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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崛起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譹訛 不同区域内所具有的不同区
位优势， 一方面使其无法单独同其他区域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也因此推动了区域内分工合作局面的
产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支持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
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 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 澳门互利合作。 其首要意义就在于我国
旨在探索区域发展战略、 提升区域发展新动能， 从而应对新时期的发展挑战。譺訛 与之相伴的必定是
区域法治的生成， 因为只有社会秩序井然、 权利有效保护、 资源配置充分合理， 区域经济才可能做
大做强， 也才可能在区域竞争中独占鳌头。 申言之， 区域法治的发展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 具有
一种经济的力量。譻訛

传统的区域合作可能产生的法治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 机会主义， 出于对本地利益的维
护， 限制了资源合理配置、 竞争良性进行的实现， 最终悖反于区域合作与区域发展的初衷。譼訛 粤港
澳大湾区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实践， 其建基于 “一国两制” 这一伟大而又独特的制度设计， 因此在
区域法治的重要治理方式上， 也可能因此产生与其他地区迥异的特点。 如何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特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异性与协调发展
合作治理之法律问题

董 皞 *

内容提要： 湾区经济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区域的法治性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既具有一般湾
区的特性， 但同时也具有顶层推动、 制度差异、 法律障碍、 经济目的与法律手段等特异
性。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须要协作发展、 合作治理， 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 民间沟
通为重要方式， 创立平等协商、 共商共识、 各自立法的实践模式， 从而解决粤港澳大湾区
制度差异、 法律障碍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理论界与实务界应当对大湾区内地方立法、 司
法、 基础设施、 生态的协作方式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 特区租管地、 国际私法的适用
等具体问题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特异性 协作治理 区域法治 法律问题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1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法学博士。
譹訛 骆天纬： 《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逻辑———以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心的分析》，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57页。
譺訛 参见蔡赤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 载 《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 4期。
譻訛 参见孙文恺： 《“法治经济” 的理论解读》， 载 《江海学刊》 2016年第 1期。
譼訛 汪伟全： 《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治理———基于消极竞争行为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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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马忠新、 伍凤兰： 《湾区经济表征及其开放机理发凡》， 载 《改革》 2016年第 9期。
譾訛 申勇、 马忠新： 《构筑湾区经济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载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第 1期。
譿訛 林贡钦、 徐广林： 《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载 《深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5期。
讀訛 参见前引譿訛， 林贡钦、 徐广林文。

异性， 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协调发展合作治理的法律问题， 就成为当前必须要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一、 湾区经济及其共通性

湾区本是一个地理概念， 并不是政治或法律概念， 主要是经济学者对一种地理经济现象的命
名。 作为一种成熟的区域经济模式， 湾区是其所在各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主力， 也是国际之间竞争
的重要载体， 是在一种特殊的地理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环境产业集群模式， 表现在动力的自发性、 发
展的自发性、 产业的共生性、 合作的协议性等。譽訛 一般的湾区经济在法律层面上基本没有什么特殊
性， 主要体现在发展规划、 特殊政策、 授权方式等多方面的不同。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客观上亟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打造新的增长极。 同时， 一国两制下
的香港和澳门也需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历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阵地，
其绝佳的区位优势， 良好的基础条件， 活跃的国际贸易， 使之成为国家诸多战略的集中交叉地。 那
么作为湾区的一种表现形式， 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具有怎样的特性呢？

环视世界的湾区经济， 著名的就有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伦敦港、 悉尼湾区。 其
中名列 “世界三大湾区” 的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 故本文以世界三
大湾区的区域治理为比较对象来说明。

（一） 高度开放性是湾区发展的核心

第一， 高度开放性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例如， 纽约湾区充分利用其优良资源， 构
建了包括纽约、 新泽西、 纽瓦克等为主的港口群， 通过 200 多条水运航线、 14 条运输线、 380 公里
地铁、 稠密的公路网和 3 个现代化空港扩大其合作腹地， 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开放性。譾訛 东京湾区
则以东京内环线和外环线两条环形轨道交通线路为支撑， 以 6 条新干线、 12 条 JR 线、 13 条地铁、
27 条私铁、 4条其他轨道交通为骨架， 打造了高度的交通开放性。譿訛

第二， 高度开放性表现在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 旧金山湾区以环境优美、 科技发达著称， 拥有
举世知名的硅谷和斯坦福、 加州伯克利等 20 多所著名大学， 还拥有谷歌、 苹果、 Facebook 等互联
网巨头和特斯拉等企业全球总部。 高科技的发展需要依靠人才， 而旧金山湾区则因地制宜， 集聚了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 促使科技迅猛发展。 “科技湾区” 成为旧金山湾区的精准描述。 东京湾区
内也分布有佳能、 索尼等大型企业， 横滨大学、 庆应大学等著名学府在此吸引大量人才， 并将产、
学、 研协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力地提升了区域的生产力与竞争力。讀訛

第三， 高度开放性表现在产业分布的错落有致。 东京湾地区逐步形成了京滨、 京叶两大工业地
带， 钢铁、 石油化工、 现代物流、 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 日本年销售额在 100 亿元
以上的大企业有 50%设于湾区， 三菱、 丰田、 索尼等一大批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均设于此地。 东京
湾区可称为 “产业湾区”。 纽约湾区则是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枢， 其金融业、 奢侈品、 都市文化等都
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纽约曼哈顿是中央商务区 （CBD） 的发源地， 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
济和文化中心， 也是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所在地。 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心脏， 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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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参见吴思康：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的几点思考》， 载 《人民论坛》 2015年第 6期。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譾訛， 申勇、 马忠新文。
輥輯訛 丘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路向选择的维度分析》， 载 《广东社会科学》 2017年第 4期。
輥輰訛 王凯、 周密： 《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及对京津冀首都圈发展的启示》， 载 《现代日本经济》 2015年第 1期。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美国 7 家大银行中的 6 家， 2900 多家世界金融、 证券、 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
构均设于此， 成为世界金融的心脏。 纽约的对外贸易周转额占全美的 1/5， 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 1/3。
全美最大的 500 家公司， 1/3 以上的总部设在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可称为 “金融湾区”。

因此， 有学者指出， 开放性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进行湾区建设就必须要积极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讁訛 也有学者透过定量分析， 得出湾区开放层级相对较高， 是较大区域范围内
经济发展的引领者的重要结论。輥輮訛 从法律层面认知， 即湾区城市群内的城际区分淡化， 行政区界限
被打破。輥輯訛 相继伴随着的是原有的立法、 行政、 司法体系的制度创新与重构。

（二） 区域法治是湾区发展的方向

区域法治是湾区经济高度开放性的必然结果， 其对行政区界线的打破以及治理制度的创新与重
构要求区域治理需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基础上。 否则， 缺失了法律法规的存在， 区域合作意味着人治
成分的大量增加， 高度开放性的特征无法得到履行和保证。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 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制定国土开发政策， 1952 年制定了 《国
土综合开发法》、 1956 年制定 《首都圈整备法》、 1968 年制定 《中部圈整备法》、 1977 年制定 《第三
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2000 年又制定了 《国土审议会令》， 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投资和建设。
纽约湾区则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突出表现， 将自然和环境保护纳入湾区开发和建设的原则中， 颁布
了 《国家环境政策法》 和 《州环境质量审查法》。輥輰訛

因此， 世界三大湾区在区域治理方面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开放” 与 “统筹”。 开放是湾区发展
的核心， 标志着湾区功能的真正落地； 而统筹则是湾区发展的方向， 没有湾区内部的相互配合与支
持， 没有良性竞争与制度包容， 就不可能实现湾区经济的快速、 稳定、 可持续发展， 也就不可能带
动地区乃至国家的发展。 从外在形式上而言， 统筹就意味着依法治区， 意味着法治在湾区治理中发
挥着协调剂、 黏合剂和稳定剂的作用。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异性及其表现

2017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 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
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包括广州、 深圳、 珠海、 佛
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九市和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对接
更为便利， 同时也具备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 并据此形成发达的海港经济区， 因港而生、 依湾而
兴。 此外， 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与东南亚、 南亚、 中东、 非洲经济联系广泛。 作为 “海上丝绸之
路” 发源地，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

作为湾区经济的具体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也应当具有湾区的共通性特点， 即高度开放与依法治
区。 但粤港澳大湾区却在这方面表现出迥异于其他湾区的突出特点。 从根本上而言， 是因为 “一国
两制” 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同一主权国家下的跨境区域问题。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4期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譹訛， 骆天纬书， 第 75-77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譺訛， 蔡赤萌文。
輥輳訛 董皞： 《“特区租管地”： 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新模式》，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1期。
輥輴訛 袁正清、 赵洋： 《“一国两制” 与主权规范创新》， 载 《国际政治研究》 2017年第 4期。
輥輵訛 参见张强： 《特别行政区语境下的主权概念探析》， 载 《港澳研究》 2016年第 1期。
輥輶訛 叶必丰： 《论地方事务》，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8年第 1期。

（一） 顶层推动

一般而言， 地方政府的竞争是区域合作发展， 特别是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来源； 资本、 人才、
技术等优质要素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领域， 如果一个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相较于其
他供应商产品更差， 优质要素就会退出， 形成 “用脚投票” 的模式。輥輱訛 因此， 一般的区域合作， 包
括湾区经济更多地强调自发性， 强调要素的自由性， 国家公权力本身的影响力度较小。 而粤港澳大
湾区则更加强调顶层推动， 由中央政府层面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全面推进内地同香
港、 澳门互利合作。 2018 年 3 月 20 日， 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说： “现在大湾区的规划纲要正在制
定过程当中， 很快会出台实施。” 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是 2017 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
甚至回溯十三五规划， 其中一段写道， “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 加快前海、 南沙、 横琴等粤港澳
合作平台建设。 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 民生、 科技、 文化、 教育、 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泛
珠三角等区域合作”， 也可以发现其中已经有粤港澳大湾区的踪影。 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更是鲜
明地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问题。 因此， 在顶层设计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极其不凡的地位。

从已有的粤港澳合作实践而言， 由于 “一国两制” 的特殊地方治理模式， 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
区在合作模式、 合作方法上都有极强的顶层推动与参与。 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所设立的 “机制体制
安排”， 便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 香港、 澳门四方共同签署协议来推进， 从而解决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 国家发改委的牵头协调功能， 加大了总体规划和协调的
力度。輥輲訛 如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实施， 更是粤澳合作的成功典范。 这个实践创新体现着顶层的重要
推动作用， 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为前提， 并由国务院决定管辖范围， 签订租赁合同， 适
用特别行政区法律的 “特区租管地” 模式。輥輳訛 类似的治理实践也包括深圳湾香港口岸的设计与运作。
如果将视野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内地全部地区， “特区租管地” 模式无疑会成为顶层推动的
“特别区”。

（二） 制度差异

世界三大湾区在发展与运作中具有很多先进的经验， 但是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难以直接套用， 仍
然需要探索中国湾区发展的道路和制度。 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所处的 “一国两制”
大背景。 “一国两制” 突破了传统上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制度的思想， 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国家规范。輥輴訛 中国在坚持恢复行使港澳两地主权、 具有主权者地位的前提下， 中央创新性地对具体
的管理制度进行设计。輥輵訛 也就是说， 在确保国家制度的主体性不变的情况下， 对局部地区进行适度
的制度调试， 多数全国性法律制度并不在特别行政区适用， 以适应其实际情况。 理论上而言， 地方
事权由地方事务所决定； 作为单一制国家， 我国地方事务属于列举性事权， 未明确的事权乃中央事
权或中央与地方事权。輥輶訛 在特别行政区语境下， 中央授予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范围与程度上远
超于其他地区的高度自治权， 意即对特别行政区列举的权力范围较大， 从而实现了不同于内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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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程洁： 《香港新宪制秩序的法理基础： 分权还是授权》，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4期。
輦輮訛 参见肖蔚云： 《行政长官制是单一制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地方政权形式》， 载 《中国法学》 2017年第 4期。

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制度。輥輷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 （以下简称 《香港基本法》） 第五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
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以下简称 《澳门基本法》） 第五条也做类似规定。 因此， 这种制度的差异性来源于港澳的历史情况，
并由中央的授权行使来确立其正当性。 具体而言：

首先， 港澳两地具有不同于内地的法律制度。 港澳两部基本法在第八条都规定了保有原有的法
律制度， 因此香港保有了普通法系的制度规范， 包括普通法、 衡平法、 条例、 附属立法和习惯法的
法律渊源， 澳门则保有了大陆法系的制度规范。 港澳两地法律与内地法律虽应在一个法律体系内，
但在具体社会治理规范上却明显不同， 形成相对区别的三个法域， 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 这为内地与港澳的合作带来了最为明显的形式上与内容上的冲突， 不利于开放性的法治实
现。 但同时也为区域合作指明了制度发展的方向， 即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够调和三地法律冲突的制度。

其次， 港澳两地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管理模式。 例如， 全国人大通过两部基本法授权港、 澳两个
特别行政区独特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了单一制下的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地方政权形式。輦輮訛 这与内地
普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很大不同， 香港、 澳门两地除行政长官与行政机关外， 其他机构
如立法会、 法院等与中央国家机关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互动渠道较为闭塞， 主要通过行政长官
这一重要枢纽。 这使得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官方联系不足， 增加了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制度管理鸿
沟。 因此， 必须在管理模式上进一步实事求是、 创新思维， 实现融入式的开放性特征。

再次， 港澳两地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经济制度。 这包括了迥异于内地的货币制度、 税务制度等
等。 《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港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 继续流通； 同样， 《澳
门基本法》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澳门元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 继续流通。 实践中， 港元与
美元挂钩、 澳门元又间接与美元挂钩的操作， 表明在内地与港澳的合作中， 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贸易合作中， 存在着货币差异所造成的不稳定性因素。 而 《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 《澳门
基本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又规定了港澳两地作为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这使得一国之内的生产要素流
动受到限制， 阻碍了湾区的开放性的生成， 带给湾区合作治理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 中央通过基本
法授权港澳自行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 劳工政策、 航运政策等经济政策， 这一方面为港澳经济发展
提供了活力与自主性， 但另一方面港澳自行制定经济政策的背后意味着统筹能力的弱化， 区域资源合
理配置的难度增大。

（三） 法律障碍

基于 “一国两制” 的制度设计， 内地与港澳在合作中出现的阻碍无法通过简单的沟通与交流解
决。 例如 《澳门基本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均不得干预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
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如需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 须征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
人民政府批准等。 这表明， 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在开放性与统筹性上均具有港澳基本法的保留和限
制。 如果要化解这一难题， 必须要在遵循宪法和基本法所规定的 “一国两制” 的框架下进行， 既要
保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 又要有助于促进内地与港澳， 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开放性、 统筹性
的形成和生长。 申言之， 需要以一种内地、 特别行政区都认可并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方式进行， 此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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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赵伟： 《论粤港澳区域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反思》， 载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3期。
輦輰訛 参见王禹： 《论恢复行使主权》， 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97-201页。
輦輱訛 参见朱景文： 《法治和关系： 是对立还是包容》，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03年春季号。
輦輲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6卷）， 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 第 291-292页。
輦輳訛 参见骆伟建：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22-129页。

有在法律方面构建合作基础才能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 目前港澳两地对于法治的价值理念极为重视， 特别是在香

港， 法治成了各方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实际上， 粤港澳大湾区内，
或者说 “9+2” 合作的特异性的根本就体现在法律制度上的不同。 如果要调和粤港澳、 “9+2” 城市
群内部的开放、 统筹问题， 那么就是在调和它们之间的法律冲突问题， 这包括法律的起草与制定、
法律的执行、 司法的互助等多个方面的要求。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要求三地协同与合作的基本规则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解决， 但三地之间先
天的法律障碍是协同与合作的重大壁垒， 是发展与治理必须解决的先决条件， 而这种法律障碍不可
能通过经济和行政主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只能依靠法律手段解决。 否则， 一方面不符合内地实行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人大地位和作用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下对
行政权力的监督要求。輦輯訛 所以在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 既要看到中央授权港澳与内地省
（直辖市、 自治区） 所带来的因地制宜， 也要看到授权为合作带来了障碍， 特别是港澳与相关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在授权上的不对等， 不利于大湾区内部的立法、 执法和司法合作。 这就需要作
为授权者的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透过授权、 授权监督等多种方式平衡好各方的法律
制度。輦輰訛

（四） 经济目的与法律手段

按照韦伯的理论， 只有建立形式使合理的法律制度， 才能为一个可预测、 可计算且合理的经济
制度奠定基础； 而实际上， 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并不必然与经济制度有完全的对应关系， 而是说法
律的发展是一个从 “不合理” 到 “合理”， 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輦輱訛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之间， 以法律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目的的经济湾
区。 在当下的湾区实践当中， 粤港澳三地或者说内地与港澳之间在形式的法律制度方面并不完善，
也因此产生了诸多发展壁垒。 但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加深，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法律制度必将
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方向去发展， 亦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决定了大湾区内法律制度的革新化， 而大
湾区合理的法律制度又将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带动本地区整体实力的上升， 有助于
“一国两制” 的成功落实。

是故， 当粤港澳大湾区遭遇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法律障碍时， 其同时也是带来了粤港澳大湾区合
作发展的法治新动力。 正如马克思所言：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 相反
的，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輦輲訛 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
形式， 是实现双赢的有效途径。輦輳訛 故在此经济社会需求下， 法律问题的探究颇有必要。

三、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的方向与目标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 急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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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孙久文、 原倩：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年第 5期。
輦輵訛 参见李晓辉： 《横琴： 多元法律交融的尝试与探索》， 载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 4期。

来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 开始推行 “去全球化” 的贸易保护主
义模式， 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入调整期， 这对于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中国来
说， 冲击极大， 需要重新建立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从国内来看，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 产业转型发展升级，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要成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
正是在国际国内的双重需求和挑战下，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备受瞩目和期待。 为了符合该宏伟的经
济目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治理也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变。 当然， 这首先需要明确粤港澳大湾区
构建的方向与目标， 从而进行具体化的问题研究。

（一） 协同发展与合作治理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与合作治理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又深刻而复杂的
问题。 有学者在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时已指出， 协同发展不能片面基于经济维度和地方利益角
度理解其内涵， 不能将协同发展的影响仅仅界定在相关省市的空间尺度内； 与之相反的是， 协同发
展其实是一个涉及政治、 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问题， 只有坚持综合分析的伟度， 才能把握协
同发展的战略内涵。 如果说协同发展涉及不同的空间尺度， 那么也应当将其放在不同的大背景下，
包括市县的尺度、 地区的尺度乃至全国的尺度。輦輴訛

同理，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与合作治理虽然与大湾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但是在理解其意义
时也需要用一个综合分析的角度。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与合作治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治、
经济、 社会、 法律、 文化等多个方面， 具有信息互通、 决策共商、 资源互利、 行动互助、 发展经
济、 治理城市、 共治共赢、 共担共享的显著意义。

此外， 当我们将空间尺度逐步拉伸， 会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与社会治理在区域内的
“9+2” 范围、 整个大湾区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当其拉伸至国家范围时， 不难发现， 这也是国
家区域竞争的动力引擎， 是 “鲶鱼效应” 的生动体现， 也是 “一国两制” 发展的时代意涵。 当将空
间尺度拉伸至国际视角时，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与合作治理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与整体形象的
重要机制， “一国两制” 所带有的区际特色也有助于促进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的逐步实现。

（二） 合作的性质

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也是既有合作发展的升级版。 在此之前， 可以发现粤港澳已有 《内地与香
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 等多重制度框架。 其中所涉及的便是 “一国两制” 下粤港、 粤澳、 港澳之间的民商事法律
关系， 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輦輵訛

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则是大湾区内部不同治理主体的经济性协作。 不能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多重意义与影响， 抑或是在县市、 区域、 国家乃至国际方面的深刻含义， 就否认粤港澳大湾区的经
济性协作本质。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出发点， 也是合作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 发展协作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湾区经济的一种独特形式， 当然也具有开放性的重要特征， 并且以区域的法
治为重要依托。 在此基础上， 其经济发展所应达到的目标， 必须在可接受性的前提上论证，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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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林初昇：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发展规划之可为与不可为》， 载 《热带地理》 2017年第 6期。
輦輷訛 法律冲突的判定可参见董皞： 《判定法律冲突之问题研究》， 载 《法律科学》 2014年第 1期。

漫无边际的学术想象无助于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发展问题。 同时也应当平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
利益、 自然利益与人类利益， 以及合作中各方的利益。輦輶訛 据此， 笔者提出如下六点具体协作目标。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体系， 重点共建 “一
中心三网”， 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体系。

二是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 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 完善创新合作体
制机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 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三是携手构建 “一带一路” 开放新格局， 深化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经贸合作， 深入
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打造 CEPA 升级版。

四是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 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
业先导区。 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高端装备、 新材
料、 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 推动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 协同发展， 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 扩大内地
与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与联通， 打造引领泛珠、 辐射东南亚、 服务于 “一带一路” 的金融枢
纽， 形成以香港为龙头， 以广州、 深圳、 澳门、 珠海为依托， 以南沙、 前海和横琴为节点的大湾区
金融核心圈。

六是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 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 完善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 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共建健康湾区， 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绿色、 宜
居、 宜业、 宜游的世界级城市群。

四、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手段、 保障模式与载体

（一） 地方政府为基本合作主体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特点、 方向与目标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合作的手段、 保障模
式与载体。 而这些具体合作的范式选择首先需要确定合作的主体。 粤港澳大湾区以经济合作为主要
面向， 理论上而言， 存在着地方政府与市场参与者的多个持份者， 并且后者应当是合作发展的巨大
受益者。

但能否以此而决断市场参与者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基本主体呢？ 这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欠缺合作的深入性。 “一国两制” 下粤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具体治理制度， 如果以市场参

与者作为基本合作主体， 那么， 合作的方式与内容可能仅限于在现行治理体系不冲突不抵触的范围
内进行，輦輷訛 而这种重合的范围是有其限度的。 这也意味着合作的高度开放性难以实现。

二是欠缺合作的稳定性。 大湾区治理的重要特征在于依法治理， 这是改造既有秩序、 维持共识
基础的重要载体。 粤港澳三地不同的法律制度是合作开展的重要障碍， 如果要保持市场参与者的投
资、 消费信心， 必须要以政府的公信力为担保。 仅仅以市场参与者作为基本主体， 只能以诚信为基
础， 难以达到湾区经济的应有效果。

所以，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主体必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强调公权力的积极参与， 构建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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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张亮、 敖颖怡： 《粤港澳紧密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研究》， 载 《当代港澳研究》 2012年第 3期。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林初昇文。 OPP来自法国科技社会学者 Michel Callon， 意指强制通行点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简称 OPP），

它迫使让所有相关的行动者为了某个项目、 议题或者规划等汇聚到了一起。
輧輰訛 参见何传添：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 内涵、 思路和路径选择》， 载 《特区经济》 2009年第 3期。

基本秩序， 确保合作的深入性与稳定性得以实现。 从既有的实践来看，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粤澳
合作框架协议》 等也是以广东、 香港、 澳门等在各自权限范围内的平等主体的身份签订的经贸合作
协议。輧輮訛 这也说明以地方政府为合作的基本主体是为实践所认可的模式，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 行政性合作为主要合作方式， 民间性沟通为重要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基本主体是地方政府， 因此合作的主要方式也需要发生于地方政府间。
同时， 在现代社会中， 专业化与高效化是发展的主流趋势， 这意味着行政性合作是粤港澳大湾

区合作的主要方式。 如果从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而言， 行政主导是特别行政区的设计理念。 尽管
在实践运作中， 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运作存在一定障碍， 但是这仍然是特区同其他省、 区、 市合作
的主要动力。 例如， 《澳门基本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 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工商业发展政策，
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 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 第六十四条规定， 澳门特区政府具有制定并执行政
策的职权， 这表明特别行政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中需要政府发挥制定并执行政策的职权， 才
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行政性合作成为其主要方式难以撼动。

