括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专利公布号、 专利分类号、 专利权人等专利权基本信息， 以及专利
开放许可发布日等许可信息。譻訛 有学者认为， “该信息覆盖了全社会任意一个潜在的被许可人， ……
提供了全面而完备的专利信息，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专利交易信息的传播与共享”。譼訛 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的受众是所有公众， 不受特定群体身份的限制， 也能够克服传统上专利许可形成机制主体范
围较小的问题。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公开性有利于解决专利许可形成机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
阻碍专利许可有效达成和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譽訛 有学者认为，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能够起到促进专利实施的作用”。譾訛 一方面， 专利权人通过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明确地作出愿意授予专利许可的意思表示， 为被许可人获得专利许可提供了权利人许可意愿
方面的信息。 部分专利权属于防御型专利， 专利权人并不具有授予专利许可的意愿， 潜在被许可人
耗费资源就此类专利与专利权人协商谈判可能会无谓地支出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 专利权人在专利
开放许可声明中对许可费等条件的公布， 有助于克服交易条件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譿訛 在专利许可
谈判中， 被许可人对专利权人期望收取的专利许可费难以掌握， 在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专利开
放许可声明对专利许可费标准的记载和发布， 使潜在被许可人在此方面不再处于不利地位。

（二） 公共性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公共性的特点。 一方面，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对象具有公众性。 由于
专利开放许可具有公开性， 因此所有社会公众均可以成为潜在被许可人并通过法定程序获得专利实
施权。 有学者认为，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功能在于向社会公众表示专利权人愿意将专利许可给不
特定民事主体实施或愿意接受潜在被许可方的要约”。讀訛 在专利自愿许可中， 被许可人和许可专利对
象的公共性是较弱的。 并且， 由于主要采用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个别谈判协商的交易模式， 因此交

譺訛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关于就 〈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资料来源 https://
www.cnipa.gov.cn/art/2021/8/3/art_75_166474.html. 2021年 10月 16日访问。

譻訛 参见英国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信息 。 资料来源 https://www.ipo.gov.uk/p -dl -licenceofright?lastResult =
100&perPage=100&filter=&sort=LOR+Start+Date#starttabs. 2021年 10月 15日访问。

譼訛 刘恒、 张炳生： 《论我国构建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基于我国专利制度运行现状分析》， 载 《科技与法律》 2019 年
第 1期。

譽訛 参见陈扬跃、 马正平：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主要内容与价值取向》， 载 《知识产权》 2020年第 12期。
譾訛 易继明： 《专利法的转型： 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评 〈专利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 第 8 章及修改条文建议》， 载 《法学

杂志》 2017年第 7期。
譿訛 参见刘强： 《专利开放许可费认定问题研究》， 载 《知识产权》 2021年第 7期。
讀訛 刘琳、 詹映： 《论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背景下的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载 《创新科技》 2020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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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参见刘运华、 曾闻： 《国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方法对中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设计的启示》， 载 《中国科技论坛》 2019
年第 12期。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輥輯訛 参见冯晓青： 《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 载 《知识产权》 2007年第 3期。
輥輰訛 参见刘强： 《法律拟制、 机会主义行为与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载 《西部法学评论》 2015年第 5期。
輥輱訛 参见刘建翠： 《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应用及企业相关策略》，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20年第 11期。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輥輳訛 参见前引讀訛， 刘琳、 詹映文。
輥輴訛 参见郭伟亭、 吴广海： 《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研究———兼评我国 〈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 载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19年第 4期。
輥輵訛 参见文希凯： 《当然许可制度与促进专利技术运用》， 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专利法研究 （2011）》，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227-238页。
輥輶訛 参见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 《十二国专利法》，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561页。

易成本是比较高的。讁訛 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对许可费等交易条件的公布， 相当于利用合同
法律制度中制定格式条款的交易模式， 能够减少谈判次数并提高谈判效率， 有利于避免多次谈判需
要耗费较高交易成本的缺陷。輥輮訛 与此同时， 社会公众能够较为充分地了解专利开放许可信息， 对促进
技术市场的有效竞争也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的目的具有公共性。 专利自愿许可协议的谈判和履行主要是
为实现当事人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 私人性和私利性较强。 但是， 专利也具有非消耗性和非竞争性
的公共产品特点，輥輯訛 由单个或者少数主体进行实施， 可能面临实施能力不足、 商业模式受限、 市场信
息不对称、 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等因素带来的阻碍， 难以实现专利实施规模的最大化和效益的最优
化。輥輰訛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向不特定对象颁发专利许可的承诺， 因此实施该专利技术的主
体范围可能是较为广泛的， 能够较好地推进专利技术在全社会进行较为自由的实施和传播， 有利于
通过专利技术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促进。輥輱訛 专利许可的公共性问题由来已久， 在传统的专利自愿许可模
式难以克服缺陷、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不足的情况下，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可以弥补现有专利许可
机制的不足和缺失。

（三） 自愿性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自愿性的特点。 基于对专利开放许可费的认定依循 “意定优先、 法定保
障” 的原则，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特点是专利开放许可费兼具意定性和法定性的重要基础。輥輲訛

根据 《专利法》 第五十条第一款， 专利权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并通过其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的决定是在其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輥輳訛《专利法》 并未允许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而强制性地发布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 前述 《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将 “自愿原则” 作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审查的首要原则。 因此，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与专利强制许可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对专利许可的颁发
是否符合专利权人的意愿。輥輴訛 由此可见， 我国坚持较为彻底的自愿性专利开放许可原则。 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的自愿性是其与专利自愿许可最为显著的共同特点， 也是其区别于专利强制许可的根本特征。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专利权人有权根据其意愿决定是否发
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以及在发布声明以后是否对其予以撤回。 在其他部分国家专利法中， 专利开
放许可能够被作为专利强制许可的一种类型， 从而具备某种形式的 “强制性”。輥輵訛 《英国专利法》 第
48 条第 1 款第 （b） 项允许专利行政部门发布非自愿的专利开放许可， 作为专利强制许可的一种实
施方式。輥輶訛 该规则在我国 《专利法》 中并未引入， 因此专利权人在此方面的自愿性是较为绝对的。
其二， 专利权人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自主决定专利开放许可条件， 尤其是能够自行确定专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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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交易条件。 我国 《专利法》 虽然要求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公布专利开放许可条件，
但是并未对专利许可交易条件进行限制， 因此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自愿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輥輷訛 值得注
意的是， 专利权人在设定专利开放许可条件方面所拥有的自愿性在事实上也并非是不受限制的， 可
能会受到市场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但是原则上法律制度不在实体上对此进行规制。輦輮訛 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的自愿性能够保障相关影响因素基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輦輯訛 并促使专利许可交易条件在
合理水平上得到形成， 因此公权力机关对此原则上不应介入。

（四） 法定性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在具有自愿性的基础上， 也具有法定性的特点。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定性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程序法定。 专利行政机关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形式进行审核， 对该声
明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登记和发布， 以及对该声明的撤回进行管理。輦輰訛 二是事项法定。 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必须记载的事项由法律法规加以规定。 因此， 要求在该声明中发布的事项专利权人必须提交
（包括专利许可费支付方式、 标准等）。 三是效力法定。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布， 对专利权人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被许可人只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无需与专利权人另行
协商并达成专利许可协议， 便可以取得专利开放许可的实施权， 从而能够合法地实施专利技术。輦輱訛 由
此，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构成对专利权人独占性权利的明显限制。

从 《专利法》 对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条款的篇章安排来看， 也体现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较强
法定性的特点。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被共同规定在第六章 “专利实施的特别许
可” 中。 一方面， 该章内容较为重视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进专利实施许可中应当发挥的职能。 在该章
中， 第四十八条专门规定了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对促进专利实施的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 在该章中规
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具有较强的法定性， 与专利自愿许可有较为显著的差别。 与此同时， 专利自愿许
可在 《专利法》 中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第一章 “总则” 第十二条， 在篇章位置上与专利开放许可和专
利强制许可均有较为明显的距离。 在 《巴西工业产权法》 中， 专利开放许可与其他两种专利许可类
型是共同规定在 “许可” 一章中的。輦輲訛 专利开放许可与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位置较近， 因此也会在法
定性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尽管专利开放许可的自愿性较为突出， 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制度规
则也同样具有较为显著的法定性特点。

（五） 稳定性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稳定性， 这也是其权威性的主要基础和重要体现。 一方面， 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的内容具有稳定性。 我国 《专利法》 并未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设定修改程序， 这意味着
不允许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在声明发布后对许可条件进行更改。 其他国家专利法一般不需要专利
权人公布专利开放许可条件， 也允许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一定期间以后， 根据技术和市场环境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扬跃、 马正平文。
輦輮訛 参见曾学东： 《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建构逻辑与实施愿景》， 载 《知识产权》 2016年第 11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刘建翠文。
輦輰訛 参见罗莉： 《专利行政部门在开放许可制度中应有的职能》， 载 《法学评论》 2019年第 2期。
輦輱訛 英国法院判决认为， “开放许可既可以是由当事人自己要求获得登记而得， 也可以由专利局局长 （Comptroller） 根据权利人

滥用专利权的情况而强制适用”。 参见谢嘉图： 《论延长专利保护期的正当溯及既往———一种 “开放许可” 的解决进路》， 载
李雨峰主编： 《西南知识产权评论》 2020年第 1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92-205页。

輦輲訛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外国专利法选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920-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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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专利开放许可费等条件进行调整。輦輳訛 《德国专利法》 在专利开放许可费中引入情势变更原则， 该
法第 23 条第 5 款规定， 在最后一次确定专利开放许可费一年以后， 如果基于情势变更或者公众所
知的其他原因导致原专利开放许可费率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均可以请求德
国专利局对许可费率进行变更。輦輴訛 《巴西工业产权法》 第 65条第 2款也规定， 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的使
用费可以在专利实施满一年后进行调整。輦輵訛 我国允许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撤回声明的
理由可能包括对原声明专利许可费率不满意等。 与此相对应， 被许可人可以通过不再支付许可费的
方式退出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活动。 但是， 我国 《专利法》 并不允许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自主地或
者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进行修改， 包括对其中的专利许可费率进行调整。
因此， 我国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的稳定性要求更为严格。

另一方面，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效力具有稳定性。 如果在同一专利权上设定有多种类型的专利
许可， 专利开放许可能否具有优先效力并且排除其他类型专利许可存在争议。 在部分国家的专利开
放许可制度中， 允许其他人针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提出异议， 这意味着该声明的效力处于一种不稳
定状态， 权威性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輦輶訛 我国并未设置此类异议程序， 因此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不会因为特定事由而失去效力。輦輷訛 专利开放许可具有优于专利自愿许可的效力并
享有较高稳定性， 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所具有的公开性和公共性特点。 如前所述， 专利自愿许可的主
要目标是为了实现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的私人目的， 因此在效力优先顺序上应当位于更为有助于实
现公共性目的的专利开放许可之后。

二、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性质问题

（一） 要约邀请观点及强制缔约义务

从域外立法经验和理论观点来看，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性质存在诸多争议。 主要争议焦
点是该声明属于合同法律制度中的要约抑或要约邀请。 英国、 德国等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定性为要约邀请， 该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方面， 专利权人只需要在该声明中公布
承诺进行开放许可的专利的基本信息， 而并不需要公布具体的专利许可条件 （专利许可费标准等）。
根据 《英国专利法》 第 46 条第 3 款第 （a） 项， 被许可人获得专利开放许可时需要与专利权人进行
协商， 并按照通过协商所达成的条件对专利权进行实施。輧輮訛 《德国专利法》 第 23 条第 1款也未要求专
利权人公布专利开放许可费标准， 并且依据该条第 3 款， 被许可人在该许可费认定方面有相应的主
动权。輧輯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四百七十二条对要约构成要件的规定中，
首要标准是 “内容具体确定”。 尽管该条并未要求要约内容必须 “完备”， 即具备将要签订的合同应
当包括的所有条款和内容， 但是如果当事人的相关意思表示中并无具体内容和明确的条款， 则该意
思表示不能构成要约。 事实上， 合同不完备性是商事交易特别是技术交易中时常存在的问题， 因此

輦輳訛 参见曹源： 《论专利当然许可》， 载易继明主编： 《私法》 2017年第 1期，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28-259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875页。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1921页。
輦輶訛 参见吴峰、 邓伟： 《从法律进化角度研究英国专利当然许可制度》， 载 《河南科技》 2020年第 9期。
輦輷訛 参见刘鑫： 《专利当然许可的制度定位与规则重构———兼评 〈专利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 的相关条款》， 载 《科技进步与对

策》 2018年第 15期。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60页。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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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60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875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1921页。
輧輳訛 参见崔建远： 《强制缔约及其中国化》，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第 5期。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曹源文。
輧輵訛 参见何怀文、 陈如文： 《技术标准制定参与人违反 FRAND许可承诺的法律后果》， 载 《知识产权》 2014年第 10期。
輧輶訛 参见王超、 罗凯中： 《专利默示许可研究———以机会主义行为规制为视角》， 载 《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3期。

要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内容必须完备有些过于严格了。 但是， 如果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不具有任何
具体的实质性许可条款内容， 则尚不具备要约的构成要件， 难以成为要约。

另一方面， 基于要约邀请模式，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不公布具体许可条件， 专利权人与专利开放
许可实施者之间需要进一步就专利许可条件进行协商， 从而达成具体的专利开放许可协议。 在达成
协议之后， 专利实施者才能够正式获得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 并进行专利实施活动。 因此， 专利权
人与被许可人还需要进行类似专利自愿许可的谈判协商，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简化专利许可协商方
式和节约该领域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不够显著。 相关国家专利法为解决专利权人和实施者之间难以
达成专利开放许可协议的问题， 在当事人就专利开放许可费等交易条件产生纠纷时， 赋予专利行政
管理部门对此事项进行裁决的权力。 《英国专利法》 第 46 条第 3 款第 （a）项、輧輰訛 《德国专利法》 第 23
条第 4 款、輧輱訛 以及 《巴西工业产权法》 第 65 条第 2 项輧輲訛 对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就专利开放许可费进行
裁决的权力进行了规定。 事实上， 不论采用当事人另行协商还是专利行政机关裁决的模式， 均意味
着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时， 专利许可费等许可条件尚未得到确定， 因此该声明也很难被认定为
要约。 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对专利开放许可条件的裁决可以保证专利许可协议的达成， 能够明确当事
人的预期并节约交易成本， 但同时也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和行政诉讼风险。

关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律效力， 即使将该声明归属于要约邀请， 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不具有
任何约束力的意思表示， 而应当认为专利权人承诺与潜在实施者订立专利许可合同。 在此情形下，
专利权人负有合同法律制度中的强制缔约义务。 强制缔约义务来源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是来自法律
基于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弱势群体而制定的强行性规定， 二是来自强制缔约义务人的先行行为。輧輳訛

不同国家专利法可能基于不同来源对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模式下的强制缔约义务作出规定。 英国
主要基于公共利益， 以利益平衡作为专利开放许可缔约义务的理论来源； 法国则主要将当事人的先
行行为和诚信原则作为专利开放许可缔约义务的理论基础。輧輴訛 要求专利权人承担强制缔约义务， 有
其法经济学方面的原因。 尽管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以后， 潜在的被许可人并未实际参与专利许
可协商谈判， 但是不排除其基于对专利权人授予专利许可的信赖利益， 为实施该专利技术进行技术
资源或者经济资源的投入。輧輵訛 如果专利权人在收到通知以后不承担强制性的缔约义务， 反而主张专利
开放许可声明仅为要约邀请， 那么， 由于被许可人投入了交易专用性资产，輧輶訛 将使被许可人面临更
为严重的谈判地位不平等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 专利许可中的许可费条件与非许可费条件是相互交织的， 专利许可条件与监督
执行条件也是相互影响的。 同时， 还要考虑到当事人谈判地位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合同内容以外因素
的影响。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而非要约邀请， 会使合同订立问题转变为合同解释问题。
这种转变能够增加专利开放许可合同成立的比例， 提高专利开放许可纠纷解决的效率， 但同时也可
能产生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 在合同条款不完备程度很高的情况下， 法官需要根据 《民法典》 合同编
中规定的合同补充规则， 以及相关司法裁判经验， 在默示条款基础上为专利开放许可当事人补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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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参见原蓉蓉： 《论英美合同法中默示条款的补充及其借鉴》， 载 《学术论坛》 2013年第 2期。
輨輮訛 参见黄玉烨、 李建忠： 《专利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探析———兼评 〈专利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 载 《政法论丛》 2017 年第

2期； 刘娟、 路宏波： 《我国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合理性研究———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汇交机制为核心》， 载 《中国
发明与专利》 2018年第 10期； 张扬欢： 《责任规则视角下的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5期。

輨輯訛 参见蔡元臻、 薛原： 《新 〈专利法〉 实施下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载 《经贸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6 期； 前
引讀訛， 刘琳、 詹映文； 张洋： 《我国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适用性及完善———评 〈专利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相关条款》， 载
《知识产权》 2016年第 6期。

輨輰訛 罗莉： 《我国 〈专利法〉 修改草案中开放许可制度设计之完善》， 载 《政治与法律》 2019年第 5期。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刘强文。
輨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輨輳訛 《民法典》 第八百五十条规定， 非法垄断技术的技术合同无效。

条款。 然而， 这种合同条款的司法补充只能是最低限度的， 补充条款的目的仅为解决纠纷， 不能期

望法官为当事人设计并增加较为复杂的专利许可合同条款。輧輷訛 因此， 强制缔约义务不能完全解决专利开

放许可条件认定问题， 有效的解决路径是促使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明确许可条件和许可
内容， 从而使履行此类合同的预期更为明确。 由此可见，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归属于要约邀请并辅
之以专利权人的强制缔约义务， 不能充分解决专利开放许可成立和交易条件达成的问题， 需要通过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 从根本上克服专利许可缔约困难和交易条件不明确等问题。

（二） 要约属性的交易成本证成

在学者观点方面，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法律性质的立场也存在发展演进的过程。 在 《专利法》
第四次修改通过之前， 特别是 2019 年 《专利法修正案 （草案）》 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前， 多数学者也
主张参照国外立法经验，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性为要约邀请。輨輮訛 在 2019 年 《专利法修正案 （草
案）》 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 尤其是 《专利法》 第四次修改通过之后， 立法上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定性为要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部分学者也主张可以将其认定为要约。輨輯訛 有学者认为， “要求权利人
在开放许可声明中确定开放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标准， 使得开放许可声明具备了要约所应有的内
容……进一步明确了开放许可声明的要约性质”。輨輰訛 交易成本理论能够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要约属性
进行证成。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 可以节约专利许可中的协商谈判成本、 监督执行成本
和制度运行成本， 相较于将其归属于要约邀请更有利于促进专利许可的达成和履行， 并推动专利技
术的有效实施。

首先， 可以节约协商谈判成本。 第一，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可以节约专利许可协商
谈判中主客观两方面的交易成本。 在客观方面， 可合理分配专利价值评估成本。 将许可费标准作为
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条件， 可以督促专利权人在此之前对专利权的经济价值和可能产生的效益
进行审慎评估， 避免将此方面交易成本转嫁给被许可人。 在主观方面， 可以避免专利权人索取过高
专利许可费。 主观方面的交易成本不仅本身会给交易达成造成障碍， 而且可能会与客观方面的交易
成本交织在一起， 形成耦合式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輨輱訛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公布许可费率， 可以防
止专利权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尤其是避免其先行诱导对方为实施专利权作准备， 而后又以拒绝许
可为手段索取高价许可费或者干扰对方经营决策。 第二，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规则对专利权人附加许
可条件的排斥能够避免交易成本的提升。 根据 《专利法》 第五十条所设定的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规
则， 可以推论其对除专利许可费以外的其他许可条件是较为排斥的。輨輲訛 专利权人不必耗费精力考虑如
何在合同条款中将其他许可条件附加进去， 被许可人也不必担心成为对方所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受害
者。 这也避免了此类条款可能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导致的法律效力不确定问题。輨輳訛 第三， 专利开放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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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声明的要约性质也可以在程序方面减少谈判协商成本。 在专利自愿许可中， 专利权人可能同时与
多个被许可人进行许可合同的谈判， 并且利用不同被许可人之间信息不透明的劣势， 实施不合理的
歧视性差别待遇。輨輴訛 在专利自愿许可协商谈判中， 由于谈判次数和谈判形式不受限制， 当事人为探
寻对本方最为有利的许可费价格或者其他许可条件， 可能会逐次提高或者降低报价， 这种反复磋商
可能消耗较多成本。 专利开放许可将专利自愿许可中的多次谈判改为一次谈判， 有助于节约谈判耗
费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輨輵訛 这减少了当事人之间对专利许可费的试探性报价和讨价还价的次数， 同时
也避免了许可费以外其他条件协商造成谈判次数的增加。

其次， 节约监督执行成本。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条款的限制可以节约监督执行成本。 由于监督
执行条款的缺失可能造成专利权人监督执行的成本提高， 被许可人违约风险也可能相应增加。 但
是，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要约性质时， 对专利权人约束力增加， 被许可人需要承担的支付许可
费义务也相应强化。 如果被许可人不能按照专利权人公布的标准支付许可费， 则不能够享受专利开
放许可所带来的实施授权， 从而可能构成专利侵权行为。輨輶訛 值得注意的是， 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以
后，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谈判协商和监督执行方面交易结构的安排可能带来正面收益。 在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要约定位基础上， 专利权人节约监督成本所产生的收益， 可能足以填补其在专利许可费收
益方面所面临的损失。 另外， 即使在专利许可协商谈判中增加相应的条款， 也未必能够在监督执行
方面减少专利权人的风险， 并且将其所能够获得的许可费收益提高到应有水平。

最后， 节约制度运行成本。 专利行政部门在进行专利开放许可管理时需要支付两方面的成本，
一是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管理成本， 二是专利开放许可纠纷解决成本。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管理成本
方面， 可以分为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成本。 其中， 形式上的成本较为简单， 主要是在专利登记簿中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进行登记并予以公布， 供社会公众查阅。 关于具体的公布形式， 各国有不同的
规则和做法。 英国知识产权局将所有专利开放许可信息集中公布，輨輷訛 德国专利局则在每周公布的专
利公报中分别记载当期的专利开放许可信息。輩輮訛 考虑到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专利信息公示系统， 在专
利登记簿上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进行登记便可以实现公示。輩輯訛 同时， 我国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可以
采用在信息系统集中公布和在专利公报中分散公布相结合的方式， 方便社会公众查询相关信息。輩輰訛

在表面上， 官方公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成本似乎并不高， 然而， 还必须考虑到实质意义上的成
本， 特别是对制度公信力的影响。 如果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性质为要约邀请， 可能会存在大量专利
虽然发布了声明， 但是并不能实际达成开放许可协议的情况。 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动机方
面， 部分专利权人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获得专利年费的减免， 而非真正希望向其他主体颁发专利许
可。輩輱訛 另外，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涉及的专利可能在客观上并不具备较好的市场前景。 在专利开放许
可纠纷解决模式方面， 国外对此类纠纷， 尤其是专利许可费纠纷， 主要采用行政机关裁决及司法救

輨輴訛 参见苏平、 张阳珂：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公开问题研究与对策》，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18年第 7期。
輨輵訛 参见李剑：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 标准必要专利与抗衡力量》，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2期。
輨輶訛 参见 《专利法》 第五十一条。
輨輷訛 参见前引譻訛， 英国知识产权局网站。
輩輮訛 参见德国专利局网站发布的专利开放许可信息。 资料来源 https://register.dpma.de/DPMAregister/blattdownload/pat?lang=en. 2021

年 10月 15日访问。
輩輯訛 参见来小鹏、 叶凡： 《构建我国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法律思考》， 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专利法研究 （2015）》， 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81-193页。
輩輰訛 参见袁姣姣： 《开放许可中专利行政部门的智能化服务制度研究》， 载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1年第 2期。
輩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陈扬跃、 马正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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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在专利行政部门介入并作出裁决之前， 是否允许当事人
自行就许可费等条件进行协商。輩輲訛 然而， 行政机关裁决可能并不能起到减少专利开放许可纠纷的作
用。 纠纷增多本身便有可能挫伤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参与专利开放许可的积极性。 从行政机关的角
度来说， 面对大量专利开放许可纠纷及其可能引发的行政诉讼， 将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 这可能也
是 《专利法》 第四次修改草案从原有的行政裁决模式调整为行政调解模式的主要原因。輩輳訛 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作为要约的定性， 以及要求专利权人公布专利许可费率， 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围绕专利许
可条件可能产生的纠纷， 防止给专利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带来过高的纠纷处理成本。

三、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要约构成要件及困境

（一） 要约属性及其构成要件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备要约性质是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重要特色
之一， 也较为适应我国专利申请授权和专利许可的现状， 将为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实施提供较
好的基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成为要约需要符合以下两方面构成要件。

第一， 明确专利权人许可意愿。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能够明确专利权人授予任何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专利许可的意愿， 这是该声明能够构成要约的主观条件。 在各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 均将其作
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必要条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模板表格要求专利权人作
出 “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本专利” 的意思表示。 《民法典》 第四百七十二条规定， 在要约中需
要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该意愿的明确对于减少寻找潜在交易对
象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輩輴訛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 专利权人所表达的许可意愿是明确的， 并且
不经法定程序是不可撤销的。 因此， 潜在被许可人能够节约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 并且基于较为充
分的信赖而从事相应的专利实施通知或者技术准备等工作。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作为要约， 专利权
人撤回该声明的权利及其产生的撤销要约的效力均会受到限制。 由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在公布后已
经即时到达了作为受要约人的社会公众， 因此对该声明的撤回实际上属于合同法律制度中对要约的
撤销。輩輵訛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七十六条对允许撤销要约情形的规定， 如果 “要约人以确定承诺期限
或者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或者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并已经为履行
合同做了合理准备工作”， 则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受要约人可以通过发出承诺促成合同的成立。
因此， 如果被许可人对该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在一定期限内不会被撤回有合理预期， 并且已经为实施
开放许可的专利技术做好准备， 则不能由于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而使对方丧失获得专利
实施权的机会。 由此， 专利权人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后， 未经合理期间就撤回该声明， 有可能
构成专利权滥用。 尽管 《专利法》 并未对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的时间作出限制性规定， 但是
为维护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的严肃性和潜在被许可人的合理预期， 专利行政部门在对声明发布及撤回
事务进行管理时， 有必要对专利权人撤回声明的时间作出一定的技术性限制。

第二， 明确专利开放许可条件。 明确专利许可条件是促成许可协议达成的重要因素， 在专利开

輩輲訛 参见前引讁訛， 刘运华、 曾闻文。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罗莉文。
輩輴訛 参见宁立志、 杨妮娜： 《专利拒绝许可的反垄断法规制》， 载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3期。
輩輵訛 有学者也主张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撤回中援用合同要约理论中对撤销含义的界定。 参见前引輦輰訛， 罗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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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輶訛 参见宁立志、 盛赛赛： 《论专利许可与专利转让的对抗与继受》， 载 《知识产权》 2015年第 7期。
輩輷訛 参见刘强、 汪永贵：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商事化改革》， 载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1期。
輪輮訛 参见郑伦幸： 《技术标准化下专利许可制度私法基础的困境及其超越》， 载 《知识产权》 2015年第 7期。
輪輯訛 参见 《俄罗斯知识产权法———〈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第四部分》， 孟祥娟译，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2-15页。
輪輰訛 前引輦輳訛， 曹源文。
輪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刘强文。
輪輲訛 参见关通： 《人工智能医疗专利开放许可机制构建研究》， 载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放许可声明中明确专利许可条件也是被许可人与专利权人达成一致并产生专利实施权的基础。 一方
面，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有偿合同， 被许可人一般不能无偿获得专利实施许可。輩輶訛 这是知识产权交易
合同商事性和有偿性原则的体现， 也是对专利权人合理收益预期的保障。輩輷訛《专利法》 第十二条对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偿性提出了明确要求， 被许可人应当 “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 随着专
利许可交易形式的多样化， 专利许可有偿性可以通过除许可费以外的多种形式得到体现， 如获得专
利交叉许可或者回授许可等。輪輮訛 然而，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 由于声明形式方面的限制和协商谈判
过程的缺失， 专利权人是很难在公布的许可条件中对除许可费以外的其他形式收益提出要求的。 尽
管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模板表格中有 “其他约定事项”， 但是其可能记载的内容
会受到相应限制。 因此， 专利许可费将成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
专利许可费是专利许可合同的必要条款， 当事人有必要对此进行约定并记载在合同条款中。 《俄罗
斯联邦民法典》 第四部分第 7 编第 69 章第 1234 条第 3 款和第 1235 条第 5 款中分别规定， 在有偿
性知识产权专有权转让合同或者许可合同中， 如果没有关于报酬数额的条款或者确定报酬数额方式
的条款， 则合同将被视为没有订立。輪輯訛 因此，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 专利权人应当公布专利许可条
件， 特别是专利许可费的支付方式和标准， 使该声明具备构成要约的条件。 根据 《专利法》 第五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 专利权人应当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明确专利许可费的支付方式、 标准。 国家知
识产权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模板表格中列出采用入门费和提成费相结合、 一次总付、 总付额内
分期支付等方式供专利权人选择。 专利许可费是专利许可条件中的核心要素， 也是专利开放许可声
明能够构成要约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学者认为， “如果法律不要求专利权人在登记时提交具体的实
施条款， 那么登记公示行为在法律解释上就更类似于要约邀请， 而非要约”。輪輰訛 专利许可双方当事人
在协商谈判环节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中， 就专利许可费进行磋商耗费成本所占比重可能是最高的，
因此有必要通过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要约定位降低此类交易成本。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构成要约的基础上， 专利权人实际上放弃了部分对此类许可合同的履行进
行监督的权利。 在专利自愿许可中，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执行和监督条款是当事人谈判和约定的重
点内容之一。 特别是， 如果对专利许可费等条件的认定涉及较为复杂或者隐蔽的因素， 那么通过相
应的合同履行程序或者手段克服双方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 消除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 就
显得尤为重要。輪輱訛 《民法典》 第八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约定提成支付的， 当事人可以约定查阅有
关会计账目的办法”。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 可能难以允许专利权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专利权
人能够获得的专利许可费数额及其相应依据主要依靠被许可人主动提供相关信息。 为解决专利实施
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应当允许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对被许可人持续披露专利实施信息
提出要求， 以缓解监督执行能力不足的问题， 并将该信息作为许可费纠纷解决的依据。輪輲訛 如果专利权
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提出相应要求， 则被许可人应当遵守并加以实际履行。 在专利开放许可制
度规则修改时， 也可以增加被许可人向专利权人或者社会公众披露实施专利规模、 数量及其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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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信息的义务， 从而克服专利权人获取相关信息能力不足的问题， 同时能够让社会公众更为充分
地了解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和效益。

（二） 对要约属性的可能质疑及回应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属于要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专利权人、 被许可人或者双方当事人面临
困境， 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回应。 总体而言， 虽然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可能会带来问
题， 但是其制度优势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实施过程中， 可以通过灵活运
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机制对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予以克服。

首先， 专利权人面临的困境。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作为要约， 给专利权人带来的限制可能是多
方面的， 但都可以在现有规则基础上予以回应。 一是对其在专利许可中谈判地位的限制将更为严
格。 专利权人在专利许可谈判中居于优势地位， 主要是基于其拥有是否向对方颁发专利许可的决定
权， 同时还有向对方提供技术实施协助的辅助性权利。 但是，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后， 由于受到
法律规则的约束， 专利权人原则上将难以拒绝与被许可人达成专利许可协议， 因而也不再享有维持
其谈判优势地位的主要手段。 有学者认为， “专利技术是专利权人进行许可交易谈判或交叉许可谈
判的重要筹码”， 如果专利权人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其筹码对第三方的吸引力或威慑力将大受
影响， 会削弱专利权人相对其竞争者的竞争力”。輪輳訛 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作为要约后， 被许可人无需
与专利权人另行协商便可获得许可实施权， 因此， 后者原本拥有的谈判地位优势将在根本上受到动
摇， 利用谈判过程维持谈判优势的可能性也将难以存在。 二是专利权人相对于被许可人享有的信息
不对称优势也将难以持续。 专利权人本来可以基于其相对于被许可人在专利许可费率等信息方面的
优势， 在不同被许可人之间适用一定程度的差别化待遇， 从而实现许可费收益的最优化。 但是这种
差别化待遇的可能也会随着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对许可费率的公布而难以实现。 三是增加专利权人
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前对专利价值进行评估的成本。 有学者认为， “要求专利权人在做出开放
许可声明时即确定专利许可费的支付方式和标准， ……对专利权人有难度”。輪輴訛 在专利自愿许可中，
双方对交易标的专利进行评估的时机和方式是较为灵活的， 可以在谈判开始以后再开始评估活动，
也可以利用对方提供的信息或者所处谈判地位协助进行评估活动。 但是， 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
专利权人在发布开放许可声明前就应当审慎地完成专利价值评估， 并以此作为依据制定专利许可费
标准， 因此其灵活掌握评估时机和评估方式的空间将受到较为明显的限制。

其次， 被许可人面临的困境。 被许可人为获得专利实施权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增多。 在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被定性为要约， 并且对专利权人产生更为严格法律约束的同时， 为平衡双方权利义务和谈
判地位， 被许可人获得专利实施权也将需要履行更多义务。 在专利自愿许可中， 专利许可协议属于
诺成性合同，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且符合合同形式要件便可成立。 在诺成性合同规则
中， 专利实施许可协议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 并且原则上一经成立即生效， 被许可人
由此便可以获得专利实施权。 即使其未按照合同支付专利许可费或者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通常也只会引起违约责任， 而不会导致其丧失专利实施权并构成专利侵权。 若将专利开放许可合同
归属于诺成性合同， 则在被许可人发出的专利实施书面通知到达专利权人时， 专利开放许可合同便

輪輳訛 前引輥輵訛， 文希凯文。
輪輴訛 前引輨輰訛， 罗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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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輵訛 参见刘明江： 《当然许可期间专利侵权救济探讨———兼评 〈专利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第 83 条第 3 款》， 载 《知识产权》
2016年第 6期。

輪輶訛 参见何培育、 李源信： 《基于博弈分析的开放许可制度优化研究》， 载 《科技管理研究》 2021年第 12期。
輪輷訛 谢嘉图： 《缺陷与重构： 当然许可制度的经济分析———以 〈专利法修稿草案 （送审稿）〉 为中心》， 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4期。
輫輮訛 参见前引輪輷訛， 谢嘉图文。
輫輯訛 参见万小丽、 冯柄豪、 张亚宏、 余佳琦： 《英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效果的验证与启示———基于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分析》，

载 《图书情报工作》 2020年第 23期。
輫輰訛 参见张力： 《实践性合同的诺成化变迁及其解释》， 载 《学术论坛》 2007年第 9期。

可以成立。輪輵訛 从法律责任严重程度来说， 专利侵权责任通常要高于专利许可合同违约责任， 并且专利
权人可能获赔的金额也是前者更高。 因此， 被许可人在违约责任框架下需要承担的义务和风险较
小。 在专利开放许可中， 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达成的 “协议” 实际上已由传统的诺成性合同转
变为实践性合同。 虽然对此 “协议” 并无双方共同签字的专利许可合同书等文件形式加以体现， 而
是由双方各自通过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和专利实施通知等方式进行意思表示， 但是仅有双方意思表示
一致尚不能实际产生被许可人的专利实施权。 专利开放许可合同性质的这种转变， 对于促进专利开
放许可实施权的实现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对被许可人来说， 也面临在未获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的情
况下使用专利技术而构成侵权行为的风险。

再次， 双方共同面临的困境。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作为要约给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双方均可能会
带来谈判灵活性减少等方面的困境。 一是达成协议时的专利开放许可费灵活性降低。 在专利自愿许
可中， 专利权人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授予专利许可的被许可人，輪輶訛 并且在许可协议中的定价策略较为
灵活。 有学者认为， “僵化的定价制度最终将影响权利人获得利润最大化， 同样， 潜在的被许可人
的福利也可能受到影响”。輪輷訛 专利权人在公布专利开放许可费率标准之前， 很难确定潜在被许可人的
范围， 也无法与其进行沟通与协商。 二是达成协议后至专利实施前专利开放许可费变动的灵活性降
低。 在专利自愿许可协议中， 双方可以约定许可费率调整的条款， 解决费率变动灵活性问题。 但
是， 这在专利开放许可中难以实现， 《专利法》 不允许专利权人对公布的专利开放许可费率加以调
整。 三是专利实施后的专利开放许可费灵活性降低。 在被许可人开始实施开放许可专利后， 该专利
的经济价值及可能实现的利润水平还会发生变化。 如果专利权人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时确定专
利许可费标准， 同时不能在机制上享有对许可费标准进行调整的权利， 可能会使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的效率降低。輫輮訛 英国在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要求较少的情况下， 发布该声明的比例并不高， 我国专利
法相关要求较高可能会抑制专利权人选择专利开放许可的积极性， 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困境给予重
视。輫輯訛 专利开放许可费灵活性不足的负面影响， 可以通过费率稳定性给被许可人所带来的预期明确性
的正面效果进行抵消， 因此综合而言会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

四、 我国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效力问题

（一） 实践性合同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效力

在合同法律制度发展历史上， 实践性合同的出现早于诺成性合同， 后来前者的地位随着交易关
系的复杂化而逐步被后者所取代。輫輰訛 在现代合同制度中， 随着某些交易领域去复杂化的进程， 实践性
合同的重要性又逐步得到显现。 专利开放许可便是这种交易合同去复杂化的典型例证， 它将专利许
可交易中交易条件较为简单并且可重复性较强的交易行为从传统的专利自愿许可中剥离出来，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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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实践性合同对待。 对专利开放许可而言， 学者普遍认为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存在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 对该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和条件， 一般认为应当根据合同法律制度加以认定。輫輱訛 可
以将专利开放许可协议归属为实践性合同， 并且是实质意义上的实践性合同。 在此基础上， 在专利
权人发布开放许可声明， 并且被许可人向其发出接受专利开放许可的通知后， 可以认为该合同成
立。輫輲訛 但是， 只有在被许可人按照通知内容和专利权人公布的标准支付专利许可费以后， 该合同才
生效。 此外， 被许可人可以随时通过不再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终止合同效力， 同时也不再享有专
利开放许可实施权。 作为专利开放许可合同终止的后果之一， 应当规定专利权人不能通过诉讼方式
要求被许可人支付许可费。 该规则有利于避免发生由于专利权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单方面制定
的许可费率过高， 造成被许可人利益受到不合理损害的情况。 在专利开放许可纠纷争议中， 如果专
利权人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被许可人对尚未完成的专利实施行为支付许可费， 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以
维护被许可人的选择权。

将专利开放许可合同定性为实践性合同有其经济学方面的原因。 一是专利开放许可合同的订立
和履行等相关交易活动具有便捷性特点。 根据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法定性特点， 尤其是原则上不允
许专利权人在专利许可中附加限制性条件， 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需要复杂交易结构和交易条件才能
实现的专利许可交易。 有学者认为， “在公开市场上， 交易双方一般都能方便地在对方反悔以后及
时找到替代交易对象……以弥补信赖利益损失的机会成本”。輫輳訛 如果某个被许可人不再支付许可费并
选择退出专利开放许可， 其他被许可人可以较为方便地加入专利开放许可或者扩大实施专利的规
模， 并填补前者退出所留下的市场份额。 在此情况下， 专利权人获得专利许可费的利益不会受到严
重损害。 二是提高被许可人实施专利开放许可的积极性。 如果不给予被许可人选择权， 那么其必然
会在向专利权人发出接受专利开放许可通知时更为审慎。 考虑到被许可人在专利许可费定价方面的
不利地位， 及其在专利经济价值信息不对称方面所处的劣势， 给予其在继续支付许可费方面的选择
权也是较为合理的。 三是契合专利开放许可商事性较弱的特点。 依据专利开放许可公共性的特点，
此类专利许可所蕴含的以营利目的为核心的商事属性较专利自愿许可更弱， 仅强于公益属性最强的
专利强制许可。 有学者认为， “商事性在实践中是推定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须得到较高水平保护
的最直接的依据。 故得承载商事目的的有偿性实践性合同在各国法律中都有鲜明的诺成化倾向”。輫輴訛

在商事属性较弱的情况下， 将专利开放许可定位为实践性合同的合理性也会比专利自愿许可更强。

（二） 对抗其他类型专利许可的效力

第一， 对抗专利普通许可的效力。 专利许可合同登记与否是其能够产生对抗其他类型专利许可
的重要标准。 在专利转让与专利许可效力对抗问题中， 专利许可合同登记是其能够适用 “转让不破
许可” 原则的基本条件之一。輫輵訛 在不同类型专利许可合同的效力对抗问题上， 是否登记是重要的判断
依据。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公开性和公共性使其对抗效力要高于对专利自愿许可合同的普通登记。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对抗专利普通许可的效力， 普通许可的被许可人有权在许可合同存续的情况

輫輱訛 参见前引輪輵訛， 刘明江文。
輫輲訛 参见前引輪輵訛， 刘明江文。
輫輳訛 前引輫輰訛， 张力文。
輫輴訛 前引輫輰訛， 张力文。
輫輵訛 参见杨玲： 《专利实施许可备案效力研究》， 载 《知识产权》 2016年第 11期； 前引輩輶訛， 宁立志、 盛赛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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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而选择接受专利开放许可。 《专利法》 第五十一条第三款也允许专利权人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后， 与被许可人另行签订专利普通许可协议。 因此， 《专利法》 不排斥专利开放许可与专利普
通许可并行的情况。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在签订专利普通许可合同以后， 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 专
利开放许可条件中专利许可费率可能更为优惠， 被许可人也可以转而适用专利开放许可所设定的许
可条件。 如果说将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定位为要约邀请可能加剧该矛盾， 那么将该声明定性为要约在
很大程度有助于克服该困境。 主要原因在于， 专利权人难以阻止被许可人获得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
并且也会基于商业形象等原因尽量避免将客观上难以市场化的专利纳入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对象。

第二， 对抗专利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的效力。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与专利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
可效力的优先顺序问题更为复杂。 从专利许可主体效力范围角度来说， 专利开放许可与可能存在的
专利排他许可或者专利独占许可必然会产生直接冲突。輫輶訛 《专利法》 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专利权
人无权在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情况下再与他人签订专利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协议。 国家知识
产权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模板表格明确要求专利权人作出 “本专利不在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或者
排他实施许可有效期限内” 的承诺。 《德国专利法》 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 “专利登记簿上记载已对
专利权授予独占许可的， 或者已向专利局申请登记独占许可……的， 不得接收上述声明”。輫輷訛《英国专
利法》 第 46 条第 2 款也将 “专利权人未签订不允许其发布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专利许可合同” 作
为能够将该专利进行开放许可的前提条件。輬輮訛 此处所涉及的不允许专利权人发布专利开放许可的在先
合同， 主要是指专利权人已签订的专利独占许可合同或者排他许可合同。 《英国专利法》 和 《德国
专利法》 的相关规定， 意味着专利权人对外签订的专利独占许可合同在效力上能够对抗专利开放许
可， 因而获得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享有优先于专利开放许可被许可人的法律地位。輬輯訛 事实上， 应当赋
予专利开放许可对抗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的效力， 而不论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是在专利开放许
可声明发布之前或者之后成立的， 以使该声明的法律效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维护。

（三） 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效力问题

由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具有要约性质， 如果将其撤回会对被许可人和潜在被许可人造成较为严
重的困扰， 因此， 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效力应受到相应限制。 为维护专利开放许可声
明的稳定性， 根据 《专利法》 第五十条第二款， 专利权人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撤回不具有溯及
力， 这意味着不会影响被许可人已经获得的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輬輰訛 关于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应满
足的条件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则， 应当与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性质的界定相契合。 《英国专利法》 第
47 条对专利权人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权利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必须满足未实际达成过专利
开放许可协议或者该专利开放许可的所有被许可人均同意撤回该声明等条件。輬輱訛 然而， 《英国专利
法》 第46条和第 47条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属于要约邀请性质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輬輲訛 在《英国

輫輶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郭伟亭、 吴广海文。
輫輷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874页。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59-560页。
輬輯訛 《英国专利法》 第 46 条第 1 款和 《德国专利法》 第 23 条第 1 款。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59 页； 前

引輦輲訛，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书， 第 874页。
輬輰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罗莉文； 前引輥輱訛， 刘建翠文。
輬輱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60页。
輬輲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十二国专利法》 翻译组书， 第 559-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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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 上， 由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只是要约邀请， 同时要求专利权人承担强制缔约的义务， 但是
并未实际产生具体的许可合同及相关合同义务， 因此， 即使专利权人撤回该声明， 也不至于影响已
经获得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的被许可人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 要求在未有被许可人提出异议的情况
才能撤回声明实际上并无必要。 我国 《专利法》 对撤回声明法律后果的规则安排与该声明的要约性
质是较为符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我国 《专利法》 较为重视保护已经获得实施权的被许可人的利益， 但是应
当将保护范围延及已经为专利开放许可做好实施准备的潜在被许可人。 如前所述， 被许可人获得实
施权需要满足通知专利权人和支付许可费两项条件。 因此， 如果被许可人已经通知专利权人将要获
得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 但是尚未支付许可费， 则还未产生专利实施权。 对此类被许可人， 可以推
定其已经为实施专利做好准备， 如果不为他们提供保护， 将使其面临较高的专利侵权风险。輬輳訛 对尚未
向专利权人发出通知的被许可人， 难以认定其已经为实施专利做好准备， 为其提供实施权保护的必
要性较小。 为保护潜在被许可人的利益， 即使不能追加赋予其专利开放许可实施权， 也应当由专利
权人对其基于信赖利益而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 为此， 可以参照适用 《民法典》 合
同编中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则要求专利权人承担相应责任， 也可以限制其在此情形下向实施方主张专
利侵权的权利。輬輴訛 另一种解决路径是事前预防， 设置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缓冲期， 由专利权人向
公众提前预告在一定期间以后将撤回该声明， 为潜在被许可人合理决定是否发出接受专利开放许可
的通知提供可能。

（四） 格式条款与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效力问题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内容在合同成立以后具有成为合同条款的地位， 并且在对其效力进行解释和
适用方面应当适用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则。輬輵訛 该声明是由专利权人单方面制定和发布的， 并未事先与
被许可人进行协商， 被许可人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该条款， 因此后者谈判地位较低。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
对方协商的条款”。 因此，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的条款符合对格式条款的定义。 《民法典》 第四百九
十六条第二款对格式条款内容的合理性提出明确要求， 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专利权人对专利开放许可费等许可
条件的设定， 应当合理地体现专利经济价值， 并且使得双方当事人在此方面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平
衡。 事实上， 《民法典》 第六条已经对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和合理原则提出了要求， 规定 “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
二款对格式条款再次提出该要求， 说明对格式条款内容合理性问题较为重视。輬輶訛 此外， 该条款还对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醒义务和说明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輬輷訛 就谈判地位和专业能力差异较大的双方
当事人来说， 该条规定对保护弱势一方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輭輮訛 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发布过程中， 由

輬輳訛 参见宁立志、 王少南： 《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载 《私法研究》 2017年第 2期。
輬輴訛 参见前引讀訛， 刘琳、 詹映文。
輬輵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輬輶訛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 《专利法》 第十五条关于职务发明报酬合理性原则的规定中。 参见刘强、 徐芃： 《职务发明奖酬合理性原

则研究———以日本专利法为借鉴》， 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5期。
輬輷訛 参见周清林： 《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层次———兼谈 〈合同法〉 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 载 《现代法学》 2011

年第 4期。
輭輮訛 《保险法》 此前已在保险合同订立程序要求中对保险人提出这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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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对被许可人特别进行提醒和说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较小， 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
一，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所公布专利许可条件的内容一般较为简单、 复杂程度较低， 被许可人对其含
义较为容易认识和理解； 其二， 由于受到 《专利法》 在程序方面规定的限制， 难以由专利权人特别
进行提示和说明； 其三， 被许可人通常也并非普通公众， 而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和市场化开拓能力
的商事主体， 能够较为精于识别自身利益和交易条件， 与专利权人在认识水平上并无明显差别。輭輯訛 因
此， 通常并无必要由专利权人向被许可人专门进行提醒和说明。 在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方面， 应遵循
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原则加以解释。輭輰訛 因此， 对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有关专利许可条件的解释
问题， 如果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 则应当按照有利于被许可人的方式进行解释。輭輱訛 在被许可人给专利
权人发出的实施开放许可专利的通知中， 通常会记载实施该专利的起止时间、 地域范围、 质量保
证、 销售价格或者利润等内容， 有必要对此作不利于被许可人的解释和认定。輭輲訛 与此对应， 专利开放
许可声明中有可能存在限制被许可人实施专利范围或方式的条款， 对其实施专利的权利造成不合理
的损害。 在发生纠纷时， 应由专利权人对此类条款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在证明不能时有必要排
斥此类条款的法律约束力。

輭輯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刘强、 汪永贵文。
輭輰訛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

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輭輱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輭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刘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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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hina,�as� to� the�patent�open� license� regime,�patent�open� license�declaration�of� the�
patentee�has� the� legal�characteristics�of�openness,�publicity,�voluntariness,� legality� and� stability.�
There� is� a� dispute� about� the� legal� identity� of� patent� open� license� declaration,�which�mainly� in-
volves�whether�the�declaration�is�an�offer�or�an�invitation�for�offer.�The�nature�of�offer�of�patent�
open�license�declaration�can�be�proved�from�the�perspective�of�transaction�costs�of�saving�negotia-
tion,�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operation� and� other� aspects.� Patent� open� license�
declaration�constitutes�an�offer,�which�needs�to�have�the�two�components�of�clear�license�intention�
of�the�patentee�and�clear�patent�open�license�conditions,�so�that�the�patentee�gives�up�part�of�the�
right�of�supervision�and�implementation.�Taking�patent�open�license�declaration�as�an�offer�may�
bring�difficulties�to�the�patentee,�the�licensees�or��the�both�parties,�so�it�is�necessary�to�respond�to�
this�issue.�Patent�open�license�is�a�practical�contract,�and�patent�open�license�declaration�has�the�
effect�against�other�types�of�patent�license.�The�effect�of�withdrawing�patent�open�license�declara-
tion�should�be�limited,�and�the�contract�terms�of�patent�open�license�declaration�can�be�interpreted�
according�to�the�rules�of�standard�terms.

Key Words: Patent�Open�License;�Declaration;�Offer;�Transaction�Cost;�Practical�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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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论

蔡 睿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赋予显失公平制度新的内涵， 使其发挥维护合同公平的一般衡平条
款的功能， 故需对其适用方法作新的思考。 动态体系具有的动态性、 评价性、 体系性特
征， 既能增大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弹性， 又能为法官的自由裁量划定界限。 考虑到我国法
上显失公平制度的特点， 引入动态体系思想是解决传统法律适用模式困境的一条可行路
径。 显失公平制度体现了交换正义、 合同自由、 诚实信用三大原理， 三者共同作用形成其
内在体系， 通过对原理满足度的层次性把握并运用比较句式可以展现其内在原理的动态图
像， 各个原理的动态性又产生原理之间的协动关系。 对于案件的裁判而言， 原理之间协动
产生的整体图像至关重要。 通过基础评价和示例性规范的引入， 能为显失公平制度动态体
系下的案件裁断提供一定指引。 同时， 原理的互动亦存在边界， 单一原理并不能证成合同
显失公平。
关键词： 显失公平 动态体系 内在原理 互动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譹訛 关于 《民法通则》 和 《合同法》 中显失公平制度 “单一要件说” 与 “双重要件说” 的争论， 可参见贺剑： 《〈合同法〉 第 54

条第 1款第 2项 （显失公平制度） 评注》， 载 《法学家》 2017年第 1期。
譺訛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上）》，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01页。
譻訛 参见韩世远： 《中国法中的不公平合同条款规制》， 载 《财经法学》 2017年第 4期。
譼訛 参见蔡睿： 《显失公平制度的解释论定位———从显失公平与公序良俗的关系切入》， 载 《法学》 2021年第 4期。
譽訛 参见 [德] 菲利普·黑克： 《利益法学》， 傅广宇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 50-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改变过去法律分别规定 “乘
人之危” 与 “显失公平” 的做法， 赋予 “显失公平” 新的内涵， 这一明确了主客观要素的新规则，
不仅结束了过去关于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学说纷争，譹訛 被认为是与通行立法例的做法保持一致。譺訛 同
时， 这一更具操作性的新规则亦被期望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譻訛 相较于个别域外立法将显失公平
（暴利行为） 定位为违反公序良俗的一种特殊情形， 我国 《民法典》 中的显失公平规则体现出独立
的制度属性， 这不论从其规范构成、 法律效果还是体系位置均可看出。 因而， 或可认为显失公平制
度在我国民法中扮演着维护合同公平的一般衡平条款的角色。譼訛 假如这一判断准确， 那么立法的完
成只是第一步； 正如德国利益法学的代表人物菲利普·黑克在其著作中所说， 在所有的变化中， 只
有方法的变化才是最大的进步，譽訛 显失公平制度 “扶危济困” 之功能的发挥， 尚有赖于法律适用方
法的革新。 职是之故， 本文在反思既有 “要件—效果” 适用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域外以及本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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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经验， 借鉴动态体系论思想， 为显失公平制度的解释论展开作新的方法论上的尝试。

一、 “要件—效果” 模式之检讨

对于显失公平制度， 我国传统学说通常在 “要件—效果” 模式下解读。 在这一模式下， 法律适
用严格遵循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 将法条预先给定的描述语句视作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联体系
（T→R）， 进而作为推理之大前提， 当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之构成要件时 （S=T）， 则导出相应的法
律效果 （S→R）。 其中， 小前提的取得， 即将案件事实归属到法定构成要件的这一过程， 被称作
“涵摄” （Subsumtion）。譾訛

作为 “涵摄” 的前提， 必须厘清法定的构成要件。 具体到显失公平制度， 首先从法条中被析出
的是作为客观要件的 “显失公平”。 对此， 立法工作机关编写的释义书中将其解为 “双方当事人在
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 显著不相称”。譿訛 司法实践中， 标的物的市场评估价常常作为
判断合同客观给付是否失衡的参考， 如双方当事人签订 “以房抵债协议”， 约定以市场价值两千多
万的房屋， 抵偿四千多万的债务， 被法院认定为显失公平。讀訛 然而， 并非所有的合同标的物均有合
适的 “市场价格” 作为参考， 例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以玉原石抵偿债务， 而玉原石价格的确定具有极
强的个性色彩。讁訛 再如在股权转让合同中， 股权的价格受制于不同的交易情形， 很难确定一个普适
的价格形成机制， 此类案件中， 法院只能根据合同的周遭情况， 如股权转让的目的、 商业风险、 公
司的资产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股权转让价格的合理性。輥輮訛 由此可以看出， 合同客观给付失衡的
判断， 并非通过概念的定义， 然后通过案件事实的 “涵摄” 即可完成， 而是一个融入价值判断的权
衡过程。

除要求合同客观上显失公平外，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尚要求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
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的要件。 对此， 可进一步分解为对不利方与获利方的要求。

于不利方一侧， 在 “要件—效果” 模式下， 面对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表述， 有如下两项作业需要
法律适用者开展： 其一， 法条以 “等” 字作结， 表明立法者对不利方情形之描述仅为开放式列举，
对未尽之情形裁判者有填补之责。 为此， 我国法院亦创设若干情形， 如不利方无经验輥輯訛， 信息不对
称輥輰訛， 公司内部处于新旧交接不顺、 内部管理混乱的非常时期，輥輱訛 等。 然而， 在 “要件—效果” 模式
下， 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拓展情形的正当性均欠缺合理的论证与说明。 其二， “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
能力” “无经验” 等本为生活用语， 其内涵和外延均存在模糊空间， 但作为涵摄之前提， 在规范层
面却必须廓清其含义， 然而这并不容易办到。 例如对于 “危困状态”， 或可比照德国法上的 “强制
状态” （Zwangslage）， 将其界定为由于经济上的逼迫或其他情形使得相关者对金钱或物之给付产生

譾訛 “涵摄” 这一概念由逻辑学而进入法学， 在逻辑学上， 其意指 “将外延较窄的概念划归到外延较宽的概念之下， 易言之， 将
前者涵摄于后者之下的一种推演”。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152页。

譿訛 李适时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474页。
讀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申字第 3510号民事判决书。
讁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民终字 23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輮訛 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冀民二终字第 55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川民终 162 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豫法民二终字第 90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 鲁商终字第 249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2015） 锦江民初字第 2456 号、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川 10 民终 622 号

民事判决书。
輥輰訛 参见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 （2017） 黔 0403民初 240号民事判决书。
輥輱訛 参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浙舟民终字第 8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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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需求。輥輲訛 不过， 根据这一定义在一些类似案件中并不能够得出稳定的结论， 例如对于面临债务
危机而不得不接受极为苛刻的借款条件的情形， 我国多数法院认定危困状态较为谨慎，輥輳訛 但在个别案
件中， 法院也支持此种情形符合危困状态的要件。輥輴訛 再如， 对于 “无经验”， 学界通常将其解读为缺
乏一般的生活或交易经验， 并不是指在特定的生活或经济领域没有经验或交易知识。輥輵訛 然而在具体个
案中， 这样一个对暴利行为的界定被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 某人由于在具体的法律交易中缺乏必要
的知识而受损， 同样如普通的缺乏经验那样需要得到保护。輥輶訛 我国法院在某些判决中， 也突破一般生
活或交易经验的限定， 在不利方对于特定专业或经营领域处于无经验状态时， 认定合同显失公平。輥輷訛

然而， 亦有论者认为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来看， 欠缺特定领域经验殊为平常， 若将无经验之概念拓
展开来， 亦对交易安全产生极大风险， 故主张仍应坚守通说标准。 如此一来， “无经验” 概念在内
涵界定的拉扯之间而陷外延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于获利方一侧， 第一百五十一条要求其 “利用” 了不利方的特殊境地。 对此 “利用”， 通说一
般将其解为 “故意”，輦輮訛 立法工作机关编写的释义书中亦认为 “利用” 系指 “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意识
到对方当事人处于不利情境， 且有利用这一不利情境之故意”。輦輯訛 不过， 也有学者在包含认识要素与
意志要素的故意之外， 为其加入目的要素， 即要求获利方 “为谋取利益”。輦輰訛 还有学者从缓和受害人
严苛举证责任， 充分发挥显失公平制度的规范功能角度， 主张应对 “利用” 采取 “目的论扩张” 的
解释方式， 将获利方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纳入其中。輦輱訛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获利方的主观意图存
于其内心， 外界难以查知，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要么对此要件 “存而不论”，輦輲訛 要么以获利方
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简要带过。輦輳訛

除需要进行上述要件分解、 含义厘清的作业外， 在 “要件—效果” 模式下， 规范涵摄的过程还
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 由于被分解的各项要件之间相互独立， 法官在裁判中只能将整体的案件
事实根据要件要求予以拆解， 然后将其与法定要件一一比对， 分别判断满足与否。 第二， 作为涵摄
的结论， 各要件呈现出满足与不满足非此即彼的刚性结构， 只要一个要件不满足， 则法律效果全部
不成立。 第三，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裁剪、 价值判断等事实上存在的评价过程被隐藏在要件涵
摄这一技术化的过程之下， 在判决书中不能彰显。

“要件—效果” 模式下的法律适用， 对于各项要素较为均衡、 明显需要法律介入， 或者对于某

輥輲訛 Vgl. Staudinger Kommentar/Sack, 2003, §138, Rn. 195.
輥輳訛 参见武腾： 《显失公平规定的解释论构造———基于相关裁判经验的实证考察》， 载 《法学》 2018年第 1期。
輥輴訛 例如在 “田利库、 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中， 作为承包方的原告由于不能支付农民工工资面临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追诉， 而与被告签订条件苛刻的借款协议， 法院支持了原告诉请。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辽
民再 68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輵訛 Vgl. K觟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41. Auflage, 2017, S.211.
輥輶訛 Vgl. Sack（Fn. 14）， §138, Rn. 208.
輥輷訛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桂 09民终 505号民事判决书。
輦輮訛 参见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31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 （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710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譿訛， 李适时书， 第 474页。
輦輰訛 参见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 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620 页。 《民通意见》 第七十条亦要求一方

“为牟取不正当利益”。
輦輱訛 参见王磊： 《论显失公平规则的内在体系》， 载 《法律科学》 2018年第 2期。
輦輲訛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浙民申字第 70号民事判决书。
輦輳訛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2009） 闵民三 （民） 初字第 179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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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要素缺乏而明显排斥法律介入的案件而言， 无疑具有直观的优势， 因为它使法官从繁重的论证说
理义务中解脱出来， 能够依据法律给定的要件作出简洁明快的裁判， 有助于提高司法的效率并保障
法律的安定性。 然而， 对于未有客观标准作为评价依据、 出现法条未列举之情形、 主客观各项要素
分布不均衡或部分要件难以查明等非典型案件， “要件—效果” 模式就显现出不足： 首先， 要件被
分割理解， 相互独立， 使得各要件含义的厘定通常只能考虑最大公约数， 对于边缘情形则未加照
顾。 然而在非典型案件中， 案件事实常常处于要件外延的边缘地带， 这就带来裁判者的犹疑； 假若
为个案需要而重新定义概念的内涵， 使其外延涵括案件事实， 则又会带来要件本身的不稳定， 上述
“危困状态” “无经验” “利用” 等概念界定的游移即为其适例。 其次， 对于非典型案件， 其事实要
素常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某些案件中可能客观给付失衡严重， 然而不利方的弱势状态不太明
显； 或是不利方处于极度弱势， 获利方利用之心也昭然若揭， 然而客观给付失衡并不显著。 此类案
件， 裁判者本应立足案件全貌以为整体评价， 然而要件的分割及刚性却造成阻碍， 使法官不得不在
要件成就与不成就之间择其一。 最后， 对于非典型案件， 或由于事实认定争议较大， 或由于承担法
律续造之责， 法院本应为此承担更重的论证说理义务， 将其内在评价过程完整展现于外。 然而， 在
“要件—效果” 模式下， 这一评价过程被隐藏在要件的涵摄之中而不能得以彰显， 造成裁判缺乏说
服力的问题。 综上而论， “要件—效果” 模式对于典型案件适用的优点， 亦构成其面对非典型案件
时的缺陷， 对于后者， 唯有跳脱 “要件—效果” 的思维模式， 寻求既具有张力和灵活度， 同时又能
展现评价过程、 增强裁判说服力的新的法律适用模式。

二、 动态体系之引入

（一） 域外司法实践动向之考察

1. 德国
《德国民法典》 第 138 条第 2 款规定的 “暴利行为”， 包含 “给付与对待给付显著不相称” 与

“一方利用另一方不利境地” 的要件。 不过， 与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不同的是， 德国民
法明确将不利方情形限于 “强制状态” “无经验” “缺乏判断能力” “显著意志薄弱” 四种情形。 如
此一来， 便产生若不利方的境地不能归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 或获利方 “利用” 的主观状态难以
证明， 但其缔结的给付显著失衡的合同仍然需要得到救济的问题。 对于此类案件， 德国联邦普通
最高法院未采纳斯图加特高等法院提出的所谓的 “沙堆理论” （Sandhaufentheorem） 肯定暴利行为的
构成，輦輴訛 而是通过回归到第 138 条第 1 款予以解决， 并据此发展出 “准暴利行为” 这一案型。輦輵訛

对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 德国判例和学说尝试引入所谓 “动态体系” （bewegliches System）
的思想予以阐释。 根据德国学者 Mayer-Maly 的观点， 被认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诸多标志， 如违反
秩序、 限制自由、 滥用优势、 损害第三人、 严重的等价障碍、 可责难的思想等， 不应该被孤立地看
待， 其中一个标志的出现并不足以去认定违反善良风俗， 经常需要多个标志的相互作用才能将一个
法律行为认定为违反善良风俗。 对于准暴利行为， 德国传统学说认为违反善良风俗必须具备主客观
要件， 客观上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显著失衡， 主观上要求获利方具有可责难的想法， 不过对于后者

輦輴訛 Vgl. Bender, Das “ Sandhaufentheorem”： ein Beitrag zur Regelungstechnik in der Gesetzgebungslehre, in: Gesetzgebungstheorie,
Juristische Logik, Zivil-und Prozessrecht: Gedachtnisschrift für Jürgen R觟dig, 1978, S. 34-42.

輦輵訛 Vgl. Leipold, BGB I Einfu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 9. Auflage, 2017, S.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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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难以证明， 司法实践中只得通过给付失衡的程度来推定， 然而这样的推定没有持续稳定的
假设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或许会更好， 即将动态体系的思想引入其中， 一个违反善良风俗的要素
（如等价障碍） 的特别显著的实现， 另一个要素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輦輶訛

2. 瑞士
《瑞士债务法》 第 21 条于 1911 年修法之际增补。 自该条内容上看， 显然受到 《德国民法典》

第 138 条第 2款的影响，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 《瑞士债务法》 第 21 条并未与善良风俗条款立于同一
条文， 而是位于内容瑕疵 （第 19 条、 20 条） 与意思表示瑕疵 （第 23 条之下） 之间。 根据瑞士学
说， 第 21 条广泛适用于各种双务合同， 并且可以类推适用于非双务合同以及单方和多方法律行为。
不仅是自然人， 而且法人也可以主张此条的救济。 就该条与同法第 19 条、 20 条内容瑕疵的关系，
瑞士学说认为第 21 条系针对合同给付不均衡问题的终局性规范。 《瑞士债务法》 第 21 条虽要求不
利方处于 “急迫、 轻率或无经验” 三种情形， 不过根据瑞士判例， 法律列举的三个特征只能被理解
为模板， 不利方只需证明自己的决定自由受到妨碍即可。 并且， 《瑞士债务法》 第 21 条要求的三个
要素， 尽管不能相互替代， 但一个要素的较强满足可以弥补另一个要素的不足。輦輷訛

3. 奥地利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第 934 条继受自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害规则， 该规则适用于除射幸合同外

的一切有偿合同， 并且仅要求一项给付少于对待给付的一半即可获得救济。輧輮訛 与此同时， 该法典第
879 条第 2 款第 4 项还仿照 《德国民法典》 规定了暴利行为， 根据解释， 暴利行为适用于所有存在
交换关系的法律行为。 相较于非常损害规则要求给付 “短少逾半”， 暴利行为的满足可以接受主给
付义务客观价值更小的差异。 根据奥地利法院的判例， 一个显著的意思形成自由的障碍与一个较小
的等价障碍也可构成第 879 条第 2 款第 4 项的暴利行为， 反之亦然。輧輯訛 在奥地利， 司法实践的趋势
是， 非常损害制度适用得并不比暴利行为少， 并且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被压制， 而更接近于非常损
害制度。輧輰訛

4. 日本
日本民法中并没有关于显失公平或暴利行为制度的明文规定， 相关问题通过其民法典第 90 条

的公序良俗条款予以处理。 传统上， 暴利行为被认为是违背公序良俗一种类型， 就其构成要件的理
解， 与德国民法相类似。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为了处理有关消费者交易和投资交易的纷争，
日本法院判例以及学说中出现了更积极灵活地运用暴利行为规则的动向， 即将传统暴利行为的 “利
用他人窘迫、 轻率、 无经验” 理解为有关意思决定过程中的主观要素， 将 “以获得显著过当之利益
为目的而为法律行为” 理解为有关法律行为内容的客观要素， 在此基础上通过两者的相关关系来判
断行为正当与否。 在这一判断中， 主客观要素处于互相补充的关系， 即使其中一个要素未达到充足
程度， 也可以斟酌另一个要素的充足程度来综合判定。輧輱訛

輦輶訛 Vgl. Mayer-Maly, Bewegliches System und Konkretisierung der guten Sitten, in: Franz Bydlinski, Heinz Krejci, Bernd Schilcher,
Viktor Steininger, Das Bewegliche System im geltenden und Künftigen Recht, 1986, S. 117-126.

輦輷訛 Vgl. 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Privatrecht, Obligationenrecht I: Art.1-529 OR/Huguenin, 1992, S. 185ff.
輧輮訛 Vgl. Helmut Koziol, Peter Budlinski, Raimund Bollenberger （Hrsg.）, Kurzkommentar zum ABGB, 2., u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2007, S. 991-992.
輧輯訛 Vgl. Helmut Koziol（Fn. 31）， S. 842.
輧輰訛 Vgl. Franz Geschnitzer, Kommentar zum Allgemeinen Bügerlichen Gesetzbuch, 1968, S. 560.
輧輱訛 参见 [日] 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 I： 总则》， 解亘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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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
美国 《统一商法典》 （UCC） 第 2-302 条将衡平法上的 “非良心性法理” （Unconscionability） 成

文化，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国判例中， 一个合同由于显失公平而丧失执行力， 根据传统方法必须
同时满足程序上和实质上显失公平两项要求。 程序上的显失公平关注交易程序本身， 要求不利一方
在交易上缺乏有意义的同意。 实践中， 法院通常将消费者的年龄、 文化程度、 是否缺乏谈判机会以
及是否使用格式条款、 合同印刷字体等外在证据予以考虑以决定程序要件成就与否。 实质上的显失
公平则瞄准条款本身， 这一审查的核心在于合同风险分配或对价在商业上是不合理的或者是难以预
料的片面 （one-sided）。 并且， 相关条款不能仅仅是不合理的， 而且必须是严苛和难以忍受的， 或
者这个条款是如此地偏向一方以至于触犯良知。 按照传统方法的要求， 上述程序性要求和实质性要
求必须同时呈现出强烈的证据时， 才能宣告合同无执行力。輧輲訛

随着跨学科领域研究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消费者依赖合同中， 即使商家提供更多的
信息， 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消费者也难以作出有意义的同意， 通过外在证据去证明消费者缺
乏有意义的同意是没有必要的。輧輳訛 基于此， 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法院逐渐放弃传统方法， 而采取被称
作 “滑动标尺法” （The Sliding Scale Approach） 的审查方法。 滑动标尺法尽管仍然保留了程序和实
质的二元分析框架， 但相较于传统方法， 其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其一， 滑动标尺法放松了程序上和
实质上显失公平的认定要求。 在程序面向， 一些法院仅要求存在一个依赖的消费者合同即可， 即使
没有 “缺乏有意义的同意” 的外在标志。 例如， 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适用滑动标尺法时， 总是倾向
于认定程序上显失公平， 只要一个典型的标准格式合同存在。輧輴訛 在实体层面， 使用滑动标尺法的法
院也适度调低其要求， 只要一个条款不合理地偏向一方或者商业上是不合理的即为已足。輧輵訛 其二，
与传统方法分别检视程序上和实质上的证据， 要求每一层面都必须达到最低门槛不同， 滑动标尺法
基于一种程序与实质互动的视角， 并不要求每一个侧面均达到特定的程度， 而是认为一个侧面的较
大满足可以补偿满足度较低的另一侧面， 两个侧面相互协力， 整体上决定合同的可执行性。輧輶訛 值得
注意的是， 现今美国多数州法院已经明确采用了滑动标尺法， 只有少数州法院仍继续采用传统的双
重要件法， 另外， 还有少数州法院允许仅根据程序或实质单一要件的满足即认定合同无执行力。輧輷訛

6. 小结
二十世纪以降， 世界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 私法的功能也逐步进行调整， 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私

人事务中。 在此背景下， 私法中衡平条款的地位日益得到重视， 各国司法部门灵活运用这些条款增
大其适用空间亦是顺应历史大势的表现。 事实上， 不独外国如此， 显失公平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广泛适用于买卖、 租赁、 建设工程、 委托、 和解乃至股权转让、 合伙合同等领域。輨輮訛 据笔者观察，
对于合同均衡性判断标准较为客观的合同类型， 法官明显赋予客观要素在显失公平的认定中以更大
的权重， 在人身损害赔偿协议、 房屋买卖、 房屋租赁等纠纷中， 合同交换客观上的失衡程度是认定
显失公平的关键性因素， 主观因素在其中往往退居其次或可以通过推定的方式认定。 与之相比， 对

輧輲訛 Melissa T. Lonegrass, Finding Room for Fairness in Formalism—The Sliding Scale Approach to Unconscionability, 44 Loy. U. Chi. L.
J. 1 （2012）, pp.8-11.