当然， 在重视行政性合作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民间性沟通的方式。 有学者指出， “粤港澳大湾
区牵涉到一国两制、 三个独立税区，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 ……粤港澳三方签署的 《协议》
同意遵循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的原则。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新概念和 OPP， 但要将
其最终落实， 政府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切忌夸大政府所能起的作用而做一厢情愿的
规划， 此乃有效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重要前提。”輧輯訛 因此， 重视市场参与者的地位和意见， 是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换句话说， 政府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基本主体， 但是政府
也依然是合作的秩序维护者与服务者， 不能代替市场参与者完成合作的全部内容。

（三） 多 （双） 方会议和联合议事小组为主要协商渠道与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地方政府是平等行为主体，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也必须在尊重各方的基
础上进行。 换言之，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出现的障碍和冲突的解决， 必须以粤港澳三地的共通协商作
为主要的解决渠道和机制。 片面地夸大或者矮化某一地方主体都不利于合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同时， 也需要考虑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实际情况， 以共赢、 平等、 务实、 可行作为合作展开的
实际路线。 这包括在合作事务上与合作范围上的由浅入深的推进。 例如在某些事务方面， 可能不需
要所有主体共同参与， 或者说某些主体的参与缺乏积极性， 那么在此情况下， 完全可以由部分主体
实施合作的内容或步骤， 促进合作规模化的提升， 以及互利互惠的实现。輧輰訛 但这并不否认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整体目标的实现， 因为从局部到整体的进路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种顺序逻辑， 其最初
的出发点与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平等协商， 在于大湾区内高度开放性的实现。

（四） 联合议事、 共商共识、 独立立法、 政府协议、 法律对接为主要平台或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异性集中体现在法律制度上的差异， 体现在 “一国两制” 下跨境合作的难题
上， 因此， 在区域法治的框架下， 如何实现既有规则的整合， 是合作的重中之重。 实现的路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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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参见丁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法治先行》， 载 《文汇报》 2017年 12月 12日第 A12版。
輧輲訛 《CEPA两升级协议昨签署》， 载 《澳门日报》 2017年 12月 19日第 A10版。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可称为中央立法式， 亦称自上而下式。 该方式强调的是由中央自上而下地为大湾区立

法， 而区内的十一个城市则依法办事。 这种方法十分快捷和有效， 并且也是 “一国两制” 框架中
“一国” 原则的具体表现。輧輱訛

在正常状况下， 中央为特别行政区立法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将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
形式予以适用。 然而， 《香港基本法》 《澳门基本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附件三列入基本法实施的全国性法律限于国防、 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
范围的法律。 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以经济协作作为其本质特征的， 难以将其归属为国防、 外交范围。
同时， 两部基本法都授权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经济政策， 这也意味着以经济协作为主要标的的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内容应该属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内容， 中央亦难于为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直接立
法。 另一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 而大湾区内法律制度差异的解决亦是区域法治的
内容， 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附件三的形式进行， 其实质难以符合全国性法律的领域。

至于是否可以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用决定的形式为两个特区立法， 目前而言， 缺乏理论上的依
据。 因为既有的实践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为 201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所做出的决定，
其本质上是一种重大的政治决断， 来源于 《香港基本法》 第四十五条以及附件一有关行政长官产生
办法的规定。 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制度的冲突解决， 两部基本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决断， 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使用决定为大湾区内的法制进行整合。

第二种可称为地方立法式。 该方式则强调由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十一个城市进行认真酝酿， 充分
协商， 达成共识， 从而各自立法， 相互配套， 彼此衔接， 解决合作中出现冲突的问题。 目前内地与
港澳的合作实践是这一方式的一种体现。 例如， 2017 年 12月 18 日国家商务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签署 《CEPA 投资协议》 《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其中 《CEPA 投资协议》 中关于投资者与投
资所在地一方的争端解决， 内地与澳门共同设计了一套机制， 有利于两地企业和政府建立解决方
案， 而这种全面和有效的制度性安排的具体落实有待双方在协议框架下磋商， 从而跟进完善法律法
规的后续工作。輧輲訛 这种方式既有利于解决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也符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
治的基本法规范内涵， 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

但不能否认， 地方各自立法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一是动力与效率问题。 由大湾区内城市各自立
法， 意味着各方作为合作主体在协商中具有平等地位， 所以联合议事的过程中如何取得共识需要加
以思考和解决。 如果合作主体持续性地陷于协商， 可能导致各自立法难产。 同时， 协商共识还只是
政府间的协商与共识， 政府协商的共识备忘录转化为立法机关的共识和法律， 也还需要时间和存在
风险。

二是权限的范围问题。 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被授予了高度自治权，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进
行合作时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尽管我国 《宪法》 第三条第四款规定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并且 《立法法》 也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但大湾区内的内地城市， 仍在诸多领
域没有自主权， 这涉及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问题。 如果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没有相应的权限，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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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法与港澳达成共识， 开展各自立法工作。
不过这并不是根本性的冲突问题， 第二种方式下， 仍然可以进一步进行改革， 在坚持地方立法

的基础上， 加强中央的推动作用， 强调中央为地方间的交流合作乃至融合提供权源上、 制度上的可
能， 在既有的宪制秩序下发挥中央的保障作用。 笔者认为， 需要根据 “一国两制” 下粤港澳大湾区
的特异性， 提出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 申言之， 既有的中央立法式与地方立法式都不能完全解
决现有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更为符合实际的做法。 因此， 通过中央保障、 中央协
调， 由地方间联合议事、 共商共识、 独立立法、 政府协议、 法律对接的程序和方式更加能够有助于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合作。 这既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地方事务以及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有关内
容， 着力于平等互惠的合作途径， 同时， 为了化解其中的巨大制度障碍， 中央的协调保障作用使得
这种区域合作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因此当下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细化研究粤港澳大湾
区的法律问题。

五、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问题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因此， 法制协作机制研究分别以广东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为研究对象， 旨在
建立起大湾区区域治理协同机制， 将这一城市群建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统合起来。 为此， 需要
在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地方立法与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是法律文本的产生。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内所涉及的城市数量多， 并且包含
着香港、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各城市间在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发展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地方立法协作问题。

本方向研究的重点主题与项目是多方可达成共识的、 无关各自政治制度的市场监管、 产业体
系、 旅游、 人才流动、 资格互认等方面的法律对策。 之所以要着力于以上方面， 就是因为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和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 需要在人才流动、 资格互认、
市场监管等方面形成可统一化的规则体系， 也只有在上述机制方面实现规则的整合， 才可能实现生
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范化秩序的产生。 故这方面的立法协调至关重要。

而研究的展开可围绕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 前者要求寻找到多方之间在此领域范围内的冲
突点， 寻求最大社会公约数， 先易后难， 维系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互信基础。 我们认为， 需要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成立专门的联合工作组， 这有利于大湾区内的各主体的紧密相连。 而这种组织机构的设
立有不同的程度选择。 第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形式。 欧盟地区各国授权形成欧盟委员会、 欧盟议
会等组织对于欧盟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种则是我国东北地区的 《东北三省
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 明确提出的形式， 即对政府关注、 群众关心的难点、 热点、 重点立法项目
成立联合工作组。 相比而言， 前者具有更强的效率， 后者则更注重现实操作性。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立法协作组织上， 应当依据 “一国两制” 特异性， 一方面注意到以基本法为框架的高度自治需求，
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立法协作的恒常性， 因此这种立法协调机构的设置不是要求成立新一级的区域政
权， 也不是要求以区域冠名立法， 而是通过一个平台使得各方能够提出规划后各自立法而实施。 中
央则以见证者、 监督者的身份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从程序上而言， 立法协作面临信息公开问题、 协作会议问题等。 有学者指出， 粤港澳协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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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区域内各地方政府积极畅通信息公开的渠道， 形成区域内立法的良性驱动。輧輳訛 这也意味着在整
个协作过程中， 不仅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要达成信息公开， 以便多方在平等协商的情形下达成共
识， 而且地方政府同区域内的社会各界也要信息公开， 联合工作组需要建立区域内的立法咨询与听
证制度， 重视区域内的各方居民的利益。

（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司法协作与法律适用机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协议生效之后， 涉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类案件必将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为了
有效化解纠纷、 降低纠纷解决成本、 增强相关纠纷后果的可预期性， 司法协作必不可少。 从现实面
向而言， 既有的非司法途径的解决方式仍未取得理想化的效果， 而作为权利保障的最终法治化途
径， 要求司法的协作与法律的适用一定要跟得上合作的步伐， 否则难以建立良好的合作秩序和氛
围， 更难以维系互利互助互信的局面。

因此， 本方向的重点主题与项目是司法机关之间协作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送达机制、 资源
共享机制等方面的法律对策。 欧盟在这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 欧洲法院承担了在欧盟层面确保有
效法律救济的责任。輧輴訛 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司法救济面临保持不同法域的困境。 建立统一的司法
机关可能性不高。 在这种情形下， 必须要做好不同法域间司法机关的合作， 一方面加强司法的透明
度， 另一方面增加各地区的参与性。 在合作的领域方面， 有学者指出粤澳两地在区域治理方面有着
基本一致的共识， 但区际司法协议是区域治理长远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区际司法协议时，
应当遵循三个原则， 应当遵循三个原则， 即方式上从易至难， 在条款设置上要精确、 详细， 在签署
方式上可灵活多变。 也有学者指出， 可以将区际移交逃犯所涉及的罪名都放在同一份区际移交逃
犯， 但是将不涉受争议原则的罪名先行签订区际移交逃犯协议， 涉及受争议原则的罪名另案处理继
续磋商。輧輵訛 这就需要在中央授权的原则下， 开展先行先试的创新性改革， 同时也需要学者能够给予
给多的智力支撑。

（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法制协作机制研究

在所有的区域经济合作中， 基础设施、 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都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需要政府解
决的问题。 但基础设施、 信息资源与当地财政的供给、 百姓的福利水平直接相关， 如何在各发展并
不完全均衡的区域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协作机制自是当然。

例如， 目前澳门急需建立养老院舍， 以照顾长者的晚年生活， 但限于澳门地域面积狭小， 难以
实施。 此前澳门政府以多次希望能够在邻近的广东省建设相关养老机构， 以满足澳门居民的养老需
求， 包括同江门市合作以及在横琴设立 “澳门新街坊” 等项目， 但后来均未有后续结果。 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对此的解释是与内地的协商未有进展。 对此， 有学者进行了分析， 指出这种合作是存在诸多
法律障碍的，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土地转让的资格问题。輧輶訛 与之相关的则是 “澳门新街坊” 内部究竟
适用何种法律， 如何确保在此区域内享有不低于澳门的权利保障。

又如， 澳门不少居民， 特别是长者， 居住在广东省， 但在医疗服务方面， 却难以享受两地的社

輧輳訛 石佑启、 林敏超： 《粤港澳立法协作———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切入》， 载蔡镇顺、 徐彪主编 《粤港澳紧密合作中的法律问
题》，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6页。

輧輴訛 参见冉艳辉、 郑洲蓉： 《中国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03-104页。
輧輵訛 参见郑锦耀： 《内地与澳门签署区际移交逃犯协议的困局及其解决》， 载 《“一国两制” 研究》 2017年第 1期。
輧輶訛 参见莫世健、 陈石： 《澳门与广东自贸区合作的法律困境和挑战》， 载 《“一国两制” 研究》 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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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服务。 澳门立法会议员多次在立法会提出相关质询， 特区政府均告知涉及两地医疗服务体系
的差异性， 该问题难以解决。 这意味着大湾区内部的基本医疗保障也难以覆盖。 当然令人感到欣喜
的是， 目前中央已出台政策， 港澳居民在内地可享有住房公积金， 但相关的民生制度建设仍任重而
道远。 因此， 本方向研究的重点主题是交通网络布局、 运输方式衔接、 信息通讯和教育资源共享等
方面的法律对策。

（四）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生态法制协作机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既是高效的经济湾区， 也是宜居的生态湾区， 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对于
大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 非常重要， 因此急需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协作治理的法律对策。 实际上， 如
果说经济的非区域化发展导致的不良后果是增长速度的停滞和发展水平的落伍， 那么， 生态领域对区
域化的忽视则可能导致生存质量的下降。 区域的隔离化难以阻挡统一的生态系统的变迁。

例如， 之前广东省某地要兴建核电站， 这虽然是本地区经济方面的主要建设， 但是由于其所带
来的环境风险的隐患， 香港、 澳门等多个地方的民众均表达出了对自身安危的顾虑。 因此， 在粤港
澳大湾区内进行经济建设时， 非常需要重视其对生态可能造成的影响， 需要对此进行制度化的规
范， 让大湾区内的城市充分参与其中， 确保共建共享的实现。

又如， 澳门本身面积狭小， 在处理有关资源回收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也可以与大湾区内的其他
城市进行协作处理， 共通分担， 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但另一方面， 也不能一味地要求将
澳门的废物全面清出至大湾区内的其他城市， 特别是广东省， 否则这不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 这
急需大湾区内部进行沟通和协商， 解决好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 应当在制度上保持以省政府为协调者、 地方政府和市场力量为主导实施者的跨市
空间治理模式， 建立机制对规划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輧輷訛 当这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时， 仍然需
要明确这个协调者， 研究市场力量在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和障碍， 也包括评估制度如何设立。 因此
本方向研究的重点主题是水资源保护、 土地保护、 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协作治理的法律对策。

（五） 中央与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律问题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协调， 这包括立法协作、 执法协作、 司法协作。 但
这些协作需要建基于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申言之， 只有区域内各主体有相应权限才能够开展相应的
协作。 我国宪法目前没有明确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法律界限， 根据 《宪法》 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
六条以及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 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但地方政府所管理的本行政区域内的
事务是非常狭窄的。輨輮訛 这导致的后果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所以这
就需要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进行研究。 例如， 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
一国主权之内还存在边境， 这并非大湾区内的某个城市能够单方面做出决定予以便利化的。

法国同我国一样是传统的单一制国家。 在法国的地方区域合作问题上， 法国中央政府首先解决
的就是地方的法律地位问题。 1972 年通过的 《大区设立及组织法》 中就赋予了大区 “公权力组织”
的法律地位， 1982 年的 《关于市镇、 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由法案》 中又规定了市镇、 省和大区由选

輧輷訛 参见林雄斌、 杨家文： 《新区域主义下跨市空间规划与多层级治理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载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2015
年第 1期。

輨輮訛 参见何渊： 《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 载 《现代法学》 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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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的议会自行管理， 确立其为地方自治团体。 其次是中央政府发挥协调作用， 积极设立联合
体， 发布行业发展规划等行政优化措施。 这对法国地方政府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輨輯訛

因此， 这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在进一步深化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界
限问题， 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标准， 如何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促进大湾区
内合作的深入开展等方面的法律基础问题与对策。

（六） 特区租管地法律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合作范式当中， 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区域内土地的合作开发问题。 由于港澳面积较狭
小， 特别是澳门现有的土地已难以满足其进一步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的一系列诉求， 因此是否能将
特区租管地模式作为一种规范制度性的方法进行审慎性地适用成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从目前既有
的实践而言， 包括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深圳湾口岸等都表明该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其不仅解决了港
澳发展的空间障碍问题， 而且也盘活了地方的资源配置， 有利于地方利益的分配。輨輰訛

特区租管地模式在法律上存在不少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央授权的方式， 特区租管地
创立的程序， 治理的依据、 路径以及纠纷解决的机制等等。輨輱訛 所以，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协作治理，
就需要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的探索， 设立符合我国法律体系的程序与机制。

（七） 国际私法与大湾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面临的具体法律理论问题和法律实务问题。 理论问题包括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性质及相关文件的性质、 定位和作用， CEPA 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先行先试” 的政策意义与作用等； 实务问题包括对 CEPA 补充协议中 “服务提供者” 的定义与标
准、 CEPA 下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发生的民商事争端的解
决途径等。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新的法律课题， 研究才刚刚起步， 发展前景远大。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的十九大对港澳问题的重要论述， 这意味着在认知 “一国两制” 理念
时， 既要看到历史中的 “一国两制”， 也要注重当下的 “一国两制”。 换言之， 我们既要深入研究
“一国两制” 作为一种国家统一方式的重要内涵， 也要探索创新在新时代下 “一国两制” 对于港澳
乃至大湾区、 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等多重目标的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湾区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应当具有湾区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与区域法治性
的特征，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异性。 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可以学习其他湾区的经验， 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上的制度创建与制度自信。

本文提出了目前应当着重开展研究的七个方面， 当然实际需要研究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面对
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刻的制度差异， 不能因此轻言放弃， 因为法律必须为社会而服务， 社会应当是法
律的基础。 这要求理论界和实务界在遵循大湾区的构建方向和目标的情形下， 寻找到一条符合我国
法治的发展路径。

輨輯訛 参见汪伟全： 《地方政府合作》，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80-83页。
輨輰訛 参见邓大才： 《论政府竞争》，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04年第 4期。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董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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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economy�of�the�Bay�Area�has�the�characteristics�of�high�openness�and�regional�rule�
of�law.�The�Guangdong-Hong�Kong-Macao�Greater�Bay�Area�not�only�has� the�characteristics�of�
the�general�bay�area,�but�also�has�the�specificity�of�top-level�promotion,�institutional�differences,�
legal� obstacles,� economic� purposes� and� legal� mean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must� b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give� priority� to� local� government� cooper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and� establish� a� practical� model� of� equal� consultation,�
consensus�consultation�and�respective�legislation,�so�as�to�solve�the�negative�impact�caused�by��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legal� obstacl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The�theoretical�and�practical�circles�should�carry�out�further�in-depth�research�on�the�local�
legislation,�judicature,�infrastructure�and�ecological�cooperation�in�the�Greater�Bay�Area,�as�well�
as�the�division�of�central�and�local�power,�the�lease�and�management�of�land�in�the�special�zone,�
the�application�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and�other�specific�issues.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pecific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Regional�Rule�of�Law;�Legal�Issues

15·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智慧，
深刻回答了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
价值观与方法论并结合国情进行创造性改造的基础上， 形成了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譹訛 在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 生态文明理念也逐渐融
入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法治运行的全过程。 环境法典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最佳制度载体， 它以可持续发展为逻辑主线、 以重构人与自然法律关系为体系化工具、 以
适度法典化为编纂方式， 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 生态文明的国际视野到国内话语

（一） 国际视野： 西方绿色思潮下的生态文明综观

近代以来， 建立在机械论自然观、 牛顿力学和笛卡尔哲学基础上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人与
自然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 它片面强调主客二分、 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 忽视自然界内在价值，
是生态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 二十世纪后半叶， 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总体性危机， 现代西方绿色思
潮在人类回应这一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维护资本主义
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可以将现代西方绿色思潮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 弱式人类中心主

生态文明的中国法治与法典表达

张忠民 李鑫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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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动态的法治系统。 环境法典以可持续发展为逻辑主线、 以重构的法律关系为体系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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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3年 5月 24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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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贾学军： 《从生态伦理观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西方生态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载 《理论与现代化》 2015年第 5期。
譻訛 参见王国聘、 李亮： 《论环境伦理制度化的依据、 路径与限度》，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12年第 4期。
譼訛 参见王雨辰： 《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4期。
譽訛 参见 [英] 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刘颖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8页。
譾訛 参见何怀宏： 《生态伦理： 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44页。
譿訛 B.G. Norton, Why Preserve Natural Variety, Princeton Vnivercity Press, 1988, pp.201-211.
讀訛 B.G. Nor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V0l. 6， N0. 2， 1984, p.6.
讁訛 Philip Clayton, Justin Heinzekehr, Organic Marxism, Process Century Press, 2014, pp.197-198.

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四种类型。 不同的流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存在
不同看法， 梳理西方生态文明观的发展与流变并分析其得失，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1. 非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界看作具有唯一性的实体， 组成该实体的每一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都属

于整体， 具有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 人与自然属于共生关系， 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利用与被利用、 支
配与被支配的工具主义理性。譺訛 在这种认知下， 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将道德的适用对象推衍至整个
自然界， 试图通过扩展道德适用的范围来解决生态危机。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经历了动物权利论、
生命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三个阶段。譻訛 动物权利论主张人对动物负有道德义务， 生命中心论将道德
的范围扩展至所有生命， 而生态中心论又进一步将直接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可以
说， 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 也是将直接道德义务的范围从人扩大到动物、 植物及整个生
态系统的过程。

虽然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人与自然利益结合考虑的生态哲学， 但它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理论
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仅试图在价值观层面解决生态危机， 而实际上生态
危机根源于人类对于生态资源占有、 分配和使用的不平均。譼訛 非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
制度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 第二， 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建立 “小的就是好的”譽訛 社会， 反对任何
形式的科学技术发展， 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排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停滞。

2.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正当性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 人的理性给予人一种特权， 即他可以将其他

一切非理性的存在当作工具来使用。譾訛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 认为在物
竞天择的规律下， 任何不为自己谋利的事物都将最终走向失败， 因此不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环保运
动也将丧失持续下去的动力。 其代表人物诺顿将人的偏好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 并认为某些感性偏
好需要得到压制。 将价值分为需要价值和转化价值， 需要价值指事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
要， 转化价值指那些有助于理性世界观的形成和感性偏好的调整的体验。 虽然大自然及其中的生物
对人类具有满足价值， 但对大自然的体验能够促使人们反思并且拒绝那些过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的感性偏好， 这属于自然的转化价值， 对于人类而言同样重要。譿訛 通过对几种概念的区分和创设，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综合考虑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从而对当下的某些行为进行限制。讀訛

3. 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将怀特海过程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生态文明思想。 它认同

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批判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二元论思想， 认为以人
类为主体、 自然界为客体的世界观最终仍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因此， 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利用
怀特海过程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 其三个基本特征是： （1） 关联性， 万物都是彼此内在关联
的； （2） 过程性， 没有什么事物是永恒不变的； （3） 整体性，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讁訛 有机马克思主

生态文明的中国法治与法典表达

17·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4期

輥輮訛 参见王雨辰：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评析》，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年第 12期。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戴维·佩珀书， 第 340页。
輥輰訛 参见王雨辰、 王英：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及其贡献》，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 3期。
輥輱訛 参见 [美]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唐正东、 臧佩洪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53-282页。
輥輲訛 参见王雨辰：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何以可能？ ———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 载 《哲学研究》

2010年第 12期。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王雨辰文。
輥輴訛 参见汪信砚：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载 《哲学研究》 2015年第 11期。
輥輵訛 参见王雨辰： 《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 载 《哲学动态》 2012年第 8期。

义批判现代哲学还原论、 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试图建立起立足于整体的有机论的思维方式， 具有浓
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輥輮訛 但是， 它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相背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一种误解， 同时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有机马克思主义还面临着探寻生态文明建
设途径的难题。

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端于对生态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之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理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 认为人类的需要永远居
于自然社会的核心位置， 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并不存在所谓自然界的需要。輥輯訛 其次， 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注意到生态危机同社会制度的深层联系， 从制度矛盾、 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和价值观三个
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輥輰訛 在制度方面，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这一对矛盾之外， 还存在着生产力、 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这种资本主义的 “第二重矛
盾” 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輥輱訛 在技术层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技术悲观论观点， 认为技术本
身无罪， 但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不理性运用却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 在价值观层面， 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利润为导向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 最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唯
物主义进行辩护， 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思维绝不是对立的关系， 并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
阐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輥輲訛