輧輳訛 See Melissa T. Lonegrass, Supra note 輧輲訛， at 29-39.
輧輴訛 See Gentry v. Superior Court, 165 P.3d 556, 572 （Cal.2007）.
輧輵訛 See Little v. Auto Stiegler, Inc., 130 Cal. Rptr. 2d 892, 898 （Ct.App.2003）.
輧輶訛 See Melissa T. Lonegrass, Supra note 輧輲訛， at 12-17.
輧輷訛 See Melissa T. Lonegrass, Supra note 輧輲訛， at 25.
輨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蔡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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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客观标准或具有高度人身性因素的合同， 如股权转让协议或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等， 客观要素
在显失公平的认定中所占权重则较低， 主观要素在其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輨輯訛 由此可见， 尽管我
国裁判者自身没有意识到， 但其在实践审判中已不自觉地运用了动态思维。 基于此， 将显失公平制
度动态体系化， 也许并非是在引入一种全新的审判方式， 而是对现实裁判方式的一种方法论的提炼
和归纳。

（二） 从 “要件—效果” 转向动态体系

“动态体系论” 最初由奥地利法学家维尔伯格 （Wilburg） 提出。 在发表于 1941 年的 《损害赔偿
法的要素》 一文中， 他提出了在损害赔偿法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四个要素， 在他看来， 损害赔偿
并非根据一个统一的原则来决定， 而是取决于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輨輰訛 在维尔伯格之后， 这一思想
得到著名学者比德林斯基 （Bydlinski） 和卡纳里斯 （Canaris） 的认可和阐发，輨輱訛 逐渐在奥地利和德国
两国产生巨大影响。 奥地利学者库奇奥 （Koziol） 称其开辟了介于固定要件与模糊一般条款之间的中
间路线。輨輲訛 相较于固定构成要件和法官基于一般条款的自由裁量， 动态体系具有如下三个性格特征：

1. 动态性
动态体系论为批判概念法学而生， 维尔伯格为此提出 “要素” （Element） 或 “变动之力”

（bewegende Kraft） 以取代 “要件” 这一概念。 要素并非概念式的要件规定， 而是一种原理
（Prinzip）， 它并非可供涵摄的规范。 相较于 “要件—效果” 模式， 动态体系的动态性表现在如下三
个方面： 其一， 要素本身的动态性。 与要件 “全有或全无” 不同， 要素内部具有可分层的特征， 可
通过比较句式予以描述， 而呈现出或多或少满足的特点。輨輳訛 其二， 与各要件相互区隔孤立判断不同，
要素之间呈现出可交换性与可互补性， 一个满足程度较低的要素可与其他高度满足的要素共同作用
而呈现出如各要素均衡状态下相同的整体力量， 进而得出相同的法律效果。 其三， 与要件全部成就
即得出统一的法律效果不同， 基于具体案件中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情况， 可以得出不同的整体图
像， 进而可以产生层次不一的法律效果。輨輴訛 针对此种动态性， 有学者形象地指出， 动态体系的运用
过程与其说是 “适用”， 不如说是一个 “持续赋形的程序”。輨輵訛

2. 评价性
与关注事物抽象共同特征的要件式司法适用不同， 动态体系下的司法裁判并非一种自动式的反

射装置， 它更加关注个案的特殊性， 每一个案件根据预先确定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力量强度， 都呈
现出自身独特的图像。 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的任务并非从事案件事实与法定要件的涵摄， 而是就各
要素在具体案件中的重要性作出评价。 显然， 评价和权衡是动态体系论的显著特征之一。 此外， 维

輨輯訛 例如， 对于股权转让合同， 由于股权的客观价值难以精确评估， 因而是否具备一方利用另一方的不利情形成为法院审查的
重点。 由于这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多为商人， 故其通常难以通过显失公平制度得到救济。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豫法民二终字第 90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 川民终 162号民事判决书。

輨輰訛 Vgl. Wilburg, Die Elemente des Schadensrechts, 1941, S. 26ff.
輨輱訛 Vgl. F. 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1982, S. 529.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1983, S. 74.
輨輲訛 Vgl. Helmut Koziol, Das bewegliche System: Die goldene Mitte Für Gesetzgebung und Dogmatik, Austrian Law Journal, ALJ 3/2017,

S. 169.
輨輳訛 Vgl. Gerhard Otte, Zur Anwendung komparativer Saetze im Recht. In: Franz Bydlinski, Heinz Krejci, Bernd Schilcher, Viktor

Steininger, Das Bewegliche System im geltenden und Kuenftigen Recht, 1986, S. 271-286.
輨輴訛 Vgl. Helmut Koziol（Fn. 45）， S. 167.
輨輵訛 Vgl. Ewald Hücking, Der Systemversuch Wilburgs, 1982, 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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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伯格的动态体系还呈现一种结果导向式思维， 与其说他关注的是法的发现过程， 毋宁说他更加关
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 这从他一再强调评价结论的可事后检验性可以看出。 从这一角度看， 动态
体系论与批判机械适用法律的利益法学是一脉相承的， 惟其不同的是， 利益法学使法官的评价受制
于先于法律的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而动态体系则将评价的标准转移至规范自身， 赋予法官自主评价
的可能性。輨輶訛 在这个立场上， 动态体系论可被归属于当代价值法学流派之一。輨輷訛

3. 体系性
动态体系论反对概念逻辑演绎的主张， 曾被德国学者菲韦格视作当代民法学之论题学结构的一

个例证。輩輮訛 在菲韦格看来， 法学作为解决疑难的技术， 与作为问题思维的论题学是一致的。輩輯訛 作为论
题学的法学， 解决个案疑难并不能从体系中获得助益， 也不能从价值尺度层面获取正当性， 而应寻
求论据的帮助， 通过讨论来实现针对特定问题的一致观点。輩輰訛 诚然， 动态体系关注个案的独特性，
并强调论证程序的正当性， 这与论题学重视 “讨论” 的思维具有相似性； 但认为动态体系属于完全
不受体系和价值拘束的自由讨论的论题学， 恐怕只是一个美妙的误会。 必须指出的是， 动态体系的
要素并非来自法官的恣意想象， 而是来自法律的归纳， 包括法官法、 法学家的文献以及比较法。輩輱訛

动态体系的要素尽管可以不同组合进而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 但这种个性化并非无限制的， 而是建
立在要素的有限性之上。輩輲訛 在这个意义上， 山本敬三教授将动态体系论界定为“阐明支配各个法律领
域的一定的指导原理， 并构思由这些原理组成的 ‘体系’ 的理论”。輩輳訛 不过， 动态体系中的 “体系”
并非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外在体系， 而是通过原理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内在体系。輩輴訛

诚如奥地利学者施泰宁格 （Steininger） 所言， “与过去被传统物理学所塑造的机械的世界观不
同， 当今的世界由于价值的多元化和科技的进步而呈现出网状的结构”。 面对外部世界的复杂性，
传统法学上单向的线性思维不敷适用， 而需要引入一种考虑事物联系的环状的思维结构。輩輵訛 社会学
家卢曼为此提出 “法律系统在规范上闭合， 在认知上开放” 的著名命题。輩輶訛 与传统法学上的 “要
件—效果” 模式相比， 由动态体系所构建的 “要素—效果” 模式具有动态性的特征， 更能保障法律
规则适用上的灵活度和对现实生活的开放性。 动态体系的评价性特征将法官评价过程展示于外， 使
得裁判过程相比于纯粹的概念涵摄更具说服力。 此外， 动态体系的体系性又划定裁量的边界， 同时
兼顾了法律的安定性要求。 动态体系的三点特征恰好满足非典型显失公平案件对司法裁判提出的诸
项要求， 动态体系论的引入或可成为破解上述司法难题的一剂良药。

（三） 显失公平制度动态体系化的可能性

輨輶訛 Vgl. F. Bydlinski（Fn. 44）， S. 529.
輨輷訛 参见吴从周： 《概念法学、 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 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16-430页。
輩輮訛 参见 [德] 特奥多尔·菲韦格： 《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 舒国滢译，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12页。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輩輮訛， 菲韦格书， 第 104页。
輩輰訛 Vgl. Ewald Hücking（Fn. 48）， S. 38.
輩輱訛 Vgl. F. Bydlinski（Fn. 44）， S. 531.
輩輲訛 Vgl. Canaris（Fn. 44）， S. 77.
輩輳訛 参见 [日] 山本敬三： 《民法中的动态体系论———有关法律评价及方法的绪论性考察》， 解亘译， 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

丛》 （第 23卷）， 金桥文化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2002年版， 第 215页。
輩輴訛 参见前引譾訛， 拉伦茨书， 第 348页。
輩輵訛 Vgl. Viktor Steininger, Walter Wilburg als Lehrer und Forscher in der Erinnerung seiner unmittelbaren Schueler und das Bewegliche

System im Gesamtgefuege der Wissenschaften. in: Franz Bydlinski, Heinz Krejci, Bernd Schilcher, Viktor Steininger, Das Bewegliche
System im geltenden und Kuenftigen Recht, 1986, S. 14.

輩輶訛 参见顾祝轩： 《民法系统论思维： 从法律体系转向法律系统》，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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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动态体系论引入显失公平制度的解释适用中， 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
一条是否具有动态体系化的可能性。 在卡纳里斯教授看来， 现行德国法的体系原则上不是动态的，
而是非动态的。 因为法律中的单一原则清楚限定了适用范围， 在此之中并不能通过其他要素予以替
代。 换言之， 固定构成要件的设置排除了法官根据要素的数量和强度予以权衡的自由裁量空间。輩輷訛

德国立法者在 《德国民法典》 第 138 条第 2 款中对暴利行为规定了严格的适用要件， 表明其限制该
条适用范围的立法意图， 这也是为什么 “沙堆理论” 式的要件互补在暴利行为上不能得到德国学说
和判例广泛支持的原因。輪輮訛 施泰宁格在阐述动态体系论可发挥的作用时， 也提到了民法典的立法风
格和立法者的态度对动态体系论运用的影响。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偏爱日常生活用语， 而尽量避免
过于专业化的法律措辞， 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规范风格， 即尽量规定具体的情景， 而将详细的规则
和大量类比交由法律适用者去解决。” “另一方面，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其著名的解释规定中也表达
了对类推的需求 （第 7条）， 以及在第 6 条中规定法律适用者负有义务， 即不能拘泥于立法条文的表
面字义， 而应始终注意其内在含义。” 以上种种表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风格适宜动态体系的运用。輪輯訛

由此观之， 动态体系论的运用空间， 受制于立法者的规范意图以及为贯彻这一意图的规范表达。
对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范特征， 可通过与 《德国民法典》 第 138 条第 2 款的比较

得以呈现。 首先， 在客观层面， 第一百五十一条未如德国民法那样使用 “给付与对待给付显著不相
称” 这样的具体措辞， 而是使用了 “显失公平” 这一更具包容力的表达。 其次， 在不利方一侧， 第
一百五十一条未如德国民法那样封闭式地列举四种情形， 而是采取了以 “等” 字兜底的开放式列
举。 上述特征清楚地表明， 相较于德国立法者对暴利行为施以严格要件而限缩其适用范围的立法意
图， 我国立法者赋予显失公平制度更大的弹性和灵活度， 表明其希望显失公平制度发挥更大作用的
立法意图。 尽管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范表达具有构成要件的特征， 我国学说一般也在 “要件—效
果” 模式下对其进行解读， 但具有 “要件—效果” 式的规范结构并不必然排斥动态体系化的可能。
正如比德林斯基教授所言， 尽管存在要件标记， 但这些要件呈现出数量上可分层的特点时， 如过
错、 危险、 等价性、 强制状态、 无经验、 信赖等， 就仍然有动态体系的适用空间。輪輰訛 《民法典》 第一
百五十一条所使用的 “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 “显失公平” 等均为有待法官价值补充的表达，
符合 “数量上可分层” 的特点， 完全具备动态体系化的可能性。

三、 显失公平制度的内在原理

动态体系论的基本构想是， “特定在一定的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诸要素， 通过与要素的数量和
强度相对应的协动作用来说明、 正当化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輪輱訛 此所谓 “要素” （Element）， 并非
构成要件， 维尔伯格称其为 “原理” （Prinzip）。輪輲訛 因而， 发现这些在特定法律领域起作用的 “原理”，
即为建立动态体系的基础。

合同应得到严守为私法自治的题中之义， 然而各国法律无不于一定条件下允许当事人从合同中

輩輷訛 Vgl. Canaris（Fn. 44）， S. 78.
輪輮訛 Vgl. Erman Kommentar BGB/Arnold, 2014, §138, Rn. 47.
輪輯訛 Vgl. Viktor Steininger（Fn. 58）， S. 6-8.
輪輰訛 Vgl. F. Bydlinski（Fn. 44）， S. 535.
輪輱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輪輲訛 Vgl. Ewald Hücking（Fn. 48）， 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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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 故而合同效力系由多重原理共同作用所决定。 为说明这一现象， 维尔伯格、 比德林斯基、 霍
恩等学者均提出过影响合同效力的几项决定因素， 包括合同自由、 信赖保护、 公平等价、 社会伦理
等。輪輳訛 我国 《民法典》 第四条至第七条亦明文规定了平等、 自愿、 公平、 诚信四项基本原则， 具体
到显失公平制度， 其中至少反映了以下三项原理：

（一） 交换正义原理

显失公平制度的调整对象为交换合同 （Austauschvertrag）， 其核心特征是给付与对待给付的交
换， 所谓汝予换吾予。 显失公平制度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价值不能相差过大， 此种关于给付
对等性的要求体现了一种交换正义观。

交换正义这一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将公正分为两类： 一类是财富分配上的
公正， 另一类是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对于矫正的公正， 又可以分为两类， 分别对应于
两类私人交易， 即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 前者包括当事人自愿进行的如买卖、 放贷、 租赁等交
易， 后者则包括偷窃、 抢劫、 伤人等行为。輪輴訛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买卖等交易行为必须遵循一种德
性的公正， 它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 亚氏的正义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
斯·阿奎那眼中， 德性是合同拘束力的来源， 他认为， 当一个人允诺将来把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
或者同意现在就这样做时， 他要么在实践交换正义的德性， 要么在实践慷慨的德性。 显然， 买卖等
交换合同是在践行交换正义， 而交换正义则成为这类合同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所在。輪輵訛

随着自由主义的勃兴， 强调客观等值的交换正义观逐渐式微， 但其并没有走向消亡， 而是以其
顽强的生命力存留在个别私法制度中。 究其原因， 在于强调客观等值的交换正义本身蕴含了一种平
等理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愿的交换行为要求当事人所失与所得大致相等， 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交易
中得到多失去少， 另一方当事人失去多得到少， “这种不公正本身就是不平等， 法官就要努力恢复
平等”。輪輶訛 而交换正义之平等理念之所以能够持久地成为一项正义价值， 根据博登海默的观点， 其心
理根源可能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人们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 二是人所具有的一种不愿受他人统治
的欲望； 三是来自于一种平衡感， 这种平衡感在人类的其他领域也表现得极为明显， 尤其是在审美
领域。輪輷訛

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 价格的形成是在供求关系的基础上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故对于合同
公平与否的判断， 无法赞同像中世纪的理论家一样期冀一个 “公平价格” 作为标准。輫輮訛 但交换正义
也并非镜花水月， 恰如当代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所言， “正义实际上从未被人们直接经历过， 相
反， 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不公正； 正是通过不公正的经历， 我们才形成了有关正义的观念。”輫輯訛 依此展
开， 显失公平制度中强调的等价性并非一种正向评价， 而是一种否定评价， 我们不需要回答什么样
的合同是公平的， 而只需要识别不公平的合同即可。 对于后者， 大众的观点、 市场价格、 制造成
本、 付出的劳动、 法律规范等均可作为确定基准的参考， 跟这一基准价格稍有偏离也并非不公平， 只
有当合同价格与人们观念上的一般价格偏离较远， 以致触动人们的良心时， 方才构成不公平的交换。

輪輳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輪輴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克伦理学》， 廖申白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 第 147页。
輪輵訛 [美] 詹姆斯·戈徳雷： 《现代合同理论的哲学起源》， 张家勇译，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6-18页。
輪輶訛 参见前引輪輴訛， 亚里士多德书， 第 150-151页。
輪輷訛 参见 [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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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版， 第 311页。
輫輮訛 See Aphonse M. Squillante, The Doctrine of Just Price—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74 Com.L.J. （1969）, p.333.
輫輯訛 [美] 南茜·弗雷泽： 《论正义： 来自柏拉图、 罗尔斯和石黑一雄的启示》， 载 《国外理论动态》 2012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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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同自由原理

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看来， 政府被限定于确保市场稳定、 充当 “夜警国家” 的角色。 在私法领
域， 根据康德奠定的哲学基础， 人依其本质属性， 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范围内， 自主和负责
任地决定其存在和关系、 为自己设置目标， 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輫輰訛 合同意味着当事人自由意
志的联合， 合同与自由被等同视之， 除非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存在意思瑕疵， 如欺诈、 胁迫、 错误
等， 否则合同不得毁弃， 此即消极自由的观点。

不过，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 古典自由
主义假设的世界观逐渐脱离社会的现实。 受此影响， 社会思潮发生了更新， 在私法领域， 用星野英
一教授的话讲， 以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 自由为前提的近代民法因双方当事人社会、 经济方面的不
平等而显现出破绽， 以 “强而智” 为人像设计的近代民法在现代社会扮演了制造弱者痛苦的角色。輫輱訛

在此背景下， 合同自由从原先强调的消极面向日渐转换到其积极面向。 与消极自由强调排斥外界的
不当干预不同， 积极自由更强调个人积极追求并获致幸福的能动性作为。輫輲訛 在一方当事人处于危困
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时， 其作出的意思表示虽非不真实，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谈判能力或理性
能力， 使之难以保护自身利益或作出理性的抉择以形成适当的法律关系， 此时法律赋予其撤销权这
一工具， 使之可以对抗 “强而智” 的对方当事人， 以免遭暴利剥削， 可以说是立法者对合同积极自
由予以关注的结果。

（三） 诚信原理

交换正义原理与合同自由原理均是在不利方一侧考虑合同的拘束力问题， 然而合同作为双方法
律行为， 在双务合同中， 一方当事人撤销合同意味着对相对方合同利益的剥夺， 故在撤销权的设置
上， 相对方的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合同显失公平的构成， 要求一方当事人 “利用” 了对
方的不利境地。 对此所谓 “利用”， 首先表现在明知对方处于危困等不利状态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法律允许不利方撤销合同， 可视作对这种行为的否定评价。 由此， 显失公平制度不仅是为不利者提
供救济， 从另一角度看， 也体现了对另一方主观意思及其行为的非难。 按照现代经济理论， 市场中
的人被假设为经济人， 按照卡尔·布鲁内的观点， 就是 “会计算、 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
人”。輫輳訛 在交易中， 当事人原则上被允许各尽所能， 发挥自身优势， 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然而， 市
场经济亦是道德经济， 各尽所能不代表无所不用其极， 交易中的当事人仍须遵守起码的伦理准则，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尽量照顾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不损人利己即是其中的基本要求之一。 这种道
德伦理进入民法之中， 其表现便是诚实信用原则。輫輴訛

成文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作为一般条款， 其实质在于对严格的个人主义加以限制。輫輵訛 就其功
能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为具体化和补充功能， 前后合同义务以及合同附随义务均由其产
生； 二为限制功能， 禁止权利滥用、 避免自相矛盾的行为、 权利失效法理为其代表； 三为控制与矫

輫輰訛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5-46页。
輫輱訛 [日] 星野英一： 《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 王闯译， 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 第 8 卷，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74、 第 183页。
輫輲訛 参见易军： 《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 载 《法学研究》 2018年第 6期。
輫輳訛 [法] 亨利·勒帕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李燕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24页。
輫輴訛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49页。
輫輵訛 参见朱广新： 《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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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功能， 一般交易条款的内容控制、 行为基础障碍、 继续性债务关系中基于重大事由而产生的终止
权等即为是例。輫輶訛 具体到显失公平制度上， 其禁止对对方危难等情形加以利用， 可认为在合同订立
阶段，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功能， 法律为双方当事人施加了一定的先合同义务， 其内容为不得
利用对方的危难等情形， 以牟取过当之利益。 此外， 显失公平制度允许不利方撤销合同， 是对相对
方合同利益之剥夺， 亦可视为诚实信用原则控制与矫正功能的体现。

显失公平制度除表现为对利用者行为的非难外， 还表现为对优势者所获利益的否定， 这在利用
行为由第三人所为时尤其明显。 对于第三人利用一方当事人危困状态而缔结显失公平的合同情形，
尽管我国民法对此未作规定， 但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3.2.8 条第 2 款和 《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
架》 第 2-7:208 条均要求只有在合同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事实， 或尚未信赖该合同而合理行
事时， 另一方当事人才得宣告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 此等场合， 获利方并未实施背信行为， 知道或
应当知道相关事实也难谓过错， 是否允许不利方宣告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的关键在于获利方是否具
有值得保护的信赖。

信赖要素在现代合同法上愈加受到重视。 美国学者亨利·马瑟认为， 信赖是依法强制执行允诺
的首要基础， 其他看似合理的基础远不像信赖那样坚强有力、 无所不在。輫輷訛 德国学者拉伦茨教授亦
指出， “伦理学上的人格主义以每个人都具有自主决定以及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为出发点， 将尊重
每一个人的尊严上升为最高的道德命令。 不过， 仅凭借这种人格主义， 而不另外加入社会伦理方面
的因素， 那也还无法构筑某项法律制度， 就连构筑私法制度也是不够的”。 拉伦茨教授认为 《德国
民法典》 中的这一社会伦理因素就是信赖保护原则。輬輮訛 我国民法虽未明文规定信赖保护原则， 但信
赖要素在我国民法中随处可见， 不论是意思表示的解释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 还是缔约过
失场合的损害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五百条）， 又或是表见代理场合的代理效果 （《民法典》 第一
百七十二条）， 以及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等制度 （《民法典》 第三百一十一条）， 等等， 无不体现了
对善意信赖的保护。

从渊源上讲， 信赖与 （客观的） 诚信本是一对孪生双胞胎， 二者皆源于罗马法上 bona fides 一
词， 职是之故， 有学者以主观的诚信与客观的诚信分别概括之， 使二者统摄于诚实信用之下。輬輯訛 在
合同显失公平场合， 如果一方合同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不利境地， 则首先其行为违反客观诚
信之要求， 并且这种情况下其通常知晓合同失衡之后果， 主观上亦无信赖保护之必要。 在第三人利
用相对方不利境地的场合， 合同一方当事人虽不违反客观诚信之要求， 但合同显著失衡意味着其客
观上占有了本不属于他的过当利益， 此时， 如其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 则无信赖保护之
必要； 反之， 若其并不知晓或不应知晓这一事实， 则基于主观诚信的要求， 其信赖应得到保护， 不
利方不得撤销合同。 由是可知， 显失公平制度对获利一方的要求， 实则体现了客观诚信和主观信赖
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 交换正义、 合同自由、 诚实信用三者共同构成显失公平制度的内在原理。 实践中，
合同利益客观上失衡是法院介入合同关系调整的显在理由， 但在现代合同法上， 其不能单独作为消
解合同效力的依据， 故需进一步考察合同自由原理， 以增强撤销权成立的正当性， 在此基础上， 还

輫輶訛 Vgl.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8. Auflage, 2010, §4, Rn. 74-88.
輫輷訛 [美] 亨利·马瑟： 《合同法与道德》， 戴孟勇、 贾林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8页。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輫輰訛， 拉伦茨书， 第 58页。
輬輯訛 参见徐国栋： 《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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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相对人的因素， 故诚信原理也在此发挥作用。 从这一角度看， 交换正义、 合同自由、 诚实
信用三者在审查顺序上体现出层次性， 诚信原理在其中处于辅助性地位。 如果基于交换正义原理与
合同自由原理的审查， 合同不存在被撤销的理由， 自然不需要再考虑诚信原理； 只有在经过前两者
的审查存在撤销合同的可能时， 才进一步考虑后者。

四、 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化

（一） 原理的互动

1. 原理的满足度
原则与规则不同， 在德沃金看来， 二者具有 “质” 的区别。 规则是以一种 “全有或全无” 的方

式被适用的， 在个案中， 一个规则要么是有效的， 要么是无效的。 而原则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向
度， 当多个原则交叉影响同一案件时， 解决纠纷必须考虑每一原则分量的强弱。輬輰訛 作为动态体系基
础的原理并非具体规则， 而是法律原则， 自然存在满足程度的问题。 具体到显失公平的构成上， 从
否定合同拘束力的角度看， 前述三大原理可以分别表述为合同正义的背离程度、 合同自由的不完备
程度、 相对人违背诚信的程度。

动态体系的动态性要求法官在个案裁判中掌握某一原理的实现程度， 这就要求在各个原理内部
对其作层次性的划分。 在显失公平制度的三大原理中， 交换正义原理关注合同权利义务及风险的分
配， 主要体现为双务合同中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均衡性。 对此， 比德林斯基曾将等价性依其实现程度
由低到高划分为 （1） 等价性完全丧失； （2） 给付显著不均； （3） 能够认可程度的等价性； （4） 得
到保障的等价性四个阶段。輬輱訛 其观点可供我们借鉴。

合同自由原理关注个人真实意思在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实现程度。 对于合同自由不完备的救
济， 各国民法均设有胁迫、 欺诈、 错误、 显失公平等制度， 透过这些制度我们可将意思瑕疵程度由
高到低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由于外在强制而被迫作出意思表示； 二是由于外在欺骗而作出错误的
意思表示； 三是由于外在或自身原因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四是由于外在或自身原因作出非理性的
意思表示； 五是能够自由和真实地作出理性的意思表示。

诚信原理一方面关注相对方逐利行为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又考察其是否具有值得保护的合理信
赖。 对于前者， 我们可以通过认识要素、 意志要素、 目的要素的不同组合就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依
次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明知对方不利境地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为获取不当利益 （绝对不值得保
护）； 二是明知对方不利境地并有意识地利用 （不值得保护）； 三是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对方的
不利境地 （相对不值得保护）； 四是由于一般过失而不知对方不利境地 （考虑适当保护）； 五是无过
错地不知对方不利境地 （值得保护） 五个阶段。 对于后者， 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明知或重大
过失地不知合同显著失衡的事实； 二是一般过失地不知合同显著失衡的事实； 三是无过错地不知合
同显著失衡的事实。

在原理满足度的描述工具上， 根据奥拓 （Otto） 的观点， 我们可运用比较句式。 比较句式在语
言上的基本形式是： “越多或越可能 a， 则越多或越可能 b” （je mehr bzw. Je eher a, desto mehr bzw.
Desto eher b） 或者是 “当 a 存在时， 则更多或更可能 b， 反之亦然” （wenn a, dann mehr bzw eher b,

輬輰訛 参见雷磊： 《基本权利、 原则与原则权衡———读阿列克西 〈基本权利论〉》， 载 《法律方法》 第 11卷。
輬輱訛 Vgl. Franz Bydlinski, Privatautonomie und objektive Grundlagen des verpflichtenden Rechtsgesch覿ftes, 1967, S. 15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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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wenn nicht a）。輬輲訛 具体到显失公平制度的各项内在原理， 我们可以说， 随着上述各项因子越往
（1） 方向发展时， 则合同正义的背离程度越大、 合同自由的不完备程度越高、 相对人背信的程度越
高以及信赖的受保护程度越低， 进而合同的效力越倾向于被否定。

2. 原理之间的协动
原理自身满足程度上的差异， 导致原理之间协动关系的产生， 这种协动可以是同向的， 如朝着

合同正义的背离方向、 合同自由的不完备方向、 信赖的不受保护方向发展， 则三个原理共同使得合
同朝着拘束力消解的方向前进， 反之亦然。 同时， 各原理之间的协动也可以是逆向的， 如合同正义
的背离程度较大， 但是合同自由的不完备程度较小； 又或是合同正义的背离程度不大， 但是合同自
由的不完备程度较大， 且相对人信赖的受保护程度较低， 此时就发生原理之间的拉扯作用， 各原理
之间的互补特性也由此凸显， 这就是被诸多动态体系论的支持者所青睐的 “要素的可交换性或互补
性”， 即在诸多决定法律效果的要素中， 如果某个要素满足度足够大， 则其他要素的满足度小一些
也足够， 反过来， 如果某一要素的满足度足够小， 则其他各项要素的满足度相应的必须足够大。輬輳訛

关于要素的可交换性或互补性， 有两点值得澄清之处： 首先， 互动的要素是规则的内在原理而
非规则的构成要件。 如上文所述， 要件具有 “全有或全无” 的特征， 只有满足与不满足之说， 而没
有满足程度的问题， 更谈不上要件之间的互动了。 只有回溯到规则的内在体系， 作为体系基础的原
理由于其内部观点或因子的流动， 才呈现出满足程度的高低。 因此， 动态体系下要素的协动， 是内
在原理的协动， 而非构成要件的协动。 其次， 要素之间尽管呈现出互补的特征， 但这并不是动态体
系关注的重点所在。 动态体系关心的并非是一个较小满足的要素可被一个较大满足的要素所补足，
而是强调尽管一个要素的满足度较低， 但如果其他要素的满足度较高， 则根据这些要素互动呈现出
的整体图像， 仍然可以导出相应的法律效果， 也即， 这种整体评价才是动态体系关注的重点。輬輴訛 具
体到显失公平制度来说， 在个案中， 各项原理的满足度未必均衡， 此时法官应观察各项原理的运动
方向及其满足程度， 建立起原理互动的整体图像， 在此基础上综合判断合同显失公平与否。

（二） 法的安定性保障

1. 基础评价与示例性规范
原理的动态描述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指针， 其可以运用比较句式判断一种情形比另一种情形更倾

向于合同拘束力的否定， 然而， 这种判断仍然缺乏一种确定性， 因为比较句式并没有揭示原理达到
何种程度， 才能导出法律效果。 因此， 在动态体系的各原理中， 还需要确定一个 “锚” 来指示法官
的判断， 这个 “锚” 一般被称之为 “基础评价” （Basiswertung）。輬輵訛

基础评价从何而来？ 维尔伯格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详细说明。 考虑到实证法的拘束力， 现在一般
认为， 至少站在解释论的立场上看， 应当把成文法和判例看作是要素和基础评价的第一源泉。輬輶訛

在显失公平制度中， 交换正义原理主要着眼于给付均衡性的判断， 即合同在何种程度上 “显”
失公平。 对此， 立法上难以提供一个客观的价格标准作为参考， 原则上只能交由案例的积累而逐渐

輬輲訛 Vgl. Gerhard Otte（Fn. 46）， S. 272.
輬輳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輬輴訛 维尔伯格指出： “责任并不以所有或确定要素的满足为前提， 而是可以发生任意的结合， 每一个存在的责任要素按照它们的

强度被组成。 在个案中通过评价使其形成一个整体评价， 审判者权衡它以作出全部或部分赔偿义务的判决。 责任要素被考虑成
一个价值序列， 根据它们的数量和范围去充实损害赔偿的图像。” Vgl. Wilburg（Fn. 46）， S. 29.

輬輵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輬輶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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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定的共识。 例如， 德国联邦普通最高法院倾向于 “100%界限” （100-Prozent-Grenze）， 即一
方给付的价值只有另一方的一半， 或接受的给付价值超过自己给付的 100%时。輬輷訛 除交由案例积累共
识外， 司法解释中的部分规定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基础评价的作用，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20〕 17 号） 第二十五条就借贷利率规定的四倍
LPR 标准， 又如原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法释 〔2009〕 5 号） 第十九条关于 “明显不合理低价” 和
“明显不合理高价” 的规定， 在实践操作中， 前者或可作为利息暴利的认定基准， 后者或可作为财
产暴利的认定基准。

对于合同自由原理，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列举了两种不利方的典型情形， 即危困状态和
缺乏判断能力。 根据相关解释， 所谓危困状态， 是指因陷入某种暂时性的急迫困境而对于金钱、 物的
需求极为迫切。 所谓缺乏判断能力， 是指缺少基于理性考虑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对民事法律行为的
后果予以评估的能力。輭輮訛 由是可知， 显失公平下不利方的主观状态并未要求达到欺诈、 胁迫、 错误场
合下意思表示不自由、 不真实的程度， 而是由于某种主客观的原因， 导致其理性决策能力缺失即可。

至于诚信原理， 对获利方主观状态的非难可从认识要素、 意志要素和目的要素入手。 第一百五
十一条要求获利方具有 “利用” 对方不利境地的意图， 对此 “利用”， 不应解释为包含目的要素，
即不要求当事人具有获取暴利的行为动机； 只要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
断能力的客观状态， 仍然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 就可构成 “利用”。輭輯訛

基础评价的确定为动态体系下的裁断提供了一定基准。 如果案件中的事实情况达到或超过基础
评价的要求， 如给付与对待给付相差两倍以上、 不利方主观状态已达意思不自由的程度， 相对方不
仅具有利用的故意还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 则合同显失公平。

基础评价为单个原理的满足与否提供了一定指引， 但原理的互补性格， 意味着即使一个满足度
较低的原理也可以被其他满足度较高的原理所补充， 进而达成相当的法律效果。 事实上， “各项基
础评价上均附着有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限定”。 只有在其他原理处于满
足的中间状态时， 运用基础评价对该原理满足度的判断才有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 基础评价只有
大致的性格特征”。輭輰訛 因此， 除基础评价外， 动态体系尚需要示例性规范来确保动态体系整体评价的
准确性。 所谓示例性规范， 是给定每个要素的平均充足度， 规定依此发生某一法律效果的原则性示
例。輭輱訛 对于显失公平的构成， 立法者对法律规则的设计无疑考虑的就是中间、 典型的情况。輭輲訛 基于此，
我们不妨把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表述看作立法者给予的一种示例性规范， 即将该条描述的
情形作为立法者脑海中的显失公平合同之典型。 在显失公平制度动态体系的运用中， 根据个案事实
得出的原理互动的整体图像， 通过与第一百五十一条描述的示例性规范的对比， 判断个案情形是否
达到该典型情形的程度， 进而得出发生或不发生该条规定法律效果的结论。 从这一角度看， 通过将
第一百五十一条看作一种示例性规定， 实定法的拘束力也得到了维护。

2. 原理互动的边界
随着各原理强度不一的任意组合， 便会产生两种极端情况， 即某一原理满足度极高， 但另一原

輬輷訛 Vgl. Leenen, BGB Allgemeiner Teil: Rechtsgeschaftslehre, 2.Auflage, 2015, S. 218.
輭輮訛 参见前引譿訛， 李适时书， 第 474页。
輭輯訛 参见张新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释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14页。
輭輰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輭輱訛 参见解亘、 班天可： 《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2期。
輭輲訛 比德林斯基认为， 立法者一般以平均状态为前提选定构成要件。 参见前引輩輳訛， 山本敬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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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却不彰显。 最为典型者就是合同客观给付上极度失衡， 但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状态不明确， 或者
获利方利用了不利方的弱势处境但合同客观给付上并未失衡两种情况。 对此， 有学者以两要件事实
之间的分量互补关系须受到双重要件缺一不可的实在法规定的制约， 否定显失公平的构成。輭輳訛 这一
结论值得赞同， 但在动态体系论视角下如何证成， 仍需说明。

（1） 仅能证明合同客观上失衡
在当事人仅能证明合同客观上失衡时， 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不利方合同自由的不完备以及获利

方的背信要素在事实上不存在； 二是二者有可能存在但却难以证明。 对于前者， 由于现代民法中意
思自治的优先性， 故不能仅以合同客观上不公平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唯一理由， 因此不能认定合同
显失公平。 至于后者， 则是程序法上的证明责任问题。 对此， 德国判例中广泛运用的所谓 “事实推
定” 或曰 “表见证明” 理论可资借鉴。輭輴訛 实践中， 法官应综合案件的整体情况和当事人提交的各项
证据材料， 依据经验法则， 经过自由心证得出主观要素存在与否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事实
推定除可建立在合同给付失衡的程度上， 还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上。 如有学者主张， 若
合同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有 “结构优势” 时， 如雇主与劳动者、 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等， 则作为一项
“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可以事实推定 “利用优势” 的存在。輭輵訛

（2） 合同客观上未失衡
当合同客观上不存在给付失衡， 不利方能否仅以主观要素满足而主张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 在

动态体系论的视角下， 可以转化为显失公平制度能否抛弃交换正义原理， 而仅以合同自由原理和诚
信原理构成的问题。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七条至一百五十一条依次规定了重大误解、 欺诈、 胁迫、 显失公平四项
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制度。 其中， 胁迫被认为是对意思自由剥夺最彻底的情形， 故不论胁迫由合同
相对人所为还是第三人所为， 受胁迫者均得主张撤销合同， 合同自由原理在此发挥唯一作用。 相较
而言， 欺诈虽同属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 但当事人意思受强制的程度较胁迫稍低， 故在第三人欺诈
场合， 须追问合同相对人知或不知而异其规则， 信赖原理开始介入其中并发挥作用。 进一步观察，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的意思障碍较欺诈、 胁迫更为轻微， 且误解者通常也有过错， 故合同相对人的利
益必须考虑， 近来有力说主张在重大误解要件中引入相对人参与因素更是证明。輭輶訛 及至显失公平制
度， 立法者除要求不利方及获利方要素外， 尚要求合同 “显失公平” 这一客观要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从胁迫、 欺诈、 重大误解到显失公平制度， 随着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
事人意思瑕疵程度逐渐减弱， 为证成否定合同效力的正当性， 立法者逐渐加入相对方因素以及合同
客观均衡性因素的要求。 由此可见， 合同自由原理单独实现消解合同拘束力之目的必须达到一定程
度， 当其程度不足时， 必须通过其他原理予以补充。 是故， 合同客观上未失衡， 当事人仅具显失公平
制度要求之合同自由不完备程度， 并不足以单独构成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 反过来讲， 如果当事人合
同自由之不完备单独即可达到否定合同效力的程度时， 已不在显失公平制度的射程范围之内， 而应
归属于欺诈、 胁迫或重大误解制度调整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 要求合同客观上失衡是显失公平制度与
其他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界分的关键， 可以说对合同交换正义的要求是显失公平制度最为显著的标志。

輭輳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武腾文。
輭輴訛 德国判例就暴利行为或准暴利行为上的事实推定已积累相当标准以供参考。 Vgl. Hirsch, BGB Allgemeiner Teil, Nomos, 8.

Auflage, 2015. S. 277-280.
輭輵訛 参见前引譹訛， 贺剑文。
輭輶訛 参见韩世远： 《重大误解解释论纲》， 载 《中外法学》 201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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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ivil�Code�endows�unconscionability�with�new�connotation,�which�makes�it�play�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equity� clause� to� maintain� the� fairness� of� contracts.� So� it� is� a� must� to�
consider� its� application� method.� The� dynamic� system� has� flexible,� evaluative�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can�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flexibility� of� the� fair� system,� but� also�
delimit� the� boundary� for� the� discretion� of� judges.� In�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conscionability�system�in�China's�law,�the�introduction�of�the�dynamic�system�idea�is�a�feasible�
way�to�solve�the�dilemma�in�the�traditional�law�application�mode.�The�unconscionability�system�
embodies� three� principles,� which� include� justified� exchange,� contract� freedom� and� good� faith.�
These� three� principles� combine� together� and� form� its� internal� system.�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grasp�of� satisfaction�of� the�principle�and� the�use�of�comparative� sentence�patterns,� the�dynamic�
image� of� its� internal� principle� can� be� shown,� an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principle�is�produced�by�the�dynamic�nature�of�different�principles.�For�the�judgment�of�cases,�the�
overall�image�generated�by�the�coordination�among�different�principles�is�very�important.�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asic� evaluation� and� exemplary� norms,� some� guidance� for� case�
adjudication�under�the�unconscionability�flexible�system�can�be�provided.�In� the�meanwhile,� the�
interaction�of�different�principles�also�has�boundaries.�One�single�principle�can�not�prove�that�the�
contract�has�unconscionability.

Key Words: Unconscionability;�Dynamic�System;�Internal�Principle;�Interaction

结语

动态体系论自其诞生时就肩负着两线作战使命， 一方面须克服概念法学的僵化， 另一方面则要
防止自由法学的恣意。 在一定程度上， 动态体系论无疑是成功的， 它建立起完整的评价框架， 通过
这一框架既增大了规则适用的灵活度， 同时又制约了法官的无限制的自由裁量。 当然， 正如有学者
正确地反思到， “换个角度看， 较之于具体固定构成要件的规范， 选择经动态体系化了的规范会在
一定程度上牺牲法的安定性； 较之于一般条款， 动态化的规范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对实定法的
续造”。輭輷訛 因此， 也必须承认， 动态体系并非包治百病的 “万灵药”， 对于法律体系而言， 固定要件、
动态体系、 一般条款均不可或缺， 关键在于使它们适得其位。 本文对显失公平制度的动态体系化，
目的并非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法官运用固定要件思维即可解决的典型案件自然无需进入动态体
系， 仅是针对那些非典型案件， 动态体系论可为法官在遁入一般条款的迷雾之前， 提供一个妥当审
慎的分析框架， 在这样一个框架中， 法官或许能为疑难案件寻找到合适的答案， 进而实现法的安定
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輭輷訛 参见前引輭輱訛， 解亘、 班天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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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譹訛 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以后， 学界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 1981 年将改革

开放以来关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30 篇蒐集成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资料室编： 《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出版社 1981 年版。 而为了纪念关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讨论， 目前该书还进行了第三次出
版。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资料室编： 《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引言

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践行了 “自由、 平等”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而 2018 年宪
法修正案则正式规定了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事实上， 所谓法治国家， 应当是一个自
由而平等的共同体。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 人人生而平等被视为人民国家的基础。
而就我国而言， 自清末变法以来， 人人平等的政治与法律诉求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
中。 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 《宪法》） 第八十五条已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特别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1982 年 《宪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就此法学界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譹訛 正
如彭真所言，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我们全体人民、 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 是反对

江秋伟 *

内容提要： 在现代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构成了法治的重要内容。 基于法院适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 204 个司法案例的考察，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两种类
型， 即司法上人人平等与立法上人人平等。 在法院实践中， 大部分案例涉及立法上人人平
等， 主要涉及限制高利息、 死亡、 伤残赔偿金、 农村征地补偿、 消费者保护等， 与相对而
言弱势的法律主体有关。 其他部分案例涉及司法上人人平等， 主要涉及国家机关和公民应
当依法办事。 然而在法院实践中， 依然存在在推理上简单化以及在理解上单薄化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问题。 从规范上而言， 应当通过适用意义上的平等与内容意义上的平等具体化
人人平等的规范品格。 基于以人性尊严为主、 立法尊让为辅的审查基准， 对法律、 行政法
规、 规范性文件、 司法文件等进行审查， 保障人人平等。
关键词： 司法平等 立法平等 人性尊严 审查基准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在张力与适用
———基于已公开的判决文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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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搞特权的思想武器”。譺訛 基于对特权传统的反思，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讨论
中， 学界均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必须依法办事， 即司法上人人平等或者在适用法律
上人人平等。 然而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意味着人人均有平等权利， 即立法上人人平等， 却产
生了分歧。 当时存在两种观点， 表面上针锋相对。 一方主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必然联结立法上
人人平等， 另一方则主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包含立法上人人平等， 相反， 社会主义法制是立
法上阶级不平等的。 但是二者对于人民在立法上人人平等并没有分歧， 分歧仅仅在对阶级斗争的认
识上。 而随着我国工作重心以 “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移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立法上的人人平
等已经成为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重要内容。 此后， 学界主要集中于平等权利的研究以及平等
权理论译介， 如平等之性质、 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农民平等权、 男女平等权、 教育平等权等等。 这
些研究对于揭示平等权利的内涵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很少有研究从法院裁判的思路上来审视
和分析我国关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或平等权的实践问题。

本文主要以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涉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 204 个判决书作为对象，
试图在规范意义上回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解释与适用。 具体而言， 除第一部分 “引言” 外， 本文
第二部分主要是厘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性质与规范来源。 第三部分通过考察各级人民法院解释与
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 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则是从规范意义上建构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一般框架， 为解释和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性质与规范来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所以为我们所关注和主张， 就在于其对我们的权利或行为具有重要性。 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性质， 紧密地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相关。 更为准确地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
政治观念的重要构成， 是现代国家的价值追求， 是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蕴含了一种理
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属性。 由此而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阶层构造就会受到这种双重属性的制约。

平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 意味着私法上的人人平等相待。 然而在现代政治中，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更为根本的法律结构， 是寓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中， 即是宪法意义上的平等。譻訛 宪法上的平
等， 要求国家平等对待不同人， 即公权力的平等保护。 这一方面要求现代国家的法律应当赋予公民
以平等之权利， 另一方面要求现代国家应当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的法律权利与守法
义务。 这就涉及现代国家为何需要平等以及平等权利为何需要现代国家保护的问题。

（一） 现代国家预设了人人平等

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建立在人民自愿和审慎的基础之上。 这种国家正当性， 实质上包含了一套关
于国家与人民的规范理论， 即人民的认可或授权证成了国家的建立。 在主流的现代政治思想中， 社
会契约论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奠基性理论。 社会契约论所主张的人的主体性、 自由与平等这一基本
立场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理性人所能接受的。 尽管不同的理论家， 如霍布斯、 普芬道夫、 洛
克、 卢梭、 康德与罗尔斯对于社会契约论存在不同的认识， 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 他们都是在社
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统治一个政治社会的法律是这个政治社会构成者和建立

譺訛 彭真： 《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载彭真： 《彭
真文选 （1941—1990）》，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81页。

譻訛 林来梵： 《宪法学讲义》， 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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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同意的”。譼訛

正是由此， 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 本身就预设了人人平等这一观点。 现代国家是人民
的国家， 是人民处理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媒介。 在洛克看来， “人类天生都是自由、 平等和独立的，
如不得本人的同意， 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 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 “政治社会
的创始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个社会的个人的同意为依据的。”譽訛 然而由于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
使得人们为了获得舒适、 安全与和平， 放弃了这种自然状态， 进而将他们的权力授权给指定的人按
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方式来专门行使。譾訛 如果没有人人平等的基本预设， 没有人能够充分地信任国
家。 进一步而言， 如果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差异， 不会因为政治社会而得到改善， 反而会进一步强
化， 继而形成等级制度。 因此现代国家的建立， 应当是基于人人平等的立场。

（二） 平等权利需要现代国家的保护

在现代国家中， 对于个人禀赋、 境遇的综合考量， 必然是基于非个人的公共立场。 共同体的行
动总是在关涉他者的意义上才具有规范性。譿訛 当我们从非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面对个人的欲望、 利
益、 规划等材料时， 政治理论就开始了。讀訛 基于人人平等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 相应地需要站在
公共的立场， 平等地衡量和对待每一个公民。 一方面， 人人平等是如此之重要， 以至于这是现代国
家的基础； 另一方面， 个人或者团体事实上无能力支撑整个现代国家的平等状态。 为了捍卫人人平
等的基本预设， 现代国家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 正如德沃金所主张的那样， 任
何政府的合法性之一， 就在于其必须对自己主张统治权的每个人的命运给予平等的关心。 其理由
在于， 个人的素质和才能、 个性以及运气千差万别， 但一个人拥有何种资源及机会， 取决于国家的
法律。讁訛

在这个意义上， 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显得非常重要。 现代国家， 一般而言都通过成文或不成
文宪法规范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宪法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 国家机构及其基本任务。 这些基本
权利， 只要是该国公民， 都应当平等地享有， 国家机构应当平等地予以保护这些权利。 通过国家的
平等权利的保障， 整个社会能够向人人平等的方向迈进。 而一个没有正义 （平等） 的国家， 又与匪
帮何异。輥輮訛 因此之故， 平等权利需要由现代国家通过政治与法律制度践行之。

（三） 人人平等之理想性与现实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就是通过法律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 就在于实
现对相同的人相同对待， 对不同人不同对待。 换言之， 通过合理的区别对待， 即 “合理分类理论”，
以实现人人平等。輥輯訛 然而理想性制度如果无法驱动合乎理性的人去行动， 那么这种理想性不过是乌
托邦； 而如果整个政治体系完全听从于一种个人动机， 那么这个国家根本无法实现任何理想。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往往会使得该国对基本权利、 法律权利形成不同的观念。 与英法
国家的基本权利来源于自然权利不同， 德国意义上的基本权利主要来自制定法。 这是因为英法等国

譼訛 [英] 迈克尔·莱斯诺夫等： 《社会契约论》， 刘训练、 李丽红、 张红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70页。
譽訛 [英] 约翰·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 翟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 59、 65页。
譾訛 参见前引譽訛， 约翰·洛克书， 第 78页。
譿訛 [德] 迪特玛尔·冯·德尔·普佛尔滕： 《法哲学导论》， 雷磊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32-133页。
讀訛 [美] 托马斯·内格尔： 《平等与偏倚性》， 谭安奎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 12页。
讁訛 [美] 罗纳德·德沃金： 《刺猬的正义》， 周望、 徐宗立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页。
輥輮訛 [古罗马]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44页。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譻訛， 林来梵书， 第 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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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基于自然法传统的启示而推翻了传统统治者， 而德国则是基于各个州的自我保护而形成的。輥輰訛

进一步而言， 理想性的标准在具体化、 现实化的过程中， 必然遭遇到物理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范导。
因此， 一种恰当的政治制度， 需要在理想性和个人动机之间取得平衡。輥輱訛 这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同样适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实现， 应当衡量其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

因此， 一种更为合适的平等理论， 应当将各种日常关于平等的观念或标准统合起来， “不论寻
找什么样的再平衡， 都应使既定时代既定社会中流行的关于正义的价值观更有效力， 或者同它保持
更大一致”。輥輲訛 这样一种平衡理论， 实际上就是一种现实之法律化与法律之现实化的过程， 是一种在
当为与实存之间等置的结果。 法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规范， 制定法只是法的可能性， 法是当为与实
在之间的对应。輥輳訛 在法之现实化过程中， 法不再只是一种单方面的价值判断， 亦不是一种纯粹的事
实描述， 而是一种相互对应， 不断在法律规范与现实之生活事实之间往返关照等置的结果。 而正是
如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之可变性就成了可能。

（四） 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规范来源

在我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涵主要是： 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之外， 相同人相同对待， 任何人
不得有特权。 其规范来源， 主要由宪法、 组织法、 部门法、 程序法与特别法构成。 宪法和法律中关
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范表达，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概括性表达， 另一种是具体性表达。 概
括性表达更接近于法律原则， 而具体性表达更接近于法律规则。 宪法和法律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规范表达主要是具体性表达， 如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公民的各种权利。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 就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 如 1982 年 《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
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 种族、 性别、 职业、 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 居住期
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在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括性规范表达， 以宪法规范最为权威与概括。 1982 年 《宪法》 第
五条第四款就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其他公民权利条款
主要涉及男女平等， 如 1982 年 《宪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
的、 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993 年修正的 《宪法》 第三
十三条第二款正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就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 的适用而言， 其解释射程相对较大， 既可能指向现实化的平等， 也可能指向理想化的平等。 根
据 2004 年 《宪法》 新增的人权条款， 即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宪法上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 应该蕴含更加理想性、 实质化的平等内涵。

相比之下， 组织法、 部门法、 程序法与特别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括性规范表达更加
局限于具体领域与特定内容。 其具体情形如表 1。 与宪法的规范表达有所不同， 组织法、 部门法、
程序法与特别法中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括性规范表达更加强调 “适用法律” 或 “地位” 的
平等。

輥輰訛 Dieter Grimm, Constitutiona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62.
輥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托马斯·内格尔书， 第 23页。
輥輲訛 [美] 萨托利： 《民主新论》， 冯克利、 阎克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90页。
輥輳訛 [德] 亚图·考夫曼： 《类推与 “事物本质” ———兼论类型理论》， 颜厥安审校， 吴从周译， 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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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

本文通过 “中国裁判文书网” 进行案例检索， 具体的检索方法如下： 在 “裁判理由” 部分进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或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全文检索， 通过排除重复以及与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无关的案例， 获得 204 个裁判文书。 涉及的裁判年份为 2010—2018 年。輥輴訛 其中主要部分是民事案
例， 共有 173 个， 刑事案例与行政案例分别为 18 和 13 个。

从规范上而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涉及的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界限， 因而更多可能涉及的
是行政案件。 之所以在实际公布的案例中， 民事案例出现得更多， 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 刑事
案件与行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都是国家制定法， 基于职权所限， 法院无法对法律的实际内容进行合
法性或合宪性审查； 另一方面， 民事案件体量大， 涉及的是两造都为私人主体的诉讼， 法院更有可
能在裁判理由中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见解。

（一）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场域

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涉及法律的内容而言， 法院理解和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类型可以

輥輴訛 检索时间： 2018年 7月 31日。

类型 规范内容 规范来源

组织法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对于一切公民， 不分民族、 种族、 性
别、 职业、 社会出身、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1979 年 《法院组织法》 第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对于任何公民， 在适用法律
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1979 年 《检察院组织法》 第八条

法官应当公正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对一切个人
和组织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2019 年 《法官法》 第四条

程序法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依靠
群众，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对于一切公民，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法律面前， 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1979 年 《刑事诉讼法》 第四条

对于诉讼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保障诉讼当事人
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1982 年 《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
五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1989 年 《行政诉讼法》 第七条

部门法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1986 年 《民法通则》 第三条

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
超越法律的特权。 1997 年 《刑法》 第四条

特别法

残疾人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
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1990 年 《残疾人保障法》 第三条

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
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92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条

表 1： 宪法外部分重要法律的平等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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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潘念之、 齐乃宽： 《再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题》， 载 《社会科学》 1980年第 4期。
輥輶訛 胡锦光、 韩大元： 《中国宪法》 （第 2版），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19页。
輥輷訛 [奥]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沈宗灵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74页。
輦輮訛 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 （2016） 湘 1126刑初 433号刑事判决书。
輦輯訛 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 （2014） 鄂铁山刑初字第 00023号刑事判决书。
輦輰訛 参见许崇德编： 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宪法学 （中国部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52页； 前引輥輶訛， 胡锦光、 韩大

元书， 第 219页。
輦輱訛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苏 12行终 56号行政裁决书。

区分为司法上人人平等与立法上人人平等两种类型。 这两种类型构成了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涉及的场域。

1. 司法上人人平等
所谓司法上人人平等， 指的是没有人可以在法律之上或者法律之外， 司法机关必须按照法律规

定进行审理。 这种主张， 实际上等同于依法办事。輥輵訛 至于法律的内容是什么， 不是司法机关所能置
喙。 在本文获得的 204 个裁判文书中， 共有 60 个属于私法上人人平等的案例。 基于司法适用法律
的特点， 虽然司法上人人平等最终等同于依法办事， 但是在法院在裁判理由中的表述仍然有一定差
异， 主要有两种类型表达出更为具体的规范性主张。

第一， 任何人不得在法律之外， 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 由于现代国家所主张的平等首先是针对
特权而言， 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往往被认为是反对特权、 反对区别对待。 正如 1982 年 《宪法》
第五条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平
等对待每一个公民， 不得因为特定人的个人原因而给予特殊保护或免于惩罚。輥輶訛 具体而言， 每个人
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輥輷訛 因此在诉讼中， 案件当事人和司法机关都可能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主张， 而其是否成立则取决于是否有法律规定。 下面以两个典型案例说明之。 在案件当事人方
面， 当事人会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质疑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双重标准或者选择性执法问题。 在
“廖红庭、 周松梅、 张超犯玩忽职守案”輦輮訛 中， 被告人的辩护人主张 “如果廖某某等人的玩忽职守罪
成立， 公诉机关仅追究本案三位被告人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 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
则”。 审理法院则认为： “对于其他人员是否受到追究法律责任， 另当别论。” 在审理法院看来， 不
同案件、 不同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混淆， 应当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 不能违反诉讼程序。 在司法
机关方面， 法院会使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反驳当事人的主张。 在 “何加胜交通肇事案”輦輯訛 中， 被
告人何加胜的辩护人主张 “被告人何加胜是文盲、 法盲及家庭困难， 希望法庭考虑从轻或减轻处
罚”。 审理法院则认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我国一项基本法律原则。 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 知
识多少， 只要触犯法律都要平等地受到法律制裁。” 在审理法院看来， 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成立取决
于法律规定， 为当事人创设例外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 每个人既有法律权利， 又要履行法律义务。 1982 年 《宪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一款紧随在 “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 条款之后， 因此一般宪法学教科书将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视为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重要内容。輦輰訛 以下以两个典型案例说明之。 在 “赵秋梅交通行政管理行政行为案”輦輱訛 中， 上诉人
赵秋梅主张自己是非专业法律人而耽误起诉期限， 主张扣除起诉期限。 审理法院则认为： “法律地
位平等的原则既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保障， 也是承担诉讼义务的要求。 更进一步地说， 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的内涵不仅强调权利， 也强调义务。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八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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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的规定， 如果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 起诉期限不能因此扣除。” 在审理法院
看来， 当事人的主张既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又违反了法律规定。 而在 “刘某甲与周某继承纠纷
案”輦輲訛 中， 上诉人就原审法院缺席审判提起上诉。 审理法院认为：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出庭
参加诉讼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对于不遵守法律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和不利
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 被告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的， 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可以缺席判决。” 在审理法院看来， 按照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上诉人既有出庭的权利， 又有出庭的义务， 原审法院缺席审判， 审判程序合法。

可以看到， 法院在解释与适用过程中， 司法上人人平等基本上等同于人人依法办事或者司法依
法办事。 从理论上而言， 司法上人人平等， 意味法院既不审查法律的内容， 也不会对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所适用的范围进行扩张解释。

2. 立法上人人平等
所谓立法上人人平等， 不仅指涉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立法， 而且还主张法律的内容应当体现

公民的平等权利。 立法上人人平等的案例类型主要涉及限制高利息、 死亡、 伤残赔偿金、 农村征地
补偿、 消费者保护、 交强险第三者、 刑事量刑、 农村收益分配、 退休劳动权、 男女生育权、 误工费
计算、 特殊体质等。 通过对 144 个关于立法上人人平等的案例的分析， 具体情况如表 2：

在这些案例中， 除了涉及刑事量刑和男女生育权等 5 个案件外， 其他案件均是相对而言弱势的
法律主体， 如借贷人、 农民、 消费者、 老人、 保险受益人、 特殊体质受害人。 这些相对弱势的法律
主体诉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实质上是在主张： 其在法律内容上有或者应当有平等权。 不过， 审理
法院在面对这些关于平等权的实质性主张时， 主要呈现两大领域实践态度。

第一， 在涉农领域， 农民与农民间平等权， 取决于法院对于村民自治权的理解； 而农民与居民
间的平等权， 取决于法院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解。 这些包括了村民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农民与居
民间涉及交通事故中的死亡、 伤残赔偿金问题。 第二， 在非涉农领域， 比如金融借贷、 退休劳动权
等， 法院主要是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一步夯实弱势主体的平等权利。

总体上而言，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相对而言集中于立法上人人平等的领域。 特别是主
要集中于对弱势法律主体的关注方面。 不过， 这并不是说司法上人人平等就不重要了。 实际上， 司
法上人人平等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言， 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如果没有每个人都依法办事的观
念， 那么法律内容上人人平等的权利同样不可能实现。

（二）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方式

以上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场域， 大致上描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能涉及的冲突类型。
其勾勒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国的实践特点， 明显有别于外国， 如美国的种族平等问题。 不
过， 我们进一步考察法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何种论证理由， 可以更为微观地发现该原则的实

类型 限制高
利息

死亡、 伤
残赔偿金

农村征
地补偿

消费者
保护

交强险第
三者 刑事量刑 农村收益

分配
退休劳
动权

其
他

数量 68 26 19 12 7 4 2 2 4

表 2： 立法上人人平等的案例

輦輲訛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渝一中法民终字第 0254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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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境地。 那么， 作为论证理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院又是如何来使用它的呢？ 从法院适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案件上来看， 主要呈现为三种类型：

1. 原则衡量型
所谓原则权衡， 即法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其他原则进行权衡， 进而在原则权衡之后， 得出

规则。 以村民自治权与平等权之间的原则权衡为例。 关于农民间的平等权纠纷， 主要涉及征地补偿
与收益分配。 一般而言， 根据村民资格， 村民能够平等获得征地补偿和收益分配。 在 “程希贵、 陈
红义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輦輳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且根据
上文规定， 程希贵等 15 人作为三岔路村下方小组的集体成员， 当然对该小组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
补偿费享有平等分配的权利。…… 《下方秀山山场征收土地补偿分配方案》， 按照不同身份进行分类
分配集体土地补偿费的做法， 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换言之， 村民自治组织所作出的决定， 不得违
反村民资格权， “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分配的土地补偿费应当均等”。輦輴訛 不过， 农村收
益分配并不完全基于村民资格而均等分配， 法院会进一步考量村民自治权以及分配方案的理由。 在
“卢彦等三十人与东宁县道河镇通沟村村民委员会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輦輵訛 中， 审理法
院认为： “198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落户在通沟村的村民 （老户） 对该林地付出的多， 故 ‘通沟村集
体林权制改革股权分配方案’ 中给老户分配的相对多一些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基本原则。” 审理法院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以及村民自治权， 证成区别对待的分配方案之合法性。

2. 权利扩张型
所谓权利扩张型， 即法院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解释与适用， 赋予当事人新的或者原本应当

有的权利。 以下以两类典型案例说明之。 第一， 村民人身损害赔偿系列案。輦輶訛 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200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
死亡和伤残赔偿金作了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与村民居民赔偿标准， 在实践中导致了 “同命不同价” 问
题。 针对这个问题， 实践中法院主要有三种方式化解这一问题， 进而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
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七条规定：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 可以
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审理法院将两个赔偿标准化而为一。 在 “种文平等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輦輷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同等的尊严和价
值。 对于同一侵权行为中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数额， 原则上应当就高不就低， 按照
个体赔偿数额较高的标准确定。” 其二， 在弱的意义上， 以受害人经常居住地、 收入来源等因素判
断所适用的赔偿标准。 在 “郑金枝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輧輮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对于赔偿权利人
虽为农村居民， 但如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 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当
地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这样才能

輦輳訛 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鄂 02民终 1170号民事判决书。
輦輴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16） 内 0207民初 1348号民事判决书。
輦輵訛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黑民申 603号民事裁定书。
輦輶訛 目前， 城乡居民人身赔偿将逐步革新为统一标准， 各省市已经展开试点工作。 2019年 4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提出 “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 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 随后 2019 年 9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法明传 〔2019〕 513号）， 授权各省、 市、 自治
区高级法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从 2019年开始进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輦輷訛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保民二终字第 790号民事判决书。
輧輮訛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宣中民一终字第 0068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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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农村居民的公平保护。” 其三， 在强的意义上， 由于户籍改革， 赔偿标
准二元区分已经不具有正当性。 在 “石承书与周训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輧輯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因公安机关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后， 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户口， 为体现公平公正，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故对死亡残疾赔偿金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一律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 第二，
退休劳动权案。 尽管我国存在退休制度， 审理法院证成了老人平等地享有劳动权。 在 “周家乾、 陈
传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輧輰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劳动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
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老年人仍然享有劳动权， 对于其因身体受伤住院及休息期间所造成的误工
损失， 应当得到赔偿。”

3. 义务限缩型
所谓义务限缩型， 即法院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解释与适用， 限缩当事人的义务。 特别是在

商品经济社会， 表面上平等的主体实质上并不平等。 在系列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 审理法院通
过限制高利息的方式， 确保借款双方地位平等。 虽然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民间借贷利息作了不超过 24%的限制， 但是其适用主体并不包括经
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然而审理法院认为： “虽然上述
规定的适用主体不包括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但国家
对特定实体批准从事金融活动， 是期待其通过金融活动在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两方面对社会经济发
展作出特有贡献， 而并非特许银行可以获取高利、 高息， 形成特权。 本案中， 双方约定的利息及费
用的总和过高， 根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律原则， 限制高息应为正当。”輧輱訛 就此， 审理法院通
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运用， 限制了特定金融机构的高利息放贷。

（三） 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从以上法院解释和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上来看， 法院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涉
及司法上人人平等与立法上人人平等。 一方面， 法院试图通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澄清， 向诉讼
两造呈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为细致的内容———依法办事、 法律程序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 另一
方面， 法院通过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分析， 为公民的平等权利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价值基
础。 不过， 从法院解释和运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与抽象程度上来看， 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推理上简单化与在理解上单薄化的问题。

1. 在推理上简单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谓在推理上简单化， 即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与适用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在一些适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案例中， 法院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如此的简单， 以至于该适用可以被视为
冗余。 申言之， 在具体的案例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裁判理由的角色可有可无， 并不能发挥
证立裁判结果的功能。 特别是在司法上人人平等意义上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案例中， 表现得最
为明显。 在 “孟付义因财物损害赔偿纠纷案”輧輲訛 中， 上诉人请求法院免除其民事赔偿的理由是 “自
己年老多病， 且丧失劳动能力， 现在是吃低保”。 审理法院则认为： “本院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民事赔偿责任大小不应以当事人的赔偿能力来衡量， 而由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来确定。 上诉人经济困

輧輯訛 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2018） 黔 0522民初 749号民事判决书。
輧輰訛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鄂荆州中民二终字第 00017号民事判决书。
輧輱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2016） 鲁 0202民初 6435号民事判决书。
輧輲訛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永中法林民终字第 1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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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輳訛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保民二终字第 790号民事判决书。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輨輮訛 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庆中民终字第 585号民事判决书。

难， 社会关怀可以在执行阶段予以体现。 但以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赔偿， 于法不符。” 在裁判理
由中， 如果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直接删去， 并不影响裁判理由的说服力。 一方面， 审理法院并
没有充分阐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与其他裁判理由之间关联。 另一方面， 审理法院没有通过更为
根本的法理或者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则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进行理解， 以至于 “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 如同一个空洞的词语， 无力承担起证立裁判结果的角色。

而在立法上人人平等意义上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案例中， 虽然大部分案件都涉及弱势法律
主体的平等权利， 然而审理法院在理解和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存在简单化处理的问题。 在
“种文平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輧輳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的生命
都应得到同等的尊严和价值。 对于同一侵权行为中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数额， 原则
上应当就高不就低， 按照个体赔偿数额较高的标准确定。” 从价值的一般性或者理想性上而言， “公
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同等的尊严和价值” 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
命题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化， 往往涉及非常具体的历史、 社会、 文化、 制度等现实条件， 因而其进一
步的解释需要结合更为具体法律规则才能得到澄清。

2. 在理解上单薄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谓在理解上单薄化， 即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与适用， 缺乏一种层次分明、 错落有致

的理解。 事实上，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 因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存在往往被理解为合理的区
别对待。 这就说明了， 由于合理区别的标准会存在不同的层次结构， 进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审查
标准相应地会存在层级构造。 申言之， 由人性尊严的标准 （超越实在法）、 宪法标准 （根本法）、 立
法标准 （制定法） 所构造出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层次分明的， 以及各个层次的论证负担是不同
的。 以交通事故中的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城乡二元标准为例， 在实践中审理法院试图通过三种方
式， 即诉诸制定法 （侵权法）輧輴訛、 城镇事实 （入城务工）輧輵訛 、 改革事实 （户籍改革）輧輶訛， 进而避开二元
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三种方式都是对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城乡二元标准作了不同层次的审查或
解释。 通过制定法和城镇事实还能与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城乡二元标准相融合， 而通过改革事实则
否定了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城乡二元标准。 然而， 在 “石承书与周训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輧輷訛 中，
审理法院认为： “因公安机关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后， 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户口， 为体现公平公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故对死亡残疾赔偿金不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一律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
计算。” 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如何否定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城乡二元标准， 审理法院并没有展
开分析。 由于合法性的缺失， 往往导致裁判结果无法证立。 在 “任康康、 任涛涛与被上诉人尚恒
杰、 董小宁健康权纠纷案”輨輮訛 中， 一审法院通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否定了伤残、 死亡赔偿金的
城乡二元标准， 然而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事故发生时尚恒杰为农村户口， 其经常居住地和主
要消费地均为农村， 相应其残疾赔偿金亦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
准予以判处错误。” 换言之， 即使在具体实践中， 法院发展出不同的审查标准， 但是各个审查标准
的具体内容、 合法性基础及其相互关系是依然浑然不清。 这需要法院进一步规范化推理过程，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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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证立裁判结果。
就此而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解释与适用， 是建立在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性质及其构造的

理解之上， 通过相应的推理技术实现的。 特别是对于立法上人人平等而言， 法院必须基于实质内容
才能判断案件所涉平等权问题是否成立。 由于世界上并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直接关系到何为合理区别。 因此， 厘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构造对于法院的解释与适用就
显得非常重要。

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构造

从比较法上的实践来看， 现代国家普遍根据宪法和法律来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特别是， 基
于宪法与法律的二重区分， 辅之以相应的审查密度， 成为现代立宪主义国家的基本经验。 这对于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反观我国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 能够发现我国与其
他国家的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一方面，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 我们有相当部分的司
法审判仍然强调司法上人人平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依法办事的观念在缓慢发展的过程。 另一
方面， 我国平等权利保护方面， 司法实践中主要涉及弱势群体保护、 城乡二元结构、 就业歧视、 教
育不公平等等相关问题， 而很少涉及种族歧视问题。 这说明平等问题实质上与特定国家的现实紧密
相关。

因此， 在笔者看来， 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构造主要呈现为两重结构： 适用意义上的平
等与内容意义上的平等。 而内容意义上的平等则基于审查标准的深浅， 应当形成以人性尊严为主、
立法尊让为辅的审查基准。

（一） 适用意义上的平等

在法治发达国家， 现代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已经从适用意义上的平等转移到制定法律
上， 即内容意义上的平等。 在一定意义上， 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仅理解为适用意义上的平等， 将
丧失平等的真谛。 然而难以否认的事实是， 适用意义上的平等或者司法上人人平等， 对于法治而言
至关重要。 在拉德布鲁赫的正义理论中， 法律理念是由法之安定性、 法之平等性与法之目的性三大
理念构成的。 这三个理念的合理分工， 共同支撑了正义的法律。 其中所有人共同认可的法之安定
性， 即秩序与安宁， 构成了正义法律的第一任务。 而法之平等性与法之合目的性则构成了确定权利
义务的主要理念。輨輯訛 从这三大理念上而言， 司法上人人平等可以归入法之安定性理念之中， 即适用
意义上的平等。 这是因为， 司法上人人平等实际上等同于依法办事， 关键在于保障秩序与安宁。

然而， 这不意味着适用意义上的平等需要在裁判理由中表述出来。 相反， 只要法院秉持依照法
律行使审判权的指引， 准确地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 就能够达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 这
是因为法律规则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为明确、 具体， 能够直接证立裁判结果。 只有当具体法律内
容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 才需要援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审查具体的法律。 在 “上诉人王清与
被上诉人王淑花、 于国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輨輰訛 中， 虽然上诉人王清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人，
但是其是该合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因此根据 2017 年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上
诉人王清有权以原告身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这就充分证立了该案的裁判结果。 然而， 二审法

輨輯訛 [德] 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 王朴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73-77页。
輨輰訛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黑 09民终 118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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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除了援引 《民事诉讼法》 关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之外， 还进一步认为： “虽然从表面来看，
其并不是该合同一方的民事主体， 但是， 当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与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相冲突时， 应当优先适用宪法原则， 而不应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来排除第三人的宪法权利。” 二审
法院在通过 《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条文可以证成裁判结果的情况下， 还援引更为抽象的合同相对性
原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 然而在该案中， 关于这两个原则是否冲突问题， 实
际上存在另一种理解： 合同相对性原则本身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 而不是与其相冲突； 相
反， 合同相对性原则之所以存在例外 （第三人合同之诉）， 是因为 《民事诉讼法》 关于原告资格的
规定。 这就说明了， 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情况下， 通过援引更为抽象法律原则， 既可能造成一定的冗
余论证， 又可能引发进一步的争议。

因此， 从规范上而言， 在适用意义上的平等方面， 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则行使审判权即可， 只
有在法律内容出现争议的情况下， 才需要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内容意义上的审查。

（二） 内容意义上的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通过内容的填充， 才能具有实质内容的规范性主张。 然而事实上， 在现
实条件下， 权利与权利之间是相互支持与影响的。 比如社会经济平等权对公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会对政治权利平等权形成巨大影响： 社会底层人民， 关心社会经济利益更甚于政治权利。 就
此而言， 一个对各个权利进行平衡的内容意义上的平等标准， 才能符合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 特别
是， 尽管对于平等标准存在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等各种主张， 但并不妨碍我
们基于合理的区别标准对平等权利案件进行审查。 对不同领域的合理区别采取不同的审查基准， 有
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平等权序列， 进而促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现。

而就我国而言， 基于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以及法院的职责， 对于内容意义上的平等的审查， 可
以形成以人性尊严为主， 立法尊让为辅的审查基准。

以人性尊严为核心的人权保障， 已经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许多立宪主义国家接受的基本立场。
《德国基本法》 第 1条第 1 款规定： “人之尊严是不可侵犯的。 尊重和保护人之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力
的义务。” 2018 年 《宪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因此以人性尊严为底
色的基本权利， 应当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图像。 而如何理解人性尊严， 则仍需从现代政治观念以
及具体国家的传统资源中予以阐发。 比如德国所谓 “人之尊严”， 实际上是指的是蕴含于社会共同
体之关联性与拘束性的个人形象， 而非独立的、 原子化的个人。 相比之下， 美国的法治传统更加注
重的是对作为自由的人的捍卫。輨輱訛 不过这并不妨碍对于具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护， 除了宪法和
法律所明确的人人平等保护具体条款之外， 人性尊严就构成了人人平等的保护的一般条款， 应当是
人人平等不断发展的元规范。

我国宪法只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之权， 法院对制定法之合宪性审查权缺乏明
确之法律依据。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8 年废止了齐玉苓案的批复， 以及在相关司法文件中，
明确禁止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輨輲訛 虽然这未完全阻却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援引
宪法进行说理。 这从实践中法院援引宪法主要是附随现有法律、 证成现有法律的合宪性这一现象可

輨輱訛 See Edward J. Eberle, Dignity and Liberty: Constitutional Vis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p.6-7.
輨輲訛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法 〔2016〕 221 号）： “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

文件、 会议纪要、 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 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
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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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輳訛 邢斌文： 《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5年第 1期； 冯健鹏： 《我
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载 《法学研究》 2017年第 3期。

輨輴訛 李成： 《平等权的司法保护———基于 116 件反歧视诉讼裁判文书的评析与总结》，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第 4期。
輨輵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 （2018 年 6 月 22 日） 第二条： “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 增加推动宪法实施、 开展宪法解释、 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监督、
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

輨輶訛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1316号建议的答复》 （2014年 7月 4日）。

见一斑。輨輳訛 特别是， 实践中法院对于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审查， 主要是基于法律标准。輨輴訛 不过我国宪法
与法律委员会的建立， 为基于人性尊严的平等保护提供了新的保障。輨輵訛 宪法解释、 合宪性审查作为
现代国家基本权利之保障的关键制度， 是法治国家的 “拱顶石”。

就此而言， 基于人性尊严的宪法审查基准， 相关的法律不应当与宪法中平等权利与人性尊严相
扞格。 所谓的合理区别， 应当限于重要之立法目的与采取的措施具有关联性， 即特定立法目的必须
达成重要程度， 并且采取的区别对待具有手段上之必要性。 所谓重要之立法目的， 自然与人性尊严
不得相互抵牾。 以死亡、 伤残赔偿金城乡二元为例， 所谓 “同命不同价” 成为了城乡之间人人不平
等的标志。 2004 年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
定了人身损害伤残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的计算，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
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由于最高法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准法律效力，
因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基本为大部分法院所实施。 面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 “同命不同价” 的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予以回应： 第一， 东西部差异、 城乡差别使得侵权人赔偿能力不
足， 过高赔偿将导致侵权人无力偿还等问题； 第二， 现实司法实践中已经逐渐发展出更为细化的赔
偿方案， 不再以户籍作为确定农村与城市标准作为唯一标准， 而是结合了受害人的住所地、 经常居
住地、 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輨輶訛

从前述涉及死亡、 伤残赔偿金的案例中， 可以发现这些案件所引发的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强烈诉求。 特别是， 从宪法和民法一般理论而言， 侵权人的能力并不构成设定赔偿标准的重要理
由。 在民法一般理论中， 赔偿标准主要是以物的价值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为对象， 而不是以侵权人的
能力为基准的。 特别是， 以侵权人的能力作为衡量赔偿标准的尺度， 直接否定了受害人基于个人自
主等人性尊严而不断发展的可能。 生活与工作于农村/城市， 并不一定永世只能安于农村/城市。 就
此而言， 死亡、 伤残赔偿金城乡二元直接否定了受害人的人性尊严。

准此， 基于人性尊严的宪法审查基准， 我国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应当对相应的法律、 行政法规、
司法解释进行审查， 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权利。 不过，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在关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上， 都对于立法机构予以了充分的谦让， 赋予了立法机构相当的立法裁量
权， 避免过度审查立法上的人人平等权利。 在某种意义上， 法律本身就是对各种利益权衡的结果。
那么， 除了严重危及人性尊严的事项之外， 何种立法目的可以作为合理区别的标准？ 在人性尊严的
审查基准中， 其不仅审查立法目的是否重要， 而且审查区别对待与采取手段之间的关联性。 相比之
下， 在立法尊让的审查基准中， 基于对制定法的尊让， 其审查一般只限于区别对待与采取手段之间
的关联性———立法目的与采取的措施具有关联性， 即为了达成特定的立法目的， 采取不同的区别对
待具有手段上之必要性。 在立法尊让的审查基准中， 只要立法目的并非任意与专断， 该立法目的就
能通过法院的审查。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基于人性尊严审查基准的严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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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modern�countries,�equality�before�the�law�constitutes�an�important�part�of�the�rule�of�
law.�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04� judicial� cases�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there� are� two�
types,�namely,�equality�in�the�judiciary�and�equality�in�the�legislation.�In�the�practice�of�the�court,�
most�of� the�cases�belong� to� the�equality� in� the� legislation,�mainly� involving�restrictions�on�high�
interest,� death� and� disability� compensation,� rural�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sumer�
protection,�etc.,�which�are� related� to� relatively�vulnerable� legal�subjects.�Other�parts�of� the�case�
belong� to� the� equality� in� the� judiciary,�mainly� involving� the� fact� that� state� organs� and� citizens�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ur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reasoning� and� understanding.� From� a� normative� point� of� view,� the� normative�
character�of�equality�should�be�embodied.�Based�on� the� review�criteria�based�on�human�dignity�
and� supplemented� by� legislative� concession,�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normative�
documents�and�judicial�documents�should�be�reviewed�to�ensure�equality�for�all.