上述四种西方绿色思潮间的争论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生态
中心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属后现代主义思潮。 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将人类文明与生态文明相
对立， 企图通过人的自身体验和境界提升构建起自然权利理论， 体现出浓厚的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色彩。輥輳訛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使它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它进一步反对规律和决
定论以及二元对立观点， 属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范畴。輥輴訛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性质则是现代主义的， 它们都将环境问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考虑， 并且主张经济技术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并不矛盾。

二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生态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
义。 其中， 生态中心主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的考察， 单纯从德性增长和个人生活
方式变革的角度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有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试图在资
本主义框架内进行可持续发展。輥輵訛 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
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方位拒斥与批判。 理论基础的分歧进一步导致价值立场的
不同， “自由主义” 派本质上仍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 而 “马克思主义” 派则直指资本主义制
度本身的弊病， 其价值立场是非西方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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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王雨辰： 《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影响》， 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2期。

輥輷訛 参见李雪松、 孙博文等：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 载 《湖南社会科学》 2016年第 3期。
輦輮訛 参见王雨辰： 《生态文明思想源流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10页。
輦輯訛 习近平：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载 《人民日报》 2013年 4月 11日第 1版。
輦輰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61页。
輦輱訛 参见黄承梁等：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载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年第 6期。
輦輲訛 参见张永红： 《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探析》，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年第 4期。
輦輳訛 参见李全喜、 李培鑫： 《习近平生态文明话语的传统文化基因： 理论前提、 存在样态与构建经验》， 载 《学习论坛》 2022年第 1期。
輦輴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669页。

（二） 国内话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理论的扬弃

西方绿色思潮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研究有利有弊。 一方面我国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最早开始于对
西方绿色思潮的学习与借鉴， 另一方面， 在我国对西方绿色思潮进行研究的初期， 受不同理论流派
影响， 曾围绕一些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比如， 本体论方面，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价值
观方面， 究竟选择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 发展观方面， 如何处理生态文明与经济科技发
展间的关系等。輥輶訛 对理论体系庞杂的西方绿色思潮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无疑将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走入歧途。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生态文明系列重要讲话，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逐步形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 着眼于现代科技引领的时代背景， 辩证吸
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精髓， 对什么是生态文明、 怎么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輥輷訛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转换生态文明研究范式。 西方绿色思潮或抛开社会制度， 仅在抽象价值观层面空谈； 或
立足于绿色资本主义这一价值立场， 希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为基础， 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角度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
途径。輦輮訛 首先， 从生产力方面看， 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多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輦輯訛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也能够提高劳动效率、 降低生
产成本， 从而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其次， 从发展模式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出现
都可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当中得到解释， 因此对生态危机的理解也可以套用这一分析框
架。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必须贯
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輦輰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
从生产方式角度思考生态危机的本质， 并由此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 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
结构、 绿色生活方式革命等一系列观点。 最后， 在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上， 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
术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一方面， 强调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尊重自然规律与
自然价值； 另一方面， 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 并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中介力
量。輦輱訛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对科学技术的运用， 但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类无序使用科学技术、 打乱自
然秩序， 破坏物质交换的担忧。輦輲訛 由此，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在处理科学技术发展和自然生态
保护的关系方面不应偏废， 二者应该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

第二， 丰富生态文明研究内容。 在具有现代性的全球生态治理话语体系中， 西方绿色思潮占据
主导地位。 在学习借鉴西方生态治理经验时， 本土立场的缺失成为国内生态学界存在的普遍问题。輦輳訛

马克思曾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輦輴訛 在马克思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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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理解现实问题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叙事， 同时又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路与启迪。 鉴于此， 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 并立足于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不断拓
展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适用情景， 更新其生态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 在价值观念上， 赋予传统自
然观以时代内涵。 以 “天人合一” 为例，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犹为重视天人关系， 《易经》 《老子》
《庄子》 等典籍中都有关于天人合一的表述。 传统天人合一观念从个人道德修为层面看待人与自然
关系， 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解释 “天人合一” 观， 认为它一方面包括人类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需
求， 另一方面体现出敬畏自然、 尊重自然的要求， 二者的结合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在方法论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取传统生态治理的有益成分， 助推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 比
如， 将古代虞衡制度与使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联系起来， 强调将生态文明观念上升
至国家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輦輵訛 在语言表述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善用古诗文传递生态文明思想。 这不
仅可以增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感， 而且能够创造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 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
生态文明概念。

第三， 创新生态文明治理观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 所谓德法
兼备， 指生态文明治理既依靠生态环境文化与道德从内部修养人的德性， 又依靠生态环境相关法律
法规从外部约束人的行为。輦輶訛 首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价值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 因
为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文化对社会进步起到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生态价值观一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观， 另一方面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生态智慧。 以生态道德为内核， 以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为核心理念， 以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的道
德风尚为终极追求。 其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作用。 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 由此形成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
要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治理观以 “生命共同体” 为哲学基础， 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原理。 一方面， 自然生态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治理” 理论体现出对
自然界系统整体的认识方法和协同综合的生态治理观念。輦輷訛 另一方面， “生命共同体” 概念扩展了生
态文明的治理边界， 不再局限于国别或种族的差异， 而是通过地球这一唯一的家园将全人类联合起
来， 强化同舟共济思想， 共同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总的来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吸收了西方绿色思潮之精华， 又批判和超越了其局限性。 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在人与自然关系、
经济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具有原创性。 其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强调内部德行修
养和外部硬制度约束的双重作用， 并以 “生命共同体” 为核心观点发展出系统治理观和全球治理
观。 可以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开阔国际视野的同时立足国内情况， 构建起了适合当代中国、
面向世界的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輦輵訛 参见王艺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载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1 年第
6期。

輦輶訛 参见王雨辰： 《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4期。
輦輷訛 参见巩固： 《山水林田湖草沙统筹治理的法制需求与法典表达》， 载 《东方法学》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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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年第 1期。
輧輯訛 [英]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80页。
輧輰訛 参见王人博、 程燎原：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94页。
輧輱訛 参见李桂林： 《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 以宪法法律权威为中心的体系转型》，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5 年卷第 1 辑， 法律

出版社 2015年版。
輧輲訛 参见江必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载 《政法论坛》 2022年第 1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李桂林文。
輧輴訛 参见莫纪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载 《法学杂志》 2014年第 4期。

二、 从生态文明的法制体系到法治系统

（一） 法制体系到法治系统的转型

“法制” 概念一指法律制度， 二指法律体制和体系。輧輮訛 而法治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性概念，
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 法律至上的价值观念。 法治理念认为法律应该居于统治体系的最高
位阶， 甚至执政者和国家最高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统治。 其核心在于 “法律的统治”， 其中
又以约束国家权力为重点。 第二， 法律本身的价值。 失德之法不是法治之法， 纵观法治发展历程，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口中的 “良法”， 还是普通法系中的权利之法， 亦或大陆法系法治国概念中的正
义之法， 都在强调法治是良法之治， 只有符合法律德性要求的法才是合格的主治者。 第三， 实现法
律权威程序化的机制。 正如哈耶克为防止法治陷入空谈而指出的那样， “要使法治生效， 应当有一
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 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更为重要”。輧輯訛 综上所述， 法治概念以法律
至上为宗旨， 包含以良法之治为内容的实质法治和以规则之治为表征的形式法治。輧輰訛

“法制” 与 “法治”， 虽仅一字之差， 但含义却相去万里。 从价值来看， 法制是一个中性概念，
既有民主的法制也有专制的法制， 既有保障自由的法制也有侵犯自由的法制， 法制概念具有工具性
特点。 而法治则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它包含了人人平等的价值判断， 与民主、 人权保障等密不可
分。輧輱訛 从内涵来说， 法治的内涵更加丰富。 它不仅包括了完备的法律体系， 还要求树立法律权威、
保障法律实施、 用法律约束权力和治理社会。 从外延来讲， 法制是静态的， 相当于各种法律规范的
机械加总； 而法治是动态的， 它包含静态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全部环节。

从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的目标， 到 2020 年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稳步建
立。 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 转型加强了对人权的保障力度。 法制
体系以秩序为核心价值， 一方面， 维护秩序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也在间接上起到保障公民
权利的效果； 但另一方面， 单纯强调对法制秩序的维护也很容易以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扼杀为代
价。 此时的法制与人治相连、 与专制为伍， 由此构建起的法制秩序是社会动乱之源， 终将难以维
持。 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根本价值目的和终极追求，輧輲訛 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法治体
系的庞大图景。 法治不仅保障公民在社会交往中的权利不受他人侵害， 也通过限制权力保障公民在
官民交往中的正当权利。 此外， 法治同样重视法的秩序价值， 强调普遍守法， 认为任何人的权利不
能凌驾于法律体系之上。 也就是说， 法治保障法律之下的权利与自由， 这是法治的正当性基础， 也
是法治相较于法制的一大进步。輧輳訛 其二， 转型助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輧輴訛 法治优于人治， “凡是不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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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 第 163页。
輧輶訛 参见姜明安： 《改革、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年第 4期。
輧輷訛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84页。
輨輮訛 参见莫纪宏：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载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期。
輨輯訛 参见于文轩：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指引下的生态法治原则》，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4期。
輨輰訛 参见张忠民、 冀鹏飞：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 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2021年第 5期。
輨輱訛 参见刘超：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法理创新》， 载 《法学论坛》 2021年第 2期。
輨輲訛 参见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95页。

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輧輵訛 法治对现代国家
治理的作用可总结为指引、 规范、 激励、 制约四个方面。輧輶訛 应该说， 法治不仅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
段， 更是现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 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道路， 也必将助推未来中国在改革道路上行稳致远。 其三， 转型整合了法治诸要素， 使其成为完
整的法治体系。 法律体系是一国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它
侧重对静态法律制度的集成与汇总。輧輷訛 法治体系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生成， 它以法律体系作为自身
存在的正当性前提， 但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原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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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体系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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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五部分内
容， 其中既涉及静态的法规范体系， 也涉及动态的法运行体系； 既包含了对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
的 “硬法” 进行规范体系化的要求， 也体现了将以党内法规为代表的 “软法”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期待。輨輮訛 法治体系不仅关注法制的内部构造和体系安排， 更关注法律规范在实际生活
中的运用情况和实现程度。 相较于法制体系而言， 法治体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
解释力。

（二） 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融合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共同孕育， 是回应生态文明转型诉
求的法治形态， 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法治为基本遵循， 法治必须对生态文明的重要理念予以
回应。輨輯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二者在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互为借鉴、 相互契合。輨輰訛

价值观层面， 其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均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 习
近平法治思想以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为核心， 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样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
观， 并进一步丰富其内涵。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以 “生命共同
体” 为基础概念， 主张在 “生命共同体” 视域下阐释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輨輱訛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观念矫正了近代西方的机械自然观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下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认知， 强调人的发展
与自然的发展休戚与共， 人与自然关系应从单方面索取向谋求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生命
共同体理论” 深化了 “人的全面发展” 的内涵、 拓宽了其实现路径、 揭示出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是人类在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要通过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 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 “生命共同体” 为纽带的重要连接。 其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追求。 传统观点认为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
效益、 平等、 自由、 人权、 正义等，輨輲訛 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又在此基础上引入新型价值观。 以生态
安全价值为例， 长久以来对于 “安全” 是否应该作为法的基本价值争议颇多， 它通常被秩序、 正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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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輳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刘超文。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张忠民、 冀鹏飞文。
輨輵訛 参见楚向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新进展、 新特点、 新成就》， 载 《学习论坛》 2017年第 11期。
輨輶訛 参见蔡守秋： 《论环境资源法治体系的完善》， 载 《荆楚法学》 2021年第 1期。
輨輷訛 参见前引譹訛， 习近平文。
輩輮訛 参见徐忠麟： 《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融合： 前提、 基础和范式》， 载 《法学评论》 2013年第 6期。
輩輯訛 参见巩固： 《绿色发展与环境立法新思维———兼评 〈土壤污染防治法〉》， 载 《法学论坛》 2018年第 6期。
輩輰訛 参见于文轩：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生物安全法： 理念与制度》，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年第 20期。

价值所吸收从而处于 “隐身” 状态。輨輳訛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维护生态安全作为其价值目标， 是对传统
法律价值体系的重大更新。 由此可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具有同样的价值观
追求， 生态文明的加入也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观， 使其与时俱进， 更加适应当下的时
代特性。

方法论层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相同的法理渊源， 二者分别在生态和
法治领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再阐释。輨輴訛 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此可做三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 将 “依法治国” 放在中央 “五位
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看待， 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和其他三个 “全面” 的关系，
努力做到 “四个全面” 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輨輵訛 第二， 在内容上， 全面依法治国和依法
执政、 依法行政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法治也离不开国家、 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第三， 在法治的
具体手段上， 重视制度的系统化集成， 法治的五个子体系贯穿立法、 执法、 司法守法各方面， 法治
建设注重各个体系间的联通和配合。輨輶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样坚持系统观念， 在主体上认识到现
代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向传统的单纯由行政机关主导的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更加强调环境多元共治
的重要性； 在客体上注意到自然界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 提出 “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
的思路； 在手段上要求发挥多种治理手段的协同作用， 指出 “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运用
行政、 市场、 法治、 科技等多种手段”。輨輷訛 系统性和整体性方法论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所共同遵循， 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 体现出二者在方法论层面的契合。

（三）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践路径

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相互契合和作用后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 “生命共
同体” 为核心概念， 创新生态文明法治价值论； 以系统观、 整体观为方法论， 着力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法治是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法治文明的新类型，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的一大亮点。輩輮訛 其实践路径应依法治构成要素展开， 分为生态文明法治立法、 实施和监督三部分。

首先，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开展倚仗完备的立法体系。 自生态文明理论提
出以来， 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主要可总结为四个方面： （1） 按照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之精神， 制定和修改了一批环境单行法。 比如， 2018 年通过了 《土壤污染防治法》， 该法
在价值目标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生态价值追求， 它创新性地区别 “生态风险” 和 “健康风险”， 并将
生态风险作为独立的价值因素予以考量。輩輯訛 又如， 2020 年通过的 《生物安全法》 则采用了最广义的
生物安全观念， 遵循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和风险预防原则， 为生物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輩輰訛

再如， 2020 年通过的 《长江保护法》 对我国流域立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该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 “中医疗法” 整体思维， 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 着力化解长江经济带立法涉及多层级、 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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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輱訛 参见吕忠梅： 《建立 “绿色发展” 的法律机制： 长江大保护的 “中医” 方案》， 载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第 10期。
輩輲訛 参见别涛： 《惩治环境犯罪的新利器———刑法修正案 （十一） 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分析》， 载 《环境经济》 2021年第 2期。
輩輳訛 参见朱军、 杜群： 《党内法规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功能协同》， 载 《理论月刊》 2021年第 10期。
輩輴訛 参见杨朝霞等： 《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回顾和展望： 从 “十三五” 到 “十四五”》， 载 《环境保护》 2021年第 8期。
輩輵訛 参见张忠民： 《新时代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论纲》，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年第 3期。
輩輶訛 参见吕忠梅： 《习近平生态环境法治理论的实践内涵》，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6期。
輩輷訛 参见吕忠梅主编： 《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2020年）》， 法律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4页。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吕忠梅主编书， 第 6页。

关、 多法律关系的矛盾，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目标的法律转化。輩輱訛

（2） 传统部门法生态化工作持续开展。 例如， 我国 2020 年颁布的 《民法典》 就绿色原则、 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等问题做出专门规定， “绿色化” 成为民法典编纂的重大创新。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 《刑
法修正案 （十一）》 不仅首次将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测机构 “弄虚作假” 纳入刑法， 还对污染环
境罪提高了量刑档次。 此外还补充了在自然保护区非法建设、 非法引入外来物种两类新的犯罪，輩輲訛

体现出传统部门法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3） 构建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体系， 颁布
了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行）》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等一系列党内法规。 在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保证建设方向正确、 各项举措可行、 成果惠及人民。 党内法规所
规定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相协同有利于构建最严密的生态文明法制体系。輩輳訛 （4） 地方立法在生态
文明重点领域开展有益探索， 如 《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 《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 《贵州省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条例》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等在国家公园、 环境权、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问
题上先行先试。輩輴訛

其次，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包括执法、 司法、 守法三个环节。 在执法
环节， 要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 为此， 一是要继续推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 二是
要构建多元化的执法监督机制， 一方面要构建协调有序的内部执法监督机制， 另一方面应创设多元
参与的外部社会监督制度； 三是要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手段， 创新环保执法形式、 丰富执法手
段、 引入柔性治理等， 满足环境治理的高需求。輩輵訛 在司法环节， 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系， 以
公正司法维护生态环境公平正义， 逐步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专业化：輩輶訛 在司法组织方面， 从 2007
年首个专门环保法庭在贵州省清镇市成立， 到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 环境资
源审判机构稳健发展。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全国共有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 1993 个， 形成 “高级
法院普遍设立， 中级法院按需设立” 的格局。輩輷訛 环境公益诉讼检察专门机构设立步伐加快。 2019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专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第八检察厅，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全国已有 27 个省
级人民检察院单独设立公益诉讼检察机构，輪輮訛 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专门化组织逐渐健全。 在司法机制
方面， 环境司法体制机制更加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发展， 具体表现为建立健全环境资源案
件集中管辖机制， 不断完善环境资源案件 “三审合一” 模式， 广泛建设环境司法协作机制等。 在司
法规则方面， 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
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等多项司法解释， 环境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功能效用不断增
强。 在守法环节， 要增强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守法意识， 形成守法普遍化的新格局。 对于普遍守法
而言， 既要保证守法主体的多样性， 又要实现守法客体的体系性构建。 环保守法主体主要包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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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企业和社会公众。 要将法治思维和生态思维进行融合， 用 “生态人” 的思想改造守法主体。 守
法客体是守法主体遵守的对象， 也即法本身， 良好的法律体系能够为守法主体提供规范指引和制度
约束， 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整合是普遍守法的前提和应有之义。

最后， 法治体系的良好有效运行离不开监督， 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也是生态文明法治实践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以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 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分为党内监督、 人大监督和社会监
督三部分， 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 共同构建起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成为民主政党的标志之一，輪輯訛 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 必然要以党内监督引领生态文明法治
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由我国宪法和法律体系所确立， 环境治理领域的人大监督主要通过法律监督、
行政监督、 司法监督等方式展开。 其中， 法律监督主要保证环境治理相关规范性文件与宪法、 法
律、 法规等上位法保持一致； 行政监督旨在确保环境行政权力规范化行使； 司法监督则敦促司法机
关依照法律规定正确地适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从而构筑起环保领域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輪輰訛

社会监督在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中起补充性作用， 通过发动政协、 社会组织等社会面力量， 不仅
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 表达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也能够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消除监督盲区。

三、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法典化表达

（一） 环境法典编纂与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关系

编纂环境法典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共同孕育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重
要回应。 从形式上来看， 环境法典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生态文明， 运用体系性、 整体性方
法构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这与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要求相一致； 从实质上来说， 环境法典编纂以
人民为中心， 着力回答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这个新时代终极追求之问， 这与生
态文明法治理论的追求相契合。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引，
环境法典又是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在实践中的具象和承载， 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 编纂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輪輱訛 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
步伐明显加快， 因此更加需要构建新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需求尚存一定的差距。 首先， 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将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保育相分立， 这导
致二者之间存在一些不衔接与不协调。 其次， 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
章和地方立法等构成， 加之环境治理存在部门分割、 条块分割的情形， 使得现行环境法制无法应对
具有高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环境问题。 最后， 我国的环境单行法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出现了 “逸
出” 基本法的现象， 严重破坏了环境法律体系。輪輲訛 在这种情况下， 更加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环境法
典， 以实现环境法制的体系化。

其二， 环境法典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佳形式。 当前， 我国环境法领域存在环境立法
混乱、 体系性不强等弊端， 这既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要求的 “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化治理相
违背， 也不符合习近平法治理念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 而环境法典遵从体系化安排， 能
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生态法治建设对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此外， 习近平生态文

輪輯訛 参见许耀桐： 《党内监督论》， 载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 3期。
輪輰訛 参见章楚加： 《环境治理中的人大监督： 规范构造、 实践现状及完善方向》， 载 《环境保护》 2020年第 3-4期。
輪輱訛 参见吕忠梅： 《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编纂环境法典》， 载 《人民论坛》 2021年第 24期。
輪輲訛 参见吕忠梅、 窦海阳： 《民法典 “绿色化” 与环境法典的调适》， 载 《中外法学》 201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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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想要想应用于实践， 需要切实的制度载体， 而环境法典不仅可以承载 “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价
值追求， 也可以运用体系化编排方法统合各项环境法律规范， 是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佳法
律表达。輪輳訛

其三，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编纂环境法典提供坚实基础。 首先，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环境法典
编纂确立了基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类关心自然、 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
要，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人民， 良好生态环境必须由人民共享。 这就要求法典编纂必须以人民的
利益为旨归， 必须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价值论与方法论指
引。 从价值论角度观之，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所强调的 “生命共同体” 所秉持的是一种理性的人类中
心主义价值观， 它既反对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简单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也反对极端
的生态中心主义一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 忽视人类的发展利益，輪輴訛 这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价值
论上的指引。 从方法论角度观之，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强调 “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 也是人民群众
健康的重要保障”，輪輵訛 环境法典编纂采用整体性、 系统性、 协同性方法，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其四，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全球视野。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对内指导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对外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 生态文明法治理论通过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新格局、 建设全球生态环境新秩序等， 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借鉴。輪輶訛 在此基础上， 环境法典必须以国际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环
境法问题， 并对国际环境问题作出回应。

（二） 环境法典对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回应方式

1. 逻辑主线： 可持续发展
首先， 通过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溯源和西方绿色思潮的回顾可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可持续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源性。 其一， 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背景相同， 都建
立在对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反思之上。 其二，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理念相同， 二者都试图调和人与自然关系，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人类社会的高质量
永续发展。 其三，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相互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践行可持续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也将带来生态文明的结果。輪輷訛 我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更加关注现实性问题和实践效果， 因此环境法典编纂应该秉持求同存异原则， 遵循生态文
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其次， 以可持续发展为逻辑主线能够提升环境法典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站位。 环境保护是我国与
国际接轨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阵地， 我国的环境保护理念应与国际同步， 并逐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当前， 可持续发展观已经成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通用语言和最大共识， 在
我国系列政策文件中， 当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概念同时出现时， 二者的定位是： “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治国理政方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目标”。輫輮訛 生态文明建设内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蕴意

輪輳訛 参见前引輨輰訛， 张忠民、 冀鹏飞文。
輪輴訛 参见王雨辰： 《论生态文明的本质与价值归宿》， 载 《东岳论丛》 2020年第 8期。
輪輵訛 习近平：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 8月 19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90页。
輪輶訛 参见田启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3期。
輪輷訛 参见谢永明、 余立风：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 载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12年第 4期。
輫輮訛 吕忠梅： 《发现环境法典的逻辑主线： 可持续发展》，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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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抱负， 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既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又能展示 “共谋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 的博大胸怀， 无疑是当前编纂环境法典最为合适的逻辑主线。

2. 体系工具： 重构法律关系
法理学认为，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 “逻辑中项”。輫輯訛 环境法典中的法律关系是指基于 “生态环境”

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为法律规范所调整后形成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关系。 一方面， 以环境法
律关系作连接有助于促进环境法典体系融贯。 环境法律关系对内可以协调法典内部公私法法律关
系， 对外可以作为与民法典、 行政法典等沟通的核心话语。 另一方面， 环境法律关系的多元性与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对 “形成导向清晰、 决策科学、 执行有力、 激励有效、 多元参
与、 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輫輰訛 具有重要作用。