Key Words: Judicial�Equality;�Legislative�Equality;�Human�Dignity;�Review�Criteria

结语

对于一个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国家而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及其制度构成了国家建设
与治理的关键。 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 就业歧视、 男女歧视、 地域歧视、 户籍歧视、 阶层歧视等不
平等现象一直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 在资源越是匮乏的地方， 平等问题的争论越是激烈。 对于推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除了公共领域中公民观念的变化之外， 国家制度对于平等权利的捍卫至关重
要。 在法院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中， 大部分法院能够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 进而
对诉讼争议作出裁判。 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国家机构能够对法律内容进行
审查。 这个仍有赖于我国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职能充实以及相应法律解释方法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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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现实困境与法治理路

乔博娟 *

内容提要：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
养老保险业务， 有利于将社会存量资产转化为养老资源， 发挥保险业风险控制、 资金管理
等优势， 多方位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 不动产统一登记以及商业养
老保险制度共同构成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法律基础。 现有法律制度与市场体系尚不健
全， 无法满足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实际需求， 制约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
发展。 亟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加强制度建设与法律保障， 强化政策引导， 培育市场体
系， 同时加快立法进程， 完善监管体制， 规范保险机构行为，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关键词： 住房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 金融消费者 法治保障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7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现代财政制度下房地产税制改革与立法研
究” （项目编号： 18FXC02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中国保监会关于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幸福房来宝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A 款）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批
复》 （保监许可 〔2015〕 280号）、 《中国保监会关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居乐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条
款和费率的批复》 （保监许可 〔2016〕 1015号）。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 仍普遍存在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 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 亟待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
发展。 2013 年 9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一大亮点就是开展老年
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从而促进养老服务与保险行业互动发展。 2014 年 6 月， 为贯彻落实
上述文件， 鼓励保险业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原保监会决定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四城开
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俗称 “以房养老”。 此后， 为进一步促进老年人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业务发展， 银保监会先后两次延长试点期间， 并将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 从试点情
况来看，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开展情况不尽如人意。 目前， 仅有幸福人寿和中国人保
寿险两家公司推出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譹訛 但承保人数寥寥， 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究其原因，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 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尚不
健全， 加之房屋价值、 产权处置、 预期寿命以及险种收益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故参与各方分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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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根据 《幸福房来宝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A 款）》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当延期年金无身故和退保利益时， 每 100
万有效保险价值， 60 岁男性月度基本养老保险金额 （未扣除应当承担的保险相关费用） 为 2514 元， 60 岁女性则为 2082
元； 当延期年金有身故和退保利益时， 60岁男性月度基本养老保险金额 （未扣除应当承担的保险相关费用） 为 2124元， 60
岁女性则为 1827元。

譻訛 参见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保监发 〔2014〕 53号）。
譼訛 参见李建伟：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度研究》， 载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 2007年第 2期。
譽訛 根据该模式， 在南京市拥有 60 平方米以上产权房、 年龄 60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 可自愿将其房产抵押， 经公证后入住老年

公寓， 终身免交一切费用。 在老人去世后， 房屋产权归养老院。 该模式不向老年人发放贷款或年金， 而是靠抵押房屋的租
金支付老年人在养老院的各项费用。

大， 供需双方各有顾虑。 一方面， 老年人认为抵押房屋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数额较低，譺訛 无法满足
其实际需求， 并且因当前房价上涨预期较强以及受房屋传承等传统观念影响， 作为目标消费者的老
年人群体认可度和接受度不高。 另一方面，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流程复杂， 运营周期较长，
保险公司不仅面临利率变化、 房价波动、 长寿风险、 现金流压力等业务风险， 还可能受到房地产调
控、 税收和金融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影响， 故保险公司对此项业务的参与意愿不强， 态度颇为
谨慎。 此外，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打着 “以房养老” 名义， 实为非法侵占财物的 “套路贷” 诈骗等
新型犯罪， 不法分子设局向老年人提供民间借贷或推销理财产品， 通过规避法律、 制造违约、 恶意
串通等方式谋取房屋所有权。 此类案件主要涉及抵押住房借贷房屋买卖纠纷， 法律问题复杂、 交易
风险较高， 频频见诸媒体的负面新闻也使潜在的消费者望而却步。 由此可见， 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业务， 亟需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 本文拟从法律视角对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制度基
础、 障碍因素以及完善建议等进行探讨， 以期为我国推广这一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提供法律保障。

二、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法理逻辑

（一）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内涵和意义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 各国业务类型和运作模式有所不同， 如美国的
“住房净值转换抵押”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 加拿大的 “反向年金抵押贷款”
（Reverse Annuity Mortgage， RAM） 以及英国的 “房产价值释放机制” （Equity Release Mechanism，
ERM） 等。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相继推出了政府主导或私营发行的住房养老金融产品
和服务。 在我国， 老年人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 属于创新型商
业养老保险业务。 具体而言， 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 同时继续占有、 使
用房屋并获取收益， 经抵押权人同意也可处置， 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 作为对价，
老年人过世后， 保险公司有权处置抵押房产， 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譻訛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法律逻辑和社会背景是， 随着老年人收入能力下降， 难以负担较大面积的
房屋的维修、 物业和税费， 成为 “房子富翁、 现金穷人”。 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正好可以解决这一
难题， 老年人抵押房屋后仍可继续居住， 还能定期从贷款机构领取现金； 在老年人永久搬离或身故
后， 贷款机构依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 或者由其继承人偿还贷款本息后赎回房屋。譼訛 因此， 开展老
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不仅可以盘活老年人房产资源， 拓宽养老保障资金渠道， 而且能够发
挥保险业在风险和资金管理方面的优势，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对于我国应对当前 “未富先
老” 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 我国已有部分养老机构和商业银行积极探索 “以房养老” 模式。 例如， 2005 年南京汤山
的温泉留园老年公寓率先试水 “以房换养” 项目。譽訛 2011 年 10 月， 中信银行推出 “养老按揭”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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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中信银行发行针对中老年客户的 “信福年华” 借记卡及配套金融服务， 凭此卡可办理养老按揭贷款。 凡年满 55 周岁并且拥
有两套以上住房的中老年人或年满 18岁的法定赡养人以其房产作为抵押， 即可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养老。 银行将根据所抵
押房产的价值和合理的养老资金确定贷款金额， 累计贷款额最高不超过所抵押住房评估值的 60%， 且每月支付的养老金不
超过 2 万元。 目前， 养老按揭贷款最长期限为 10 年， 贷款利率按照央行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或者上浮。 贷款期限届满
后， 银行只收回贷款本息， 不收回房产， 房产归属由借款人决定， 以符合国人房屋传承的习惯。

务， 以金融服务方式为部分老年人解决养老资金需求， 成为国内首个由商业银行开展的反向抵押贷
款业务。譾訛 与过去商业银行开展的单一反向抵押业务不同， 此次保险公司基于自身业务优势， 打出
了将反向抵押业务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组合拳。 一方面， 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
司， 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定期向老年人支付养老年金直至身故， 以增加老年人的养老资金来
源。 另一方面， 老年人过世后， 其房产处置所得优先偿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保险费用， 剩余部
分仍归法定继承人所有； 如果房产处置所得不足以偿付保险公司付出的成本， 则由保险公司承担房
价不足的风险， 不再向老年人的家属追偿。 由此可见，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只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运作
的一种补充养老方式， 为已经拥有房产的老年人提供一种新选择， 并不会影响老年人传统的养老方式。

（二）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制度基础

推行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前提条件是老年人拥有房屋的完全产权， 并且能够将其房产抵押
给保险公司， 从而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 这就涉及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 不动产抵押登记
制度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三者共同构成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法律制度基础。

1. 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
财产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且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 包括物

权、 债权、 知识产权等。 为了适应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 2004 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财产权条款
载入宪法，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三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财产权入宪， 有利于提升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地位， 加大对私
有财产的保护力度， 扩大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 并且为其他部门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具体规定提供了
宪法依据。 此外， 继承权是继承人依法取得被继承人生前合法财产的权利， 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必
然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继承编对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作出
了明确规定。

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涵
盖所有权、 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民法典》 物权编延续了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
《物权法》） 之精神， 平等保护国家、 集体和私人的物权， 并且明确私有财产范围。 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 私人对其合法的房屋享有所有权。 实践中， 房屋是我国公民最主要的生活
资料， 包括依法购买的城镇住宅， 在农村宅基地上依法建造的住宅， 以及商铺、 厂房等建筑物。 据
此， 老年人对其合法拥有的房屋享有所有权，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愿投保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不受包括继承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此外， 为了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
安排， 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 《民法典》 在用益物权部分专章规定居住权。 可见， 居住权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为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提供更多的制度选择和法律保障。

2. 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
担保物权制度是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旨在确保债权的实现， 促进社会的融资。 债务人可

以依法设立抵押， 即以抵押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民法典》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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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民法典》 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 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讀訛 《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百九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抵押权的基本权利。譿訛 据此， 作为抵押权客体的财产， 必须是债务人或者第
三人所有的或者依法有权处分的， 且抵押权设定后， 抵押人不必将抵押财产转移于抵押权人， 抵押
人仍享有对抵押财产的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以房屋抵押为例， 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房屋向抵押
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房屋优先受偿。 此外， 《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以下简称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依法取得的
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可以设定抵押权。” 据此， 老年人可以将其拥有
完全产权的房屋抵押给保险公司， 但无需将房屋转移给保险公司， 老年人仍享有对房屋的占有、 使
用和收益的权利。

此外， 根据物权公示原则，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讀訛

鉴于财产抵押是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 设立抵押权除了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外， 还需要对某些财产办
理抵押登记， 其中就包括属于不动产的房屋， 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根据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
三十六条的规定， 房地产转让、 抵押， 当事人应当依法办理权属登记。 由此可见， 我国采用不动产
物权登记生效的立法体例， 并且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不动产抵押登记能够为住房反向抵押交
易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有利于保险公司就房屋这一抵押财产的价值优先受偿。

3. 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商业养老保险是由商业保险机构提供， 以养老风险保障、 养老资金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保险产

品和服务， 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 《保
险法》） 和 《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人身保险业务， 包括人寿
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而且养老保险业务属于人寿保险业务范畴， 包括个
人、 团体养老年金保险业务和企业年金管理业务。 其中， 个人养老年金保险， 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人寿保险产品： （1） 以提供养老保障为目的； （2） 由个人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 （3） 保险合
同约定被保险人生存至特定年龄时， 可以选择由保险公司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 （4） 分期给付生存
保险金的， 相邻两次给付的时间间隔为一年或者不超过一年。 此外， 国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含有终
身年金领取方式的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产品， 而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正是将反向抵押业务与终
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产物。

2017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 提出创新商业养
老保险产品和服务， 允许商业养老保险机构依法合规发展具备长期养老功能、 符合生命周期管理特
点的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业务。 在此背景下， 开展老年人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 是保险业响应号
召、 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重要手段， 能够获得国家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三、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法治困境

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以来， 相关配套政策和法律制度保障不足的问题逐渐凸
显， 成为阻碍业务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试点情况反馈， 主要涉及抵押房屋处分、 继承和产权
到期处理， 保险公司抵押权保障、 业务风险控制， 以及在房屋登记、 抵押、 公证和处置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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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民法典》 第四百零六条规定： “抵押期间，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
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
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輥輮訛 《民法典》 第四百零八条规定： “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财
产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 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 抵押人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
值， 也不提供担保的， 抵押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

輥輯訛 无追索权贷款 （non-recourse loan）， 指在借贷双方都严格遵守约定的前提下， 如果房屋价值在合同期间内非由于双方当事
人的原因而贬值， 且在合同到期时低于预估价值， 贷款人不得自行减少对借款人的贷款额， 仍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定期
支付给借款人， 且贷款人不得向借款人或其继承人追偿； 而如果房屋价值在合同到期时偿还本息后仍有盈余， 则盈余部分
归借款人或其继承人所有。

輥輰訛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 “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超过遗
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
责任。”

与不同行政部门沟通协调等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现行法律制度与政策体系无法满足创新型商
业养老保险业务的实际需求， 制约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推广与发展。

（一） 反向抵押制度缺失与抵押双方权利保障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规定反向抵押制度， 开展反向抵押业务是否欠缺合法性基础？ 已有
法律规范能否直接调整反向抵押法律关系？ 即使不存在法律障碍， 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与正向
抵押贷款和传统保险业务在业务模式、 现金流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现行围绕正向抵押贷款建立
的担保法律制度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整， 集中体现在抵押人房屋处分权利限制、 抵押权人优先受偿
权实现以及抵押双方权利保障等方面。

1. 抵押人房屋处分权利限制
由于抵押权是不转移财产占有的物权， 即抵押人仍享有对物的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这也使抵押权人承担了一定的风险。 一方面， 对于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产， 《民法典》 删除了
《物权法》 中 “未经抵押权人同意， 不得转让抵押财产” 的规定， 承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讁訛 据
此， 在房屋反向抵押期间， 老年人享有对房屋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且无需经过抵押权
人同意也可转让抵押房屋。 换言之， 老年人可以通过买卖、 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屋转让给
他人， 而且其处分行为无需征得保险公司的同意。 另一方面， 关于抵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减少，
《民法典》 延续了 《物权法》 中关于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处理规定。輥輮訛 据此， 在房屋反向抵押期间，
老年人不得采取积极的行为或者消极的不作为致使房屋价值减少， 如破坏、 拆除房屋， 不维护、 修
缮房屋， 或者拒缴物业费、 房产税等。

2. 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实现
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 老年人过世后， 保险公司就其房产处置所得优先受偿， 剩余部分仍归法

定继承人所有； 如果房产处置所得不足以偿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保险费用， 保险公司也不再向
其家属追偿， 实为 “无追索权” 保证。輥輯訛 实践中， 可能面临以下问题： 其一， 《民法典》 第二百三十
条规定， “因继承取得物权的， 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据此， 继承可以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
力， 老年人的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即取得对房屋的所有权， 能够对该房屋进行处分。 尽管现行法律
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债务，輥輰訛 且抵押物被继承不受抵押权影响， 但因处分抵押房屋而取得房屋
所有权的， 应当依法办理过户登记， 此时保险公司就需要继承人配合， 这无疑将增加沟通成本和法
律风险。 其二， 保险公司要求实现抵押权， 按照协议以抵押房屋折价或拍卖、 变卖该房屋， 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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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房屋是老年人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的唯一住房， 此时能否顺利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 尽管针对司
法实践中 “唯一住房” 执行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确保被执行人居住房屋能
够得以执行，輥輱訛 但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会谨慎评估风险， 难免对日后处置房屋有所顾虑。 其三，
虽然保险公司在寿命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 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中长期走势不明， 相关政策法规存
在不确定性， 保险公司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面临较大风险。 考虑到当期现金流压力与远
期房屋折旧损失等因素， 保险公司不断下调预期， 导致老年人每月领取养老金数额较低。

（二） 土地使用权期间与房屋产权确定性

我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国
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 有限期使用制度， 即国家通过出让的方式， 使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获得一
定期间内利用土地的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 《土地管理法》）、 《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 等法律规定， 房屋仅指土地上的建筑物及构筑物， 不包括其占有的土地。 私人可以
对房屋享有所有权， 但对房屋占用的土地只能依法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宅基地使用权， 即 “房
地所有权分离”。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相互独立， 但是在房地产流转中实
行 “房地一致” 原则， 从而避免房地分属于不同权利主体的情形。輥輲訛 目前， 居住用地使用权出让的
最高年限为七十年， 期间届满后将面临建设用地使用权如何续期的问题。 对此， 《民法典》 延续了
《物权法》 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原则性规定， 增加了 “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的表述。 问题在于， 在住房反向抵押时， 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
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问题将会影响房屋产权的确定性， 如反向抵押房屋
能否续期、 续期费用由谁承担， 续期次数是否有限制、 期限届满是否影响房屋处置等， 对此尚无明
确法律规定， 房地产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阻碍了该业务的顺利开展。

此外， 虽然目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主要针对城市住宅， 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需求， 不排除未来该业务扩大到农村地区的可能性。 然而， 关于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能否抵押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最初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 宅基地使用权
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 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 故原 《物权法》 和 《担保法》
均禁止以宅基地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輥輳訛 随着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 改革的推进， 允许以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融资担保， 《民法典》 第三百九十九条删除了 《物权法》 中关于耕地使用权
不得抵押的规定， 但保留了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 日后， 待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条件成
熟， 农房抵押贷款业务也将逐步放开， 但实际执行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能否将农民住房抵押贷款与
养老保险相结合， 参与金融机构是否包括保险公司， 抵押物处置的受让人范围能否扩大， 等。

（三） 保险业务模式创新与行政管理体制滞后

輥輱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
必需的居住房屋，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但不得拍卖、 变卖或者抵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
规定》 第一条规定： “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已经依法设定抵押的房屋，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 依
法拍卖、 变卖或者抵债。”

輥輲訛 例如，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 “房地产转让、 抵押时， 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
时转让、 抵押。”

輥輳訛 《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耕地、 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但法律规定可以抵
押的除外。” 《担保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耕地、 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但本法第三
十四条第 （五） 项、 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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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资产证券化， 是指将具有可预期的、 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流的资产进行组合和信用增级， 并依托该现金流在金融市场上发
行可以流通买卖的有价证券的融资活动。 根据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不同， 资产证券化可分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资产
支持证券化。

輥輵訛 参见韩再：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运作机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70-72页。

按照我国金融业 “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的原则， 银行、 证券、 保险按行业性质分别由银监
会、 证监会、 保监会依法进行监管。 因此， 无论是过去由商业银行探索开展反向抵押贷款业务， 还
是现在由保险公司试点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 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合作， 既无法利用银行业充足的
现金流和抵押贷款业务经验， 也无法发挥保险业在寿险经营、 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 近年来， 随着
金融业综合化、 多元化发展， 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 而分业监管下的标准差异与沟通成本却不断
催生监管套利空间， 亟需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2018 年 3 月， 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解决交
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整合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 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 如此一来， 银行业和保险业将开启统一监管模式， 这就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协作
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 当然， 在现有制度条件下， 能否对反向住房抵押贷款
进行资产证券化輥輴訛 仍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属于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 其业务流程包括房屋
估值、 抵押、 登记、 公证等多个环节， 涉及房产管理部门、 不动产登记机构、 公证机构以及金融监
管等不同部门， 但现有监管规定不适应创新业务模式， 无形中增加了业务开展的难度。 目前， 仅有
银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 其他主管部门尚未出台配套规定， 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 例
如， 为防范 “以房养老” “套路贷” 诈骗等新型犯罪， 司法部于 2017 年印发了 《关于公证执业 “五
不准” 的通知》， 但各地公证机构存在理解和执行偏差问题， 对应当办理的公证事项不予办理，
“一刀切” 的做法反而影响了住房反向抵押正常公证事项的办理。 又如， 申请房屋抵押登记时， 需
要确定被担保债权的数额以及抵押期限等事项， 但作为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 其债权数额和抵押期限受预期寿命影响， 无法在抵押登记时确定。 此外， 不仅各部门之间缺乏
相互协调的规定， 而且各地区的实施细则也有所不同， 导致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

四、 我国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法治理路

创新商业养老保险服务， 推行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 提供政策支持，
完善配套措施。 因此， 亟需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制定符
合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特点的监管制度， 公平配置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 规范保险公司经营行
为，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域外经验

在美国住房养老金融模式中， 根据申请人房屋价值的高低设计了不同的金融产品， 包括私营公
司提供的财务自由计划 （Financial Freedom）、 联邦政府资助机构房利美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Fannie Mae） 开展的住房保留计划 （Home Keeper） 以及联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支持的住房净值转换抵押计划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 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老年人的住房养老金融需求。輥輵訛 其中， HECM 计划最为普遍和成功，
美国国会于 1987 年根据 《国家住宅法》 （National Housing Act） 授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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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Section 255， National Housing Act.
輥輷訛 参见王伟：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发展与借鉴———以美国反向抵押贷款市场为例》， 载 《保险研究》 2014年第 7期。
輦輮訛 The CHIP Program： A Canadian Solution for Homeowners， https: //www.chip.ca/chip-reverse-mortgage/. 2021年 5月 3日访问。
輦輯訛 Stephen H. K. Yeh.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6.
輦輰訛 参见金晓彤、 崔宏静： 《亚洲国家 “以房养老” 模式的经验与借鉴———以日本和新加坡反向住房抵押贷款为例》， 载 《亚太

经济》 2014年第 1期。
輦輱訛 Lease Buyback Scheme， https: //www.hdb.gov.sg/cs/infoweb/residential/living-in-an-hdb-flat/for-our-seniors/monetising-your-flat-

for-retirement/lease-buyback-scheme. 2021年 5月 4日访问。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开展该计划，輥輶訛 后又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对列入 HECM 计
划的反向抵押贷款予以保险。 HECM 计划通过控制借款人的贷款年限或在贷款期限内所领取的金额
来实现对贷款损失风险的管理。 该金额即为本金限额 （Principal Limit）， 是通过综合考虑最大求偿
金额、 预期平均贷款利率、 最年轻的合格借款人的年龄等因素计算所得， 且将根据贷款利率以及联
邦住房管理局所要求的贷款保险年金不断进行浮动。 HECM 计划旨在由联邦住房管理局为借贷双方
提供保险， 确保贷方可以足额获得贷款清偿， 而借方可以获得约定的贷款金额和期限， 从而促进反
向抵押贷款的发展。輥輷訛 目前，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反向抵押金融市场， 业务运作市场化程度很高，
既拥有健全的反向抵押贷款发行市场， 又融入其发达的证券市场体系。 因此， 反向抵押贷款参与者
既包括借款人、 出借人、 贷款发起机构、 房产评估、 法律和业务咨询机构等， 还涉及证券发行人、
经纪交易商和机构投资者等。

加拿大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主流产品是住房收入计划 （Canadian Home Income Plan， CHIP），
该计划于 1986 年由私人金融机构推出， 现由住房净值银行 （Home Equity Bank） 负责运营。輦輮訛 该计
划面向加拿大 55 岁及以上的房屋所有者， 借款人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 金额上限为房屋评估价值
的 55%。 借款人始终保有房屋所有权， 无需定期偿还抵押贷款， 除非搬离或出售该房屋。 此外， 借
款人所获贷款可以免税， 且不会影响其可能享受的老年保障 （Old-Age Security） 或收入保证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GIS） 等其他福利。 作为房屋所有者， 借款人需要负责维护房屋并
且支付房产税和业主保险。

为解决房屋短缺问题， 新加坡于 1960 年成立建屋发展局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 负责建造公共房屋， 也称为组屋，輦輯訛 目前其居住人口占比高达八成以上。 1997 年， 新加坡保
险合作社 （职总英康保险公司） 率先向私人建造房屋的业主提供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但因仅限于私
有房产而难以普及。 此后， 新加坡建屋局于 2006 年允许公共房屋的业主参与私营公司的反向住房
抵押贷款，輦輰訛 并于 2009 年推出屋契回购计划 （Lease Buyback Scheme， LBS）。輦輱訛 该计划允许符合条件
的 65 岁及以上业主将其居住公共房屋的部分租约出售给建屋局进行套现， 并可根据最年轻业主的
年龄选择保留租约的长度， 所获收益将用于充实中央公积金退休账户 （CPF Retirement Account），
再通过该账户加入老年人终身收入计划 （CPF LIFE） 每月领取现金。

综上所述，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业务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展多年， 具备较为成熟的经营模式、 市场
体系以及政策支持。 从各国发展历程来看， 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积极引导发
展反向抵押养老业务， 提升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作用， 将其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 二是
重视立法和监管， 针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制定专门法律， 详细规定贷款目的、 主体资格、 权利义
务、 监管要求、 信息披露和消费者保护等内容； 三是由于反向抵押贷款风险高于其他类型贷款业
务， 通常由政府或其指定机构负责运作并提供担保， 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提供政策支持、 参与风险控
制； 四是鼓励私营机构参与， 引入市场化机制， 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分散风险、 提高流动性，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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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Edward J. Szymanoski， James C. Enriquez & Theresa R. DiVenti，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Terminations: Information to
Enhance the Developing Secondary Market， Cityscape， Vol. 9， No. 1，(2007) pp.5-45.

輦輳訛 参见朱大旗： 《法理念视野下住房养老金融的推进理路》， 载 《政治与法律》 2014年第 6期。
輦輴訛 《民法典》 第四百二十条规定：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
偿。 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 经当事人同意， 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业务可持续发展。

（二）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完善建议

1. 强化政策引导， 培育市场体系
一方面， 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和推动作用， 给予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发展必要的政策支持， 创

造良好的法律和营商环境。 事实上，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具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得到政府的支
持或补贴才能更好地激发供给者的积极性。 例如， 美国的 HECM计划就是由政府为供给双方提供保
险， 从而推动了该业务的发展。 因此， 对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种具有社会公益性、 关系民生
保障且处于发展初期的保险业务， 可以给予必要的扶持，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虽然我国已提出开
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但现阶段仍停留在鼓励倡导层面， 缺乏具体有效的制度设计
和政策支持， 仅仅依靠市场主体推动难以取得显著成果。 政府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试点进程中， 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建立政府担保或保险机制， 打消借贷双方对于政策环境
和业务风险的顾虑， 从而增加市场供给和需求。 在政策支持方面， 除了落实已有的支持现代保险服
务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对商业保险机构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免征增值
税， 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等， 还需要研究制定政策性、 非盈利性保险业务的税收
优惠政策， 给予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应的税收激励。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培育住房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市场体系。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将反向抵押贷款与终身养老年金相结合， 不仅
包含房屋估值、 抵押贷款、 年金发放和处置受偿等多个交易环节， 而且涉及银行、 保险、 证券和担保
等多种金融机构， 甚至能够衔接贷款发放的初级市场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二级市场， 必须建立健全相
关市场体系， 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 具体而言， 不仅可以通过鼓励私营公司
参与以提高住房养老金融的市场化程度， 而且随着我国信用体系、 金融中介机构、 信息咨询机构以及
功能性监管职能的不断完善， 积极发展二级市场实现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輦輲訛 进而为转移住房养老金融市
场的风险和增强相关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奠定市场基础。輦輳訛 2014年 8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新国十条”） 提出， 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协调发展，
探索保险机构投资、 发起资产证券化产品， 这将有利于完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金融市场体系。

2. 加快立法进程， 完善监管体制
与国外专门立法不同， 我国尚无法律法规对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调整， 目前仅有银

保监会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不仅效力级别过低难以成为法律依据， 而且并未涉及居住保证、 房
屋处置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等关键问题， 诸多政策和法律的不确定性制约了该业务的发展。 为了
解决住房反向抵押的合法性问题， 可以考虑借鉴已有的 “最高额抵押” 制度，輦輴訛 单独设置住房反向
抵押制度， 明确规定反向抵押的概念、 主体资格、 设立条件、 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为推行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 积极推进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的立法工作， 及时
修订存在法律冲突的条款， 如 《民法典》 关于抵押权的规定， 《土地管理法》 和 《城市房地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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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輵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提供证券、 保险、 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 联系
方式、 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
等信息。”

法》 关于抵押物的规定， 《保险法》 关于分业经营及保险业务范围的规定等。
鉴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属于金融创新的产物， 必然涉及金融监管问题。 首先， 制定完善反

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监管制度， 明确监管目标、 原则、 措施和程序， 指导建立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业务标准。 例如， 为了推动建立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使之符合安全稳健的银行业运行要求， 美
国国会于 1994 年通过 《里格尔社区发展和管制改善法案》 （Rieg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Improvement Act of 1994）， 规范并监管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服务内容， 重点对住房反向
抵押贷款进行监管。 其次， 坚持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 落实偿付能力监管制度要求， 加强商
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监管， 加强对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风险识别、 监测预警和信息披露， 维护
市场有序运行。 最后， 健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监管工作机制， 加强金融监管与房屋管理、 不动
产登记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如在房屋交易、 登记、 公证等机构设立绿色通道， 建立跨部门的金
融消费者教育、 纠纷解决和监管执法合作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 形成监管合力， 推动创新型商业养
老保险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019 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提出发展
养老普惠金融， 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在地级以上城市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 在房地
产交易、 抵押登记、 公证等机构设立绿色通道， 简化办事程序， 提升服务效率。

3. 规范保险机构行为，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作为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将传统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相结合， 法律

关系复杂， 风险因素较多， 社会关注度较高。 保险机构应当坚持审慎经营， 加强在产品设计、 条款
制定、 法律合规、 业务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防范， 提高投资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实现商业养老保险
资金保值及合理回报， 提升保险保障水平。 此外， 由于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现金流与传统保险业务
不同， 保险公司应当重视现金流管理， 确保现金流持续充足， 适时探索现金流补充机制。 为规范保
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行为， 原保监会于 2010 年 7 月发布 《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 允许保险
公司遵循稳健、 安全的原则投资不动产， 坚持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审慎投资运作， 有效防范风险。
在此基础上， “新国十条” 鼓励设立不动产、 基础设施、 养老等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 允许专业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设立夹层基金、 并购基金、 不动产基金等私募基金。 可见， 随着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业务的开展，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可以设立不动产基金， 用于投资不动产或不动产证券化产品， 有
利于专业化运作， 降低交易成本， 分散投资风险， 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和资产管理能力。

尽管对于金融消费者范围以及消费与投资的界定等问题仍存在分歧， 但通过立法促进金融领域
交易公平、 防范市场欺诈、 平衡双方信息不对称等， 已经形成普遍共识。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购
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老年人在交易信息、 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
位， 无疑应当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畴。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增加了金
融消费等特定领域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輦輵訛 而其中有关风险警示的内容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至关
重要。 鉴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涉及房屋评估、 抵押登记、 维护处置和年金发放等诸多环节， 业
务流程和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而且客户群体为老年人， 保险公司应当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接
受程度， 产品设计简单易懂， 业务流程规范可行。 在合同签订方面， 保险公司应对消费者进行签约
前辅导， 如实解释说明业务模式、 风险因素以及合同条款相关内容， 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保险产品
及自身权利义务， 可以采取录音、 录像等方式增强合同签订过程的公正性。 在业务运行方面，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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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Reverse�mortgage� pension� insurance� is� an� innovative�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business�that�combines�housing�mortgage�with�lifetime�pension�annuity�insurance.�The�program�is�
favorable� to� transform� social� stock� assets� to� pension� resources,� b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surance�industry�in�risk�management�and�fund�management�into�full�play,�and�participate�in�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 in� a�multi-dimensional� way.� The�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pension�insurance�is�based�on�the�legal�protection�for�the�right�of�citizens�to�own�private�
property,� a�uniform� registration� system�over� real� properties� and�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However,�China’s�legal�system�and�market�system�of�the�modern�insurance�service�industry�are�
still� developing� and�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nnovative�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business,�and�they�still�lag�far�behind�the�requirements�of�the�modern�insurance�service�
industr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legal� protection,�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cultivate� the�
market�system,�speed�up� the� legislative�proces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 standardize� the�
behavior�of�insurance�institutions�and�protect�the�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f�consumers.

Key Words: Housing� Reverse� Mortgage;� Pension� Insurance;� Financial� Consumers;� Legal�
Protection

輦輶訛 为了保障老年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 HECM 计划允许借款人保留房产所有权， 而且可以随时出售房产或搬家， 只需确保房产
销售所得超过抵押贷款数额。 即使抵押贷款数额超过房产价值， 借款人也不会被迫出售房屋以偿还抵押贷款。 在借款人搬
家、 出售房产或死亡前， 无需偿还 FHA承保的反向抵押贷款。 当贷款到期或应偿还时， 如果贷款金额超过房产价值， 借款
人 （或继承人） 无需向贷款人偿还超出房产价值部分的贷款。

公司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及时告知消费者房产的评估、 抵押和维护情况， 定期披露业务运
行中的相关信息， 如房产评估价值信息、 年金领取情况、 退保赎回价值等。 在制度完善方面， 我国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 向借款人提供居住、 收益以及无追索权保证，輦輶訛 并且建立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的消费者教育制度以及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制度等。

结语

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有利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健全多层次、 可持续的
养老保障制度，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 “未富先老” 的困境， 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由于这一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法
律制度与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供需两端均持观望态度， 制约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推广和
发展。 因此， 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探索符合国情的 “以房养老” 模
式， 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 公平配置各方权利义务，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促进反向抵押
养老保险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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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刑法治理路径

李明鲁 *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在医疗、 教育、 娱乐等多个领域具有进步意义，
但技术的滥用却可能对国家、 社会利益以及个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刑法应当对深度伪造
技术滥用行为予以规制， 同时也要从风险防控的角度， 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行为逐渐发展成为网络黑色产业链的一环， 运用传统共犯理论难
以回应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不法认定问题。 对于这种 “一对多” 的犯罪帮助行为， 刑
法可以采取以独立罪名认定的制裁思路。 对于深度伪造内容，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
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落实平台监管责任。
关键词： 深度伪造 深度合成 生物识别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服务提供者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8

*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互联网视角下的持有型犯罪研究” （项目编号： 17BFX070）
的阶段性成果。

① Judge Herbert B. Dixon Jr. (Ret.). Deepfakes: More Frightening than Photoshop on Steroids. Judges’ Journal, 2019, 58 (3): 35.