环境法典对于法律关系的重构基于对传统主客二分理论的反思之上。 尽管环境法典编纂并不否
认 “以人为本” “人是最终目的” 这一命题， 但同样也认识到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是人类发展的
内在需要， 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此， 应该对传统的主客
二分理论进行改造， 居于主体地位的人类应弱化其主体性， 承担更多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 而居于
客体地位的自然也享有环境伦理意义上的自然权利， 以此对应人类承担的相应义务。 需要注意的
是， 重构后的 “人—自然—人” 法律关系最终仍然落脚在对人类权利的保障和人类发展的维护之
上， 它反映了新时代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新定位，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輫輱訛

3. 编纂模式： 适度法典化
适度法典化指对当前的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编纂。 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法典编

纂应选择最能够体现环境法本质的内容以及对实现国家任务最根本的部分进行整合。 二是适度法典
化降低法典编纂的严格形式要求， 以缓解环境法领域理论和实践间的矛盾关系。 三是适度法典化下
的环境法典是一部保持开放性的法典， 未来可以根据环境法理论的发展和实践需求的变化对环境法
典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

放眼全球， 各国的环境法体系基本可以分为 “基本法+单行法” 与环境法典两类。 我国环境法
典编纂选择适度法典化模式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 由于各个历史阶段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不
同， 导致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既缺乏体系化整理又难以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 因此， 需要通
过法典化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梳理， 解决各环境单行法之间相互矛盾的难题， 并将生态环境立
法上升至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高度。 第二， 环境法律体系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 环境法典必须保
持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 此外， 也存在很多环境法典不能取代原环境单行法作用的领域， 以及虽然
与环境法相关但属于其他领域的立法因而无法被环境法典所囊括的领域， 因此， 适度法典化是当前
环境法典编纂的合理选择。輫輲訛

环境法典编纂采取 “总—分” 模式， 按照 “风险预防—过程控制—损害救济” 的逻辑展开。輫輳訛

总则编是各分则编的纽带， 同时整合不适宜放入各分则编的跨要素规范和综合性规范，輫輴訛 主要包括
环境法典的价值体系、 调整范围、 基本原则、 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 基本制度等。

輫輯訛 参见雷磊： 《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1期。
輫輰訛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 3月 3日印发。
輫輱訛 参见吕忠梅： 《做好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的时代答卷》， 载 《法学论坛》 2022年第 2期。
輫輲訛 参见吕忠梅： 《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载 《东方法学》 2021年第 6期。
輫輳訛 参见前引輪輲訛， 吕忠梅、 窦海阳文。
輫輴訛 参见竺效： 《环境法典编纂结构模式之比较研究》， 载 《当代法学》 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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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则编分别对应可持续发展观中的可持续经济、 可持续环境、 可持续社会 “三大支柱”，
按照 “保障人群健康” “维持生态平衡”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的顺序展开。輫輵訛 污染控制编在对现行
污染控制单行立法进行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探究制度创新的特殊需求。輫輶訛 具体而言， “调整范围上注
重污染控制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关联、 制度体系上注重保护对象从单个环境要素向整体环境的转型、
法律价值上实现从环境到人的拓展”。輫輷訛

自然生态保护编主要贯彻落实环境与资源辩证统一的整体自然观和 “山水林田湖草沙” 协同治
理的综合治理观。輬輮訛 在体系结构上分为十章， 除第一章一般规定外， 第二、 三、 四章分别着眼生态
保护规划、 区划和信息， 作为自然生态保护编的基本制度； 第五、 六、 七章着眼生态要素与不同类
型的生态区域， 实现要素与区域的协同保护； 第八章关注物种与基因多样性保护； 第九章自然生态
退化防治与改善， 立足于整个生态系统， 关注现有生态状况的改善与提升； 第十章规定激励制度。輬輯訛

这样的编排体例统筹损害防治与改善提升， 兼顾禁限规制与鼓励支持， 最大程度上实现对自然生态
的一体化保护。

绿色低碳发展编则从被动抑负转向主动增益。 不同于前两编单纯填平环境损害、 维持生态平衡
的制度设计， 绿色低碳发展编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和新时代国家发展目标， 以实现绿色发展为中
心， 不仅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逐渐加码升级的过程、 实现了作用领域从单一环节到能源开发利用全
流程的扩展， 也在运作机理上实现了事先防、 事中控和事后治的统一。輬輰訛 绿色低碳发展编遵循 “先
总后分再总、 先国内后国际、 先既定后未定” 的编纂方针， 将 “双碳目标” 分解规定于一般规定、
清洁生产、 绿色流通、 绿色消费、 保障与监管、 气候变化与国际合作等各章节， 坚持柔性为主、 刚
性为辅的原则， 促进经济社会正向效益的增进。輬輱訛 三个分则编的内容体现了环境法典编纂中的守成
与创新， 回应了可持续发展这一逻辑主线， 兼顾了生态环境保护从防控到治理的全流程。

最后， 生态环境责任编以具有威慑力及可执行性的生态环境责任保障环境法的实施。 生态环境
责任编实现环境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统合， 力图创造环境法特有的综合性的责任体系。 此外， 本
编还整合了责任追究机制及环境领域新型诉讼模式， 在环境法典中实现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的
统一。

结语

现代西方绿色思潮在价值立场上秉持西方中心主义， 在理论性质上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
义误区， 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
式， 以人民利益为旨归， 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核心， 以系统治理观为方法， 实现了对现代西方绿色
思潮的批判和扬弃。 静态的法制体系难以关照法治运行全流程， 不能形成良法善治的法治格局， 不
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产生及其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结
合， 为生态法制向生态法治的巨大转型指明方向； 两大思想所共同孕育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 是中

輫輵訛 参见前引輫輲訛， 吕忠梅文。
輫輶訛 参见刘超： 《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空间法律制度的构建》， 载 《法学论坛》 2022年第 2期。
輫輷訛 参见刘超： 《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立法重点与规范构造》，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3期。
輬輮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巩固文。
輬輯訛 参见巩固： 《环境法典自然生态保护编构想》，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1期。
輬輰訛 参见张忠民： 《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编的编纂逻辑与规范表达》， 载 《政法论坛》 2022年第 2期。
輬輱訛 参见张忠民： 《环境法典绿色低碳发展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体系回应与制度落实》， 载 《法律科学》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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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original� achievement� based� on�
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dhering�to� the�research�paradigm�of�Marx’s�historical�materialism�
and� innovatively�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Xi�
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 law�and�Xi�Jinping�thought�on�ecological�civilization�jointly�gave�
birth� to� the�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u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 single� and� static� legal� system� to� a� diversified� and� dynamic� legal�
system.� The� environmental� code� tak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ogical� line,� the�
reconstructed� legal� relationship� as� the� systematic� tool,� and� the� appropriate� codification� as� the�
compilation�mode.�It�is�the�best�system�integration�of�Xi�Jinping�thought�on�ecological�civilization�
and�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law,�and�a�significant�symbol�of�the�beautiful�China�and�the�
development�of�rule�of�law�in�China�to�a�new�stage.

Key Words: Xi�Jinping�Thought�on�Ecological�Civilization;�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
Law;�Theory�on�the�Rule�of�law�in�Ecological�Civilization;�Environmental�Code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
扬弃了国际观点、 形成了国内话语， 超越了法制体系、 转向了法治系统， 由此，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逐渐形成 “以公正为导向的生态法治伦理观、 以良法为目标的生态法制创设观、 以双严为标
准的生态法治实施观、 以法治社会为中心的生态守法观和以美丽世界为愿景的全球共赢观”輬輲訛 组成的
综合体系性范畴。 环境法典立足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它对内整合生态环
境法律体系， 在保持一定开放性的同时使各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在法典框架内有序运行； 对外承载
两大思想的共同价值追求， 集中展现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各项成果， 是美丽中国和法治中国发
展到新高度和新阶段的显著标志。

輬輲訛 参见郭永园： 《理论创新与制度践行： 习近平生态法治观论纲》， 载 《探索》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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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的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
案）》 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法诞生的标志，譹訛 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经走过了 50 年的历史。 如果以 1977 年
马骧聪先生、 任允正先生为起草 《环境保护法》 开始研究外国环境法作为我国环境法学研究历史的
开端，譺訛 我国的环境法学也已经经过了约 45 年的历程。 然而， 直到今天， 不管是在环境法学的学术
讨论中， 还是在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中， 我们都无法摆脱由环境保护的保护对象、 环境保护法的基
本法律技术构件譻訛 等基本知识欠缺带来的困扰。 2012 年 《民事诉讼法》 修订引发的环境公益诉讼与
环境社会公共利益 （实质上是私益） 诉讼的争议、譼訛 《民法典》 颁布以来发生的对 《民法典》 “绿色
条款” 的热议等等， 不仅暴露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法学研究在重大基本认识问题上的模糊，
而且对澄清作为环境保护法基本技术构件、 环境法学重要命题的一些基本认识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环境利益就是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法学研究都绕不过的一个重大的基本认识问题和基本知识问题。
本文笔者曾对环境利益的本质等做过专门研究，譽訛 本文想通过对一个具体的事例———全球气候变

从全球气候变化认识环境利益

徐祥民 王 普 *

内容提要： 全球气候变化是自然世界的变化， 所引起的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等也都是发生
在自然世界内部的变化。 把这些变化称为不利变化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类不利的变化。 表
现为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的对人类不利的全球气候变化可以抽象为环境损
害。 人类环境损害实质上就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 未受损害的 “良环境” 原本并无价值属
性。 在环境恶变为 “恶环境” 时， 人类产生了挽留自然环境给予的客观便利的要求， 适宜
人类生存繁衍的 “良环境” 才突变为人类环境利益。 环境利益就是未遭受损害的环境状
态， 气候环境利益就是全球气候未发生 “不利变化” 前的固有状态。
关键词： 环境利益 环境损害 全球气候变化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3

*徐祥民， 又名徐进， 历史学博士， 法学博士， 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七届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澜学者” 讲座教授； 王普， 浙江工商大学
讲师环境资源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重大委托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思想研究” （课题
编号： CLS （2020) ZDAWT11）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徐祥民： 《中国环境法的雏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载徐祥民主编： 《中国环境法学评
论》 （第 13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3-35页。

譺訛 参见马骧聪： 《环境法治： 参与和见证———环境资源法学论文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序言。
譻訛 参见徐祥民： 《论维护环境利益的法律机制》，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 2期。
譼訛 徐祥民： 《2012年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没有实现环境公益诉讼 “入法”》， 载 《清华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徐祥民 《〈环保

法 （2014）〉 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推进与再改造》，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4期。
譽訛 参见徐祥民、 朱雯： 《环境利益的本质特征》， 载 《法学论坛》 201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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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例如， 王灿发教授所著 《环境法学教程》 第一章第三节讲述的知识就是 “环境法和环境问题”。 参见王灿发： 《环境法学教
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0-12页。

譿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网， http//: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78918.htm， 2022年 6月 28日访问。

讀訛 参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第一章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情”，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http//:
www.scio.gov.cn/zfbps/ndhf/2008/Document/307869/307869_1. htm， 2022年 7月 1日访问。

讁訛 参见李娟等： 《21世纪格陵兰冰川融速率对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载 《海洋学报》 2015年第 7期。
輥輮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第一部分第一节 “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78918.htm， 2022年 6月 28日访问。
輥輯訛 沈永平、 王国亚： 《IPCC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的最新科学要点》， 载 《冰川冻土》 2013年第 5期。
輥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沈永平、 王国亚文。
輥輱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輥輲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化———的观察品评， 展示一项具体的环境利益。 希望环境利益实例演示比环境利益本质分析产生更
好的说明效果。

一、 全球气候变化是发生在自然世界的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中也称为 “气候变化” 或
“地球气候的变化” （第 1 条第 1 项）， 是人类遭遇的一种环境问题。 我国最早出版的环境法学教科
书， 包括笔者主编的教科书， 几乎无例外地将环境问题作为环境法学的重要知识。譾訛 那么， 全球气
候变化是怎样的一种环境问题呢？

直观上看， 全球气候变化只是自然世界的变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把气候变化解
释为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 “地球气候” 的 “显著变化”。譿訛 这个解释是恰当的。 全球气候变
化， 在范围上是全球。 《公约》 明确宣布 “承认气候变化的全球性” （《序言》 第 7 段）。 其使用的
“地球气候” 这一用语也表明， 气候变化是整体 “地球” 的气候变化， 而不是地球上的某个局部的
气候 （比如 “小气候” 概念所指的气候） 的变化。 最近几十年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是气候变暖。 我
国政府对变暖程度的估计是： 以往， “近百年来 （1906 ～ 2005 年）”， “升高了 0.74℃”； 将来， “到二
十一世纪末”， 将 “上升 1.1 ～ 6.4℃”。讀訛 不管规模多么宽广， 深度多么巨大， 气候变化都是自然世界
的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最直接的物理性影响， 也就是带给地球表面的最直接的显性地理变化主要
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两极冰川融化。 北极和南极的冰川融化速度都在加快。 其中北极地区的海
冰覆盖急剧减少， 秋季和冬季都有所下滑， 格林兰岛的冰川融化面积显著增加。讁訛 第二， 陆上 “山
地冰川” “退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明确提到这一变化。輥輮訛 第三， 海水温度升高。 2013
年 9 月，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
出， 自 1950 年以来， 气候系统观测到的很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近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 “变暖
体现在地球表面气温和海洋温度的上升”。輥輯訛 第四， 极端天气与气候现象輥輰訛 增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方案》 中的表达是： “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 提高， “强度” 加大。輥輱訛 第五， “区域降水”
“波动” 加大。 以对我国相关情况的观测结果为例， “华北大部分地区、 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
明显减少， 平均每 10 年减少 20 ～ 40 毫米， 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 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
加， 平均每 10 年增加 20 ～ 60 毫米”。輥輲訛 这五类最直接的物理性影响 （可以称之为气候变化直接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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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李永平等： 《上海地区海平面上升趋势的预测和研究》， 载 《地理学报》 1998年第 5期。
輥輴訛 参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第二章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http//:

www.scio.gov.cn/zfbps/ndhf/2008/Document/307869/307869_1. htm， 2022年 7月 1日访问。
輥輵訛 康世昌等： 《冰冻圈化学： 解密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的指纹》， 载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年第 4期。
輥輶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 3 条第 1 项规定： “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 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

的能力， 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 因此，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影响） 都是发生在自然世界本身的变化。
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显然不是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的终点。 五类直接物理影响单独地或与

其他种类的直接物理影响共同引起了或将要引起其他物理的、 化学的、 生物的影响。 或者说， 与这
些直接物理影响有关， 气候变化造成了其他物理的、 化学的、 生物的影响。 以下是若干事例： 其
一， 海平面上升。 据我国科学家研究， “60 年代以来东海的海平面平均上升率” 为每年 “2.9 mm”；
与 1990 年水平相比， “上海地区绝对海平面” 到 “2030 年将上升 9cm”， 到 “2050 年将上升
18cm”。輥輳訛 其二， 流域水资源减少。 我国政府对 “山地冰川” “退缩” 的后果做过分析———“冰川面积
和冰储量” “减少” “对以冰川融水为主要来源的河川径流” 将 “产生较大影响”。輥輴訛 具体的影响之一
是流域水资源减少。 其三， 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加剧。 在本来就干旱的地区再减少降水， 只能使这
些地区的干旱程度加大。 各缔约方在制定 《公约》 时之所以 “回顾” “联合国大会关于防治沙漠化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 1989 年 12 月 19 日第 44/172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 （《序言》 第 13 段）， 是因为
气候变暖与沙漠化之间有密切联系。 其四， 史前细菌 “复苏”。 根据科学家们的判断，“冰川消融和
冻土退化， 极有可能” 将 “冰封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微生物” “释放” 出来。輥輵訛 其五， 生物生存空间
缩小。 北极熊的适宜活动范围变窄就是一例。 如果按海平面上升、 北极熊适宜活动范围变窄等是两
极冰川融化引起的变化、 水资源减少是冰川后退的自然反映的逻辑， 我们可以把以上五种变化称为
气候变化次生影响。 这些次生影响也是发生在自然世界的变化。

五种气候变化的次生影响依然不是气候变化影响向外扩展的最后边界。 它们又单独地或与他种
次生影响共同地， 或者与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中的一种或数种共同地引起其他变化。 或者说， 与
这些次生影响、 上述直接物理影响有关， 气候变化还造成了一些更加直观的影响。 比如， 引起珊瑚
等物种及其所在生态系统衰退等。 《公约》 在给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所下的定义中就有 “自然
环境或生物区系的变化” （第 1 条第 1 项）。 姑且把这些变化称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

按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的解释， 气候变化是 “显著变化”。 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的尺度来衡量， 气候变化当然称得上 “显著” 的和巨大的变化。 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那些
“显著” 的或 “巨大” 的变化， 包括上述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和综合影响等， 都是
自然世界的变化。 尽管从直接物理影响到次生影响， 再到综合影响存在范围上的扩展， 但这些扩展
都发生在自然世界内部。

二、 全球气候变化是对人类不利的变化

对自然系统本身来说， 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引起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都既无
善恶， 也无所谓迟速， 因为有生命存在的地球与空寂的土星、 水星等星体， 与浩渺的银河系、 河外
星系等一样， 都是没有价值高低之分的客观存在。 然而， 不管是气候变化本身， 还是由气候变化引
起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 在科学上都被称为 “不利变化”， 也就是 《公约》 第 3
条要求 “发达国家缔约方” “率先对付” 的 “不利影响”。輥輶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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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气象专家权威解读———近十年最强沙尘天气成因趋势》， 载 《经济日报》 2021年 3月 16日第 5版。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輦輰訛 木雅： 《南极神秘病毒来自何方》， 载 《生态经济》 2003年第 3期。

科学家所称的不利变化或不利影响都发生在自然系统内部， 但它们又是可以给予否定性价值判
断的变化。 这类变化在规模上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巨大的， 所以其带来的 “不利” 也是十分
严重的。 简单枚举便可知晓这些 “不利变化” 的 “不利” 之严重。

例一， 宜耕地减少。 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加剧必然带来林草覆盖面积减少、 适于耕种的土地减
少。 我国草地潜在荒漠化趋势加剧就与干旱加剧有关。 此外， 干旱加剧将为沙尘暴的发生提供条
件。 对于 2021 年席卷我国西北华北等地的沙尘暴， 我国气象专家认为， 其重要条件之一是作为沙
源地的蒙古国等地 “降水稀少， 土壤湿度偏干” 形成的 “地表条件”。輥輷訛 当然， 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
低地， 也会使低海拔地区的宜耕土地减少。

例二， 海洋渔业资源衰退。 海水温度升高会使相关海域 “形成贫氧区”， 而这种现象会造成
“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輦輮訛

例三， 海洋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形成概率” 增加。 极端天气与极端气候现象增加会使海洋地质
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提高。 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和南方季节性干旱， 洪涝灾害频发， 登陆台
风强度和破坏程度增加。

例四， 内陆 “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 “概率” 增加。 “区域降水” “波动” 加大， 极
端天气与气候现象增加会 “增加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輦輯訛

例五， 史前细菌拜访现代人类社会。 史前细菌 “复苏” 会使许多史前细菌或病毒登临 “现代社
会”， 威胁人群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輦輰訛

例六， 冰川与积雪融化加速地表失被。 “山地冰川” “退缩” 除了会引起流域水资源减少之外，
还会使更大面积的陆地表面失去雪被的保护， 使地球上天然优良的水资源分布失衡。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我国冰川面积缩小了 10%以上， 而且这种退缩有加速的趋势。

例七， 特定物种消亡或存续危机加重，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两极冰川融化， 北极熊等极地生
物生存空间严重萎缩， 捕食条件恶化， 会使一些极地生物物种面临消亡危险或濒危程度提高。 其他
不少地区也有类似问题。

例八， 草原退化， 沙漠蔓延， 宜牧空间减少。 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加剧必然带来草原退化， 沙
漠蔓延， 使宜牧空间减少。

例九， 海洋生态系统衰退甚至消亡。 海平面上升淹没海岛、 沿海低地， 极端气候现象带来的风
暴潮等会造成以海岛、 海岸湿地为依托的生态系统消亡。

例十， 陆地动植物区系不利改变。 极端天气与气候现象增加， 会造成陆地动植物区系改变， 相
应地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物再生产能力下降。

这些随机列举的变化都是严重的 “不利” 变化。 这些所谓 “不利” 变化， 客观上都是自然系统
内部的变化。 它们与上述珊瑚等物种及其所在生态系统衰退等 “气候变化综合影响” 属于同类， 都
是与 “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 “气候变化次生影响” 不同的气候变化综合影响。

自然系统内部的变化， 不管是直接物理变化、 次生变化， 还是被我们取名为综合性影响的那些
变化， 都无所谓善恶、 利或不利。 科学界、 参与起草以及决定签署 《公约》 的各国精英们为什么要
把这些变化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相关变化称为不利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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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在自然系统内部无所谓善恶迟速的变化称为不利变化， 是因为这些变化对人类来说是
不利的。 以气候变化综合影响为例。 上例一， 不管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宜耕地减少， 还是沿海低海拔
地区宜耕地减少， 对自然世界是没有意义的， 但对人类社会是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就在于： 人类可
资利用的 “宜耕地” 资源减少。 之所以把 “宜耕地减少” 判定为不利变化， 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对人
类是不利的。 上例二， 海洋渔业资源减少发生在自然世界， 对自然世界无损， 但对人类却是明显的
“不利”。 因为人类需要鱼虾贝藻等海洋渔业资源。 上例三， 海洋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形成概率” 增
加， 对于自然世界依然是风雨雷电， 不过是无意识的分布、 无意义的客观现象， 但对人类社会却是
灾难， 比如会使人类无法正常开展获取海洋渔业资源、 利用沿海低海拔土地的活动。 上例四， 内陆
“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 “概率” 增加， 是对人类才有价值的概率变化。 人类早就学会了
根据水旱条件植稻种黍凿舟修车， 所以 “区域降水” 稳定， 晴雨水旱有规律地发生对人类有利。
“区域降水” “波动” 甚至波动巨大， “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 对人类不利。 上例五， 史前细
菌拜访现代人类社会， 对于自然世界来说， 这是不需要邀约也不以主客情谊为前提的访问， 但对于
人类来说也许就是灭顶之灾。 现代人类没有接待从 “史前” 来的不速之客的酬宾能力。 上例六， 地
表失被， 也就是原本处于冰封雪覆之下的陆地直接面对日月风雨。 海洋与陆地的分布、 高原与低地
的高低差异等等， 本来并没有意义， 更多的陆地揭开冰雪的覆盖当然也不存在价值高低的问题。 但
曾亲临我国西部戈壁沙漠的人们都清楚， 这种变化对于人类来说是多么严酷。 上例七， 特定物种消
亡或存续危机加重。 这也是在人类价值尺度下的不利变化。 人类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世界的居
民， 各种生物有充足的生存空间， 各物种及其所在生态系统健康对人类有利。 生物生存空间缩小，
致使特定物种及其所在生态系统衰退对人类不利。 上例八、 九、 十也都一样。 这些变化发生和不发
生， 变化的规模是大还是小， 变化的趋势是不断加大还是逐步趋缓， 对于自然世界都没有任何意
义， 但对人类却都是不利的。 事实上， 上述 10 例， 不管是宜耕地减少、 海洋渔业资源减少、 史前
细菌拜访现代人类社会， 还是宜牧空间减少、 海洋生态系统衰退甚至消亡、 陆地动植物区系不利改
变， 都是对自然世界发生的变化的人类判断， 即站在人类立场上所做的判断， 是按对人类 “利” 与
“不利” 的尺度所做的认定。

气候变化综合影响是对人类不利的变化， 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也都是对人类不
利的变化。 因为对人类不利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公约》 不是呵护自然世界的圣训， 而是
防治全球气候发生对人类不利变化的当代法律。