一、 深度伪造技术概述及其应用风险

常言道：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但是， 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可能让这一说法不再适用。 深度
伪造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以数字化方式创建或者修改视频、 音频等内容， 最后的结果是伪造内容
里的人在做着或说着从未发生的事情。譹訛 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演进， 伪造内容的真实性也
越来越高， 以至于人们很难辨别内容的真假。 可以说， 深度伪造技术自产生之日起， 便具有欺骗性
质和被滥用的风险， 而了解深度伪造的特征与技术原理， 对于下一步如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
行为而言十分必要。

（一） “深度伪造” 的概念源起

“深度伪造” （deepfake） 是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对音频、 视觉或文本内容等进
行制造和修改， 从而达到技术开发者或者技术使用者的某种特定目的。 深度伪造一词最初是出现在
2017 年美国社交新闻网站红迪网 （Reddit） 上， 一个名为 deepfakes 的用户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将色
情视频中的主体换脸成明星， 并上传到 Reddit网站， 引发了广泛的转发和关注。 自此， 媒体开始使
用 deepfake 一词来形容深度伪造技术或者深度伪造内容。

深度伪造技术又称人工智能合成内容 （AI-generated media） 技术， 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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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产物， 建立在能够自主学习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生成对抗网络譺訛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简称 GAN） 这一算法， 使得人工智能在其控制下可以自动生成图
像、 文字、 视频等信息内容。 深度伪造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人脸合成、 语音合成、 人脸替换等， 该
项技术综合运用了视频合成、 计算机视觉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譻訛

（二） “深度伪造” 与 “深度合成” 的关联

“深度合成” （deep synthesis） 目前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一项技术， 依赖于能够
从大量数据中进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 对数据信息进行生产或修改。 对于深度伪造与深
度合成， 多数学者并未做严格区分。 但也有观点认为， 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二者不应混同， 根据技
术使用的目的是否正当， 应严格区分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 该观点主张深度伪造是基于某种不法目
的而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的行为， 而深度合成则是价值无涉的技术概念词汇。

本文认为， 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二者在纯粹技术层面并无本质区别， 或者可以说深度伪造行为
本身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对声音、 图像、 文本、 视频等内容进行修改和加工， 从而实现
某种误导效果。 毫无疑问， 技术本身是无罪的， 法律需要规制的是那些利用该技术冒充他人实施诈
骗， 或者进行虚假新闻传播、 色情视频制作、 政治选举干扰等损害他人或者社会、 国家利益的违法
行为。 虽然有人提出如果以 “深度伪造” 一词指代全部人工智能合成技术， 会造成对于人工智能合
成技术的污名化， 因为深度伪造容易让人望文生义， 从而使人们对于 AI 合成技术产生畏惧心理，譼訛

但是， 鉴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行为， 即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所实施
的不法行为， 所以文中使用 “深度伪造” 一词并不与深度合成技术的中立性相矛盾。

（三） 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与安全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这一新兴技术开始在商业领域大放异彩， 并已经逐
渐渗透于社交、 医疗、 教育、 影视等多个领域。 例如， 在影视领域中， 通过深度合成技术可以减少
因演员或场地而造成的拍摄局限， 由于主要演员在电影 《速度与激情 7》 的拍摄过程中意外去世，
于是剧方运用 AI 换脸技术， 使该演员的形象得以贯穿于电影始终。譽訛 在教育领域， 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合成历史人物， 再现历史场景， 可以使知识传播更加富有趣味性。譾訛 另外， 在医疗领域， 语音合成
软件可以让患有渐冻症的患者重新获得 “说话” 的能力。 通过提前采集患者的个人语音数据， 然后
利用语音合成技术， 最终生成接近患者原声的语句。譿訛 然而，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对技术的正当使用
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技术的滥用则会给公民个人权利、 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安全带来诸多

譺訛 深度合成技术背后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自动编码器 （autoencoders） 和生成对抗网络 （GAN）。 自动编码器是一个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 对输入数据进行训练和重建以实现数据合成。 GAN由两组相互对抗的人工神经网络组成， 其中一个网络复制
生成数据， 另一个负责甄别。 在 GAN的两个机器学习系统中， 生成网络 （generative network） 负责制作复制了原始数据集
特征的合成数据如图片、 音频、 视频等， 鉴别网络 （discriminative network） 则负责识别合成的数据。 生成网络和鉴别网络
的竞争往往需要数千次或数百万次迭代， 这让生成网络不断改善其性能， 直至让鉴别网络不再能够区分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

譻訛 《“深度合成” 技术应用呼唤包容审慎、 分类监管》，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420864149_455313， 2021年 3月 23日访问。
譼訛 《为技术正名： 深度合成≠深度伪造》，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398418909_353595， 2021年 3月 25日访问。
譽訛 《AI 换脸视频惹争议 究竟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滥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1477732371261852&wfr=spider&for=

pc， 2021年 4月 2日访问。
譾訛 Deep Fakes: A Looming Challenge for Privacy, Democr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

id=3213954， 2021年 3月 22日访问。
譿訛 《英国黄铅笔奖公布， 为失语渐冻人设计的语音合成项目拿到了最高荣誉》，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4017.html， 2021

年 4月 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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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王禄生： 《论 “深度伪造” 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规制》， 载 《东方法学》 2019年第 6期。
讁訛 《著作权法》 第十条：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一） 发表权， 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 署名权，

即表明作者身份， 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 修改权， 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 保护作品完整权， 即
保护作品不受歪曲、 篡改的权利； ……”

輥輮訛 Party Tim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7/09/17/party-time， 2021年 3月 13日访问。
輥輯訛 Experts Bet on First Deepfakes Political Scandal， https://spectrum.ieee.org/tech-talk/robotics/artificial-intelligence/experts-bet-on-

first-deepfakes-political-scandal， 2021年 2月 22日访问。
輥輰訛 Clarke introduces bill to combat high-tech altered videos， https://brooklyneagle.com/articles/2019/06/14/clarke-introduces-bill-to-

combat-high-tech-altered-videos， 2021年 4月 2日访问。

风险挑战。
其一， 深度伪造行为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 财产等权利。 行为人通过深度伪造技术故意制作并

散布虚假信息， 败坏他人名誉的， 情节严重时将构成诽谤罪。 通过深度伪造的图像、 视频或声音冒
充被害人的亲友、 同事、 领导等， 诱骗或者敲诈他人钱财的， 可能构成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 除此
之外， 深度伪造行为还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讀訛 因为深度伪造行为人在未获得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
下， 对由他人创作的摄影作品、 电影作品等作品进行修改， 将构成对他人署名权、 修改权等著作权的
侵犯。讁訛

其二， 深度伪造行为可能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例如， 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 利用深度伪造技术
制作淫秽图片、 视频等淫秽物品并加以传播的， 可能构成制作、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再如， 行为
人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编造涉及险情、 疫情、 灾情、 警情的虚假信息或者虚假恐怖信息并加以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则可能构成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或者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罪。 此外， 深度伪造技术还可能被用于证据的伪造。 如果行为人出于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目
的， 在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虚假证明的， 可能依法构成伪证罪。 再
如， 行为人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有损他人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的虚假内容， 并给他人造成重大损
失的， 则可能触犯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罪。

其三， 针对政治人物的深度伪造还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在国外， 虚假新闻干扰正常政治
选举活动的事例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 例如， 在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反对约翰·亚
当斯 （John Adams） 的美国总统选举中， 一些报纸在不考虑真相的情况下发布败坏被选举人声誉的
新闻。⑩ 而在当今这个大数据时代， 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相比于传统媒体更为迅速和广泛，
可想而知， 如果滥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虚假信息干扰政治选举活动， 被发布于网络之上， 其不利影
响将迅速蔓延， 不可逆转。 美国的有关分析人员一致认为， 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等到
2020 年美国第 59 届总统大选， 深度伪造技术干预政治选举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輥輯訛 正是在此背景之
下， 为了防止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虚假信息可能对选举活动造成的干扰， 美国国会在 2019 年提出
了 《深度伪造责任法案》 （Deep Fakes Accountability Act）。輥輰訛

二、 深度伪造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模式

深度伪造技术的不当使用如冒用他人身份、 败坏他人名誉等， 可能对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造成
损害， 进而成立相应的违法犯罪。 刑法针对滥用深度伪造技术行为的规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一是事后保护模式， 即对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施的其他犯罪以及深度伪造行为本身所构成的知识产
权犯罪进行规制； 二是风险预防模式， 即对深度伪造行为之前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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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保护模式着眼于深度伪造行为之后产生的法益侵害， 而风险预防模式则关注对深度伪造行为之前
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从而避免后续因深度伪造对具体法益造成的实际侵害。

（一） 事后保护模式： 强调对深度伪造行为后的具体法益保护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深度伪造行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社会、 国家利益的， 在符合特定
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条件下， 可以对该深度伪造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根据法益主体的不同， 可以将利
用深度伪造技术构成的犯罪分为三类： 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犯罪、 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 危害
国家安全的犯罪。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能够针对滥用深度伪造技术而造成严重法益侵害的行为提供一整套相对完备
的制裁体系， 但是这种刑法制裁思路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 事后保护模式只能在深度伪造行为
已经造成了法益侵害后果之后发挥作用， 过于强调事后惩罚而忽视事前预防。輥輱訛 而对于信息网络环境
中的违法犯罪问题， 考虑到网络媒介传播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在产生实害结果后才启动刑
法进行规制的事后保护模式已经不足以充分保护法益。 其次， 某些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根据现有
刑法规定无法定罪论处。 例如， 行为人利用 AI 换脸技术进行交友诈骗， 目的仅是骗取他人的感情，
获得内心的满足感， 而不以骗财为目的， 但却给他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或者严重破坏他人家庭
的， 对于此行为不能以诈骗罪或招摇撞骗罪 （不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下） 定罪论处， 该
行为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并不构成犯罪， 虽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也只能通过民事救济和行政救
济途径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 事后保护模式侧重于对深度伪造行为之后造成的危害后果予以规制， 却没有回应深
度伪造上游行为 （非法获取、 非法出售、 非法提供以及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的不法问
题。 考虑到存在某些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却不构成犯罪的情形， 为了更好地
保护公民的人身、 财产权益， 深入打击深度伪造这种新型违法犯罪行为， 刑法有必要在对深度伪造
技术滥用行为的治理问题上引入风险预防模式。

（二） 风险预防模式： 强调对深度伪造前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刑法对于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治理不仅需要关注深度伪造行为实施后的一系列相关犯罪， 更应
当重点关注深度伪造之前的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问题。 对深度伪造的前行为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
为的规制， 可以有效控制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风险， 加强对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源头治理。

1.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厘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的保护制度作出规定， 同样地，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 也应当根据不同类别的公民个人信息之于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重要性， 对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 身份信息和其他一般的公民个人信息实行梯次保护。 其中， 对于生物识别信息这
种紧密依附于身体、 直接体现公民个人身体特征和行为特征， 对人身具有直接指向性的特殊公民个
人信息予以特别的保护。輥輲訛 对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也有所回应， 明确了生物识别信
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一种， 而且将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公民个人信息作出区分， 并对敏感个人信
息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处理规则。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面部、 指纹、 声音、 DNA、 笔迹、 步态等身份信息， 之所以说生物识别

輥輱訛 李腾： 《“深度伪造” 技术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 载 《中州学刊》 2020年第 10期。
輥輲訛 王德政： 《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现实境遇与完善路径———以四川 “人脸识别案” 为切入点》，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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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最为重要的公民个人信息， 除了其具有高度的人身识别性之外， 还由于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
广泛性， 如人脸识别、 指纹识别等已经成为进入很多场所或者登陆应用软件以及财产支付的重要方
式， 因此， 一旦公民的生物识别信息遭到泄露， 不法行为人便很可能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对生物识别
信息进行加工和修改， 进而利用深度伪造后的图片、 声音等冒充被害人的亲友、 熟人， 使被害人陷
入错误认识并引诱其进行转账或者汇款。 不法分子在达到骗财目的之后， 便会删除被害人的联系方
式， 从此销声匿迹。 被害人会疑惑自己的敏感个人信息怎么会被不法分子所掌握， 这都要归因于个
人信息的泄露。 如今很多场合都需要人脸识别、 刷脸支付， 而人脸信息在被收集之后一旦被非法出
售或者遭到泄露， 便很可能被用于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 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行
为， 关键是从源头管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

2. 国外规制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应对之策
对于规制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的问题， 从国外的应对方案来看， 有

些是选择通过现有法律规定来惩治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 认为进行专门的立法根本没有必要， 因
为根据现有的著作权法、 刑法和民事侵权法等法律规定能够让有害的深度伪造内容的制作者承担责
任，輥輳訛 而且除了打击勒索和色情的刑法之外， 其他侵权行为如侵犯隐私权、 造成情绪困扰、 侵犯著作权
等违法行为同样能受到民事法律的规制。輥輴訛 可是， 也有国家选择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来打击深度伪造
技术滥用行为。

欧盟通过保护可能被用于深度伪造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和强化互联网平台的审查义务， 来加强对
于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治理， 防御深度伪造行为可能造成的不法侵害。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适用于对深度伪造中所使用的公民图片等个人数据的保护， 以及换脸软件和社交媒体软件
可能产生的隐私泄露问题。輥輵訛 另外， 欧盟于 2018 年出台的 《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主要是为了加强网络运营者对其平台内容的审查， 充分发挥平台在治理网络虚
假信息方面的作用。輥輶訛

美国则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法律———《深度伪造责任法案》， 用以规范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 防止
虚假信息的传播。 《深度伪造责任法案》 对于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的标识义务 （或披露义务） 作出
具体规定： “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对于其制作的深度合成内容应当嵌入文字、 数字水印或者语音标
识， 从而将内容属于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事实予以披露。”輥輷訛 同时， 法案还对于不履行披露义务
的行为规定了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依法履行标识义务， 有利于他人对视
频、 音频、 文字等内容的真实性作出鉴别， 从而不容易产生误解而受骗， 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抵御深
度伪造可能对法益造成的损害。 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履行标识义务， 不仅有利于对法益的保护， 而且
对于引导深度伪造技术的合理使用也具有规范意义， 另外还能够作为证明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主观上

輥輳訛 Zachary Schapiro. Deep Fakes Accountability Act: Overbroad and Ineffective. Boston Colle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Forum,2020,1:15.

輥輴訛 Anna Yamaoka-Enkerlin. Disrupting Disinformation : Deepfakes And The Law. NYU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2019-
2020, 22 :740.

輥輵訛 《各国涉 Deepfake等人工智能造假技术立法概况》，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ExNDY1NQ==&mid=2651540276&idx=
1&sn=7346412c2efcd328f8ca67036062f77a&scene=21#wechat_redirect，2021年 3月 23日访问。

輥輶訛 史安斌， 胡宇： 《向虚假信息宣战： 欧盟的探索》， 载 《青年记者》 2018年第 34期。
輥輷訛 曹建峰： 《深度伪造技术的法律挑战及应对》， 载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9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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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Dr. Antonios Kouroutakis. EU Action Plan Against Disinformation: Public Authorities, Platforms and the People. International
Lawyer, 2020, 53:277.

輦輯訛 Students in Ukraine Learn How to Spot Fake Stories, Propaganda and Hate Speech， https://www.npr.org/2019/03/22/705809811/
students-in-ukraine-learn-how-to-spot-fake-stories-propaganda-and-hate-speech， 2021年 2月 21日访问。

輦輰訛 参加前引輥輱訛， 李腾文。
輦輱訛 《张富、 余杭飞、 史良浩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浙 08 刑终 333 号刑

事裁定书。
輦輲訛 李怀胜： 《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事制裁思路———以人工智能 “深度伪造” 为例》， 载 《政法论坛》 2020年第 4期。
輦輳訛 参加前引輦輲訛， 李怀胜文。

不具有欺骗目的的依据。
法律解决方案虽然可以惩罚和威慑犯罪行为人， 但仍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在法律治

理路径之外， 提高网络用户鉴别虚假信息的能力， 增强公民对于虚假信息的防范意识， 也是抵御深
度伪造音频、 视频不良影响的可行之策。 公民可以成为对信息真实性的检查者和对真理的最终保
护者，輦輮訛 乌克兰已经将媒体素养技术纳入其公立学校课程中，輦輯訛 以帮助提高公民辨别深度伪造内容的
能力。

3. 我国规制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第十一条

对于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规定了标识义务， 要求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的使用者
和提供者都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对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制作和发布的与真实信息不符的音频或视频加以
标识。 但遗憾的是， 该 《规定》 并没有对于违反标识义务的行为做出惩罚性规定， 这就使得《规定》
的宣示意义大于实践价值， 从而造成法律保护的缺位。輦輰訛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已经出现以 AI 换脸技术破解人脸识别进而实施诈骗行为的案件———行为
人张某、 余某为了骗取支付宝的邀请新用户红包奖励， 先是非法批量购买公民个人身份信息， 之后
通过 AI 换脸技术将这些非法获取的公民照片制作成 3D 头像， 以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最终获取相应
的红包奖励。 对于本案， 法院判决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诈骗罪。輦輱訛 本案对于利用
深度伪造技术从事不法行为的规制同时包含了事后规制与事前规制， 其中对利用深度伪造内容进行
骗财的行为判处诈骗罪即事后规制， 而事前规制则表现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深度伪造行为往往
伴随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 因为深度伪造技术是以原始图片、 视频、 音频等信息为基础， 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合成其他新的图片、 视频、 音频等， 从而进一步实施诈骗、 敲诈勒索、 诽谤、 传播
淫秽物品等相关犯罪。 因此， 必须重视并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 从而在源头
上遏制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輦輲訛 但是，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 虽然可
以解决对于非法获取、 出售、 提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惩治问题， 却无法回应以合法形式获取
却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模式。 就深度伪造行为而言， 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对公民个人信息予
以非法利用的情形， 深度伪造行为的不法在于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滥用。輦輳訛 下文将对于深度伪造这一非
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如何进行刑法规制展开论述。

三、 深度伪造行为的不法认定与刑事归责

当下人脸识别已逐渐成为各类应用软件的支付或注册方式， 这时一些不法分子便意图通过换
脸“黑科技” 进行非法牟利。 那么， 对于专门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行为人， 究竟是应当依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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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行为不该当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未侵犯具体犯罪中的法益； 二是行为仅形式上该当某一犯罪的
构成要件， 但因不满足 “情节严重” “数额较大” 等实质违法性要求而不构成犯罪。

輦輵訛 参加前引輦輲訛， 李怀胜文。
輦輶訛 参加前引輥輱訛， 李腾文。
輦輷訛 敬力嘉： 《作为行为不法类型的犯罪参与———兼论非法发布深度伪造信息的行为不法》，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6期。

犯的认定思路， 以其所帮助实施的犯罪的共犯论处， 还是应当采取以独立罪名定罪处罚的制裁思
路呢？

（一） 深度伪造行为的不法认定

如果将深度伪造黑色产业链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涉及深度伪造行为之前的公民个人信息
的非法获取、 非法出售和非法提供， 第二阶段是非法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 第三阶段则是利用
深度伪造内容实施诈骗、 诽谤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对第一阶段的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
罪， 可以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规制； 对第三阶段的后续犯罪行为， 则直接以行为所构成的特
定犯罪定罪处罚即可。 但是， 对于第二阶段也就是深度伪造这一行为本身， 如果以下游犯罪的共犯
定罪处罚， 则存在以下疑问： 一是， 当深度伪造技术处理呈现出产业化发展态势， 那么提供深度伪
造技术服务的行为人与利用深度伪造内容实施下游犯罪的行为人之间缺乏犯罪意思联络， 提供技术
服务的行为人可能并不知道其他犯罪行为人将要实施何种犯罪， 所以也就不具有与其他犯罪行为人
的共同犯罪故意。 这种情况下， 对于专门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行为人， 便不能以他人所实施的
具体犯罪的共犯定罪论处。 二是， 根据通说的共犯限制从属性理论， 在正犯行为该当构成要件并且
具有违法性的前提下， 共犯才有成立的可能。 因此， 如果下游行为依法尚不成立犯罪，輦輴訛 而只是构成
一般违法行为， 那么， 对于专门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行为人不能以共犯定罪处罚。

既然共同犯罪理论难以完全回应深度伪造的行为不法认定问题， 有学者便提出通过增设专门的
“身份盗窃犯罪”輦輵訛 来规制深度伪造不法行为。 这一观点主张深度伪造行为具有相对于下游犯罪的独
立的违法性， 而其独立违法性来源于身份冒用行为， 认为深度伪造的内容在使用过程中虽然不构成
犯罪， 但因深度伪造内容具有身份冒用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后续诈骗等一系列具体犯罪的发生， 因
此有必要将深度伪造行为本身以身份盗窃犯罪独立定罪处罚。輦輶訛 而对此的反对观点认为， 伪造信息的
行为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违法性， 因为伪造行为的目的会被后续其他犯罪行为的目的所吸收， 所以深
度伪造的行为本身不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归责对象。輦輷訛

本文认为， 对于非法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应当予以刑法规制， 但却不赞同现阶段通过增设
专门的罪名来规制深度伪造中的身份冒用行为。 增设身份盗窃犯罪其实是一种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
的立法观点， 但是我国刑法对于预备犯的处罚应当仅限于侵犯重大法益的犯罪行为， 而并非对任意
犯罪行为的预备行为均可以作出独立的预备犯的立法规定， 否则便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而且
也与当下国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政策要求背道而驰。 此外， 那种以对法益的提前保护为
名， 将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倾向于按照共犯理论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预备犯的观点亦为本文所不
取。 例如， 行为人使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具有身份冒用性质的内容， 如果后续的犯罪行为尚未着手
实施， 那么就不能仅以制作者具有实施其他犯罪的目的为由， 认定深度伪造行为成立后续犯罪的预
备犯。

同时本文也不赞同反对观点， 因为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 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和由
此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刑法对深度伪造行为具有独立规制的必要性。 在网络 “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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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 中， 网络黑产从业者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公民照片、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然后
将这些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进行深度伪造技术处理， 冒用他人身份进行人脸实名注册， 最后将虚假
注册的账号贩卖给违法犯罪团伙。輧輮訛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 专门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人员， 为他
人提供虚假注册、 刷脸支付等黑产服务， 帮助他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相对于传统帮助犯
罪，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呈 “一对多” 的行为模式， 这种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被帮助的下
游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应当根据 “积量构罪”輧輯訛 的理念， 将这种产业化的提供深度伪造技术服务的行
为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独立罪名定罪论处。

（二）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作为责任边界

面对网络虚拟空间中层出不穷的深度伪造导致的身份仿冒乱象，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技术治理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当依法承担网络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 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维护网络安
全。 如果深度伪造行为构成不法， 责任主体除了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外， 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能因
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而承担相应的不作为责任。 避风港原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和
责任豁免的主要依据，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侵权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技术措施减少侵权内容的
不利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避风港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般被认为是 “通知—删除” 规则， 但是不
应僵化地将 “通知—删除” 等同于避风港原则。 换言之，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经通知后， 应当针对其
平台中所发布的违法的深度伪造内容采取技术措施， 但该技术措施不仅仅限于删除， 还包括其他能
够用以减小危害结果的必要技术措施。 比如， 在发现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视听作品未添加标识
时， 应当对其添加标识以提醒用户知悉。輧輰訛 总之， 对于不同的深度伪造内容，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
取不同的技术措施： 内容涉嫌违法的， 应当及时予以删除； 对其他的一般深度伪造内容， 应当进行
标识提醒。 具体而言：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经权利人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删除、 屏蔽等技术措施， 阻止深度伪造内容
危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 由于互联网环境普遍的匿名性， 深度伪造行为中的被害人寻找制作深度伪
造内容的行为人存在困难， 从而缺乏法律追索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被害人可以直接请求网络平台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以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当下国内网红经
济的兴起， 一些短视频平台渐渐成为深度伪造内容滋生的沃土。 例如， 行为人通过 AI 换脸技术伪
造明星靳东的头像和身份， 在抖音视频软件上与 60 岁大妈 “谈恋爱”， 以达到其销售产品等目的。
假靳东事件爆发之后， 抖音平台快速作出了回应： 假靳东的相关账号大规模减少， 有些尚存在的账
号也将作品清零。輧輱訛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控制网络空间中虚假信息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风险控制理论， 网络
服务提供者对于利用其所提供的网络平台等网络服务所发布的深度伪造内容应当承担监督管理义
务， 真正发挥其作为网络平台的 “守门功能”， 从而防止虚假信息的大肆传播。 例如， 当 Reddit 事
件发生之后， 不仅 Reddit 关闭了 deepfakes 论坛， Twitter 等社交平台也纷纷对此采取抵制措施，

輧輮訛 《照片活化瞒过人脸识别， 冒用他人身份虚假注册， 深圳警方打掉一新型犯罪团伙抓获 13 人》， 搜狐网： https://www.sohu.
com/a/410804526_161795， 2021年 4月 12日访问。

輧輯訛 皮勇： 《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0期。
輧輰訛 参加前引輥輱訛， 李腾文。
輧輱訛 《“假靳东” 闹剧阅读量超 16 亿， “中老年粉丝” 正在攻占短视频？》， https://view.inews.qq.com/a/20201014A0IGJS00， 2021 年

4月 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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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还专门研发出了一个机器学习模型用于鉴别深度伪造的视频、 图片等。輧輲訛 需要注意的是， 令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深度伪造内容承担监督管理义务， 并不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在其平台所
发布的信息逐一进行事前审查， 一是因为网络信息数量过大， 事前监管的成本太高， 二是因为如果
要求所有信息内容在经过审查后才能发布， 将不利于互联网环境中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

避风港原则为平衡网络环境中的信息安全与信息应用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解
决方案。 避风港原则在我国 《刑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中也有所体现， 在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
正措施后， 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拒不改正的， 这种情况下才需要承担相应的不作为责任。 但是， 为
避免 “通知删除规则” 成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对于避风港制度的立法初衷和具体
内容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明确。 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 除了需要删除相关侵权内容
外， 还应提高注意义务， 采取技术措施防止同类侵权内容在其平台上传播， 从而避免反复侵权现象
的继续发生。 避风港制度虽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豁免提供了依据， 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
将避风港原则作为自身怠于履行网络安全监管义务的理由， 不应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仅限于通
知后的删除义务， 而是还应包括提升网络运行的安全性， 有效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最后， 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积极研发针对深度伪造的识别技术， 主动回应深度伪造行为不法问
题。 美国 《深度伪造责任法案》 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治理， 提出了政府要成立研究深度合成内容的
专家小组， 负责研发针对深度合成技术的检测和反制技术， 并与企业、 学术科研机构展开合作， 从
而有效检测、 识别与对抗虚假信息。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网络平台开始尝试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深度
伪造内容进行识别， 可见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可能作为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 为网络犯罪治理增加难
度， 但同时也可以被用以反制利用技术所实施的不法行为， 即所谓的技术反向破解。 在国外， 美国
的纽约州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研究人员提出通过检测眨眼频率可以识别伪造的 AI 换脸视频。 研
究指出， 当人在说话时， 平均每分钟眨眼 26 次， 但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视频中换脸主体则
完全不眨眼， 以此可以识别视频中的主体是否由深度伪造技术合成。輧輳訛 在我国， 借助活体人脸检测技
术如红外人脸检测， 輧輴訛可以有效分辨真实的人脸和人脸的照片或者视频。輧輵訛 除了鉴伪技术之外， 溯源
技术也能够帮助追踪、 验证内容来源和打击深度伪造不法行为。 区块链技术可以完整记录网络空间
所发布的信息内容的流转过程， 任何篡改都会被记录， 包括由谁制作上传和转发， 均可以精准追踪
到。輧輶訛 于是， 深度伪造内容制作者便会谨慎考虑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施不法行为的成本， 也有利于
监管者审查和追溯信息来源， 从而更有效地打击深度伪造不法行为。

结语

法律的作用应当重在疏解而非抑制。 针对一项新兴技术所产生的安全风险， 刑法的过度介入和
严厉打击将会严重挫伤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不利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而且， 法律治理手段

輧輲訛 《CSIS报告： 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术政策简报》， 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14664， 2021年 4月 2日访问。
輧輳訛 In Ictu Oculi: Exposing AI Generated Fake Face Videos by Detecting Eye Blinking， https://arxiv.org/pdf/1806.02877.pdf， 2021 年 4

月 3日访问。
輧輴訛 在传感器当中用到近红外的摄像头， 近红外摄像头一方面可以采集人脸当中的信息，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集人脸的温度， 包

括它随着温度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輧輵訛 《刷脸时代我们的个人隐私或财产安全吗 ？ 专家解读 》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81617875995927630&wfr =

spider&for=pc， 2021年 3月 1日访问。
輧輶訛 张收鹏： 《区块链技术在传媒业的创新应用》， 载 《新闻战线》 2018年第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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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刑法治理路径

（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eep� fake� technology� ha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in�many�fields�such�as�medical�treatment,�education,�entertainment,�etc.�However,�the�
abuse�of�technology�may�cause�damage�to�the�interests�of�the�country,�society,�and�the�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dividuals.�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regulate� the� abuse� of� deep� fake��
technology,�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act� of� providing� deep-fake�
technical� services�has�gradually�developed� into� a� link� in� the�network�black� industry� chain.� It� is�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illeg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abuse� of� deep� fake� technology� using�
traditional�joint�crime�theories.�For�this�kind�of “one-to-many” criminal�assistance�behavior,�the�
criminal�law�can�adopt�the�sanctions�based�on�independent�crimes.�For�the�content�of�deep�fakes,�
the�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shall� fulfill� their� information� network� security� management�
obligations�in�accordance�with�the�law�and�implement�platform�supervision�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Deep� Fake;� Deep� Synthesis;� Biometric�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Network�Service�Provider

是一种被动的事后救济， 要想从事前主动降低深度伪造技术的安全风险， 必须依靠企业内部治理和
行业自律等多种治理路径。 可无论是法律的规制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 都有可能出现管理过
度或者审查过度的问题， 而追求绝对的技术安全势必会阻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不利于信息的传播
和公民创作的积极性。 因此， 如何处理好技术研发应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值得理论界和
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和研究。 在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治理问题上， 需要权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
与该项技术可能造成的法益侵害二者之间的关系。 “用锤子杀人是非法的， 但锤子本身并不是非法
的。”輧輷訛 法律所规制的是借助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故意侵害法益的行为， 而非技术本身。 总之， 对
于一项新兴科学技术的应用， 因噎废食的做法不应该被提倡， 在打击深度伪造技术滥用行为的同时
发挥深度伪造技术对于社会的有益价值，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才是我们应该保持的态度。

輧輷訛 Douglas Harris. Deepfakes: False Pornography Is Here and the Law Cannot Protect You.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2019,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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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贾学胜 *

内容提要： 考察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的观点嬗变， 过失说缺乏 “法律有规定” 的依据，
故意说有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 而混合说兼具过失说和故意说的 “硬伤”。 根据刑法
基本原则、 故意犯为原则过失犯为例外和刑法修正的精神等基本规则， 基于 “严重污染环
境” 的机能和性质，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 但 “严重污染环境” 不是故意的认
识和意志内容， 也不需要行为人有预见可能性。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 罪过形式 故意 过失 严重污染环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09.

* 暨南大学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为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刑事一体化视
阈中的环境犯罪研究” （项目编号： 19YJA82001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第五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580页。
譺訛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第八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585页。
譻訛 参见黎宏： 《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865页。

污染环境罪是环境犯罪中最重要的罪名， 承担着规制环境污染、 保护环境的重要使命， 在污染
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快速增加的背景下，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却一直存在尖锐对立的歧见。 甚
至可以说， 在我国的刑法学研究中， 从未有一个罪名的罪过形式， 像污染环境罪一样引起如此巨大
的争议。 理论上的莫衷一是也导致司法实务无所适从。 在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决中， 有的判决将污
染环境罪的罪过认定为故意， 有的认定为过失， 有的则回避对罪过的认定。 毋庸讳言， 对污染环境
罪罪过形式的犹疑难决和混乱适用， 已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挑战。 为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
用， 急需厘定其在罪过形式上的教义学结论。

一、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观点嬗变及其评析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经历了从过失说到故意说再到混合说的嬗变， 迄今仍处于争论之中。

（一） 过失说及其评析

过失说是传统通说的观点。譹訛 过失说似乎无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法》） 第
三百三十八条罪状的变化， 不过， 过失说对此作了辩解： 污染环境罪的危害性并不亚于故意危害公
共安全犯罪， 但法定最高刑却只有七年， 如果将该罪的罪过认定为故意， 将导致罪刑失衡， 因此，
应将该罪的罪过认定为过失。譺訛 坚持过失说并不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 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故
意犯” 形态， 应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譻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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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说的论据有一定的说服力。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状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法定刑没
变， 仍然保持了过失犯的法定刑设置； 如果行为人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后果可以持故意心态， 确
有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 而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来填补污染环境 “故意犯” 的缺位， 又可以应对
“惩罚过失犯却不惩罚故意犯” 的质疑。

然而， 过失说仍有未能解答的疑问。 我国 《刑法》 第十五条规定： “过失犯罪， 法律有规定的
才负刑事责任。” 但第三百三十八条的条文表述中， 看不到 “法律有规定” 的表达。 认为污染环境
罪是过失犯的法律依据何在？ 另外， 污染环境罪是实践中的多发性犯罪， 不难想象， 不论是故意犯
形态还是过失犯形态， 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大量存在的， 在强调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政策背景
下， 为什么立法只规定污染环境罪的过失犯， 却不规定故意犯？ 尽管对于实践中的 “故意犯” 形
态， 可依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 但这种处理方式只能算作是一种司法适用上填补漏洞的权宜之
计； 此外，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对于故意污染环境却未危害到公共安全的行
为， 仍存在处罚上的漏洞。

（二） 故意说及其评析

张明楷教授是最早提出故意说观点的学者。譼訛 关于故意说的理由， 主要有三点： 其一， 过失说缺
乏法条上的文理根据； 其二， 过失说主张对故意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定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并不合
适； 第三， 过失说导致否定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污染环境的共同犯罪； 最后， 故意说不会形成处罚漏
洞： 对于过失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 可以认定为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譽訛 故意说的
观点也受到了学界很多学者的支持。譾訛

故意说最主要的依据是文理依据， 即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中没有表明污染环境罪是
过失犯罪的 “文理” 表达， 因而应是故意犯罪。 至于其他论证， 则并非无懈可击： 既然将本罪确定
为过失犯罪时， 对于故意行为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合适， 为什么将本罪确定为故意犯罪时，
对于过失行为认定为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就是合适的？ 将本罪认定为过失犯罪时， 尽管不能将
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共同犯罪认定为共犯形态， 但根据 《刑法》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仍然可以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尤其是， 故意说的论证理由中， 并未对过失说的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七年， 如果将
该罪认定为故意犯， 将导致罪刑失衡” 的质疑作出回应。 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提高了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 即增加了一个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的量刑幅度，
这次刑法修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质疑， 但这一量刑幅度是针对四种特定的污染环境行为而设
的，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成而言， “过失说” 的这一质疑仍然是成立的。 持 “故意说” 的张明楷
教授认为： 故意的内容只要求对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结果 （即 “严重污染环境”） 持认识与希望或者
放任态度， 而不需要对人身或者财产损失持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譿訛 但 “严重污染环境” 不是抽
象的概念， 司法解释已对其进行了具体化的界定， 其中包括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结果， 因此， 在
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污染环境案件中， 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 就是
对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 故意说仍难以回应罪刑失衡的质

譼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995页。
譽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131页。
譾訛 参见赵天红： 《浅析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与罪过形态》， 载 《中国检察官》 2019 年第 12 期； 田宏杰： 《立法演进与环境污

染罪的罪过——以行政犯本质为核心》， 载 《法学家》 2020年第 1期， 等等。
譿訛 参见张明楷： 《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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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参见张军主编： 《〈刑法修正案 （八）〉 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318 页； 高铭暄、
陈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解读与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24 页； 王作富主编： 《刑
法分则实务研究 （下）》 （第五版），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389页。

讁訛 参见张铎：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探究》， 载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4年第 1期； 喻海松： 《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
清》， 载 《法律适用》 2017年第 23期。

輥輮訛 参见付立庆： 《中国 〈刑法〉 中的环境犯罪： 梳理、 评价与展望》， 载 《法学杂志》 2018年第 4期。
輥輯訛 参见李玲： 《污染环境罪 “选择罪过” 形式之提倡》， 载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18年第 1期。
輥輰訛 参见陈洪兵： 《解释论视野下的污染环境罪》，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7期。
輥輱訛 参见储槐植、 杨书文：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 载 《法学研究》 1999年第 1期。

疑。 申言之， 根据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 第一条第十七项的规定， 严重污染环境的
具体情形中包括了 “致使一人以上重伤” 的后果。 显然， 在故意的情况， 污染环境罪既污染环境又
致人重伤情况下的法定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的法定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间的关系， 是严重失衡的。

故意说也不能回答如下疑问：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修正是为了降低定罪门槛，讀訛 而将污染环
境罪确定为故意犯， 则明显是升高了入罪门槛。 这与立法修正的精神不符。

（三） 混合说及其评析

“混合说” 是近年来在过失说和故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观点， 其基本主张是： 污染环境罪
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论据有： （1） 故意说抬高了污染环境行为入罪的门槛，
有违降低入罪门槛的刑法修正精神； （2） 过失说导致过失严重污染环境时即构成污染环境罪， 而故
意严重污染环境时还必须危害公共安全才按照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处理， 故意污染环境比过失
污染环境的入罪门槛更高； （3） 实践中污染环境的案件并非是单纯的过失， 不能排除故意； （4） 《刑
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法条并未表明是故意或者过失。讁訛 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 “复合罪过说” 或
者“双重罪过说”；輥輮訛 有论者则认为对于具体案件的行为人而言， 仍须证明其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还是
过失， 而不可能两者兼具， 因此提出 “选择罪过说”。輥輯訛

有学者意图超越故意和过失， 提出 “模糊罪过说”。 所谓模糊罪过， 就是不必纠结于故意和过
失， 只要证明行为人对于 “严重污染环境” 的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 理由是： （1） 只有采取模
糊罪过， 才能降低入罪门槛， 实现刑法修正的初衷； （2） 只要求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具备责任要件，
借鉴了严格责任的合理内核， 具有实质合理性； （3） 客观超过要素这一概念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
模糊罪过说比将 “严重污染环境” 认定为客观超过要素更容易让人接受； （4） 模糊罪过与司法实践
中对污染环境罪按照故意犯、 过失犯或者对罪过形式模糊处理的现实相符； （5） 承认模糊罪过， 不
影响对多人参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罚， 对于故意的污染环境共同犯罪按照共同犯罪并案
处理， 过失的共同污染环境分别定罪并案处理； （6） 将模糊罪过限定于法定最高刑不超过七年有期
徒刑的法定犯， 不违反责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輥輰訛

上述混合说的基本理由中， 前三个理由可谓直击过失说和故意说的不足， 但第四个理由难以成
立， 该观点忽视了我国刑法 “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 以处罚过失犯为例外” 的基本规则； 如果据此
观点， 则强奸罪、 绑架罪、 抢劫罪、 盗窃罪等都可以是过失犯罪， 这是不可思议的。

复合罪过或者双重罪过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在我国学界， 复合罪过这一概念是用来表述故意和
过失之外的第三种罪过形式， 储槐植教授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 意指存在包括间接故意与过失
的复合罪过形式。輥輱訛 如果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间接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则将导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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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模糊罪过说的弊端。 按照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罪过形式的规定， 对于一个案件的具体行为人而言，
其犯罪心态只能是故意或者过失， 而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间接故意和过失并存的情况。

模糊罪过说从降低入罪门槛的角度， 提出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只须证明行为人对 “严重污染环
境” 这一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即可。 这一解释和适用确实有利于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 但
是， 罪名的司法适用不仅仅是证明犯罪成立就万事大吉了， 涉及共同犯罪、 累犯、 缓刑、 假释等制
度的适用时， 还是需要确定行为人在有预见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是基于过失心态还是故意心态实施
了犯罪， 否则就无法适用这些制度。 质言之， 污染环境罪的全面、 准确的司法适用， 仍不能规避故
意犯和过失犯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 有的污染环境罪的罪过被认定为故意， 有的被认定为过失， 有
的回避了对罪过的认定， 这恰好说明理论上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引， 才导致了司法适
用的混乱， 不能以这种混乱现象反证模糊罪过说的观点。 模糊罪过说也难以找到总则关于罪过规定
的法律依据。 我国 《刑法》 总则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 将模糊罪过作为故意、 过失之外
的第三种罪过形式， 缺乏法律依据。 总之， 模糊罪过说并不是故意和过失之外的新的罪过形式， 而
只是一个 “看起来很美”， 但终究仍是故意或者过失犯罪心态涵摄和认定的问题。