三、 全球气候不利变化是人类环境损害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不利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或者说气候变化本身有多样的表现。 如上文所述，
既有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或直接物理变化， 又有气候变化的次生影响或次生变化， 还有气候变
化的综合影响或综合变化， 这些变化或影响都是对人类不利的。 因为是对人类的不利变化， 所以国
际社会才会付出防止此类变化发生及其加剧的努力， 才有 《公约》 等人类制度建设。 既然这些不利
变化关涉人类， 需要国际社会对其加以治理， 我们便应将其加工为一项人类知识， 以便人类运用
“知识” 的力量去战而胜之， 而不是对具体的不利变化简单地做水来土掩式的匆忙应对。

以上文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类型或表现形式的梳理， 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有 5 种， 气
候变化的次生影响有 5 种， 此外还有 10 种气候变化综合影响。 这些变化或影响在质上的共同性在
于， 它们都是不利变化， 也可称为下行性变化。 这些下行性变化的本质可以抽象为人类环境损害。

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等不利变化， 变化的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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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徐祥民主编：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页。
輦輲訛 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案例的典型性主要在于， 它是以整个地球大气系统为一个环境单元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参见徐祥民、 宛

佳欣： 《环境的自然空间规定性对环境立法的挑战》，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4 期。 这一典型性或特殊性为我们
深刻认识环境问题， 验证我们对环境问题、 环境损害等的认识结论提供了最少干扰的条件。

环境。 人类环境的不利变化就是人类环境从原本有 “利” 的状态或品质变为对人类 “不利” 的状态
或品质。 环境变得对人类 “不利”， 出现 “不利” 的结果， 这是环境遭到了损害， 也就是发生了环
境损害。

“不利变化” 这个用语包含过程性含义。 这个过程就是从有利变为不利。 这个变化过程的起点
和止点及其发展前景都是人类环境， 也就是人类这个 “中心事物” 的 “周围条件” 或 “周围情况”。輦輱訛

人类环境不利变化就是人类的 “周围情况” 从有利变为不利， 从良好变为较差甚至很差。 在这个变
化过程中发生的是环境损害。 让我们以上述气候变化综合影响为例来做说明。 宜耕地减少就是很好
的例子。 原本干旱半干旱地区一直稳定地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 这是人类从事旱作农业、 从事畜牧
业等的良好环境。 沿海低海拔地区土地宽阔平坦肥沃， 一般都有丰富的地下水， 有河湖港汊联通的
交通运输条件； 一般都有丰富的物种和生物群落， 是良好的人类环境。 干旱加剧造成干旱半干旱地
区宜耕土地减少， 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低海拔地区， 这是人类环境遭遇了损害。 海洋渔业资源衰退
的例子也方便用来揭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之为人类环境损害的道理。 在没有发生全球气候变化时，
海洋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 曾经被中国古人视为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资源。 海洋富有渔业资
源是良好的人类环境。 海水温度升高等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等造成了海洋渔业资源衰
退， 这种衰退的趋势似乎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这是人类环境的损害， 是人类环境表现为渔业资
源 “衰退” 的损害。

再以气候变化次生影响为例。 海平面上升是明显的人类环境损害。 海平面稳定是人类期待的良
好环境。 人类可以根据稳定的陆海关系安排海洋活动和陆上活动， 开展海洋渔业、 海洋航运等生产
或作业。 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导致沿海低海拔地区的某些局部被海水淹没， 而且会使原来支持人类生
产生活的陆海依存状态改变。 流域水资源减少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人类环境损害。 江河径流水资源丰
富、 便于通航， 是良好的人类环境。 水资源减少、 河道变浅、 可通航距离缩短等， 是对人类良好环
境的损害。

气候变化的直接物理影响也是人类环境的损害。 事实很清楚， 气候变化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中
的 “次生” “综合” 是相对于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的 “直接” 而言的。 气候变化次生影响和综合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直接物理影响引发的。 反过来说， 是因为发生了直接物理影响才有了次生影
响、 综合影响， 就像上述由于 “海水温度升高” 才有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的事例所反映的那样。 我们
对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与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之间关系的处理虽然不以经科学上验证的因果关系
为依据， 但上述从直接物理影响到次生影响和综合影响的扩展过程， 直接物理影响与次生影响、 综
合影响之间的大致响应关系， 都是成立的。 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和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 都是气
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环境损害的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 不管是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如 “两极
冰川融化” 等， 还是次生影响如 “流域水资源减少” 等， 抑或是综合影响如 “宜耕土地减少” 等，
都是人类环境损害的具体表现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抽象为环境损害。

全世界共同应对的全球气候变暖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损害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輦輲訛 这个案
例告诉我们， 不管是 “地球气候的变化”， 还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直接物理影响、 次生影响、 综合
影响等不利变化， 都是环境损害。 《公约》 在给 “气候变化” “不利影响” 的定义中提到的 “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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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輦輴訛 徐祥民、 刘卫先： 《环境损害: 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载 《现代法学》 2010年第 4期。
輦輵訛 徐祥民：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 载 《晋阳学刊》 2014年第 6期。
輦輶訛 该决议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9年 8月 27日通过。

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 复原力或生产力” （第 1 条第 1 项） 的不利变化等是环境损害。 《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提到的 “农作物发育期提前” “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 “山地冻土海
拔下限升高， 冻土面积减少” “森林病虫害爆发范围扩大” “森林火灾发生频率提高” 等，輦輳訛 也都是
人类环境损害。

如前所述， “不利变化” 这个用语包含过程性含义。 与此相一致， 环境损害也包含过程性含义。
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案例将环境损害的 “过程” 展示得十分清楚。 气候变化之为 “不利变化” 的过程
是 “从有利变为不利”， 而环境损害的过程是从环境良好到环境受损。 在这个过程的起点上是良好
环境， 我们可以称起点上的环境状态为 “良环境”。 这个过程的终点和变化趋势指向的状态是受损
环境， 我们可以称之为 “恶环境”。 环境损害就是从 “良环境” 到 “恶环境” 的变化过程。 前述
“干旱半干旱地区一直稳定地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 是 “良环境”； 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加剧， 以至
于林草覆盖面积减少、 宜牧空间减少， 是 “恶环境”。 沿海低海拔地区土地宽阔平坦肥沃， 地下水
丰富， 河湖港汊密布， 生物群落繁盛是 “良环境”； 海平面上升沿海低海拔地区被淹没， 这是 “恶
环境”。 海洋富有渔业资源是 “良环境”； 海洋渔业资源衰退， 珍稀海洋生物陷入濒危， 这是 “恶环
境”。 海平面稳定是 “良环境”； 原本支持人类生产生活的陆海依存状态改变是 “恶环境”。 江河径
流水资源丰富、 便于通航是 “良环境”， 江河水量减少、 河道变浅可通航距离缩短等是 “恶环境”。
环境损害就是人类环境从 “良环境” 恶变为 “恶环境” 的过程。

四、 环境损害就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

全球气候变化， 即发生在自然世界但却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气候变化， 是 《公约》 这一全球性
法律文件的处理对象， 不管是表现为直接物理影响， 还是表现为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 其实质都是
人类环境损害。 当然， 我们也可以将其具体化为气候环境损害。 学者们关注的各种环境问题， 包括
写在教科书中的那些环境问题， 实质上都是环境损害， 都是人类环境的损害。 通过分析气候变化这
个案例得出的 “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那些不利变化都是环境损害” 的结论是十分有价值
的。 因为它进一步说明了环境法发生的依据， 说明了环境法在法律家族中担当的使命的特殊性。 本
文作者曾通过对环境法和环境法学发生史的溯源发现， 环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的出现而引发的
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而所谓 “不正常的环境” 或出现了 “问题” 的环境就是受到损害的环境。 人们
常说的 “环境问题” 都表现为环境损害， 或者说是对环境损害的反映。 按照已经取得的关于环境损
害的认识结论， 环境法由 “不正常的环境” 引发这个判断的更准确表达是： 环境法是由环境损害引
发的。 在对环境法的使命的理解上， 可以把 “应对” “不正常的环境” 改为应对环境损害。 按照这
新的理解， 环境法就是通过 “调整” 为应对环境损害而结成的 “各种社会关系”、 防治环境损害的
法。輦輴訛 一切真正的环境问题都是环境损害。 一切经审慎创制的环境法都是防治环境损害的法。輦輵訛 《公
约》 和我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輦輶訛 都是环境损害防治法， 是环境损害
防治法的一个具体的分支。 我们可以在环境损害防治法序列中给它们一个更恰切的称号———气候环
境损害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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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参见前引譽訛， 徐祥民、 朱雯文。
輧輮訛 参见徐祥民、 梅宏：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法制保障》， 载 《当代法学》 2010 年第 4期。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还告诉我们， 所谓环境损害， 也就是人们长期将
其轻描淡写为 “不利变化” “气候变化” 的那些情形， 都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 人类环境利益就是
良好的环境品质， “就是以人类为尺度的环境状态或品质”， “存在于 ‘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中的有
利品质”。輦輷訛 人类环境原本具有 “有利品质”。 全世界注意到 “环境问题”， 把环境问题当作难题来对
待， 是因为人类环境原本具有的 “有利品质” 丧失， 原本品质优良的环境遭到了损害， 准确来说是
原本品质优良的环境的某些方面遭到了损害。 这种损害是人类环境损害———环境品质从优良变为不
优良的损害。 这种损害也就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人类原本享有的品质优良的环境受到损害。 对
气候 “不利变化” 的变化过程的分析直观地呈现了人类环境利益从品质优良的环境到品质不良的环
境的利益损害过程。 例如， 沿海低海拔地区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这是人类环境利益得
到实现的环境状态； 海平面上升将这个地区淹没， 这是人类环境利益遭受了损害。 再如， “区域降
水” 稳定， 这是人类原本享有的环境利益。 “区域降水” “波动” 甚至严重 “波动”， 这是人类环境
利益的损害， 甚至严重损害。 如前所述， 气候变化不管是表现为直接物理影响， 还是表现为次生影
响、 综合影响， 其实质都是人类环境损害。 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低海拔地区等是环境损害； “自然
的和管理下的生态系统的组成、 复原力或生产力” 的不利变化等是环境损害； “农作物发育期提前”
“林带下限上升” “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 冻土面积减少” “森林病虫害爆发范围扩大” “森林火灾
发生频率” 提高等也都是环境损害。 那么， 在明确了环境损害与环境利益损害的关系之后， 这段话
便可以改写为： 不管是表现为直接物理影响， 还是表现为次生影响、 综合影响等不利变化， 都是人
类环境利益损害。 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低海拔地区等是环境利益损害； “自然的和管理下的生态系
统的组成、 复原力或生产力” 的不利变化等是环境利益损害； “农作物发育期提前” “林带下限上
升” “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 冻土面积减少” “森林病虫害爆发范围扩大” “森林火灾发生频率提
高” 等也都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 环境损害不是别的， 就是人类环境利益损害。

人类环境利益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场域中的人类环境状态。 如果 “环境状态或品质” 是良好的，
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环境利益得到了充分实现。 如果 “环境状态或品质” 不良， 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环
境利益遭到了损害， 包括已经特定的环境利益丧失这样严重的损害。 不管是人类环境利益得到了充
分实现， 还是人类环境利益已经丧失或遭到损害， 都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事。 说沿海低海拔地区地
势平坦、 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符合人类环境利益要求， 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判断。 在水量充足的
江河径流为人类提供水源和通航便利的判断中， 包含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管是说稳定的天气、
气候对人类有利， 还是说极端天气或气候现象有规律地发生对人类有利， 述说的也都是人与自然的
关系。

存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利益并非一直都具有利益的价值属性。 全球气候变化案例告诉我
们， 存在于人与自然关系 （本文作者也将其简称为人天关系輧輮訛） 场域中的人类环境状态并非一直都
是环境利益。 事实上， 不管是在史前时期， 还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前， 全球气候环境也好， 处于人天
关系中的资源环境、 生态环境等也罢， 都不是环境利益。 干脆一点说， 都不是利益。 在几乎全部的
人类历史上， 沿海低海拔地区一直都是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地下水充足， 江河径流， 至少非季节
性河流一直都在给人类提供水源便利、 通航便利， 天气和气候一直按固有规律周而复始地运行，
“区域降水” 长期保持稳定， 各种生物一直在足够宽阔的空间自由活动。 这一切都只是客观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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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这里所说的客观利益不是作为 “国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 的国家 “客观利益”。 参见邢悦： 《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
主观性》，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年第 5 期； 也不是作为选择 “法律上的利益” 之基础的 “客观利益”， 参见孙国华、
黄金华： 《论法律上的利益选择》， 载 《法律科学》 1995年第 4期。

輧輰訛 刘卫先： 《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 识别、 本质及其意义》， 载 《法学评论》 2016年第 3期。
輧輱訛 环境利益是在将要失去才被发现的利益， 因而它具有 “时代性”。 参见前引譽訛， 徐祥民、 朱雯文。 不过说环境利益是具有时

代性的利益， 这与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 “利益的内涵具有历史性” 并不是一回事。 参见魏传光： 《利益、 正当与分配正
义———评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 “功利主义” 归类》， 载 《武汉大学学报》 2019年第 1期。 后者来自人的社会性。

这些便利既无降低的可能， 也无被抢走的风险。 享有这些便利既不需要花费加工打磨的功夫， 也不
需要准备工具或其他消费条件。 如果一定要把它们称为利益的话， 此类原来状态的全球气候、 原本
良好的资源环境、 生态环境等此类便利都是客观利益。輧輯訛 与之相应， 那输送这种 “利益” 的人天关
系是客观关系。 大自然孕育出人类，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种纯自然的关系客观地出现了。 在纯自
然的人天关系中， 人类客观地利用大自然具有的便利， 大自然客观地向人类输送便利。 这种便利包
括招引人类“靠水而居”的“水”， 包括培养起人类“逐水草而居”生活习惯的可供人类“逐”的“水草”及
其自然分布， 包括孕育了以“神农尝百草”为根基的农业文明、 中医药文明的“百草” “万草”， 还包
括支持人类通过“搆木为巢” “钻燧取火”开启文明之门的那个有“木”有“燧”的世界， 等等。

如果说利益一定是对意志主体的有用性， 那么， 环境的有用性只有在主体提出需要的时候才可
能产生与主体 “愿望” “相符合”輧輰訛 的效果， 转化为主体的利益。 环境损害造成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客
观便利的丧失， 激起人类挽留客观便利的愿望， 提出防治环境损害的要求。 人类挽留大自然提供的
客观便利的要求、 防治环境损害的努力、 赋予环境便利以价值， 使原本的客观环境便利突变为人类
环境利益， 使原本只是客观地孕育出人类和支持人类生存繁衍的环境具有了价值属性。輧輱訛

在全球气候变化案例中， 因为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的沿海低海拔地区将被淹没， 江
河径流水量将不再充足， 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为人类提供水源和通航便利， 原本稳定的天气、 气候
不再稳定， 大自然以往无私地供奉的便利已经或即将丧失， 或者其便利程度已经降低或即将降低，
总之， “良环境” 不复存在或受到严重损伤， 所以人们才产生了挽留稳定的全球气候这种 “良环境”
的愿望， 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 从而赋予全球气候以人类利益属性。 《公约》 对气候变暖将对
人类 “产生不利影响” 的 “忧虑” （《序言》 第 3 段） 就以承认气候的人类利益属性为前提。

根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案例的分析， 环境利益就是环境损害过程起点上的未经历 “不利变化” 过
程的环境状态， 就是环境损害发生之前的 “良环境”。 全球气候这项人类利益就是未变暖的气候状
态， 就是既没有发生 10 种气候变化综合影响， 也没有发生 5 种次生影响和 5 种直接物理影响的气
候状态。 用气候变化直接物理影响的事例来说， 就是 “两极冰川融化” “陆地冰川退缩” “海水温度
升高” 未发生时的气候状态， 就是 “极端天气和气候现象” 未 “增加”、 “区域降水” “波动” 小甚
至未发生 “波动” 的气候状态。

结语

全球气候变化， 是最典型的环境损害案例。 人类正在经历着这个案例的进展———由 “良环境”
恶变为 “恶环境”。 因为它是正在演出的活剧， 因为我们都是剧中人， 所以， 作为学者或者环境保
护工作的参加者、 环境保护事业的主人， 我们有条件也有责任认清这一环境损害的特点， 因为只有
这样才能设计出或选择出防治这种环境损害的合适的法律武装。 气候环境损害就是人类环境利益损
害。 人类防治气候变化的法就是防治人类环境利益损害的法。 气候变化防治法所要维护的环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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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气候变化认识环境利益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the� change�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the� secondary� and�
comprehensive�effects�caused�by�it�are�also�changes�that�take�place�within�the�natural�world.These�
changes�are�called�adverse�changes�because�they�are�harmful�to�human�beings.�The�global�climate�
change� which� is� harmful� to� human� being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direct� physical� impact,�
secondary� impact�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 can� be� abstracted� as� environmental� damage.� The�
damage� of� human�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ly� the� damage� of� human�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The�
undamaged “ good� environment” originally� has� no� value� attribute.� When� an� environment�
deteriorates�into�a “bad�environment”,�human�beings�have�the�requirement�to�retain�the�objective�
convenience�provided�by� the�natural�environment,�and� the “good�environment” that� is� suitable�
for�human�survival�and� reproduction� suddenly�changes� into�human�environmental� interests.�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 is� the� undamaged� environmental� state� and�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al�
interest�is�the�inherent�state�before�the “adverse�change” of�the�global�climat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Interests;�Environmental�Damage;�Global�Climate�Change

不是什么个人得失， 比如以 《民法典》 为依据公道处置的得失， 而是良好气候状态的维持或向曾经
有的良好气候状态的回复。 环境利益不是现代法律关系主体———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 特定情
形下的国家等———的私利， 而是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环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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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的宗旨和灵魂， 贯穿
于 《民法典》 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设计中。 《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第一章为 “一般规定”， 是依循
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技术而作出的 “公因式提取”， 在功能上既要明确其作为所有合同规则的一般
规范， 又要宣示其担负的实质债法总则功能； 在价值取向上，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民法典》 合同编的统率和引领。 尽管条文数不多， 但内容丰富， 尤其是各条规定均或明或暗地设
置了合同编与其他分则编乃至其他法律的衔接管道， 是 《民法典》 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相互融贯的
典范， 也是管窥 《民法典》 编纂科学化和体系化的重要窗口。 本文拟从分析 《民法典》 合同编 “一
般规定” 的体系构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贯的视角， 逐条展开解读。

不过， 《民法典》 第二条已经规定了本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因此， 各分则编首条关于本编调整对
象的规定一方面有 “画蛇添足” 之嫌： 因为各分则编本就相互联系、 相互配合。 由此看来， 第四百六
十三条 “本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 属于 “画地为牢”， 实属多余。 因此， 本文不予解读。

一、 合同定义的立法表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合同定义的立法表达

《民法典》 合同编 “一般规定” 的体系构成
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钟瑞栋 *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民法典》 的宗旨和灵魂， 贯穿于 《民法典》 的各项具
体制度和规范设计中。 《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第一章为 “一般规定”， 是依循潘德克顿法学
的立法技术而作出的 “公因式提取”， 在功能上既要明确其作为所有合同规则的一般规范，
又要宣示其担负的实质债法总则功能； 在价值取向上，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民法典》 合同编的统率和引领。 本章各条规定均或明或暗地设置了合同编与其他分则编
乃至其他法律的衔接管道， 是 《民法典》 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相互融贯的典范， 也是管窥
《民法典》 编纂科学化和体系化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 民法典合同编 一般规定 内在体系 外在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4

*温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编纂重大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7VHJ002） 和 2022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育专项课题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民法学话语体系
构建研究” （项目编号： 22YJRC13ZD）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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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分两款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及其法律适用规则。 合同的立法定义不仅
要界定合同是什么， 更要表达 《民法典》 合同编与其他编以及 《民法典》 之外其他具有 “合同” 性
质的规范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 后者才是合同的立法定义的核心功能。 尽管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
七条和第四百六十八条对合同编规则的法律适用已有专门规定， 但合同的立法定义至少构成这两个
条文的基础和支撑。

合同的定义是合同编外在体系的构成要素， 构成对其制约的内在体系则是合同定义所要昭示的
一项重要价值： 何种具有 “合同” 外观的行为可以纳入合同编而受调整和保护， 即何种 “合同” 才
可以享受合同编的特殊待遇？ 这些特殊待遇立基于合同编的内在价值体系： 平等、 自由、 公正、 诚
信等。 详言之， 《民法典》 合同编所调整的合同必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原则和诚信原则
而订立的内容公正的合同， 反之， 不具有平等地位的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和不依合同自由原则订立的合
同， 均应排除在 《民法典》 合同编的调整范围之外。

（二） 《民法典》 合同编所调整的合同范围及相关争议

要正确理解第四百六十四条的合同定义， 必须将合同区分为最广义、 广义和狭义三个层次。 最
广义的合同是指约定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协议， 民事合同、 行政合同、 劳动合同均包
括在内， 国家之间、 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和国际条约也属于最广
义合同的范围。 广义的合同仅指民事合同， 是指民事主体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协议。 在外延上， 广义的合同概念包含发生私法上效果的一切以意思表示一致为要素的合同， 不
仅包括债权合同， 还包括物权合同和身份合同。 狭义的合同仅指债权合同， 是指民事主体之间设
立、 变更、 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 狭义的合同概念虽仅以债权设定为目的， 但在外延上也包括
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以及因人格权的商品化而产生的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 如姓名许可
使用合同、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等。

从合同编的内在体系视角来看， 第四百六十四条所称合同首先应是狭义的合同， 即民事合同；
其次， 第一款中的 “民事法律关系” 应限缩解释为财产关系， 否则此条第二款的规定就纯属多余
了。 可见，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了 《民法典》 合同编规则的核心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
的财产流转关系， 即合同编所要调整的核心和规则设计的基调是围绕财产合同来展开的。 最后， 还
需要进一步思考， 此处的财产合同是仅指债权合同， 还是应当还包括物权合同？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是在原 《合同法》 第二条基础上略作语句表达调整， 对于本款规定合同
范围的理解， 在 《合同法》 颁布之后即存在争议，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依文义解释）
“合同法所调整的合同， 是债权、 物权、 知识产权、 人格权等民事合同”， 即我国合同法所采纳的是
广义的合同概念。譹訛 另一种观点认为， 我国 《合同法》 所规定的合同应限于债权合同。 主要理由是：
其一， 我国 《合同法》 历次草案均采用了 “债权债务关系” 而非 “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合同法》
通过时未继续采用 “债权债务关系” 是为了与 《民法通则》 的规定相一致， 体现立法的延续性。 因
此， 依法意解释， 我国 《合同法》 所规定的合同应限于债权合同。 其二， 《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
明确规定合同为债的发生原因， 且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 因此， 依体系解释和限缩解释， 我国
《合同法》 所调整的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而不包括物权合同。譺訛

譹訛 谢怀栻等： 《合同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7页。
譺訛 王家福主编：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 法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262页。

《民法典》 合同编 “一般规定” 的体系构成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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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颁布之后， 学者之间的争议仍未平息。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 第二百一十五条区分
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并且采用物权行为理论。譻訛 据此可以反推，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
合同包括物权合同。 另有学者认为， 《民法典》 第二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区分原则， 只能表明我国
对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采用的是债权形式主义模式， 不能将其解释为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 其理由
是， 物权行为需要具备物权合意， 而本条中的 “合意” 只是债权合意， 在债权合意之外并不存在一
个独立的物权合意。譼訛 由此反推，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合同不包括物权合同。

（三）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范性质

笔者认为， 对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理解是一个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
转化为：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地役权合同、 土地承包合同、 居住权合同等典型的物权合同纠纷，
在 《民法典》 物权编等相关法律出现漏洞时， 可否依据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处理？ 即物权编对上述合
同的规定与合同编是否构成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从法律的逻辑位阶来看， 合同编与物权编都是
《民法典》 中独立的一编， 二者处于同一位阶， 不具有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此外， 物权行为与
债权行为也是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概念， 其共同的上位概念是法律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合
同编所调整的合同应当作 “不包括物权合同” 的理解更为合理。 即物权编等相关法律对物权合同的
规定出现漏洞时， 寻法的对象应当是 《民法典》 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然而， 上述推论的正确性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民法典》 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
定必须对合同成立、 效力、 履行、 保全、 担保、 变更、 解除、 终止、 违约责任等合同中的一般问题
作出了明确规定。 不过， 从 《民法典》 总则编的规定可以看出， 上述前提并不具备。 该编只规定了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效力， 有关合同的履行、 保全、 担保、 变更、 解除、 终止、 违约责任等其他
一般规定， 并未安排在总则编， 而是仍然保留在合同编中。 不宁唯是， 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成
立和效力的规定也并不完整， 尤其是有关要约、 承诺、 格式条款等合同成立和效力中的核心规则，
总则编的规定也付之阙如。

基于此， 笔者认为， 从解释论的角度看， 现行 《民法典》 合同编应当被定位为所有合同法律规
范的基本法。 因为除合同编外， 其他民事法律中有关合同方面的规范均没有对合同的订立、 生效、
履行、 变更、 解除、 保全、 终止、 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的解释等合同法上的一般问题作出全面规定，
因此， 当其他民事法律关于合同的规定出现漏洞时， 就应当也只能依照 《民法典》 合同编的规定处
理。 关于物权编中的土地承包合同、 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 宅基地使用权合同、 地役权合同、 居住
权合同、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等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自不例外。 至于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
合同、 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都只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变动的效果， 不会产生类似物权行为这样难缠的
问题， 因而属于 《民法典》 合同编所调整的范围， 当无疑问。

（四）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理解

关于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 学界观点基本一致， 认为该规定实现了 《婚姻法》
《收养法》 等身份法向民法典的回归， 实现了人身关系法与财产关系法的统一和规范融合。譽訛 作为调

譻訛 孙宪忠等主编： 《民法典评注·物权编》 （第 1 册），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09 页； 杨震、 孙毅： 《我国民法典的时
代价值》， 载 《求是学刊》 2021年第 5期。

譼訛 王利明： 《论债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 载 《清华法学》 2022年第 3期。
譽訛 李拥军： 《民法典时代的婚姻家庭立法的突破与局限》，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 年第 4 期； 冉克平： 《“身份关系协议”

准用 〈民法典〉 合同编的体系化释论》，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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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普通社会成员生活关系的基本法， 《民法典》 既要调整财产关系以维护的市场经济秩序良性运行，
又要调整人身关系以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世界， 因此， 在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上， 财产法规范与
身份法规范必须分工与协作并行， 在条文设置上， 必须将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规范通过转介条款、
准用规范等立法技术将二者衔接起来， 从而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规范整体。譾訛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
条第二款的功能正在于此， 其将 “婚姻、 收养和监护等身份关系协议” 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 作
为一项法律适用的原则性规定加以确立。譿訛 相较于原 《合同法》 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民法典》 第
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可谓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前者把婚姻、 收养和监护等身份关系协议排
除在 《合同法》 的适用范围之外，讀訛 后者则明确肯定在婚姻家庭编未设明文时， 身份关系协议可以
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 此外， 根据 《民法典》 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 身份关系
协议的效力还可以进一步转至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实质上成为连接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乃至总则编的重要桥梁。讁訛

《民法典》 合同编作出上述重大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 婚姻家庭关系虽然首先是以身份关系为
主要内容， 但在现代社会， 财产关系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权利
意识的勃兴， 主体平等、 经济独立、 意志自由等观念已经从财产领域渗透到婚姻家庭领域， 婚姻家
庭关系中的各方主体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 约定彼此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日益普遍， 利益冲
突在所难免。 调整这种约定 （协议） 的基本思路理应是， 基于婚姻家庭法内在体系的要求， 纠纷发
生后， 在找法及法律适用的顺序上， 应优先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 在婚姻家庭编
没有相关规定时， 则可以根据其性质 “参照适用” 合同编的规定。 此处 “参照适用” 合同编规定的
正当性在于， 无论是财产关系的协议还是身份关系的协议， 本质上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在
财产法与身份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日渐趋同的当代社会， 没有理由对二者进行人为割裂， 统一
和融合堪称唯一正确的选择。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参照适用” 的前提是婚姻家庭编等身份法 “没有
规定”， 若有规定， 则 “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从外在体系的角度看， 第四百六十四条
第二款为身份关系协议参照适用合同法创造了可能性。輥輮訛 从内在体系的角度看，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
二款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求同存异” 的立法思想。 其中的 “异”， 就是对身份法自身的独特价值如
身份伦理、 家庭文明、 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等价值的优先保护；輥輯訛 其中的 “同” 则表
现为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和家庭自治等与合同编趋于一致的平等、 自由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由于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所援引的对象比较原则和抽象， 这为裁判者根据身份关
系协议的性质 “参照适用” 合同编的规定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类型化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学者的研究表明， 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和内容， 身份关系协议可以分为纯粹身份关系协议、 身
份财产混合协议和身份财产关联协议三种类型。輥輰訛 裁判者应当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不同类型， 寻找
合同编和总则编中拟被援引的法条， 分析并论证其规范意旨和价值取向与婚姻家庭编内在价值体系
的相似性和相容性， 在此前提下， 方可依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参照适用” 合同编， 防止

譾訛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336 页。
譿訛 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 （上册），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5页。
讀訛 胡康生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 页。
讁訛 参见前引譽訛， 冉克平文。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譽訛， 冉克平文。
輥輯訛 龙翼飞： 《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法理思考与立法建议》，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 年第 2期。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譽訛， 冉克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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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关系协议被过度市场化、 工具化。輥輱訛 总体的考量标准是， 如果身份关系协议的伦理属性越强，
则法官在参照适用时越要考量婚姻家庭编的特殊价值， 尽量不 “参照适用” 合同编和总则编的规
定； 反之， 若身份关系的财产属性越强， 表明该身份关系的协议与财产合同趋同， 则越应尽量选择
“参照适用” 合同编和总则编的规定。

以上规范安排和解释选择， 既可以在外在体系上实现民法典各编之间规范配置的体系和谐， 又
可以在优先保障婚姻家庭法的特殊价值考量的基础上， 促进民法典内在体系的共生共荣， 实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民法典》 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

二、 合同法律地位的确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合同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也是最为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 合同基于当事人的 “合
意” （意思表示一致） 而成立， 并依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法律效力。 因而， 合同也是当事人实现其
个人意志的法律手段，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为自己设定法律地位以及安排与他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 因此， 合同无论对于社会生产生活还是对于个人意志的实现，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
民法乃至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輥輲訛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条分两款规定了合同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 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的
核心要义是明确合同的法律地位及其效力范围， 而非强调合同须 “依法成立”。 在本条中， “依法成
立” 只是明确合同法律地位及其效力范围的前提， 具体该如何 “依法成立” 则是合同编第二章 “合
同的订立” 和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以及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规定的内容。

（一） 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的核心要义： 合同的准法源地位

依文义解释， 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中的 “民事法律关系” 就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 依
法成立的合同就能在当事人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的 “受法律保护” 所要强调的是， 根据 “依法成立” 的合同而设定的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保障力，
设定的民事义务具有法律拘束力。 这种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力和对民事义务的拘束力不仅对合同当事
人有效， 使 “依法成立的合同” 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同时，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裁判者也同
样有效。 详言之， 如果当事人就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 裁判者在裁判时， 首先就应当依照当
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裁判， 合同中约定的意思表示就成为法官或者仲裁机构裁判的准则， 合同
也因此具有准法源的地位。 合同的准法源地位的确立， 使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反映了《民法典》 合同编对自由和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尊崇和保护。

（二） 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核心要义： 合同效力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前段规定的是合同效力的相对性， 但书规定体现合同相对性
的突破。 依法成立的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其效力只能及于合同的当事人， 此为世界各国立
法、 判例和学说的公理性原则。 在外在体系层面， 合同的相对性包括主体的相对性、 内容的相对性
和责任的相对性， 这是合同对内效力的逻辑之必然。 《民法典》 合同编对此作出规定， 既是 “物债
二分” 体系构造在合同编中的体现和宣示， 也符合民法发展的国际潮流， 无需浓墨重彩地加以阐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合同涉及第三人利益， 过分严守合同相对性在一定程度上阻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冉克平文。
輥輲訛 柳经纬主编： 《合同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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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合同正义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合同相对性进行突破。 根据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五
条第二款后段但书规定， 采用转介条款这一立法技术工具不仅昭示了 《民法典》 对合同相对性突破
的肯定态度， 也限定了相对性突破的前提和范围， 即必须是 “法律另有规定”， 表现出立法者的谨
慎。 综观我国现行法律， 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 合同保全制度的确立。 《民法典》 合同编第五章专章规定了合同的保全制度， 包括代位
权制度和撤销权制度， 因合同的保全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因而属于 “法律另有规定”。 以撤销权
为例， 根据第五百三十八条的规定， 如果有 “债务人放弃其债权、 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让财产”
之一的行为， 导致债权人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的， 债权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
上述行为。

第二，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确立。 依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无论是合同上的权利还是义务， 均只
对合同当事人有效， 合同中的利益也只能由当事人享有。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国法律普遍承认了
当事人为第三人设定权利或者利益的合同。 最典型的就是保险合同， 合同的当事人是投标人和保险
人， 合同的受益人却为第三人， 尽管受益人并未直接参与合同的订立， 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受益
人可依合同的约定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属于
对 “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的明确规定， 同样属于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所称的 “法律另有规定”。

第三， “买卖不破租赁” 规则的确立。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与承租人有
效。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为了维护租赁秩序， 《民法典》 第七百二十五条规定， 当出租人将租赁物
转让给第三人时， 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 而租赁物的买受人接替出卖人成为租赁合同的出
租人。 租赁合同的效力已经及于作为第三人的买受人， 显然是合同相对性突破的一种体现。

第四， 建设工程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根据 《民法典》 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经发包
人同意， 建设工程合同的总承包人或者勘察、 设计、 施工承包人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
三人完成。 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 设计、 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
责任。 据此规定， 建设工程合同可以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第五， 保理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根据 《民法典》 第七百六十六条规定， 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
同中， 保理人有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 这也是合同相对性被突破的一种体现。

第六， 运输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根据 《民法典》 第八百三十条规定， 尽管收货人并非运输合
同的当事人， 而是第三人， 该第三人享有依运输合同的约定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权利， 同时若收
货人逾期提货， 则应负担向承运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的义务。 另依第八百三十四条规定， 损失发生
在某一运输区段的承运人虽然未与托运人订立合同， 并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而是第三人， 但仍应与
订立合同的承运人一起向托运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 第三人侵害债权。 第三人侵害债权， 是指第三人以损害债权为目的而妨碍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行为， 必须以第三人故意为要件， 过失不构成侵害债权。 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发生后， 债权人
有权对行为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追究其责任。 此即 “债权之不可侵性”。 若采纳侵害债权的理论，
就意味着债权的效力扩张到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 显然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原 《侵权责任法》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 并未明确规定。 在民法典起
草过程中， 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仍然很大， 没有形成共识， 因此 《民法典》 并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輥輳訛

輥輳訛 黄薇主编： 《民法典释义》 （下）， 法律出版社出版 2020年版， 第 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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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侵权责任编将其保护对象规定为 “民事权益”， 若单从文义解释来看，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
权益， 似乎可以将债权纳入其保护范围。 但侵权责任编不调整违约责任问题， 债权原则上不属于侵
权责任编的保护范围。

依传统民法理论， 债权是相对权， 不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对世效力。 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大致
是， 第三人在民法中往往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化身、 交易安全的化身和行为自由的化身， 若债权的
相对性被突破， 将使债权产生对世效力， 而具有对世效力的权利基本上都应当奉行权利法定原则和
权利公示原则， 否则将严重损害第三人的行为自由， 危及交易安全。 而合同债权依约定而产生且大
多具有私密性， 不符合权利法定和权利公示的要求， 因此， 债权受侵害时， 原则上应依责任的相对
性原理由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究责任， 债务人承担责任后再向第三人追偿。 然而， 绝对贯彻此种理
论， 有时难免损害债权人利益。 基于此， 近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或者判例确立
了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的规则。輥輴訛 但是， 第三人侵害债权规则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法院只能
将其作为例外规则和补充规则； 详言之， 对于能够通过债务不履行规则解决的问题， 应在准确界定
相应法律关系的前提下， 首先适用债务不履行的规则而非侵权法的规则， 防止第三人侵害债权规则
的滥用， 减少对民法基本理念和价值体系的冲击。 至于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侵害债权的情形， 可
以在具体案件中进一步探索。

笔者认为， 如果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足够恶劣， 构成故意侵害债权的， 也可以适用侵权责任
编的规定。 这一主张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认。 在 “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侵权
责任纠纷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 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保护
财产权益的补充手段， 是必要的； 否则， 享有合法财产权益的债权人， 难以通过法定路径予以救
济， 有违公平正义。”輥輵訛 众所周知， 侵权责任法与债务不履行规则的逻辑基础和价值理念存在很大区
别， 侵权责任法一般以绝对权作为保护对象， 调整的主要是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这种
利益冲突中， 义务人对权利人所负担的主要是消极的不作为义务， 所以权利人受有损害时， 原则上
应自负其责， 只有在行为人存在过错时， 权利人才能将自己的损害转嫁于行为人并让其承担侵权责
任。 正因如此， 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必须法定和公示， 方能让行为人知晓其该向谁负担这种消
极的不作为义务， 交易安全和行为自由的价值才能得到保障。 而债务不履行规则调整的是特定当事
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权利义务的产生、 变更与消灭均可由当事人自己事先约定或者事后协商补充，
债权受到不法侵害时， 由债权人直接向债务人追究责任， 既方便又经济， 必然是最优选择。 因此，
要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由债权人依侵权责任法追究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来救济， 虽不能完全排除， 但
必须从严把握。 只有当债权人以债务不履行规则无法救济自己的权利， 且第三人明知债权债务关系
存在， 故意侵害债权时， 法院方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人的侵权责任， 作为债权人寻求救济的补充
手段和最后保障。

综上所述， 无论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确立， 还是对相对性的突破， 都是通过合同编的概念设
定、 原则确立和规范配置等外在体系， 来促进内在价值的实现， 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然
要求。

輥輴訛 张广兴： 《债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63-164页。
輥輵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2017） 最高法民终 18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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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前所述， 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不仅拘束合同当事人， 而且是法官或者仲
裁机构处理合同纠纷的裁判依据。 这就要求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合同的意思表示是由
语言来表达的， 语言具有模糊性、 多义性的特点， 表意者在表达合同条款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用词
不准确或者词不达意等情况。 因此， 如同 “法律未经解释不得适用” 一样， 合同的解释也是依法处
理合同纠纷的前提和必要环节。

合同解释的目的是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为达此目的， 必须
设置明确的解释规则， 运用恰当的解释方法， 才能对合同中意思表示的含义和内容作出合乎当事人
真实意思的解释， 才能使得依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符合当事人的要求， 才能真正发挥意思表示作
为实现私法自治原则的工具的作用。輥輶訛 然而， 无论是争议解释、 补充解释还是变更解释， 都不可避
免地受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 为防止法官擅断， 限制其自由裁量权， 各国法律均对合同 （意思表
示） 的解释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 原 《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首次对合同解释规则作出规定，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六条在此基础上对合同解释规则进一步完善， 与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关于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的解释规则一起， 构成了完整的合同解释规则体系。 对比原 《合同法》
不难发现， 《民法典》 对合同解释的规则作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第一， 修正了合同解释的目标。 《民法典》 对合同解释的目标实现了从主观解释向客观解释的
转变。 合同解释的目标依探求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还是表示出来的意思， 可将合同解释分为主观
解释和客观解释， 前者的典型是原 《合同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 “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所谓 “真实意思” 应当是当事人订约时内心的真实意思；輥輷訛 后者的典型是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的 “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及其所引致的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 “确定意思
表示的含义”， “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和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均表明， 合同当事人的内心真实
意思不在解释目标之列， 客观表达出来的意思才是合同解释的对象和目标。 如果结合 《民法典》 第
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更能看出解释立场的这种转变。輦輮訛 解释目标发生转变的原因在于， 合
同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 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的真实意思与合同发生纠纷
时的真实意思未必相同； 合同当事人双方各自的真实意思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这正是当事人双方
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輦輯訛 主观解释的目标是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更符
合意思自治原则， 但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客观解释则正好相反， 将合同解释的目的定位于确定当
事人意思表示所形成的争议条款的含义， 使合同解释规则客观化， 既有利于化解合同纠纷， 也更有利
于鼓励交易并保护交易安全。

第二， 区分了合同解释方法的顺位。 合同解释方法是多元的， 不同解释方法的顺序与解释目标
的实现直接相关。 原 《合同法》 依次规定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 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五
种解释方法， 但对各种解释规则之间以顿号连接，輦輰訛 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各种解释方法的先后及主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柳经纬主编书， 第 30页。
輥輷訛 朱庆育： 《民法总论》 （第 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25页。
輦輮訛 杨代雄：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载 《法学》 2020年第 7期。
輦輯訛 田野： 《〈民法典〉 中合同解释规则的修正及其司法适用》， 载 《中州学刊》 2020年第 9期。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田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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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不过， 实践中法官基本上都会从文义解释出发， 再辅以其他解释方法展开对合同的妥当解释。
如此规定的原因或许是， 原 《合同法》 确立的合同解释目标是追求真意的主观解释， 区分解释方法
的顺序自然并不重要。 《民法典》 的规定则与此不同。 第四百六十六条援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 将合同解释要素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要素是合同使用的词句， 第二层次的要素是相
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 就合同解释要素的解释能力而言， 基于第一层次
的合同解释要素得出的解释结论在效力上优先于基于第二层次的合同解释要素得出的解释结论。輦輱訛

可见， 文义解释是所有其他解释方法适用的前提、 出发点和目的， 合同解释必须从文义解释出发，
若文义解释即可确定合同争议条款的含义， 自不必再采用其他解释方法； 反之， 若文义解释无法确
定合同争议条款的含义， 则须依次采用或者合并采用体系解释、 性质解释、 目的解释、 习惯解释和
诚信解释等方法进行解释， 但解释的结论必须在合同争议条款文义的可能范围之内， 方为妥当。

可见， 由于合同解释目标被定位为客观解释， 《民法典》 遂确立了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和基础性
地位。輦輲訛 合同条款的争议首先就体现在文义上， 文义解释自然成为合同解释的核心， 其他解释方法
只能是辅助性的和补充性的。 如果将各种解释方法等量齐观， 不分主次， 就容易动摇文义解释的主
体地位， 也可能与客观解释的解释目标背道而驰， 最终导致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信赖和预期落空，
也容易产生与合同编鼓励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等内在价值相冲突的不良后果。

第三， 增加了性质解释作为目的解释的辅助方法。 有学者认为，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增
加一种新的解释方法即性质解释方法， 并认为其与目的解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 性质解释
重点强调根据合同的性质 （即类型） 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 旨在使争议条款确实符合合同的基本性
质。 与此不同， 目的解释强调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解释合同的争议条款， 力求使合同的争
议条款符合合同目的并有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輦輳訛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从条文表述来看， 似
乎并非如此。 在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条文表述中，“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是与相关条款、 习惯以
及诚信原则并列的合同解释方法， 表明根据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进行解释是一种而不是两种解释
方法。 笔者认为， 在合同解释中， 目的解释具有独立价值， 行为的性质由目的所主导且为目的服
务。 因此， 根据行为的性质进行解释只是对目的解释的一种补充和协助， 并非一种独立的解释方
法。 例如， 在某合同中， 一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取得
标的物的价金， 就决定了行为 （合同） 的性质只能是买卖合同。 如果当事人就合同有关条款发生争
议时， 就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的性质 （合同类型） 和合同目的进行解释， 才能得出既
符合当事人意愿， 又体现公平正义的解释结论。

第四， 完善了不同语言合同文本的解释规则。 所谓不同语言的合同文本， 是指同一种合同采用
了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而订立的合同， 并不是指合同双方持有的相同语言的不同合同文本。輦輴訛 在涉
外经贸交易中， 合同的订立经常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文本。 无论是使用何种语言， 都应当尽可能如
实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但不同语言对同一意思表示的表达可以会因文化差异等原因而存在言不
及义或者词不达意的现象， 导致双方对合同某些条款的含义产生争议。 为此， 《民法典》 第四百六

輦輱訛 田峰： 《〈民法典〉 施行背景下合同解释对象之廓清》， 载 《法商研究》 2022年第 2期。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田野文。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田野文。
輦輴訛 如果合同双方各自持有相同语言的不同合同文本， 可能是两份不同的合同， 也可能是其中一个文本是单方伪造的。 这就不

是合同解释的问题， 更可能是证据确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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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第二款就此作出了专门规定， 大致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原则上推定各文本使用的词句具有
相同含义； 二是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 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 性质、 目的以及诚信原则
等予以解释。 对于使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的合同文本出现 “使用的词句不一致” 的解释规则， 原
《合同法》 只规定了目的解释方法。 《民法典》 对不同语言合同文本的解释采用综合解释规则， 这是
合同解释规则的一大进步， 为处理涉外合同纠纷提供了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解释规则。

总之， 《民法典》 合同编对合同解释规则的调整和修正， 有利于公平合理地确定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 更好地发挥合同法鼓励交易、 创造财富、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目的， 并最终促进富
强、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四、 合同法的适用规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是关于非典型合同 （无名合同） 法律适用的规则。 《民法典》
合同编区分典型合同和非典型合同， 对于典型合同， 以合同编分则的形式设置了尽可能详尽的规
定， 适用法律时自然可以也应当直接适用合同编的规定或其他有关该合同的规定。 对于非典型合同
的法律适用， 就只能借此条规定确定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 其中， “参照适用” 成为非典型合同法
律适用的关键技术。

作为合同法调整对象的合同是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 交易关系日益复杂多样， 合同类型不计其数。 要实现合同法对交易关系的周到调整， 采用一般
规范与特别规范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是各国合同法立法者的不二选择。 合同法不可能为所有的合同类
型都制定相应的规定， 否则不仅条文数过多， 而且也无法体现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 我国 《民法
典》 借鉴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技术，輦輵訛 对合同的规范设置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总则
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是包括合同在内的所有法律行为的一般规范； 第二层次是合同编通则
的规定， 是所有合同类型的一般规范； 第三层次是合同编分则中的买卖合同规则， 是所有有偿合同
的一般规范； 第四层次是各种典型合同群内部， 是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 例如， 租赁合同的
规定与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是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 承揽合同的规定与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
也是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

通过上述四个层次的规范安排， 《民法典》 中的合同规范已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其调整范围， 并
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条文数量， 但依然有大量的非典型合同无法在 《民法典》 中找到可直接适用的具
体规范。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 该款将原 《合同法》 第一百二
十三条和第一百二十四条合并规定， 以参引规定的形式， 为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提供了解决之道：
当出现 《民法典》 合同编未规定的合同关系时， 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规则， 其他法律若有
规定则优先适用， 其他法律没有规定则适用合同编通则的规定， 并可参照适用合同编或者其他法律最
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法律条文数以千计， 但是法典各分编、 各章节条文之间并非毫无秩序与目的地并置在一处， 其
间具有逻辑与价值上的关联， 此是法律的体系性要求。輦輶訛 为实现法律体系上的完满， 立法者必须对
《民法典》 合同编的内容进行取舍， 删繁就简， 对通则和典型合同的规范尽可能规定周详， 同时通