二、 确定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教义学规则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奉行责任主义的基本原则， 英美法系刑法理论认为 “具有犯意是英美刑法理
论的基本规则， 而不是例外”，輥輲訛 我国刑法理论也将主客观相统一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可见， 确定
罪过形式是刑法理论和实务的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 确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应遵守以下三项
基本规则。

（一） 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观念在学界已深入人心， 任何一个刑法研习者都会甘做罪刑法定的信徒， 不会以自己
的解释和主张违背这一基本原则。

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确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是罪刑相适应原则， 该原则要求构成要件所征
表的法益侵害性要与该罪配置的法定刑相适应。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状描述了污染环境罪
的客观表现， 其中结果要件是 “严重污染环境”， 其基本构成对应的法定刑是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站在罪刑相适应的立场， 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确定为故意并且要
求对所有的客观表现 （包括 “严重污染环境” 的后果） 持故意心态， 导致较高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构
成对应了较低的法定刑。 这显然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二） 故意犯为原则， 过失犯为例外

《刑法》 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确立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 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规则。 大
部分犯罪的罪状中都没有表明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 但据此规则， 那些没有明确表明罪过形式的犯
罪， 应是故意犯。 问题是， 过失犯 “法律有规定” 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对于 “法律有规定” 的含义， 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 “明文规定说” 认为，“法律有规定” 是指
法律有明文规定， 即法律使用了过失、 疏忽、 失火等明确表明罪过形式是过失的表达；“实质规定
说” 认为，“法律有规定” 是指法律有实质规定， 对于具有处罚必要性而又不宜确定为故意犯的犯
罪， 就应当认定是过失犯；“文理规定说” 认为，“法律有规定” 是有条文文理上的依据， 即根据语词

輥輲訛 See United States v. U. S. Gypsum Co., 438 U. S. 422, 436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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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通常含义和内在逻辑， 能够合理确定为过失犯。輥輳訛 “实质规定说” 架空了 《刑法》 第十五条第
二款的要求， 使对过失犯的处罚失之过宽； 如果按照 “明文规定说”， 又使过失犯的处罚失之过窄。
按照文理规定说， 可以合理确定过失犯的处罚范围， 过失、 疏忽、 失火等明确表明罪过形式的犯罪
是过失犯罪， 事故类犯罪如交通肇事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等是过失犯罪， 玩忽职守的犯罪是过失犯
罪， 使用了 “严重不负责任” 等表述的犯罪是过失犯罪。 甚至尽管没有使用上述表述， 但根据具体
条文的前后表述、 法定刑等文理关系， 也应确定为过失犯罪。 例如， 《刑法》 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二
款前段规定的 “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 尽管该罪名的罪状中完全没有过失的任何表达，
但根据该罪较低的法定刑、 该款后段故意犯的规定及其法定刑可知， 该罪只能是过失犯。

有学者认为， 我国 《刑法》 中存在许多罪过形式不明的犯罪， 如 《刑法》 分则第二章中的铁路
运营安全事故罪， 第三章中的生产、 销售假药罪， 第九章中的滥用职权罪； 还有的条文虽然区分了
故意和过失， 但却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 这种规定除了在形式上体现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意义外， 在
量刑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因此， 提出 “刑法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 以处罚过失犯为例外” 的原则
存在例外， 而污染环境罪也属这种 “例外” 的表现之一。輥輴訛 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 论者所例
举的罪过不明的犯罪， 要么是依文理规定可确定为过失犯， 要么是理论和实务均没有争议的故意
犯， 所谓的罪过不明， 不过是对法条错误解释的结果； 其次， 尽管刑法将有些故意犯和过失犯规定
在一个条文中， 并配置以相同的法定刑， 有不合理之处， 但这种不合理仍可通过刑法解释予以弥
补， 其罪过形式是明确的； 最后， 如果严格遵守 《刑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要求， 污染环境罪当然
是故意犯； 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不明、 是故意、 过失的例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刑法》 第四百零八条之一规定的食品、 药品监管渎职罪将故意形态的滥用职权和过失形态的
玩忽职守规定在一个罪名中， 同样不能作为支持污染环境罪是 “故意、 过失例外说” 的理由。 司法
解释在确定罪名时， 将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行为确定为故意犯的滥用职权罪
和过失犯的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 但对采用相同立法模式的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却规定为不区分故意
和过失的食品、 药品监管渎职罪， 这不仅是对于采用相同立法模式的不同条款却表现出不同的罪名
确定思路， 自相矛盾， 也使得食品、 药品监管渎职罪在涉及累犯、 共同犯罪等制度的适用时面临困
境， 如此明显错误的司法解释， 当然不能用来作为 “故意、 过失例外说” 的例证。

（三） 修正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立法精神

修正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精神， 首先在于确立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其次在于
降低环境污染行为的入罪门槛。 降低入罪门槛的具体表现包括降低对结果要件的要求和降低因果关
系证明的难度。 在刑法规制环境污染的历史上， 基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潜伏性、 长期性、 间接性等特
点， 因果关系的证明历来是一个难题， 因此， 在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发展出了疫学因果关系
理论， 专门用来证明环境污染犯罪中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 因为司法鉴定的不成熟、 不完善， 环境
污染犯罪中的因果关系证明尤为困难。 司法解释将 “严重污染环境” 解释为十八种具体情形， 其中
包括很多危害结果与行为同时发生的情形， 办案机关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相关行为即可， 并不需
要特别证明因果关系， 因此解决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 依照这一立法精神， 在确定污染环境罪的
罪过形式时， 不能提高对污染环境行为的入罪门槛。 依本文观点， 修正后的污染环境罪虽然变成了

輥輳訛 参见张明楷： 《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 15条第 2款 “法律有规定” 的含义》， 载 《法学研究》 2006年第 3期。
輥輴訛 参见苏永生：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探究———兼论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及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例外》， 载 《法商研究》 2016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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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犯， 但 “严重污染环境” 并非其认识和意志内容， 换言之， 表面上由过失犯变成了故意犯， 但
实质上并未提高对罪过的要求。 下文对此将有详论。

三、 “故意说” 的新诠释

在目前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争论的基础上， 根据上述确定罪责形式的基本规则， 笔者
认为应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 具体理由如下。

（一） 前述诸观点的 “硬伤”

根据上述确定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基本规则， 前述关于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诸观点， 都存
在难以弥合的 “硬伤”。 过失说的硬伤是不能在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罪状中找到 “法律有规
定” 的文理依据； 故意说的硬伤是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成而言， 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后果
（包括了污染环境和作为其表现的 “致一人以上重伤” 等后果） 持故意心态时， 对应的法定刑却只
有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而且，
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 也违背了刑法修正 “降低入罪门槛” 的立法精神； 故意说和
过失说的硬伤， 混合说兼具， 其中， 模糊罪过说另辟蹊径， 意图摆脱故意说和过失说的争论， 但终
究难以摆脱故意说和过失说的窠臼。

（二） 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将具体犯罪的某个客观要素认定为犯罪的成立条件， 却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是大陆法系和英
美法系都存在的一种立法现象。 在大陆法系的阶层犯罪论体系中， 对有些犯罪而言， 在不法、 有责
之后还存在客观处罚条件的独立阶层。 客观处罚条件虽然是这些犯罪的成立条件， 却与不法和有责
无关， 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例如德国刑法第 103 条规定的对外国机关代表和国家象征的犯罪， 该
罪 “刑罚追究的前提” 是德国与该外国保持有外交关系。 显然， “外交关系” 与该罪的不法和有责
无关， 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学说上将这里的 “外交关系” 解释为该罪成立的客观处罚条件。 客观
处罚条件的设置减轻了追诉机关证明故意的压力， 因而在 “二战” 后对抗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背景
下， 受到德国立法者的青睐， 得到普遍的承认。 在英美法系， 为了降低追诉机关对某些犯罪的罪过
证明难度， 出现了不要求控方证明犯意的严格责任制度。 环境犯罪是严格责任存在的主要领域。 制
定法中虽然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 但判例法却免除了控方对部分行为要素的犯罪心态的证明
责任。 例如， 根据制定法关于环境犯罪实害犯的规定， 控方有责任证明行为人认识到了致人死亡或
者严重身体伤害的 “紧迫危险”， 但法院却基于保护环境的现实需要， 适用公共福利犯罪原则，輥輵訛 免
除了控方对这一要素的犯罪心态的证明责任。 但是， 严格责任并不是不需要犯罪心态， 因为控方仍
须证明：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认识； 对废物的一般危险性质有认识； 在一些许可证犯罪中， 如果
法条在许可证前有 “明知” （knowing） 的表述， 则行为人也须对许可证地位有认识。 总之， 环境犯
罪中的严格责任， 并不是指环境犯罪的成立完全不要求罪责条件， 而是不要求行为人对所有的行为
要素都有认识。輥輶訛 严格责任出于保护公共安全和福利的功利要求， 降低了控方对犯罪心态的证明要求，
尽管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 但仍成为一个颇具特色和影响广泛的制度。 不过， 如同大陆法系

輥輵訛 公共福利犯罪原则是一个用来保护公共健康、 安全或者福利的规则。 根据公共福利犯罪原则， 当涉及的物质存在极高的内
在危险时， 政府不须证明被告对犯罪行为的部分要素具有犯罪心态。

輥輶訛 参见贾学胜： 《论美国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 载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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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处罚条件并没有否定责任主义一样， 英美法系的严格责任也没有否定责任主义。

（三） “严重污染环境” 的机能和性质

要满足前述三个确定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规则， 必须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机能和性质有准
确认识。 从污染环境罪的罪状表述看， “严重污染环境” 似乎是结果要件， 但事实上， 如此理解是不
全面的。 应该认为，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 倾倒或者处置污染物的行为， 便必然已经污染了环境，
侵犯了环境法益。 此时， 污染环境的后果与排放、 倾倒、 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是同时发生的， 这个
意义上的污染环境罪可谓行为犯 （即结果与行为同时发生， 不需要证明因果关系）。 然而， 此时的
污染环境行为， 虽然具有了应罚性， 却由于缺乏需罚性， 还不具备发动刑罚的充分理由。 只有当排
放、 倾倒、 处置有害物质 “严重” 污染环境时， 才能发动刑罚权。 污染环境罪罪状的这一表述逻
辑， 表明 “严重污染环境” 具有如下两个机能：

其一， 体现了预防必要性的目的主义刑法思想和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机能。 从 2016 年 《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解释》 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解释看， 许多情形都体现了预防必要性的刑法思想。 如
二年内曾因污染环境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情况， 就与行为人污染环境行为的不法和有责无关，
但二年内反复实施污染环境行为， 其预防必要性是很高的， 为了预防犯罪， 就有必要对行为人二年
内因污染环境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污染环境的行为定罪处罚；輥輷訛 可见， “严重污染环境” 作为污
染环境行为构成犯罪的条件， 有预防必要性、 处罚必要性等刑事政策考量， 并非均是关于不法和有
责因素的规定。

其二， 体现了协调环境行政法和环境刑法关系的保障法秩序统一的机能。 刑法作为一种必要的
“恶”， 不能用来应对一切违法行为， 只有在其他法律的规制失效时， 刑法才能介入干预。 对于违反
国家规定， 排放、 倾倒、 处置有害物质的环境污染行为， 首先当然应由环境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进
行规制， 只有 “严重” 污染环境的行为， 才需要刑罚予以制裁。 “严重” 这一罪量因素， 具有界分环
境行政违法和环境刑事犯罪的机能， 借此协调了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之间的关系， 保障了法秩序
的统一。

如前所述，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基于特定的政策理由， 在一些犯罪中存在不是故意认识内
容的客观要素或者犯罪成立条件， 大陆法系称之为客观处罚条件， 英美法系把这种现象称为严格责
任。 这种现象在我国 《刑法》 中也是存在的。 例如， 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 “造成严重后果”，輦輮訛 与丢
失枪支不报行为的不法和有责无关， 只是决定丢失枪支不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条件， 这一条件已
超出了丢失枪支不报行为的控制和支配范围， 行为人对之持有何种犯罪心态都不能提升行为人的有
责性， 因此， “造成严重后果” 是客观处罚条件。 “严重污染环境” 所具有的上述机能， 与客观处罚条
件所具有的立法机能———刑事政策机能和保障法秩序统一的机能———相契合，輦輯訛 因此， 将 “严重污染
环境” 视为客观处罚条件， 是妥当的。

对犯罪成立的某些要素， 不需要犯罪心态， 这是一种客观的立法现象， 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
美法系都是存在的。 基于我国刑法具有大陆法系的技术和理论特点， 笔者将这些要素称为客观处罚

輥輷訛 参见 2016年最高法、 最高检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六项。
輦輮訛 根据 2008 年最高检、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第六条的规定， “造成严重后果”

是指丢失枪支被他人使用造成人员轻伤以上伤亡事故、 丢失枪支被他人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
輦輯訛 参见吴情树： 《客观处罚条件研究———构成要件抑或处罚条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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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輦輰訛 客观处罚条件尽管与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论体系龃龉不合， 但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我国逐渐深
入人心， 影响力日益增强， 借 “客观处罚条件” 这一概念来解释客观存在的立法现象， 应该也不算
唐突吧。

（四） 故意说的具体展开

笔者主张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 与前述故意说不同的是， 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内容针对
的是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 倾倒、 处置污染物的行为和污染环境的结果”； “严重污染环境” 是污
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 但却不是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内容， 行为人也不必对 “严重污染环境” （包括
致人重伤、 公私财产损失、 改变环境现状等） 有认识可能性， 只要具备了 “严重污染环境” 的条
件， 即对行为人定罪处罚， 否则， 就只能作为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如果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某些情形持 “故意或者过失” 的心理态度且危害了公共安全时， 则应按照污染
环境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

首先， 这一观点符合前述确定罪过的基本规则。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构成而言， “严重污染
环境” 并不是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内容， 只是客观处罚条件， 因此， 构成要件行为及其罪过与对应的
法定刑符合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也不违背责任主义的要求。 既然 《刑法》 第三
百三十八条的罪状中没有关于过失犯的文理表述， 那么污染环境罪就应该是故意犯。 在刑法修正
前，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是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 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没有认识到时， 成
立疏忽大意的过失； 行为人认识到而轻信能够避免时， 成立过于自信的过失。 刑法修正后， 尽管罪
过形式由过失变成了故意，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罪过的要求提高了， 因为对于 “严重污染环境” 的结
果， 既不需要行为人有过失心态， 也不需要行为人有故意心态， 这并没有提高认定犯罪的难度， 反
而是降低了对罪过的要求， 符合降低入罪门槛的修法精神。

其次， 这一观点也可以得到司法实践的印证。 实证研究表明， 大部分污染环境罪的判决均回避
论述主观要件， 分别只有 2%左右的判决书中明确将该罪的主观要件认定为故意或者过失。輦輱訛 这表明，
绝大部分判决都未对行为人对 “严重污染环境” 这一要素的心理态度进行证明， 而是将其作为一个
决定被告的污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条件来对待， 这符合本文将 “严重污染环境” 作为客观处罚条
件的观点。 从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实际形态看， 对 “严重污染环境” 既可能是故意心态也可能
是过失心态， 而按照本文观点，“严重污染环境” 不是故意、 过失的认识内容， 则即便将污染环境罪
确定为故意犯， 但实质上包含了行为人对 “严重污染环境” 这一结果持故意和过失心态的情形。 质
言之， 不论对 “严重污染环境” 持故意还是过失心态， 均构成作为故意犯的污染环境罪。 这避免了
故意说和过失说导致的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时定不同罪名的尴尬。

第三， 这一观点也符合司法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界定。 尽管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
过形式存在争议， 但事实上司法解释已经将污染环境罪确定为故意犯罪。 2016 年 《环境刑事案件解
释》 第七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 而根据 《刑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只有故意犯罪才可能
成立共同犯罪。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生态环境部 《关于办理

輦輰訛 张明楷教授基于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 将这些要素称为客观超过要素。 参见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第
二版） 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73页以下。 不过， 他并不认为污染环境罪中的 “严重污染环境” 是客观超
过要素。 参见前引譿訛， 张明楷文。

輦輱訛 参见晋海、 王颖芳： 《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 198 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为样本》， 载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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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culpability� form� of� the� crim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theory� of� negligence� lacks� the� basis� of “ provisions� in� the� law”,� and� it� is�
suspected�of�violating�the�principle�of�adaptation�between�crime�and�punishment,�while�the�mixed�
theory� has� the “main� problems” of� both� the� theory� of� neglig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ntion.�
According�to�the�basic�principles�of�criminal�law,�the�basic�rule�of�intentional�crime�as�a�principle�
and�negligent�crime�as�an�exception�and�the�spirit�of�criminal�law�amendment,�and�based�on�the�
function� and� nature� of “ seriously�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culpability� form�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should� be� intentional,� but “ seriously� polluting� environment” is�
not� the�content�of� intentional�knowledge�and�will,� to�which� it� is� not�necessary� for� the�behavior�
subject�to�have�the�foreseeing�possibilit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Pollution�Crime;�Culpability�Form;�Intention;�Negligence;�Seriously�
Polluting�Environment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第二条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和第三条关于主观过错的认
定， 都表明司法解释也认为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 不过， 司法解释并未表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故意
的认识内容是什么， 而按照本文的观点， “严重污染环境” 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最后， 以这一观点为基础， 应根据司法解释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解释， 对具体案件中的具体
情形作出相应的处理。 2016 年 《环境刑事案件解释》 第一条对 “严重污染环境” 具体情形的解释，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不法、 有责无关的情形， 这种情形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即便行为人对
此有认识， 也不会升高不法、 有责的程度， 例如第五、 六、 七、 八项规定情形； 另一类是与不法、
有责有关的情形， 例如除第五、 六、 七、 八项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 这些情形也不是故意的认识内
容， 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此持故意、 过失心态， 且该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时， 则行为人的行为也触
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 对此， 应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 从一重处断。

结语

法律 “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輦輲訛 但不是混乱的宇宙； 文本中蕴含着许多可能性， 教义学研究
的任务就是依据一定的精神和逻辑将可能性变为确定性， 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引。 污染环境
罪罪过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混乱， 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 并进一步说明
“严重污染环境” 是客观处罚条件而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 行为人也不须对之有认识可能性。 如此，
司法机关可大大方方地将 “故意” 和 “过失” （针对 “严重污染环境” 的心态） 污染环境的行为按
照故意犯的污染环境罪处理， 进而终结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适用混乱的局面。

輦輲訛 参见 [意] 安贝托·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版， 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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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李凌云 *

内容提要： 虽然意思表示源自私法， 但由于行政优益权的嵌入以及公益与私益两个变量要
素的衡量， 此概念工具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范围、 表现形态、 运作规则等方面均有特殊
性。 遵循从协议成立到纠纷解决的演进过程， 可将意思表示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理论线
索。 行政协议成立的基础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达成意思表示一致， 此为行政优益权引
导下形成的， 该环节体现出独特的方式。 行政协议成立后， 尽管意思表示会拘束双方的履
约行为， 但行政优益权能够单方面截断此种效果。 并且， 意思表示不真实对行政协议效力
的塑造亦有特殊之处。 在作为纠纷解决主渠道的行政诉讼环节， 除了探求意思表示真实
性， 法院还需应对合法性审查与意思自治的关系， 在采用多元解释方法基础上， 处理好意
思表示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 格式条款中行政优益权可能的不当影响、 其他行政解释对
意思表示的冲击等论题。
关键词： 行政协议 合同 民法典 行政优益权 意思表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6.010.

*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① 王泽鉴： 《民法总则》 （增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35页。
② 当前， 行政法研究仍在强调其与民法的区分， 更为关注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 而不重视立基于法律关系理论上的意思表示

之探讨。 当然， 对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步增多。 参见王学辉： 《行政法意思表示理论的建构》， 载 《当代法
学》 2018 年第 5 期； 汪厚冬： 《论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 载 《政治与法律》 2014 年第 7 期； 孙丽岩： 《行政行为中的意思
表示》， 载 《比较法研究》 2009年第 3期； 田勇军： 《论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兼论行政行为构成中的意识要件》， 法律出
版社 2017年版； 田勇军： 《论意思表示理论的应然面向———基于对意思表示构成要件理论的反思及批判》， 载 《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3期； 等等。

意思表示源自私法体系中的法律行为理论， 现已成为民法领域的核心概念， 如 2020 年 5 月颁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一编第六章专门对此作出详细规定。 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学家王泽鉴认为， 意思表示是 “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 表示于外部的
行为”。① 实际上， 此概念工具并非私法自治之专属。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理论展
开了系统研究， 旨在揭示其对行政法领域的特殊功能。譺訛 其中， 这在行政协议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 行政协议也被称为行政合同或行政契约， 是服务行政与合作行政兴起背景下的产物， 与传统行
政法上 “命令—服从” 式的高权模式有所区别。 意思表示作为合同制度的基石， 在行政协议这类特
殊合同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呢？ 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与民事合同上的意思表示有哪些不同？ 本文尝
试将意思表示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理论线索， 探讨其对行政协议法律体系的塑造功能。

111·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6期

一、 意思表示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理论线索

（一） 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特殊性的缘起

学界通说认为， 行政协议兼具 “行政性” 与 “合同性” 的双重要件。 尽管民法与行政法在基本
构造上大相径庭， 但此种差异不足以阻断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中生成的通道。 并且， 《民法典》 总
则编、 合同编等各编内容有 160 多个条款涉及行政法问题， 民法典时代的行政法治面临新的发展契
机。譻訛 行政协议乃行政法对民事合同内涵的部分吸收， 是一种经 “合同化” 改造的特殊行政行为，
故意思表示不无适用空间。 2019 年 12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以下简称 《行政协议规定》）， 该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了行政协议的内涵， 即行政协议包
括主体、 目的、 内容及意思等四个要素。譼訛 无独有偶， 德国学者毛雷尔也指出， 如果没有意思表示，
行政合同就不存在。譽訛 意思表示在行政法土壤上的生长， 关键取决于行政主体担任表意人时的意思
自治。 行政法学界一般认为， 行政主体意思表示是行政行为的构成要素。 虽然有些规制行政中更适
宜采用单方行政行为的方式， 行政主体未必有意思自治的余地， 但是， 现代立法者显然无法预定所
有规则， 高度复杂的公共管理事务为行政主体的自治性提供了正当依据。 一言以蔽之， 包括行政协
议在内的行政行为不可忽视意思表示这个 “合同性” 要素。

根据主体不同， 行政法上意思表示模式一般可分为三种： 单独属于行政主体、 单独属于相对人
以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共同而为。 有论者将单独属于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概括为单方行政行
为、 行政行为的附款等类型， 并将双方均可作出的意思表示概括为行政协议、 行政奖励等行为。譾訛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单方行政行为包含了规制性内容， 无需相对人意思表示即能够产生法律效
力。 而行政协议往往不具备该种情形， 行政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的作出构成了法律效力的重要前提。
简言之， 行政协议作为双方行政行为的范畴，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具有意思表示的空间。 本文所述的
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就是由作为表意人的行政主体或相对人作出， 此类概念工具对于法律关系
或法律效果的形成、 变更与消灭不可或缺。

行政协议将权力行为与契约行为融为一体， “公私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会削弱行政机关的权
力”。譿訛 合同性蕴含了意思自治原则于行政法上的导入， 体现出比高权行政手段更为柔和的面貌， 因
而行政协议上意思表示和民事合同上意思表示存在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 行政协议具备一般行政行
为的公权成分， 其行政性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的优益权， 即享有的某些单方强制性权力或主导性特
权。 行政优益权概念源自法国， 该国行政法将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享有的一系列 “超越性” 权
力统称为优益权。讀訛 当前， 行政协议中优益权的范围或许不止于履约行为。 如有诸多学者提出， 出于
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主体在签约、 履约及解约等过程中都可能享有优益权。讁訛 行政

③ 参见章志远：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1期。
④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http://courtapp.chinacourt.

org/zixun-xiangqing-207571.html， 2021年 8月 1日访问。
⑤ 参见 [德] 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348页。
⑥ 参见前引②， 王学辉文。
⑦ [美] 朱迪·弗里曼： 《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 毕洪海、 陈标冲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第 564页。
⑧ 参见李颖轶： 《论法国行政合同优益权的成因》， 载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期。
⑨ 参见卢护锋、 王成明： 《行政协议纠纷司法审查规则探析》， 载 《法治社会》 2018年第 2期； 张敏： 《从行政性、 合同性双重

视角审视行政合同的延展与规范》， 载 《政法论丛》 2018 年第 4 期； 闫海、 宝丽：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优益权探究》，
载 《天府新论》 2011年第 5期； 余凌云： 《论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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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参见陈天昊： 《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1期。
輥輯訛 参见应松年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第 2版），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10页。
輥輰訛 参见韩宁： 《行政协议研究之现状与转向》， 载 《法治研究》 2019年第 6期。
輥輱訛 王珉灿主编： 《行政法概要》， 法律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99页。

优益权在行政协议中的嵌入， 导致行政主体兼有管理者与合同一方的双重角色。 “当行政主体履行
行政职责时， 其具有 ‘公共事务管理者’ 的身份， 而在行政主体与协议相对人互为意思表示并达成
一致时， 行政主体又具有了 ‘协议关系当事人’ 之身份。”輥輮訛 如此情境不免使意思表示面临较为复杂
的特殊规则。

行政主体应受相对人之意思表示的约束。 不过， 行政主体为保障公益而使用行政优益权， 却很
可能会对意思表示产生影响。 从动态角度讲， 如果意思表示的程度逐渐递减为零， 那么该形态就会
发生质变， 行政协议变为纯粹的行政行为； 如果类似行政行为的权力因素递减为零， 行政协议就变
成了纯粹的民事合同。輥輯訛 对此， 或许有观点会质疑， 认为意思表示与行政优益权有交叉之处， 但并不
处于同一平面上。 笔者认为， 既然行政协议有契约与权力两个变量因素， 双方就不仅是交叉关系，
而是于整体上共同发挥作用， 二者在行政协议中所占比例呈动态平衡局面。 试想， 行政主体可不顾
相对人意志却能够很大程度行使特权， 后者意思表示的实现空间还有多大？ 由是可知， 行政主体会
在公益与私益这两个要素之间作出衡量， 公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往往占据上风， 故行政主体如何协调
自身意思表示与行政优益权之间的张力还有待探析。 职是之故， 意思表示在民事合同中衍生的私法
规则无法完全适用， 它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应受到公法原理调整。 鉴于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中的特
殊处境， 其在表现形式、 适用范围、 运行规则、 效力影响等方面发生的法律效果及特殊性， 便是一
个亟待剖析的理论问题。

（二） 运用意思表示解构行政协议的研究进路

学者韩宁对当前行政协议研究的认知颇有启发性， 她认为当前行政协议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规
范、 过程以及救济三个板块。輥輰訛 因行政协议纠纷已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故规范研究主要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行政
协议规定》 等法律法规、 地方行政程序立法、 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阐释， 属于对 “文本上
法律” 的关注。 行政协议过程与救济这两个部分的研究， 分别着眼于现实操作和纠纷解决， 是对
“行动中法律” 的探讨。 笔者认为， 作为静态文本的行政协议规范侧重于凸显规则制定人的公共意
志， 而行政协议过程与救济阶段往往绕不开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运用过程研究之视角， 可将行
政协议视为动态的发展进程， 贯穿其中的订立、 履行乃至终止等环节都有意思表示的流露。 当行政
协议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产生分歧后， 则离不开行政诉讼等救济渠道的评断。 据此， 本文将遵循从协
议订立到纠纷解决的演进过程， 以行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的影响为分析基轴， 将订立、 履行及诉讼
等阶段中的意思表示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一条理论线索。

二、 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成立阶段的表征

行政协议过程性视域下，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形成法律关系的首要环节是订立行政协议。 该阶段
可具体划分为成立与生效两个部分，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与民事合同一样， 行政协议的成立不能欠
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早在 1983年， 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统编教材 《行政法概要》 作过判断：“双
方当事人为达某些不同的目的而互为意思表示， 因其一致而成立的行政行为， 亦称行政契约。”輥輱訛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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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一致乃双方综合而成的共同意愿， 这既是民事合同成立的基础， 也是行政协议据以成立的标
志。 值得注意的是， 行政协议双方若想达成一致意见， 仍无法回避行政优益权的作用， 此为意思表
示特殊性在成立阶段的体现。

（一） 行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一致的引导

在行政协议订立阶段， 行政优益权的作用体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 行政主体往往是要约发起
人， 并有权选择相对人。 在民事合同的要约承诺规则下， 任何一方都可能发出要约。 而行政协议中
相对人不具有行政职权， 无法决定是否发出订立协议的要约， 故双方意思表示能否达成一致， 离不
开行政主体先前作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如在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 一般是行政主体最先动议，
后续通过相对人的回应才能够使之成立。 与此同时， 行政主体有权挑选缔约对象。 在徐小平诉重庆
市涪陵区国土局与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国家建设统一征地办公室房屋征收行政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
案， 法院指出： 涪陵区国土局作为行政主体， 在涉案 《安置协议书》 签订、 履行中处于主导地位，
享有行政优益权， 负有核实徐小平是否属于住房安置对象、 预先制定协议主要内容、 向对方发出邀
约等职权。輥輲訛 又如关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订立， 在符合相关程序基础上， 行政主体有权根据行政协
议的特点去设定标准及资质， 并择优选择相应经营者。

另一方面， 行政主体有标的决定权， 且有权设定强制性条款。 某一项民事合同中， 双方当事人
都可以对标的进行反复磋商。 行政协议与之不同， 其标的主要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公益保障， 乃行
政协议内容所生成的公法上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主体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对标的予以设定。 如原国土
资源部制定的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第四条规定， 矿业权的出让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根据法定权限进行， 出让范围可以是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的矿产地、 依法收归
国有的矿产地等。 当法律没有规定时， 行政主体有资格出于公益目标的考虑， 向相对人作出标的范
围的意思表示。 行政协议哪些条款可以协商或不可以协商， 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主体决定， 意味着
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范围受此限制。 例如， 国有土地出让协议中的标的只能是土地管理机关就特定范
围内国有土地所设定的法律效果，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标的只能是行政征收目标， 等等。 只有相对
人同意标的这一前提要求， 才能在后续环节与行政主体就其他具体内容形成意思表示一致。 行政主
体适度的引导作用， 有助于协议内容的缔结朝目标发展。 甚至于， 此种行政优益权有时会作为强制
性条款规定。輥輳訛 该条款并非是相对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订立的， 此时双方权利义务不存在意思
表示瑕疵， 这方面与民事合同存在差异。 即是说， 订立行政协议之前， 一般会让相对人预先知晓协
议的目的、 内容以及必须遵守的规定。 行政协议内容包含行政主体对未来行政权处分的约定， 倘若
相对人希望与之订立， 就必须先接受此种意思表示。 订立行政协议后带来的预期收益， 以及对行政
主体的信赖， 将会促使相对人接受类似的安排。

需要指出， 行政优益权能够与相对人的意思自治兼容。 根据英国学者阿蒂亚的理论， 意思自治
包括两方面含义： 一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 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輥輴訛 若无相对人的自主同意， 或
者相对人无意选择订立行政协议来实现自身利益， 此种主导性要求亦无从实现。 相对人承诺与否，
仍取决于其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一定程度上而言， 行政协议乃实质上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商定。 虽
然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地位很难做到实质平等， 但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依然有自由平等的空间。 不

輥輲訛 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1） 渝三中法行终字第 30号行政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王旭军： 《行政合同司法审查》，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9页。
輥輴訛 参见 [英] P. S. 阿蒂亚： 《合同法概论》， 程正康等译，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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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地位不必然排斥彼此间意思表示一致的可能性。 其实， 行政协议体现了双方的一种双向依赖关
系， 继而形成了意思表示的 “交集” 或复数现象。 行政协议的合同属性， 并非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
地位， 而是看双方对法律效力的产生具有 “同值性”。輥輵訛 此种关系维度下， 相对人自然享有 “议价能
力” 及取舍的外部环境。

（二） 意思表示的过程与限度

“协议， 特指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意。”輥輶訛 大陆法系学者通常用 “意思表示一致” 的表述来概括合
意。 合意作为行政协议成立的结果要素， 乃是双方共同协商的过程， 此为形成可接受性结果的必经
步骤。 与单方行政行为的 “命令—服从” 模式不同， 行政协议双方形成了 “协商—合意” 的关系模
式。 行政协议的成立， 是二者通过互动意思表示以期达成合意的动态过程， 表现为双方自由意志双
向的交流与沟通。 行政协议应经由双方平等协商而订立， 原则上一方当事人不能将自身意思强加给
另一方， 此之谓意思表示一致的过程化。 正如 《行政协议规定》 第一条所述， 行政机关与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在四川省遂宁市大英
县政府与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大英县回马镇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纠纷一案， 最高人
民法院表示： 意思要素作为行政协议的要素之一，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必须经过协
商。輥輷訛 协商订立， 意味着相对人可以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与行政主体就协议的部分内容反复磋
商。 “协商的实质就是自由合意， 是保证行政合同这种行政法上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符合合同根本
属性的重要制度与通道。”輦輮訛 根据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等地方程序立法中
关于行政协议的规定可知， 实践中意思表示一致的达成， 大体包含招标、 邀请发价和直接磋商等三
种协商方式。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组织体， 其意思表示构造与私法上自然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同。 一
方面， 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须借助自然人方能作出； 另一方面其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更具 “可视化”，
即均要以特定形式予以显现。 法律上对行政主体的程序性要求更为严格， 程序之存在能够制约意思
表示形成过程中的擅权行为， 由此才契合双方之间的 “协商—合意” 模式。 行政协议双方通过程序
沟通机制能够调和彼此的分歧点， 凸显双方行政行为交涉性的特点， 并体现出二者独立的法律人格。

耐人寻味的是， 司法实践中不少行政协议却体现出低密度的可协商性。 薛德林诉陕西省西咸新
区沣东新城管理委员会违法变更安置拆迁协议一案中， 上诉人陈述： 拆迁安置过程中被上诉人安排
上诉人选房， 选房时限定每户三人， 选房时间 ８ 分钟， 逾期未到者即视为放弃原安置顺序号。 被上
诉人在选房时才向上诉人提供 《梦白村安置房屋通知单》 《安置房屋确认单》 《承诺书》 等材料， 上
诉人明知承诺书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 但不签订承诺书拿不到房屋确认单， 当日就无法选房。輦輯訛 另外，
有些相对人若想签订行政协议， 不得不面对一套行政化的规则。 比如， 法国行政合同多采用格式条
款， 公民签订契约的全部准则都要有政府部门加以规定， 其余事项皆不能与政府部门进行讨论； 个
人自由仅仅在于对政府所提条件整个的表示接受还是拒绝。輦輰訛 虽然行政协议有意思表示一致的外观， 却少

輥輵訛 所谓 “同值性”， 就是指双方意思表示具有相同价值， 与行政主体命令他方服从的情形有所区别。 参见余凌云： 《论行政契
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 载 《比较法研究》 1997年第 3期。

輥輶訛 王利明： 《论行政协议的范围———兼评 〈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1 条、 第 2 条》，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1期。

輥輷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行申 195号行政裁定书。
輦輮訛 梅献中： 《论环境行政合同中的意思表示》， 载 《法律适用》 2017年第 16期。
輦輯訛 参见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17） 陕 71行终 261号行政判决书。
輦輰訛 此时， 如何判定公民内心是否真正同意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法] 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 《法国行政法》， 鲁仁译， 商务印

书馆 2008年版， 第 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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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的实质内容。 可见， 虽然双方当事人最终订立了行政协议， 但某种程度充斥着行政权的影响，
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协商空间较为有限。 诚如余凌云教授所述， 行政协议形成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不
“显然”， 甚至可能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效果， 此种情形符合 “假契约” 的特点。輦輱訛 针对这类情形， 如何
保障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自治性以及特殊救济机制的构建， 皆是尚待斟酌的论题。

一般情况下， 行政协议双方作出意思表示需具备必要条件。 意思表示一致的形成， 首先必须具
备意思能力。 对行政主体来说， 它应当具备法定职权。 在私法领域， 意思表示的作出遵循 “法不禁
止即自由” 原则。 根据职权法定原则， 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应当要受到依法行政原
则的约束。 如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要是由拥有职权的土地管理部门与相对人订立， 其中的内容
必须是 “行政法上权利义务”。 对相对人而言， 鉴于签订协议行为的私益属性， 多数情形下不必对
意思表示作特别限制。 考虑到部分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及公益追求， 相对人应当有能力完成任务， 故
应该具备不可或缺的资质。 如某项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订立， 理论上相对人需要享有运营条件， 不
可缺少特许经营所要求的资质。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实施机
构应当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管理经营能力、 融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特许
经营者。 当相对人不具备此类前提条件时， 便谈不上意思能力问题。

此外， 行政协议成立阶段的意思表示存在一定限度。 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上的适用范围， 往往
要比民事合同更为有限。 吴庚教授在区分行政法上意思表示与私法中意思表示时曾提出， 与私法中
表意人拥有对法律行为内容的形成自由不同， 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的空间相对有限， 行政决定受制于
法律规定。輦輲訛 民法上意思表示的作出， 更多体现了私主体之间的自我决定， 直接形成了法律效果的基
础。 反观行政法所蕴含的权力约束指向可知， 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的自由程度会自始受限。 此种协
议自由的边界， 需要考量依法行政的要求， 故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空间存在限度。 行政主体的意思表
示应当受到法律禁止性规定的约束， 表现为一种他治性特征。輦輳訛 此种有限空间， 实际上对意思表示的
范围作出了限制。