輦輵訛 温世扬、 朱海荣： 《中国民法典对潘德克顿体系的扬弃》，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輦輶訛 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616页。

49·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4期

过设置 “参照适用” 规范， 在外在体系上实现避免重复立法和填补法内漏洞的双重功能； 在内在体
系上体现出 《民法典》 对非典型合同 “一视同仁” 的态度， 体现出法律的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 最
终实现了 《民法典》 合同编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的有机融合。

（一） 避免重复立法

我国 《民法典》 共 1260 个条文， 在我国所有法律中条文数最多； 其中合同编占了 526 条， 也
是条文数最多的一编。 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是民法典编纂的应然要求。 尽管条文数的多寡并非衡
量立法水平的唯一考量因素， 但节约立法资源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就是条文数不宜太多， 而规范设
置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是减少条文数量的有效途径， 避免重复立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 为
此， 在设计条文时既要拓宽规范的调整面， 又要具有规范的针对性和具体性， 实现法典简约高效的
规范效果，輦輷訛 “参照适用” 规范的配置遂应运而生， 其既可以避免法典条文的烦琐重复， 又可以减少
挂一漏万的规定， 减少法律条款以及文字的数量， 提高法律的调整效率。輧輮訛 在法律适用上， 由于现
实生活中需要加以规范的合同类型特别多， 只要 《民法典》 有对其相似的内容加以规范的条文， 即
可 “参照适用”， 对此类合同加以调整， 避免了法典内法律条文的重复与繁杂， 使法典章节条文简
约高效， 实现了规范设置的科学性和体系性的统一。

（二） 填补立法漏洞

法律漏洞是成文法的固有缺陷之一。 成文法的缺陷可能是由于立法者的考虑不周或者当时的理
论研究不足造成本该规定的事项却未作规定； 也可能是受制于立法技术或者基于立法与司法及学说
的分工合作， 由立法者故意设置一些不确定性概念和一般条款。 前者为典型的法律漏洞， 造成司法
者无法找到可资适用的规范； 后者为 “法内漏洞”，輧輯訛 表面上似乎有法律规定， 但由于采用的是不确
定性概念和一般条款， 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有待司法者填充， 故仍属于广义的的法律漏洞。 上述
两种漏洞的出现， 均需要由司法者通过其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作业， 填补成文法规定之不
足， 这既是立法与司法的分权与制衡的基本要求， 也体现了立法、 司法与学说的分工与合作， 实现
三者之间既相互促进， 又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就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而言， 立法者基于节约立
法资源和立法科学化、 体系化的需要， 《民法典》 对于大量存在的非典型合同没有也无法作出详尽
的规定， 留下了明显的法律漏洞， 但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即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在法律对非典
型合同没有规定时， 可直接 “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 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 “参照适用” 最相类似
的典型合同的规定。 《民法典》 采用 “参照适用” 的立法技术， 民法典的体系性和逻辑性得到增强，
实现了民法典的规范储备功能， 解决了规范不足的问题， 极大地避免了法律漏洞的产生。輧輰訛

（三） 追求平等和公正的价值

平等和公正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中 “适用本编通
则的规定” 和 “参照适用” 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规范的规定， 首要目的均是追求平等和公正的价
值。 无论是典型合同还是非典型合同， 均应在 《民法典》 的调整范围之内， 《民法典》 未作规定并

輦輷訛 纪长胜： 《“参照” 的法理与适用》， 载 《产权法治研究》 2017年第 2期。
輧輮訛 刘风景： 《准用性法条设置的理据与方法》， 载 《法商研究》 2015年第 5期。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黄茂荣书， 第 377以下页。
輧輰訛 王利明： 《民法典中参照适用法律条款的适用》， 载 《政法论坛》 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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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立法者认为非典型合同不重要， 更不是认为非典型合同不宜纳入其调整范围， 而仅仅是因为各种
不同类型的非典型合同个性远远大于共性， 若要为每一种非典型合同制定完备的规范， 不仅浪费立
法资源， 更会造成 《民法典》 因过度膨胀而不堪重负。 而采用准用性法条则可达到 “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既能节约立法资源， 又能填补立法漏洞， 使非典型合同纠纷的处理有法可依， 实现典型合
同与非典型合同的平等对待、 公正处理， 从而保障平等和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五、 实质债法总则的宣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 《民法典》 既没有设立债编， 也没有设立债法总则。 但是，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民法的
“任督二脉”， 因此， 无论是出于历史的原因， 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 在 《民法典》 中设置实质
债法总则规范， 都是科学编纂民法典的基本要求。 实质债法总则规范之所以被称为 “实质”， 是因
为 《民法典》 并未明确宣示哪些条款是或者不是债法总则的规范， 因此，“形式” 上 《民法典》 是没
有债法总则规范的， 只有通过法律解释， 才能找到具有债法总则功能的规范， 再对这些规范进行体
系化整合， 构建实质债法总则的规范体系。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四百六十八条的
规定， 在债法的体系架构和规范适用的层面上， 扮演了实质性的债法总则的角色。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概念的确立及债法的体系架构层面， 为合同编设
置实质债法总则奠定了规范基础，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债权的概念是 “权利人请求特
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体现了对 “物债二分” 体系的坚持；輧輱訛 二是在债的外在体系
架构上， 区分了典型之债和非典型之债， 典型之债包括合同之债、 侵权之债、 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
得利之债四种， 非典型之债是基于 “法律的其他规定” 而产生的债。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从规范适用层面确立了我国实质债法总则的基本模式， 本条
将债区分为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 并将调整二者的规范定位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即相关法
律对非合同之债有规定的， 优先适用相关法律的规定； 没有规定的， 适用本编通则 （合同之债） 的
规定。 借此确立了合同编所担负的实质债法总则功能。 本条 “适用” 而非 “参照适用” 的语用表
明， 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在法效果上是相同的，輧輲訛 这正是债法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础， 也是实质债
法总则设立的正当性根据。輧輳訛 在 《民法典》 未设立债法总则的前提下， 通过对合同编相关规则增、
删、 修的基础上， 完成实质债法总则规范的设置， 意义重大。

第一， 设置实质债法总则规范， 为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产生的债设置统一的规范标准， 有助于
增强法律规范尤其是债法规范的统一性、 逻辑性和体系性。 实质债法总则规范的统一性基础在于不
同生活事实的法律效果统一；輧輴訛 其逻辑性基础表现为在统一债权概念的基础上， 调整合同之债与非
合同之债的规范之间所具有的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位阶关系； 其体系性则表现为， 在实质债法总

輧輱訛 于飞： 《我国民法典实质债法总则的确立与解释论展开》， 载 《法学》 2020年第 9期。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輧輲訛， 于飞文。
輧輳訛 有学者指出， 设置债法总则， 更为强调不同发生原因之债的法律效果相似性， 而不设置债法总则， 则更为强调相似法律效

果的发生原因的不同， 因此， 立法中是否设置债法总则， 就是更为强调个性还是共性的区别。 民法典是否能够成为和谐的
乐章， 就关涉到如何在民法典的整体方法、 理论和功能取向这些更为宏观的层面协调个性与共性、 一与多之间的关系。 详
细的论述可参见朱虎： 《债法总则体系的基础反思与技术重整》，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朱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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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有学者认为， 从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功能以及对身份关系的参照适用层面上来说， 我国的民法典采用了以法律行为与
合同为代表的 “双中心” 编纂方式： 一方面参考了 “法律行为中心” 的编纂方式， 在民法典总则编以意思表示为中心来统
筹各种法律行为； 另一方面在债的统合问题上， 除了将侵权责任单独成编， 以 “合同编通则” 来统合各种债， 并设立 “准
合同” 的合同编分编， 体现了对 “合同中心主义” 的追求。 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周江洪： 《中国民法典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
义》， 载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0年第 5期。

輧輶訛 柳经纬： 《论添附中的求偿关系之法律性质———兼谈非典型之债与债法总则的设立问题》， 载 《法学》 2006 年第 12 期； 柳
经纬： 《从非典型之债看债法总则的设立———以添附中的求偿关系为个案》， 载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第 13 辑； 柳经纬：
《非典型之债初探》，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4 期。

輧輷訛 王利明： 《债权总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位及其体系》，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09 年第 7期。
輨輮訛 王竹： 《民法典起草实用主义思路下的 “债法总则” 立法模式研究》， 载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3期。

则规范的统领下， 通过以法律行为与合同为代表的 “双中心” 编纂方式，輧輵訛 将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
产生的债的规范融为一体而构建的债法体系。

第二， 设置实质债法总则规范， 有助于解决我国各部门法中大量存在的非典型之债的规范适用
问题。 除了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四种典型之债外， 法律的其他领域还存在着诸
多不能归类为这四种类型的债的关系， 可称之为非典型之债。 非典型之债具有不同于典型之债的特
征， 对于认知和设计债的体系和债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物权编中因拾得遗失物而产生的
拾得人对物主所负的妥善保管义务和享有的保管费用请求权， 添附中失去权利一方对取得权利一方
享有的求偿权， 相邻关系中的补偿， 共有关系中的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因共有财产管理而发生的
费用分担关系、 共有财产分割时的作价补偿关系和瑕疵担保责任， 地上权期限届满后土地所有人收
回土地时对建筑物所有人的补偿关系； 婚姻家庭编中规定的亲属间的扶养请求权； 《公司法》 中规
定的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出资义务和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分红请求权； 《票据法》 中规定的持票人对票
据债务人享有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海商法》 上的共同海损的分摊关系以及公法上的税收债务
等等： 都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非典型之债。輧輶訛 由于上述法律对非典型之债的规范极为简略， 可操作
性不强， 因此， 发生纠纷时， 必须援引合同编中具有实质债法总则功能的规范， 舍此无他。

第三， 设置实质债法总则规范， 有助于促进民法规则和商法规则的融合。輧輷訛 我国 《民法典》 采
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 债法规则在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均广泛存在， 其中担保制度、 破产制度和
机构型民事主体的债务清偿制度等在实务中显得尤其重要。輨輮訛 设置实质债法总则规范， 可以促进我
国民商法领域中民事规则和商事规则的实质融合。

总之， 从外在体系的角度看， 基于 “提取公因式” 的立法技术和 “物债二分” 的体系要求， 在
《民法典》 不设债法总则编的情况下， 通过对合同编通则的规范改造， 设置实质债法总则以实现债
法规范的体系化， 是 《民法典》 外在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 也是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从内在体
系的角度来看， 实质债法总则的设置有助于实现平等、 自由和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结论

《民法典》 的制度设计和规范配置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 合同编第一章 “一般规
定” 从调整对象、 合同定义、 合同的法律地位、 合同的解释规则、 合同纠纷法律适用的规则以及宣
示实质债法总则等方面， 构建了合同编与总则编相互协调、 相互呼应的合同法一般规范的外在体
系， 而统领该外在体系构建的内在体系则是包括富强、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诚信在内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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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凇纶）

Abstract: Core�socialist�values�are�the�purpose�and�soul�of�the�Civil�Code,�which�runs�through�the�
design� of� specific� systems� and� norms� of� the� Civil� Cod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contract�
compilation� rules� of� the� Civil� Code� is “ general� provisions”,� which� is� a “ common� factor�
extraction” based� on�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of� Pandekten� legal� sc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its�function�as�the�general�norm�of�all�contract�rules�and�declare�its�function�as�the�general�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obligation� law.�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it� fully� embodies� the�
command� and� guidance�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 contract� compilation� of� the�Civil� Code.� The�
provisions�of�this�chapter�have�either�explicitly�or�implicitly�set�up�a�connecting�channel�between�
the�contract�compilation�and�other�parts�of�the�Civil�Code�and�even�other�laws,�which�is�a�model�
of�the�mutual�integration�of�the�external�system�and�the�internal�system�of�the�Civil�Code,�and�also�
an�important�window�for�the�scientific�and�systematic�compilation�of�the�Civil�Code.

Key Words: Contract�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General� Provisions;� Internal� System;�
External�System;�Core�Socialis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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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时间效力问题上的利益衡量
———从规范类型区分理论出发

唐晓晴 吴奇琦 范笑鼎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的颁布， 必定伴随大量过渡法难题。 然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
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中的具体规定却不足以全面覆盖所有问题。 大部分过渡法问题， 仍必
需求诸抽象的利益衡量。 对于新法追溯效力范围的判断， 可以通过区分新法属于 “涉及法
律事实的规范” 抑或 “涉及法律状况的规范”， 以确定当事人之信赖在时间上的位置。
关键词： 民法时间效力 规范类型 利益衡量 法律事实 法律状况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4.005

*唐晓晴，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奇琦， 澳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范笑鼎， 葡萄牙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法学士、 澳门大学
法学硕士。 本文写作分工如下： 唐晓晴拟定标题和提供大部分参考数据， 范笑鼎撰写初稿， 审阅并作出大量增删、 调整与
修订， 唐晓晴与吴奇琦核对。

譹訛 《民法典》 附则， 第一千二百六十条。
譺訛 王利明： 《一部及时配合民法典实施的重要司法解释》， 载 《人民法院报》 2021年 1月 2日， 第 3页。
譻訛 唐晓晴： 《法律原则的历史、 方法论视角及其法理学———民法基本原则重述》， 载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2013年第 1期。

一、 问题由来

法谚云： “时间规制事实 （tempus regit factum）。”
此一谚语更为人熟知的表达方式为： “法不追溯既往”， 也是我国 《立法法》 第九十三条所确立

的基本原则。
我国 《民法典》 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正式通过， 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亦规定同

时废止 《民法通则》 《民法总则》 《物权法》 《合同法》 《婚姻法》 等九部旧法。譹訛 为了防止新旧法过
渡带来的大面积法律适用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了一则司法解释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指导法院审理案件， 意
义重大。譺訛

《规定》 贯彻了 《立法法》 所确立的 “法不追溯既往” 原则， 并以更具体的方式对该原则作精
细处理。 首先， 其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
民法典的规定。” 然后， 第四条进一步指出：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
的法律、 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 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
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

然而， 法律原则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公理，譻訛 以制度形式表达的法并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原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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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律原则都是相对的，譼訛 一般而言仅仅是法律制度的指导理念， 所以法律原则必然有例外。 因此，
《规定》 虽然以法不追溯既往原则作为指导理念， 但同时又承认在例外情况下， 新法仍可适用于旧
事。 概括而言， 例外情况可分为三大类： （1） 有利溯及；譽訛 （2） 空白溯及；譾訛 （3） 持续性法律事实。譿訛

为配合民法典的实行， 《规定》 还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单列出二十三种新法溯及既往的特殊情况，
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尽管如此，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引发的时间效力问题仍然会引发解释与适用原则性规定的疑
难， 其中有不少论题 （例如何谓有利溯及、 如何检验新法是否更有利等等讀訛） 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借鉴比较法的经验， 主张以规范类型的区分为标准判别新法的效力范围。

二、 以规范类型作为判别标准的理论

（一） 法律事实规范与法律状况规范之分

以规范类型来判断新法有无追溯力的学说， 可以追溯至德国法学家萨维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他在其 《当代罗马法体系》 一书中提出， 法不溯及既往、 不损害 “既得权” 固然是原则，
因而在法律交替上一般适用旧法， 但这并非绝对。 为判断在何种情况下有例外， 他区分了两类规范：
涉及 “权利取得 （Erwerb der Rechte）” 的规范和涉及 “权利存在 （Dasein der Rechte）” 的规范。讁訛

“权利取得规范” 是法律在个人层面的体现。 这些规范涉及权利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例如， 旧
法规定不动产所有权转移只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而不取决于登记， 而新法则规定不动产所有权取得
以登记作为必要条件； 那么对于这些规则的更替， 适用的是 “权利取得” 那一刻正在生效的法律。
“权利存在规范” 则是一些建构整体法律制度的规范。 它们是上述 “权利取得规范” 的前提。 譬如，
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规范， 是奴隶成功交易的前提。 如果废除了作为前提的这种规范， 那么已失去
基本支撑的交易自然不再受保护。 因此， 在此情形下， 直接适用新法。

后来， 恩内克鲁斯 （Ludwig Enneccerus） 和尼佩戴 （Hans Carl Nipperdey） 在萨维尼的基础上将规
范区分为 “规管事实的规范 （Tatsachenregelungen）” 以及 “规管权利的规范（Rechtsregelungen）”。 第一
类规范规管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例如法律关系的创设、 消灭、 变更等。 这类规范只适用于

譼訛 唐晓晴、 黄竞天、 张笑然： 《法学制度论学说史纲》， 载 《湖湘法学评论》 2022年第 1期。
譽訛 《规定》 第二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有规定， 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

解释的规定， 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更有利于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亦是学说所言的 “有利溯及”。 参见梁展欣： 《论民法规范的时间效力》， 载 《判解研究》 2021 年
第 1辑。

譾訛 《规定》 第三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 可
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 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亦是学说所
言的 “空白溯及”。 参见前引譽訛， 梁展欣文。

譿訛 《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 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典的
规定， 但是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讀訛 原则部分的具体适用有相当的难度。 例如： 如何界定 “有利溯及”，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项调研组： 《民法典溯及力
问题研究》， 载 《人民司法》 2020 年第 31 期； 如何检验新法的确 “更有利”， 参见李鸣捷： 《〈民法典〉 溯及适用的正当性
检验进路———以 〈时间效力规定〉 第 2、 3 条为中心》， 载 《财经法学》 2021 年第 6 期； 是否每个法官对 “更有利” 的判断
都能达成一致， 参见孙鹏、 舒金曦： 《〈民法典〉 与旧民事法律规范： 冲突、 解构与路径———以 〈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 为
视角》， 载 《法治论坛》 2021年第 4期； 是否新法只需比旧法稍微 “更有利” 就可溯及， 关于公共秩序的溯及正当性争议，
详见房绍坤、 张洪波： 《民事法律的正当溯及既往问题》，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 5期。

讁訛 M. F. C. de Savigny, Sistema del Derecho Romano Actual, vertido por Jacinto Mesía y Manuel Poley, Tomo VI, Centro Editorial de
Góngora, pp.334-335.

民法典时间效力问题上的利益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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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事实， 也就是说， 已存在的法律状况所适用的是旧法。 第二类规范则是规管完全独立于法律事
实的事宜， 譬如法律关系是否存在、 法律关系的内容等等。 在这类规范的更替上， 新法可以即行适
用于所有已存在或未创设的权利。輥輮訛 作为近代主流学说之一， 这种规范区分理论影响深远， 亦成为
了部分教科书輥輯訛 甚至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的直接学说渊源， 譬如葡萄牙民法典就在总则 （第 12 条
第 2 款） 规定： 如果新法规范的是 “事实” 的 “有效条件” 或者 “效果”， 则法律只规范新事实；
如果新法规范的是 “法律关系之内容”， 那么新法即行适用于仍存续的法律关系。

因此， 若法律规范禁止的是 “因” （法律事实）， 那么原则上其 “果” （已创设的法律状况或法
律关系的内容） 仍可予以保留； 但若法律规范直接禁止 “果”， 则新法追溯适用， 从而将 “因” 和
“果” 都 “连根拔起”。輥輰訛

源于德国法的规范区分理论在法国学界也获得认同。 法国法学家鲁贝耶 （Paul Roubier） 便把法
律规范分为 “有关法律状况之创设或消灭的规范 （Lois relatives à la constitution ou à l’extinction d’
une situation juridique）” 和 “有关法律状况之内容的规范 （Lois relatives aux effets d’une situation
juridique）”。 对于后者， 鲁贝耶把新法即行生效视为原则。 然而， 就持续性的法律事实而言， 鲁贝
耶又区分了法定状况 （situations légales） 和约定状况 （situations contractuelles）， 认为新法即行生效
原则只适用于前者， 而旧法应例外地适用于后者。 虽然鲁贝耶使用的术语与德国人恩内克鲁斯和尼
佩戴略有不同， 但实际效果如出一辙： 新法只可适用于完全独立于创设性或消灭性事实的权利内
容， 而合同的权利内容却是由其创设性事实 （签订契约） 所引致的。輥輱訛

（二） 区别对待法律事实与法律状况的理由

法律事实和法律状况区分的主要实益在于当事人对此两者有不同的信赖，輥輲訛 而且， 规范类型区
分理论通过区分两者概念， 有助于解决一个法学家经常面对的难题， 即过往事实的持续性效果不断
延续至当下， 其与新法所定法律后果在当下互相混淆的问题。輥輳訛 这一理论聚焦于法律规范与生活事
实的连结方式， 并据此作出利益衡量。 若法律规范 “直射入生活事实”， 则保留已生成的效果， 倾
向保护个人利益； 若法律规范 “映像入生活事实”， 则直接适用新法， 保护整体利益。

尽管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表面上的矛盾对立最终必然在某个点上实现统一，輥輴訛 但是却无碍民法
的规范配置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輥輵訛 所以说， 每项规范背后都是利益的衡量。 有学说认为輥輶訛 在过
渡法问题上， 必须将两大利益纳入考虑： 其一， 是法律的稳定性 （一般认为侧重于个人利益的保
护）輥輷訛； 其二， 是法律的适应性 （一般认为侧重于保护公众利益）。輦輮訛 各国过渡法的体系建构， 不外乎

輥輮訛 Enneccerus-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1, Aufl. 14, 1952, S.222.
輥輯訛 史尚宽： 《民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4页。
輥輰訛 J. Castro Mendes, Introdu觭觔o ao estudo do direito, Pedro Ferreira-Artes Gráficas, 2ａed., Lisboa, 1994, p.201.
輥輱訛 Paul Roubier, Le Droit Transitoire (Les conflits de lois dans le temps), 2ａed., entièrement refondue, Paris, Dalloz et Sirey, 1960,

p.181, 314 et ss, 360 et ss.
輥輲訛 J. Baptista Machado, Sobre a aplica觭觔o no tempo do novo Código Civil, Almedina, Coimbra, 1968, p.65.
輥輳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302.
輥輴訛 张凇纶、 张盾： 《从个人原则到社会原则： “道德政治” 谱系中的黑格尔》， 载 《哲学研究》 2013年第 4期。
輥輵訛 王轶： 《民法典的规范类型与其配置关系》， 载 《清华法学》 2014年第 6期。
輥輶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56 e ss.
輥輷訛 据此， 过渡法给出的解决方案， 应尽可能对当事人按旧法进行的人生规划予以肯定， 避免使其对既得法律地位的正当期待

落空。 因此， 新法不应溯及既往。
輦輮訛 据此， 过渡法应对旧法进行修正， 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过渡法给出的解决方案， 应尽可能统一实施新的立法政策，

故应适用新法。 各国过渡法的体系建构， 不外乎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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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两大利益的衡量。 以下兹举数例以作说明：
譬如在合同关系中， 依旧法缔结的合同延续至新法生效， 一般情况下， 应继续适用旧法； 理由

是， 基于法的稳定性而侧重对个人利益保护。
又如在合同关系中， 依旧法缔结的合同延续至新法生效， 如新法的规定倾向于保护第三人而对

旧制度有所调整， 则应适用新法； 理由是基于法的适应性而侧重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保护。
再如在婚姻关系中， 当事人依旧法缔结婚姻， 但该法后来被视为与男女平等的价值不符而遭修

订， 则应适用新法； 理由是基于法的适应性， 当事人基于旧法而产生的期待已不具正当性。

（三） 区别对待法律事实与法律状况的法理在实证法中的体现

实际上， 该规范类型区分理论， 在现有法律上已有相应的体现， 它既可以适用于解决法律在时
间上的冲突 （过渡法）， 亦适用于解决法律在空间上的冲突 （国际私法）。 在法理上， 法的时间效力
问题与法的空间效力问题有不少共通之处。輦輯訛 而这一区分在我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上就
有所反映： 涉及结婚条件、 手续等法律事实的 （第二十一、 二十二条）， 一般以有关行为在空间上
“发生位置” （婚姻缔结地） 为连结点； 而涉及夫妻人身关系、 财产关系等法律状况的 （第二十三、
二十四条）， 则多以夫妻双方在法律适用的 “当下位置” （如共同经常居所地） 为连结点。

同样， 法律对时间效力问题的处理也与当事人的信赖 “位置” 有关， 而且连接点也是法律事实
在时间线上的时点。 传统理论认为， 假设当事人信赖在时间上 “所处位置” 是事实发生的时点， 那
么这些 “权利取得规范” 在时间线上的适用就是固定的， 不应追溯既往。輦輰訛

三、 涉及法律事实之规范的时间效力

根据上述理论， 凡是以法律事实 （行为、 事件） 以及其直接引发的效果作为调整对象的新法，
原则上都不溯及适用， 以维护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事实的信赖。

以侵权行为为例，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 （新法）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而我国 《侵权法》 第五条第一款 （旧法）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由于新法的调整对象为有关侵权行为的构
成要件， 因此， 当出现新旧法适用的争议时， 应适用法律事实 （侵权行为） 发生时刻正在生效的法
律。輦輱訛 换言之， 当生活事实满足旧法条文中所有要件 （加害行为、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加害行为与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之际， 即便新法在侵权责任以及侵权损
害结果的认定更为完善，輦輲訛 亦应适用旧法。

又以意思表示为例， 《民法典》 第四百八十一第二款第一项规定， 当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时，
若 “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 应当即时作出承诺”。 而 《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则规定：
“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 应当即时作出承诺，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由于新法针对意思表

輦輯訛 两类冲突法可以运用同样的解决方式。 详见贺栩栩： 《法的时间效力界限与法的稳定性———以德国民法为研究视角》，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1年第 5期。

輦輰訛 M. F. C. de Savigny, Sistema del Derecho Romano Actual, vertido por Jacinto Mesía y Manuel Poley, Tomo VI, Centro Editorial de
Góngora, p.352.