（三） 意思表示的独特方式

民法学界一般认为， 意思表示由内心意思和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两个要素构成。 民事主体的主
观内心意思， 需要通过客观外在的表示行为而得到体现。 简言之， 意思表示可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
要件。 因对意思表示的两项要件在法律关系形成中的轻重之分， 学说上存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
对立； 前者认为法律效果发生而形成的内在意思是意思表示之根本， 后者认为应当以表意人的外部
表示为基准去决定意思表示之效力。輦輴訛 笔者认为， 因主观要件难以探明， 缺乏客观上外部表示的意思
表示无法成立。 行政协议成立阶段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 集中体现为客观要件方面的一致性。

意思表示的独特方式， 首先体现在要约与承诺的规则层面。 要约与承诺作为意思表示一致的两
个关键过程， 充分体现出行政协议成立的特殊样态。 如上文所述， 行政主体发出要约是企图与相对
人订立行政协议的意思表示， 这是发生在相对人承诺之前的意思表示。 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作出过

輦輱訛 参见余凌云： 《行政法上的假契约现象———以警察法上各类责任书为考察对象》， 载 《法学研究》 2001年第 5期。
輦輲訛 参见吴庚： 《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 （增订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00页。
輦輳訛 在订立行政协议过程中， 行政主体的意思自治空间受到一定的约束， 即应当因循依法行政原则。 此种原则的规范， 便可谓

是一种他治的范畴。
輦輴訛 参见冉克平： 《意思表示瑕疵： 学说与规范》，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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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理应受到法定程序规制。 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作出， 并非一个静态的时间点， 而是包括标准设
定、 启动、 运行到作出的一个动态过程。 订立行政协议之前， 行政主体需公开发布信息， 意在将计
划订立的行政协议公之于众， 于对象选择上作出程序限制。 在法国， 招标是最常用的缔结行政协议
的方式， 金额在一定数目以上的合同， 除少数情况外， 必须采取招标缔约方式。輦輵訛 考虑到行政法上的
诚实守信原则， 行政主体的要约需要受到规范，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随意撤回。 对相对人而言， 他需
要等待行政主体的要约邀请， 当其对要约作出接受与承诺， 便是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此为协议成
立的关键步骤。

其次， 意思表示一致的表现方法存在特殊性。 在私法上， 意思表示主要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
法。 在民事合同领域， 合同法确立了要式与不要式相并行的方式。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对意思
表示的明示与默示作出了规定， 并就沉默被视为意思表示作出描述。 相较而言， 笔者认为沉默不应
作为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的方式。 域外有相关立法例可供参考， 如德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第 57
条规定， “行政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輦輶訛 法国却以未规定其他形式为限， 行政协议可以是书面形
式， 也可以是口头形式。 当然， 用招标方式签订的重要协议都采取书面形式； 而采用直接磋商方式
缔结的合同， 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金额以上的， 亦应采取此种形式。輦輷訛 考虑到行政协议的公共属性
或管理属性， 建议我国根据书面明示方法将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固定下来。 在行政协议争议已被纳
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况下， 书面形式的内容更便于法院推定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 以提升争议解
决的质效。

此外， 与民事合同相比， 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的文本形式更显复杂。 意思表示一致的书面形
式， 应根据协议文本加以落实。 实践中， 行政协议涵盖的领域比较广泛， 文本可凸显的形态纷繁多
样。 目前， 《行政诉讼法》 及 《行政协议规定》 只确立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
出让协议等几类 “有名协议”。 其他行政协议类型留待实践加以摸索， 但明显不止于上述几种， 而
是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 公共服务、 社会稳定等多个领域。 其中， 息诉罢访协议书是一种值得特别
关注的个例。 如在韩甲文诉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判定双方所签订
的《息诉罢访协议书》 的性质为行政协议。輧輮訛总之， 行政协议成立阶段需要双方在特定书面载体上体现
意思表示一致。

三、 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成立之后的塑造力

（一） 意思表示不真实对行政协议效力的作用

已成立的行政协议， 并不必然一直保持有效状态。 行政协议成立并生效后， 也可能会因为不具
备有效要件而溯及既往或非溯及既往地失去效力。 根据私法规则， 一般设定了欺诈、 胁迫、 乘人之
危、 重大误解等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形下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 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 公法在依
双方同意而发生某种法律的效果之点与私法上的契约有共通性。輧輯訛 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缘
由， 可概括为不一致与不自由两类， 二者都将威胁到法律效力。 同样， 相较民事合同而言， 此环节

輦輵訛 参见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84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譽訛， 毛雷尔书， 第 365页。
輦輷訛 参见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50页。
輧輮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行申 45号行政裁定书。
輧輯訛 参见 [日] 美浓部达吉： 《公法与私法》， 黄冯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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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呈现出些许特别之处。
1.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理想状态下， 意思表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表示需要做到统一。 源于现实中的各种事由， 两者不

一致的情形比较常见。 因行政主体或相对人对对方的缔约资格、 权利义务理解偏差导致错误， 或者
由于存在通谋及伪装， 表意人内心的意思与表达出的客观行为不相一致。 根据表意人主观意识不
同， 可将不一致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表意人的不一致并非故意， 如意思表示错误； 二是表意人的不
一致是故意的， 如虚伪的意思表示。

所谓意思表示错误， 主要是因表意人一方自身原因未能认识到内心效果意思与表示效果意思不
一致。 这是对意思表示能力缺陷， 或者对履约资格以及协议目标产生了误解。 即是说， 因表意人的
错误认识或错误判断， 导致由表意人的表示行为可推测的意思与其真意不一致。 此处可分为两个层
面。 对表意人而言， 自然是意思表示错误； 对表意人的相对方来说， 则属于误解之范围。 表意人的
意思表示错误， 大致体现为对内容、 性质等方面的错误。 不管是公法还是私法， 迄今我国立法上没
有意思表示错误的表述， 民法理论与实务中是从当事人主观过错出发使用了重大误解的概念， 学界
由此对错误与误解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争论。 依我国立法者和权威学说的解释， 重大误解涵盖的内
容实际上就是意思表示错误的内容及范围。輧輰訛 笔者认为， 错误和误解只是发生主体不同， 二者的意
涵、 性质及产生效果是大体相当的。

在重大误解的语境下， 应分别看待行政主体与相对人。 针对行政主体， 涉及行政协议内容的行
为应该明确具体。 如果内容过于模糊， 相对人基于错误理解而履行行政行为设定的义务或行使行政
行为赋予的权利， 那么相对人的行为可能会偏离行政机关的真实意思表示。輧輱訛 考虑到行政主体在其中
的优势地位， 以及负有审慎义务， 多数情况下行政主体不应当享有因重大误解为由而撤销行政协议
的权力， 民法规则于此处的援用应当慎重。 毕竟， 行政机关在订立行政协议时， 应当广泛收集相关
信息， 邀请专家进行论证， 慎重权衡各种因素， 本应更有能力避免重大误解的发生。 只有相对人存
在过错， 使行政主体未尽到审核义务导致产生了重大误解时， 其在法定期限内才有权行使撤销权或
者申请撤销。 否则， 为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行政协议仍然是有效的。 对相对人而言， 因他对行
政协议产生了重大误解， 将可能使其权益受到较大损害以及无法达到订立行政协议的目的， 其意思
表示不真实将使得行政协议可变更、 可撤销乃至无效。 与行政主体不同， 相对人享有的是撤销权
利， 作为可撤销事由的前提是不会令公共利益受损。 假设相对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涉及第三人或公众
利益时， 对于行使撤销权应予以慎重。 如有德国学者认为， 因错误所为的意思表示， 仅于意思表示
未涉及第三人的权益时， 始得撤销之； 或认为， 此情形私人可否拥有撤销权， 主要以该意思表示的
瑕疵是否可归责于表意人的事由。輧輲訛

关于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可分为真意保留和虚伪表示。 真意保留是表意人将想要发生法
律效果的真意保留在内心， 而没有表示出来， 或者即使表示出来也并非是真实的。 究其实质， 是表
意人掩盖了自身的真实意图。 真意保留的要件主要包括： （1） 客观上有意思表示的存在； （2） 表示
与真意不一致； （3） 表意人知道其表示与真意不一致。 真意保留虽然是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但原则

輧輰訛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80页。
輧輱訛 参见王留一： 《论行政行为的明确性》，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4期。
輧輲訛 参见李建良： 《论行政法上之意思表示》， 载廖义男教授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新世纪经济法制之建构与挑战———廖义男

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 元照出版公司 2002年版， 第 228-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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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真意保留不影响行政协议效力。 当然， 若行政主体实施真意保留， 而相对人明知意思表示不真实
情形下, 那么行政协议便无效。

谈及虚伪的意思表示， 有必要重点关注通谋虚伪表示， 这是指表意人对非真意有明确认识， 且
存在着双方当事人的通谋行为。 对于该非真意表示， 表意人与相对人虽存在合意， 但仅仅造成订立
某项法律行为的表面假象， 这是二者在相互串通基础上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 实际上并不企图产
生法律效果。 虽然双方通谋的概率很小， 不过仍值得注意。 行政协议过程中行政主体乃是法律拟制
的人格主体， 其意思表示的作出须借助工作人员方能完成， 内心意思与表示行为容易发生一定程度
上的分离， 后者作出的意思表示有可能违背行政主体利益。 只有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及本单位职
责范围内作出的意思表示， 才属于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 否则， 该意思表示难以促成行政协议
上的法律效力。

2. 意思表示不自由
但凡不是行为人自由作出的意思表示， 无法取得像意思表示真实那样所预设的法律效力。 此为

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的， 受他人不正当干涉与妨碍而产生。 这种不自由， 一般分为欺诈与胁
迫两种情形。輧輳訛 实践中， 被乘人之危所为的意思表示， 实际也是不正当干涉的结果。

一般来看， 相对人欺诈、 胁迫行政主体的情形比较少。 “对于相对人而言， 由于和行政机关地
位不对等， 采取欺诈、 胁迫等方式签订合同的机会不大。”輧輴訛 但是， 相对人欺诈行政主体的情形亦不
可忽略。 相对人通过欺诈行为， 使行政主体陷入错误的认识， 从而其意思表示发生瑕疵， 此处的欺
诈应当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产生决定作用。 表意人的错误与欺诈之间有因果关系， 若无此错误则不会
作出此意思表示。 例如，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中， 相对人通过欺诈方式获得了订立行政协议的资格和
机会， 此时该协议的效力值得审视。 当相对人以 “欺诈、 胁迫” 方式促使行政主体与其订立协议，
基于行政协议本身的公共利益属性与行政管理目标， 根据合同法关于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订
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的合同无效规则， 此时意思表示将导致行政协议无效。

虽然前文提到相对人难以对行政主体实施胁迫， 但不排除个别例外。 实践中， “行政机关被信
访人以进京信访为由进行胁迫而签订协议” 的情况并不鲜见。輧輵訛 进一步而言， 行政协议的胁迫主要体
现为行政主体不适当运用权力， 胁迫相对人不得不作出与其内心不相符的意思表示。 具体到 “胁
迫”， 是给相对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 相对人基于该心理才作出意思表示。 如王某某诉江苏省仪
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房屋搬迁协议案， 一审法院认为， 虽无直接证据证明相关拆迁人员
对王某某采用了暴力、 胁迫等手段， 但考虑到协商的时间正处于盛夏， 王某某的年龄已近 70 岁，
协商的时间跨度从早晨一直延续至第二日凌晨 1 点 30 分左右等， 综合以上因素， 难以肯定王某某
在签订搬迁协议时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輧輶訛 此类案件中， 法院会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协议。 同时， 意思表
示瑕疵的私法契约无效原则在行政协议领域也可适用。 实际上， 意思表示瑕疵也与行政主体的依法
行政原则相违背， 违法程度属于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的 “严重且明显” 违法程度， 故行
政协议属于无效。 此外，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 成立阶段因乘人之危促成的行政协议属于 “严重且明
显” 的违法， 故也应确认为无效。 由于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急迫需要， 迫使对方作出了违背其真

輧輳訛 参见 [日] 我妻荣： 《我妻荣民法讲义 I： 新订民法总则》， 于敏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68页。
輧輴訛 陈无风： 《行政协议诉讼： 现状与展望》，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4期。
輧輵訛 王敬波： 《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輧輶訛 参见 《王某某诉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房屋搬迁协议案》， 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19/12/id/4719283.shtml， 2021年 8月 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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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并使自己蒙受严重不利的意思表示。 相对人由于情况紧急或形势所迫， 与行政主体订立的协议将
使其承担显失公平的义务， 此情况违背了公平原则与合理性原则。 根据 《行政协议规定》 第十四条
的规定， 相对人对此享有请求撤销的权利。

（二） 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意思表示的约束力

行政协议成立后， 就整个过程来看， 忠实履行乃其中的重要节点。 一个单方行政行为作出后，
往往具备了拘束力、 公定力、 确定力及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基于契约必须严守的理念与原则，輧輷訛 在行
政协议成立并生效后的履行、 终止等环节， 尽管意思表示会对行政主体和相对人自身产生约束的法
律效果。 但与民事合同上意思表示具备的约束力强度不同， 行政优益权能够单方面变更或截断此种
效果， 此时行政优益权与意思表示产生了张力。

意思表示蕴藏的约束力， 首先要求双方忠实履行行政协议的内容， 此时可援用合同法全面履行
的原则。 鉴于法的安定性要求， 一项行政协议成立并生效后， 包括相对人在内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有
适当、 全面、 及时履行等义务。 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及诚信原则， 行政主体亦不得擅自变更、 解
除行政协议。 根据契约严守义务， 双方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协议规定的条件、 标准、 期限等履行权利
义务。 行政协议作为私法渗入公法的范畴， 要求将传统私法关系的属性也放置在公法关系之中， 也就
是说， 行政主体既可以成为权利主体， 也可以成为义务主体， 而相对人亦是如此。 换言之， 意思表示
对两边都产生了约束效果。 倘若某一方不适当履行则要承担相应责任， 此为意思表示约束力的面向。

其次， 当双方对行政协议内容约定不明时， 意思表示一致的覆盖范围面临空白， 那么， 需要再
次明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以填补其约束力。 实践中常用的后续补充协议就是履行阶段双方的再
一次意思表示， 此环节取决于二者的协商解决。 假如双方不能达成新的一致意见， 便根据行政协议
的现有内容以及法律规范作出处理。 当行政协议据以存在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发生改变时， 基于行政
协议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性要件， 双方可协商予以变更或解除。 此种权限是一种双向性的权利， 两
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都有权提出修改意见。 这里的变更、 解除， 是对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调
整， 协议内容实现一致时同样体现了双方的意思表示。 这与订立阶段的意思表示一脉相承， 后续意
思表示一致将对先前意思表示一致作出变更。 由此， 后续意思表示产生新的约束效果。

最后， 意思表示约束性效果存在一定张力， 集中体现为行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的截断。 此时，
行政优益权主要是一种单方变更、 解除权。 行政优益权是以单方面意思表示对双方意思表示约束力
的截断， 而无需经过二者的意思表示一致， 其一经作出， 自相对人受领之时起生效。 比如韩国便是
此种做法， 行政契约中的公法契约不适用关于民事合同解除的规定， 行政主体在公益事由情况下可
以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协议。輨輮訛 此种制度的预设是行政协议不能毫无保留地适用民事合同规则， 而应遵
循公共利益、 政府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 就功能主义层面来说， 行政协议在公私部门合
作达成公共服务目标方面发挥着组织整合作用。輨輯訛 简言之， 无外乎是行政主体需要通过组织公共服
务， 去实现行政协议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 由此可见， 意思表示约束力较弱是行政协议履行阶段的
一种特殊图景。

之所以意思表示约束力在行政协议和民事合同中的强度不同， 本质上是因为意思表示在公私法

輧輷訛 参见刘凯湘： 《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 载 《清华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輨輮訛 参见 [韩] 金东熙： 《行政法Ⅰ》 （第 9版）， 赵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168页。
輨輯訛 参见徐键： 《功能主义视域下的行政协议》，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6期。

120· ·



论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中的定位差异。 与民事合同中意思表示一致具有最高正当性的约束不同， 行政协议是以调动市场的
力量去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 意思自治仅构成实现该目的之手段， 具有工具价值。輨輰訛 公共利益
优先原则是为行政协议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其实现高于协议内容的遵守， 故行政优益权能够截断此
种法律效果。 与此同时， 虽然行政协议承载了权利义务要求， 但社会发展是流变的。 行政协议订立
后， 当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更， 继续履行协议将可能带来重大损失， 有时顾不上通过协商对此进行
调整或者终止， 此可称之为公法上的 “情势变更”。 由此， 形式上行政优益权是变更、 解除了行政
协议， 但实质上是对意思表示约束力的某种截断。 需要强调的是， 前述阻却行为并非可以随意作
出， 而是需要公共利益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支撑。 行政优益权是一种有节制、 有对价的权力， 而非没
有限制的特权。輨輱訛 不然， 行政机关片面的意思表示将很可能造成行政协议的恣意解除。 即使行政协议
成立后意思表示已固化为具体条款， 但行政优益权的过度干预难免会使相对人精心作出的意思表示
被虚置。 概言之， 行政优益权应该审慎作出， 尽可能避免使源头上的意思表示一致失去实效。

四、 意思表示特殊性与行政协议诉讼的因应

行政协议的订立、 履行、 变更及解除等各个过程， 双方当事人不免会对此发生各种争议， 故离
不开后续的争议化解渠道。 行政协议争议的类型形态各异， 双方诉求千差万别， 其中行政诉讼是解
决纠纷的主渠道， 法院在行政裁判活动中享有评判意思表示的权限。 面对意思表示特殊性难题， 行
政协议诉讼需要作出积极回应。

（一） 行政协议诉讼审查意思表示的目的

民事合同中意思表示的核心意涵是自由， 民事裁判活动聚集于双方行为的真实性。 而行政协议
的行政性与合同性决定了， 法院在行政裁判阶段不仅需要探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而且应当审查意
思表示的合法性。 一是探究意思表示真实性。 意思表示真实侧重适格的主体将真实的内心意愿通达
对方的法律效果, 只有真实方才符合意思表示设立和成立的本意。輨輲訛 意思表示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载体
而表达内心意思的， 难免会在语义内容、 个人认知等方面受到影响。 就此情形， 行政协议双方往往
对协议条款的真实含义发生争执， 这既是因为二者对意思表示的理解不一， 也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之
间分离所产生的实践偏差。 行政法官们需要基于理性中立者的立场， 运用民事裁判中的合约性审查
规则， 去寻找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通过行政裁判的有效解释， 能够明确当事人在其中的真意所在，
并有助于裁判的准确作出。 不过， 当前行政裁判实践中， 很少有法院会去探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尤其是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鲜获关注。輨輳訛 这或许与意思表示理论在行政协议中尚未得到重视有关。

二是审查意思表示合法性。 “私法遵循的是意思自治原则， 而行政法将合法性原则作为指导思
想。”輨輴訛 行政诉讼需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这决定了行政裁判审查意思表示的目标特殊性。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规定， 行政诉讼确立了合法性审查原则。 该原则是行政诉讼法最具特色的基
本原则， 成为其他原则的主要参照系。 与此同时， 《行政协议规定》 第十一条重申和细化了合法性

輨輰訛 参见陈天昊： 《行政协议中的平等原则———比较法视角下民法、 行政法交叉透视研究》，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1期。
輨輱訛 参见章程： 《论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性质与类型》， 载 《中外法学》 2021年第 2期。
輨輲訛 参见前引譺訛， 孙丽岩文。
輨輳訛 行政法领域历来注重行政行为的客观法律效果， 不关注行政主体的内心意思， 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形态几乎不予讨论。 参

见陈无风： 《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研究》， 载 《浙江学刊》 2018年第 ３期。
輨輴訛 [荷] 勒内·J. G. H. 西尔登 (René J.G.H. Seerden)、 [荷] 弗里茨·斯特罗因克 (F. Stroink) 编： 《欧美比较行政法》， 付创宇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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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原则。 在行政协议诉讼程序阶段， 法官势必要对其中的意思表示作出合法与否的结论， 此时对
依法行政的审查要求会优先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尤其是行政机关单方变更、 解除行政协议
时， 这种克减相对人权利的意思表示应作合乎依法行政原则的考量。 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尤其要受
到合法性约束， 以避免其利用自身优势迫使相对人实现表面上的合意。輨輵訛 除此之外， 法院还需处理好
合法性审查与意思表示自由之间的关系， 这关涉司法审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问
题。 公法领域中行政主体的行为要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理， 而行政协议 “合同性” 又赋予了行
政主体较多的自由空间。 行政协议诉讼在审视意思表示合法性时， 无法忽略这一前提性背景。 可以
说， 合法性审查与自治性尊让之间的界限有待厘清。 譬如， 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 应当审查意
思表示一致对行政法律规范变通处理的合法性。 意思表示一致凸显了行政协议的可协商性， 但行政
协议的行政性又暗含了法定性， 二者之间应当找到平衡点。 行政协议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 需要视
行政法律规范的类型而定。 大体而言， 行政法律规范可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两类。 当双方
意思表示对任意性规范的内容作出变通时， 法院一般可承认其合法性。 当意思表示的内容涉及到强
制性规范的非禁止性规定时， 法院应当根据权利义务状况去审视约定的合法性。 若双方意思表示变
通了强制性规范中的禁止规定， 法院应当对其作出违法的定性。

（二） 行政协议诉讼中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妥当、 科学的意思表示解释方法， 乃是稳定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基础。 之所以需要解释意思表
示， 最重要的原因是语言文字的多义性， 只有概念经合理解释后才能判定真意所在。 行政诉讼对意
思表示的解释， 主要指法院运用解释方法去对意思表示内容作出的分析、 判断及说明。 对意思表示
解释的司法作业， 难以回避行政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条款， 即需要围绕行政协议书文本而展开， 解释
体现一定作为的 “表示”。 讨论意思表示的解释时， 不可避免要涉及合同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的关
系问题。 意思表示的解释， 是当事人和法官围绕着法律文本与合同文本展开的沟通和交往言说， 体
现主体之间的 “交往理性”。輨輶訛 按照德国的立法安排， 是对意思表示解释和合同解释作出了区分并体
现出略有差异的解释方法。輨輷訛 笔者认为， 纵使解释方法存在一定区别， 但意思表示作为合同的核心构
成， 二者关系不可谓不密切， 解释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作为其要素的意思表示。 还有学者认
为， 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合同， 解释合同恐怕主要是解释作为合同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 解释清楚
了作为合同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 解释系争合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輩輮訛 解释行政协议的意思表示时，
势必要解释行政协议的文本及条款， 通过此种解释亦能够折射出意思表示的含义。

对行政协议意思表示的解释， 关键要有完善的方法及技术， 并遵循相应的指导原则。 大致来
看， 意思表示的解释有文义、 目的、 体系等多元方法， 其中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所谓文义解释，
即对行政协议意思表示的字面含义， 按照语法结构和语言规则、 通常理解等语义学和语言学的方法
进行解读。 如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即强调了文字语句的重要性。 通过文义解释， 旨
在实现清楚无误的客观文义， 对行政协议内容的概念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 基于行政协议文本的形
式性以及语言的可见性， 文义解释是优先适用的解释方法。 当通过此方法无法有效确定表意人的真

輨輵訛 参见李凌云： 《行政协议合约性审查的逻辑进路》， 载 《南海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輨輶訛 姚辉、 叶翔： 《意思表示的解释及其路径》，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3期。
輨輷訛 《德国民法典》 第 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须探究其真意， 不得拘泥于词句的字面意义。 而第 157 条规定合同解释须考虑交

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 参见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1、 第 45页。
輩輮訛 参见杨代雄： 《民法典第 142条中意思表示解释的边界》，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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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思之后， 才能适用其他解释方法。 除行政协议文本之外， 法院要根据双方订立行政协议的资
料， 分析二者对协议内容的理解， 以探明真实的意思表示。 比如， 在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诉江西
省永修县人民政府、 永修县鄱阳湖采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砂权纠纷一案中， 法院将争议焦
点集中于限量采砂是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审法院结合当事人订立 《采砂权出让合
同》 之前的 《推介书》 《可行性报告》 等文件， 以要约邀请与配套材料中的声明诠释合同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 支持了原告关于 “限期不限量” 的主张。輩輯訛 虽然该案适用的是民事诉讼程序， 双方当
事人也未对合同定性提出异议， 但根据 《行政协议规定》 第二条第三项关于 “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
源使用权出让协议” 是行政协议的规定， 结合本案的履行采砂管理职责、 行政主体等要素， 将该案
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亦无不可。 法院对该采矿权纠纷案中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对同类行政协议
纠纷的解释有启示意义。

文义解释是运用其他解释方法的前提， 其他方法则视情况而定， 并无一定之规。 法院可以采用
目的解释， 根据行政协议的性质及目的作出合理的解释。 该方法适用的前提是文义解释超过了合理
解释、 公平解释以及权利义务不平衡的范围， 或者已经目的解释才能够对行政协议作出更为合理的
理解。 法院也能够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 将意思表示的各个条款和组成部分作为统一的整体作相互
解释， 以明确各个条款的含义。 在顾志华、 秦美华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
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一案， 法院认为， 被告承认两原告在案涉 《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上签名时系
空白合同， 空白处内容系 2017 年 9 月 16 日由被告崇川区住建局根据之后作出的评估报告补充完
善， 而从 《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的内容来看， 后续补充完善的内容恰恰是最能体现两原告获得
补偿安置相关权益的内容， 这些内容在两原告签字时并未列明， 无法证明系两原告的真实意思表
示， 也不能体现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輩輰訛 本案中法院运用了体系解释方法， 将 《房屋搬迁补
偿安置协议》 与后续补充完善的内容进行比对， 从而体系性地作出了判断。 另外， 还有必要结合行
政协议的特点， 灵活运用好行政惯例等特殊解释方法。 行政管理实践中， 行政主体存在独特的惯例
或者习惯， 法院在解释意思表示时可考虑遵循此惯例行事。 该行政惯例应当以行政协议双方都知晓
或者并不明确排斥为前提， 否则不能成为解释的凭据。

总之， 行政协议中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还有很多， 在借鉴民事上意思表示解释方法的同时， 有
必要凸显出自身个性所在， 且适时采取相应的原则。 司法实践中， 有法院运用公平原则补强重大误
解的发生。 如唐仕国诉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变更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 一审法院认
为， 唐仕国与关岭县政府的房屋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依据的测绘报告明显存在对唐
仕国房屋性质认定错误的情形， 将不符合经营条件的负一楼误认定为经营用房， 导致唐仕国依补偿
协议所获货币补偿数额大大超过应获数额， 有悖公平、 合理的征收补偿原则。 两边签订的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属因重大误解而订立，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的法定变更、 撤销情形。輩輱訛 此
外， 行政协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要注重行政公益目的之实现， 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产生矛盾时，
应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解释。

（三） 行政协议诉讼对意思表示的评判实践

考察实践发现， 法院已经结合司法现状发展出了富有新意的判断规则， 这些是意思表示特殊性

輩輯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二终字第 91号民事判决书。
輩輰訛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2017） 苏 0611行初 301号行政判决书。
輩輱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行申 8980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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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裁判活动带来的挑战性主题。
第一， 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协议案件的事实， 需要经历证据规则、 审判规则

的检验。 法官发掘法律事实的过程， 其实蕴含了对意思表示含义的解释与探究。輩輲訛 很多行政协议诉讼
中， 有些当事人尤其是原告， 都对订立行政协议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 考虑到诉讼程序
的构造， 原被告实际需要对意思表示含义的辩解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协议争议发生于协议缔结之
后， 双方在订立行政协议时的内心真意很难再次客观呈现。 对于意思表示分歧， 二者都需要证明其
主张的可得性， 即需要运用证据去支撑其理由。 基于契约属性的一面， 行政协议诉讼中意思表示存在瑕
疵的主张可依照民事诉讼之规定去分配举证责任， 即 “谁主张、 谁举证”。 如某一方举证不能， 则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对意思表示的争议， 行政裁判中可实行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去作出判定。

意思表示真实性最后的解释结果， 依靠法官在对证据的解读、 判定基础上作成。 王某某诉辽宁
省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合同一案中， 法院提出：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采用胁迫手
段与原告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是显失公平的协议一节， 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 证明征地补偿协
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不予采纳。輩輳訛 如刘奎俊等诉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等撤销
行政协议一案， 原告诉称其与被告签订的吉林省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协议书不是真
实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其没有证据证实， 故不予支持。輩輴訛 类似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请求撤销行政协议
的案件， 由于原告举证责任的困难， 类似诉请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对相对人来说， 行政主体在行
政协议处于优势地位， 若通过举证依然不能发现真实意思表示时， 应当按照有利于相对人的方法去
作出解释。

第二， 防范格式条款中行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的不当影响。 不当影响指的是行政主体利用其优
越地位， 向相对人施加的非正当压力。 与胁迫的显性特征不同， 格式条款中隐性的不当影响值得留
意， 这对行政诉讼提出了新要求。 实际生活中行政主体提供了很多行政协议范本， 这便是格式条款
问题。 格式条款的一大特征是不具有协商性， 相对人在此环节无法提出实质性意见， 而只能说同意
或者不同意， 故意思自治的空间有限。 与民法不同， 行政主体恒为格式条款的提供一方， 旨在实现
行政便利及节约成本。 考虑到格式条款中相对人的劣势处境， 其经常会对条款内容发生理解上的误
解。 倘若仅运用普通民事合同解释规则去探寻意思表示的内涵， 很可能只是探寻了格式合同提供者
（行政主体） 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虽然从形式上看， 相对人概括性地同意了行政主体所提供的格
式条款， 但此种同意能够在多大程度反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是主动的同意还是被动的同意？ 甚至
在行政主体滥用协议解释权等不利情形下， 相对人意思表示会受到此种行政优益权的压制。 那么，
就需要对格式条款中意思表示作出解释。 在合法行政原理要求下， 对协议格式条款的几个解释方案
进行选择时， 应当保障所选方案符合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的要求， 而禁止作违法解释。 当行政主体
的意思表示存在多种解释时， 法院应推定作出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规则。 考虑到行政协议的公共利
益属性， 格式条款的解释需要对此因素作出考量。

第三， 其他行政协议解释权对意思表示的冲击。 近期行政协议司法实务中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
的特殊情形， 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协议解释。 2016 年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76 号指导性案
例———“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輩輵訛 该指导案例所涉

輩輲訛 参见黄学贤： 《行政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之完善》，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1期。
輩輳訛 参见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 （2015） 阜细行初字第 00010号行政判决书。
輩輴訛 参见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2016） 吉 0303行初 49号行政判决书。
輩輵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 〔2016〕 4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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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疑难问题在于， 国有土地出让方与受让方对合同条款产生不同理解， 作为第三方的萍乡市规划
局在职权范围内进行解释， 并出具了有利于原告的解释函。 本案中， 行政机关的行政协议解释行为
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是有待讨论。 而笔者关注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 此种解释行为与双方意思表
示有何种联系， 该行政解释对意思表示产生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司法审查又该如何对待？ 该指导案
例中双方对协议条款产生不同解读， 乃是缔约时存在着意思表示上的误解。 对此案件， 有观点认
为， 民法上强调尊重意思自治， 依循此种路径处理， 法官会去探究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行政协议时到
底是怎么理解的， 结合案情也就很有可能会认为， 签订该协议之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 应当按照土
地管理部门的意见办理。輩輶訛 事实上， 一审、 二审法院均采纳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协议解释意见。 法院认
为， 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协议约定条款进行的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意味着行政机关通
过对涉诉行政协议的解释， 一定程度弥合了二者的意思表示分歧。 问题在于， 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
理， 民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主体一般无权对合同条款作出解释。 而上述 76 号指导性案
例， 则颠覆了合同实务界关于合同解释主体的原先认识。 其他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协议的解释， 可能
会加剧双方当事人之间力量的不均衡。

当然， 该种行政解释能够得到证成， 但应该借助司法权予以防范。 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 合同
中的意思表示具有双重功能： 一是表意人对实现其法律行为意思的一种手段； 二是一种人际交往和
社会交往的行为， 与所涉及的地方存在某种联系。輩輷訛 对行政协议意思表示的解释， 不仅要考察表意人
所表达的意思， 而且还要看客观上对意思表示该如何理解的问题。 针对双方意思表示是否一致， 我
国 《民法典》 合同编是以客观主义为原则， 也仅在契约因欺诈、 胁迫等部分原因而成立时采用主观
标准。 笔者认为， 行政协议不妨也采用这一标准。 考虑到行政协议的公共利益属性， 在解释意思表
示时不能过多强调当事人内心的意思， 行政协议作为推行公共政策的方式， 相关条款的理解歧义可
由有权机关去作出解释。 如此， 是侧重于通过客观方法去探究双方的意思表示， 继而发挥着平息双
方争执的作用。 客观外在的信赖要比内在的主观意思来得可靠。 值得警惕的是， 此种行政解释行为
难免会对双方意思表示产生冲击， 法院在司法审查活动中应当审慎应对， 而非一味地加以认可。 比
如， 针对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解释， 法院有必要审查其行使该项权力的职权、 程序等基本要
件。 毕竟， 对行政协议的行政解释权理应存在限度， 倘若任由其行使单方解释行为， 很可能会演化
为行政权对意思表示的间接干涉。

余论： 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理论研究亟待深化

意思表示可谓是理解行政协议的标识性概念之一， 只有合法、 真实、 明确的意思表示才有助于
创设良好的行政协议法律秩序。 虽然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都存在 “意思表示” 这一共同概念， 且前
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民事合同规则， 但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构造， 前者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套用
后者的意思表示理论。 笔者遵照从过程到诉讼的发展规律， 将特殊性作为行政协议上意思表示理论
叙事的主线。 本文所讨论的意思表示特殊性， 并非是否认意思自治的核心要义， 而是认为其所处场
域、 表现形态、 对法律效果的影响以及对司法规则的形塑等方面与民事合同有所差异。 由于公共利
益优先的价值取向， 行政优益权与意思表示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遭遇， 如何实现这两个要素的有机
平衡将是一项重要课题。

輩輶訛 参见余凌云： 《行政协议的判断标准———以 “亚鹏公司案” 为分析样本的展开》，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3期。
輩輷訛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下）， 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45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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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the�expression�of�will�originates�from�private�law,�due�to�the�embeddedness�
of�the�right�of�administrative�priority�and�the�measurement�of�the�two�variable�elements�of�public�
welfare�and�private�interest,�this�conceptual�tool�has�its�own�particularity�in�the�scope�of�applica-
tion,�forms�of�expression�and�operation�rules�of�administrative�agreements.�Following�the�evolu-
tion�process�from�the�establishment�of�the�agreement�to�the�settlement�of�disputes,�the�expression�
of�will�can�be�used�as�a�theoretical�clue�to�deconstruct�the�administrative�agreement.�The�founda-
tion�of�the�establishment�of�administrative�agreement�is�the�agreement�between�the�administrative�
subject�and�the�relative�person,�which�is�formed�under�the�guidance�of�the�administrative�priority�
right,�and�this�link�reflects�a�unique�way.�After�the�establishment�of�an�administrative�agreement,�
although�the�expression�of�intention�will�restrict�the�performance�of�both�parties,�the�administra-
tive�preferential�right�can�unilaterally�cut�off�this�effect.�Moreover,�the�untrue�expression�of�will�
also�has�some�special�features�in�shaping�the�effectiveness�of�administrative�agreement.�In�the�ad-
ministrative�litigation�link�as�the�main�channel�for�dispute�resolution,�in�addition�to�exploring�the�
authenticity�of� the�expression�of�will,� the�court�also�needs� to�deal�with�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examination�of�legality�and�the�autonomy�of�will,�on�the�basis�of�adopting�multiple�interpreta-
tion�methods,�properly�deal�with�such�topics�as�the�distribution�of�the�burden�of�proof�of�the�au-
thenticity�of�the�expression�of�will,�the�possible�improper�influence�of�the�right�of�administrative�
advantage�in�the�standard�terms,�and�the�impact�of�other�administrative�interpretations�on�the�ex-
pression�of�will.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Agreement;�Contract;�Civil�Code;�Administrative�Priority�Right;�Ex-
pression�of�Will

（责任编辑： 卢护锋）

梳理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 既有利于凸显其在公法领域的特殊属性， 也有助于揭示行
政优益权对意思表示可能施加的不当影响， 以防止相对人的主观意愿被行政权过度挤压甚至吞噬，
从而警惕行政协议滑向行政命令的危险。 另外， 对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加以探究， 对行政行为意
思表示的理论发展产生助益。 行政协议之运用需要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 对单向性的行政行
为研究范式颇具革新意义； 在此过程中提取行政协议意思表示的特殊性， 无疑有助于深化以意思表
示为重心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 总的来说， 在 《行政协议规定》 业已出台的背景下， 行政协议理论
与实务研究应当重视司法审查导向的规范分析。 同时， 随着中国 “民法典时代” 的深入发展， 行政
协议研究还应重视本身的独特理论之构建， 继续厘清与民事合同的联系及区别， 重视行政性与合同
性的有机调适， 助益行政法学与民法学的学术交流以及实践工作的有序展开。 故而， 对行政协议意
思表示的理论研究仍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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