輦輱訛 东昆仑投资有限公司诉青海黄河中型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2021） 最高法民申 7228
号民事裁定书。

輦輲訛 杨立新： 《〈民法典〉 对侵权责任规则的修改与完善》，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4 期； 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条
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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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承诺） 这一法律事实以及其引致的效果作出了调整， 因此， 应以法律事实 （承诺） 发生时生效
的法律为准。 换言之， 在当事人约定期限内作出的承诺 （旧法）， 不会因为没有在对话中即时响应
要约人 （新法） 而导致要约失效。

再以合同为例， 其作为发生在过去的法律行为， 当事人的信赖同样停留在了合同签订 （法律事
实发生） 时可适用的法律上， 故按照规范类型区分理论亦应适用旧法。 只不过， 在意思自治的作用
下， 当事人对法律事实本身的信赖更扩张到了该事实所产生的法律状况上面， 亦即包含了当事人所
事先拟定的合同内容 （权利、 义务等等）。 正如恩内克鲁斯和尼佩戴提出的区分一样， 新法对法律
状况内容的溯及适用前提， 是权利内容必须完全独立于其创设性 （或消灭性） 的事实。輦輳訛 若权利内
容是由创设它的法律事实直接引致时， 就应适用旧法。 而鲁贝耶亦曾基于同样理由区分了 “未来契
约效力” 与 “未来非契约效力”。輦輴訛 据此， 尽管表面上某个规范调整的是法律关系或法律状况的内
容， 但实际上却在调整法律事实 （合同） 及其引发的效果。 因此， 若新法变更合同中由双方当事人
意思所定之内容时， 原则上适用定立合同时的法 （旧法）。

例如， 《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二款輦輵訛 规定：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 当
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而 《合同法》 却没有对此作出规
定， 而是把对任意解除权的约定空间留给当事人。 考虑到新法的强制性輦輶訛 与追溯力是两个独立概念
（例如， 规范可以是强制性的， 但没有追溯适用的正当性）， 只要当事人依据旧法在合同中有过明确
相反的约定輦輷訛 （例如， 约定不可任意解除合同）， 那么即便新法是合同法制度中的强制性规范，輧輮訛 仍
应延续适用法律事实 （签订合同） 发生时正在生效的旧法， 以当事人依据旧法约定的内容优先。

以上种种， 亦是 《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法不溯及过往事实的体现：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
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有规定……”

四、 涉及法律状况之规范的时间效力

法律事实与法律状况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相关的概念。 后者从产生到消灭的过程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輧輯訛： （1） 创设阶段； （2） 效力延续阶段； 以及 （3） 消灭阶段。 由于法律状况的创设或消灭均
由法律事实引发， 因此， 若新法调整的只是法律状况的效力延续阶段 （例如， 规定法律状况的存在
与否、 内容如何以及其行使方式）， 且其内容不是由法律事实所直接引致的， 那么就不会使当事人

輦輳訛 See Enneccerus-Nipperdey, supra note 輥輮訛, S.222.
輦輴訛 See Paul Roubier, supra note 輥輱訛, p.314 et ss.
輦輵訛 除了体现在一般性规范外， 《民法典》 在物业服务合同 （第九百四十八条第二款）、 合伙 （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三款） 以及肖

像许可使用 （第一千零二十二条第一款） 上亦有新增不定期持续性合同的任意解除权。
輦輶訛 不定期持续性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 参见朱虎： 《分合之间： 民法典中的合同任意解除权》， 载 《中外法

学》 2020年第 4期。
輦輷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117.
輧輮訛 学说上认为， 在合同领域里的强制性新法规范的追溯力应以不颠覆合同的对价性为前提。 因此， 可以区分两种情形： 其

一， 若强制性新法规范调整的是有关人身或财产法律地位的， 则这些规范可以溯及适用， 因为它们保护的是整体大众的利
益， 而不再只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 此类规范属于制度性的规范， 是合同制度的前提； 其次， 若强制性新法规范仅仅涉及
合同制度， 由于只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那么若新法的适用可能颠覆合同的对价性、 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负担， 则
不应该溯及。 例如， 这次 《民法典》 新增隐私权和个人信保护等人格权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以下）， 便属于前者， 应即行适
用于有关合同； 至于本文提及的任意解除权， 只要当事人依据旧法在合同中曾有过明确相反约定， 则属于后者。 See Paul
Roubier, supra note 輥輱訛, p.364;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104.

輧輯訛 See Paul Roubier, supra note 輥輱訛,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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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事实的信赖落空， 原则上可立刻适用新法。
以物权为例， 《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六条新增：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

有占有、 使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而 《物权法》 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由于新法
调整的是法律状况的存在与否 （新增了居住权）， 且物权的效力并非任何法律事实 （如合同） 所能
事先拟定的， 因此， 当出现新旧法适用的争议时， 应马上适用新颁布的法。 易言之， 旧法效力下的
“居住约定” 应即刻升格为 “居住物权”， 而对原约定相对人合理期待的保护， 则可透过实体法的情
势变更制度予以补救輧輰訛 （第五百三十三条）， 过渡法作为程序法輧輱訛 则对此在所不问。

再以合同关系为例， 纵然如先前所述， 其内容一般由其法律事实所直接引致， 但有些情况下当
事人的信赖并不会因此而停留在法律事实发生的时点上， 而是 “完全独立于其创设性事实”
（Enneccerus-Nipperdey）。 例如， 若新法修订的是补充性的任意性规范，輧輲訛 且民事主体没有就此作出
过相反的约定， 则可直接适用于正在延续的合同关系。 这是因为， 当事人信赖的是法律制度本身，
而非法律事实 （合同）。 有学者认为， 此乃当事人默许 “法律在合同内更替 （ lex transit in
contractum）” 的一个隐藏合同条款，輧輳訛 故民事主体已经 (或应当) 预料到法律的变更。 例如， 《民法
典》 第五百一十四条规定： “以支付金钱为内容的债，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债
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以实际履行地的法定货币履行。” 而 《合同法》 则无相应规定。 由于新法调整
的是法律状况的内容 （债权的行使方式）， 那么在当事人没有相反约定下， 新法应予以适用。

以上种种， 亦符合 《规定》 中 “有利溯及” （第二条但书） 和 “空白溯及”輧輴訛 （第三条） 的正当
性检验进路， 但相较之下， 则更为直观。

五、 中间类型 （持续性法律事实） 的时间效力

（一） 概说

属 “法律事实之规范” 的新法一般只适用于新生法律事实， 并不能适用于过往法律事实。 然
而， 法律事实的形态多样， 有的法律事实并不是瞬间在旧法下完成， 而是有持续性， 其开始至结束
横跨旧法与新法的生效时段。 例如， 时间的经过、 占有等等。

调整这些事实的难点在于： 一方面， 由于新法是在这些法律事实进行期间颁布施行的， 因此适
用新法并不会改变任何已生成的法律状况， 因此即便新法属于 “法律事实之规范”， 亦可适用； 但另
一方面， 这些法律事实又有一部分是在旧法时间生效期间发生， 故当事人对此有一定的期待 （信赖）。

对于这类情况， 《规定》 表明了立场：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 该法律
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但是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条第
三款）。 由此可见， 对于那些未完成的法律事实， 由于其未能在新法施行前变动任何法律状况， 故
《规定》 优先选择了保护法的适应性， 避免了法制发展碍于民事主体纯粹期待而滞后。 除了上述一般
规定外， 《规定》 也在 “衔接适用的具体规定” （第三部分） 针对特定持续性法律事实予以特别调整。

輧輰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104.
輧輱訛 过渡法是冲突法， 而不是实体法。 正如国际私法只处理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 具体准据法给出的实体法答案原则

上不予理会。 同样地， 过渡法处理的是旧法与新法之间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而不是具体规范解决方案上的优劣。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58.

輧輲訛 王轶： 《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 〈合同法〉 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 载 《烟台大学学报》 2005年第 3期。
輧輳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103.
輧輴訛 举重以明轻， 第三条 “空白溯及” 亦适用第二条 “有利溯及” 的正当性检验进路。 参见前引讀訛， 李鸣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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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续性法律事实， 新法一概适用。 但问题是， 新法是否应该保留 “过往部分事实” 在旧法
下曾产生的效力？ 然而， 除了具体规定部分外， 《规定》 中的一般规定部分并没有对新法的效力范
围大小做出任何的规定，輧輵訛 对此， 本文所引介 “规范类型区分理论” 的说理方式也许可供参考。

（二） 不可分割的持续性法律事实

时间的经过， 是典型的不可分割持续性法律事实。 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等制度都必然会涉及这
种法律事实。 例如， 《民法通则》 效力范围下所发生的法律事实， 可以跨越 2017 年 《民法总则》 一
直持续至 2020 年 《民法典》 施行之时。

对此， 应适用新法 （《规定》 第一条第三款）， 但新法所规定的新期间究竟应该从哪一刻算起，
旧法下已流逝的时间是否保留效力， 却不得而知。 例如， 《民法典》 （以及先前的 《民法总则》） 把
诉讼时效期间从两年 （原 《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 延长至三年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
应依据 《规定》 第一条第三款适用新法， 却没有规定新诉讼时效从何时算起。

理论上， 新法 （三年诉讼时效） 的效力范围应从新法施行之日算起， 并减去旧法两年诉讼时效
当中已经经过的时间。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规定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的新法， 分别调整的是有关请求
权之消灭和形成权之创设 （或消灭） 的法律事实 （时间的流逝）， 属于调整 “法律事实之规范”。 当事
人的信赖在时间线上是固定的， 停留在了事实发生的当下， 故过往部分事实的旧法效力应予以保留。

若新法新增了旧法没有的期限， 新法效力范围大小的认定则会显得更加重要。 例如： 此次 《民
法典》 新增的一年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 （第五百六十四条第二款：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
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 或者经对方催
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 由于旧法并无这样的规定 （原 《合同法》 第九十五
条）， 故即便符合新法规定的前提要件 （解除权人在旧法生效期间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
由）， 新法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的计算起点亦不应该溯及既往地从过去开始算起， 而是从新法施行
之日算起 （如果当事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状态以 “事实状态” 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此）。 这是
因为， 如先前所述， 当事人对有关形成权之消灭的规范的信赖在时间线上是固定的， 属于 “法律事
实之规范”， 故应保留过往部分事实的旧法效力。

对此， 《规定》 亦有相应的调整方案 （第二十五条第一部分： “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 当时
的法律、 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 解除权人
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 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 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认定该解除权消灭。”）， 与适用 “规范类型区分理论” 的结果一致。

（三） 可分割的持续性法律事实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实， 《规定》 其实并无区分可分割和不可分割的事实， 而是统一定性为持续
性法律事实予以调整， 原则上适用新法 （《规定》 第一条第三款）。 然而， 鉴于可分割持续性法律事
实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变动， 并不是由其中单独的行为或事件引起， 而是由数项构成要件事实一同引
致， 故这两种情形不应等量齐观。輧輶訛 这些构成要件事实本身是否可能引发一些值得保护的法律状况，

輧輵訛 有学者认为决定新法 “溯及既往” 概念范围之大小的关键性因素往往取决于该国家当时公共利益的地位以及国家管理社会
的强度。 参见杨登峰： 《何为法的溯及既往？ 在事实或其效果持续过程中法的变更与适用》， 载 《中外法学》 2007年第 5期。

輧輶訛 有意见认为 《规定》 第一条第三款原则应区分以上两种情形， 分别适用各自要件事实发生的规定， 才能更妥善的维护当事
人的合理预期。 参见程立武： 《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研究———以特殊形态法律事实的法律衔接适用为重点》， 载 《法大研
究生》 2021年第 1辑； 熊丙万： 《论 〈民法典〉 的溯及力》，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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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当事人对个别构成要件事实发生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 仍是值得讨论的。
在可分割持续性法律事实当中， 对于过往部分事实的保护， 应作出以下区分： 其一， 若过往部

分事实创设 （或消灭） 的是纯粹权能， 则应优先法的适应性， 新法溯及适用至过往部分事实； 其
次， 若过往部分事实正在创设 （或消灭） 的是形成权， 则应优先法的稳定性， 保留过往部分事实的
旧法效力。

以离婚事由为例， 虽然表面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整条调整的是法律事实 （离婚）， 故
当事人的信赖本应留在法律事实发生的那一刻， 然而， 作为离婚要件之一的离婚事由并没有足够的
独立性， 其单独的发生并不能变动任何法律关系， 更不能直接消灭婚姻关系。 相反， 婚姻关系的消
灭取决于法院的准许。 实际上， 就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单独而言， 它规定的仅是离婚的事由， 调
整的是获得权利的前提， 亦是对婚姻关系内容的价值判断， 故属于 “法律状况之规范” 的范围。 在
婚姻撤销、 离婚、 亲子关系异议方面， 权利的行使不再只涉及私益衡量， 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
公共利益的 “让步”，輧輷訛 故新法应溯及适用至过往部分事实。

以解除合同事由为例， 若在持续性合同履行 （消灭性法律事实） 期间发生了解除合同事由， 则
创设的是足以变动法律关系的形成权， 故删减、 变更解除事由的新法不可强行适用于过往部分事
实， 剥夺已获得的解除权。 在此， 规定解除合同事由的规范属 “法律事实之规范”， 原则上保留过
往部分事实的旧法效力。

然而， “规范类型区分理论” 在我国 《民法典》 中具体的适用仍会出现一个实际问题。 相较于
原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所定的离婚事由， 《民法典》 新增了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
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予离婚” 的事由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第四款）。 也就是说， 新法的离婚事由， 包括了 “依据旧法不准离婚的判决” 此一元素。 据此， 会
有两个难点： 一方面， 事由的增加说明了立法者赋予欲离婚的当事人更大的人身自由， 而这种涉及
“法律状况之规范”， 应直接适用， 不必保留过往部分事实的旧法效力。 若予以保留的话， 将在社会
中形成 “两类夫妻”， 亦即可离婚和不可离婚的夫妻， 严重违反平等原则， 不利于法的适应性； 但
另一方面， 由于离婚已经被否决， 并已产生了既判力， 故应适用法律事实 （判决） 发生时仍生效的
旧法。 若适用新法， 则变相颠覆了旧法既判案件。

以上必使法律适用者处于两难之地， 形成无休止的争论， 只有通过拥有民主正当性、 最能反映
公共利益的立法机关直接立法， 才能在利益衡量下赋了新法溯及的正当理由。輨輮訛 所幸 《规定》 第二
十二条有十分关键的规定， 明确赋予了 《民法典》 “恢复性溯及力”輨輯訛 的正当性。 然而， 司法解释在
此问题上是否具有等同于人大立法般的正当性， 则甚值商榷。

结语

富勒曾经说过： “尽管法律在时间维度上的正确运动方向是向前的， 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停顿

輧輷訛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324.
輨輮訛 胡建淼、 杨登峰： 《有利法律溯及原则及其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载 《北京大学学报》， 2006年第 6期。
輨輯訛 《立法法》 第九十三条的但书， 允许例外性的溯及既往。 但是， 根据溯及力的强弱程度， 学界一般区分三种追溯效力： （1） 最

低限度溯及既往；（2） 一般溯及既往； 以及 （3） 恢复性或最大限度溯及往。 其中恢复性或最大限度溯及既往， 亦即新法甚
至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所规定的已被判决、 裁定所认定的案件 （causae finitae）。 这种强度的追溯效力， 在我
国被 《时间效力规定》 第五条明文禁止。 See J. Baptista Machado, supra note 輥輲訛, p.48 e ss.

61· ·



法 治 社 会 2022 年第 4期

（责任编辑： 张凇纶）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must� be� accompanied� by� numerous� issues� of�
transitional� law.� However,�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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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the�new�law�is�a “norm�involving�legal�facts” or�a “norm�involving�legal�situation”,�the�
parties’ reliance�on�the�timeline�can�be�located�to�determine�the�scope�of�the�retroactive�effect�of�
the�new�law.

Key Words: Temporal�Effect�of�Civil�Law;�Typology�of�Norms;� Interests�Measurement;�Legal�
Facts;�Legal�Condition

下来， 并回过头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輨輰訛

我国 《规定》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调整时间上的冲突， 虽然不是形式意义上的过渡法， 但具有过
渡法的功能， 适时地为民法典的实施可能遇到的最为迫切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规范依据。輨輱訛 然
而， 除了第二部分的 “溯及适用具体规定” 和第三部分的 “衔接适用的具体规定” 合共二十二条规
定， 判断新法效力范围的问题， 仍然要依靠第一部分的原则性规定， 尤其是在法官价值取向不一致
时， 更易加剧司法裁判的矛盾， 使其结果更不能为当事人所预见。輨輲訛

基于上述难点， 本文尝试把抽象利益衡量的判断， 落实至法律规范类型的判断， 希望有助于降
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提高原则性规定的可操作性。

輨輰訛 [美]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 郑戈译， 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 第 64页。
輨輱訛 参见前引譺訛， 王利明文。
輨輲訛 参见前引讀訛， 孙鹏、 舒金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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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野下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困境破解
———基于 197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王浩然 *

内容提要： 实证研究表明， 欺诈性抚养纠纷在实务中呈快速增长态势。 细致分析 197 份判
决书， 发现该类纠纷在法概念释义、 法规范援引和法效果考量上都存在论证不足， 导致存
在抚养人损害赔偿的困境和亲子关系否认的困境。 损害赔偿困境的破解之道在于， 首先厘
清欺诈性抚养的概念内涵及适用范围， 其次确定抚养人的身份权保护作为请求权基础， 将
其纳入 《民法典》 的身份权保护体系， 最后依据比例原则计算损害赔偿范围。 亲子关系否
认困境的破解之道， 在于进一步完善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初步构建的婚生子女否
认制度， 包括建立作为逻辑前提的亲子关系推定制度， 确定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适用前
提、 适格原告和诉讼时效， 妥善处理抚养人权益救济与未成年婚生子女利益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 欺诈性抚养 民法典 损害赔偿 身份权 婚生子女否认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4.006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 2022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强制执行法典化背景下债权执行制度研究”
（项目编号： KYCX22_0016） 的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欺诈性抚养指男方作为抚养人被配偶欺诈， 进而抚养非亲生子女的类型化事实， 其症结在于血
缘关系的非真实性， 纠纷的日益多发正严重威胁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欺诈性抚养案件的处理在我
国已经形成相对固化的模式， 虽然裁判结果表面上看差别不大， 但深层次的裁决认知却存在不小的
差异。 这一问题根源于实证法规范层面的粗放和不周延， 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精准的请求权基础指
引。 一方面， 司法实践虽肯定抚养人损害赔偿救济的正当性， 但对于救济进路的认定却并不统一；
另一方面， 否认亲子身份关系亦是抚养人的核心诉求， 但理论和实践对于亲子关系问题的重视程度
不足， 难以在抚养人救济和儿童利益保护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

据此， 本文期望在 《民法典》 已经出台的背景下， 根据实证考察， 讨论如何妥当地解决欺诈性
抚养导致的损害赔偿和亲子关系否认难题。 主要涉及： 其一， 司法实务中问题频发的根源是什么？
其二， 身份权路径的有效性及其法律效果如何？ 其三， 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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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实证考察

（一） 欺诈性抚养裁判的情况概览

为揭示我国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实务处理状况， 本文对收集的法院案例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以
“欺诈性抚养” 作为关键字在北大法宝上进行案例检索， 共检索到有效案例 197 件。 通过类型化案
例分析法， 梳理分析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司法处理全貌， 发现该等案例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 欺诈性抚养的案情高度相似。 最高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最高院”）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布的 “张某与蒋某婚姻家庭纠纷案” 便是典型范例：譹訛 女方孕育婚外第三人的子女， 而抚养人
在被欺诈的情况下将该子女当做亲生子女抚养， 抚养人发现真实情况后选择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
利益。 在提起诉讼后， 抚养人的诉讼请求也高度一致： 一是请求与女方离婚， 二是向过错方 （有时
会包括婚外第三人） 主张损害赔偿， 三是否认与所涉子女的亲子关系。

第二， 欺诈性抚养案件的数量稳中有增。 随着性观念的日益开放和亲子鉴定技术的不断成熟，
欺诈性抚养纠纷的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 详而言之， 我国欺诈性抚养的首例裁判始于 1999 年，
长达十年之久后才发生第 2 例， 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增的趋势， 近两年案件数量保持在 30 件上下。
2021 年， 碍于部分案例尚未审结或不予公布、 相关案例并未及时上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事诉讼
数量的整体影响， 欺诈性抚养的案件数量大幅度降低。

第三， 欺诈性抚养案件的裁判内容差异巨大。 在本文涉及的全部 197 个案件中， 法院持支持意
见的数量为 162 件， 支持率达 82.2%， 争议焦点为抚养人的损害赔偿是否应予支持。 这表明， 实务
对于抚养人权利救济的态度和裁判进路愈发清晰。 但对损害赔偿主体则存在争议， 即干涉婚姻的第
三者是否负有赔偿责任。 在被告仅为女方一人的 158 件案例中， 法院支持原告抚养人的案件为 126
件， 支持率为 80.2%； 在被告涉及婚外第三方的案件共 39 件案例中， 法院持支持态度仅为 16 件，
持反对态度 23 件， 支持率为仅 41%。 尽管多数法官支持抚养人的损害赔偿诉求， 但是一些法院却
依旧否认婚姻存续期间抚养费用的返还， 仅承认 “离婚后的抚养费用才准许返还”。

（二） 欺诈性抚养司法适用的风险困境及因由

1. 法概念理解层面的困境及原因剖析
其一， 对 “欺诈” 与 “抚养” 内涵理解的困境。 概念明晰是实务裁判的逻辑起点， 也是解决所

有法律问题的必要工具。 而在欺诈性抚养纠纷中， 该概念性质的界定既承载着权利保护与自由追求
的价值衡量， 也影响着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苛刻程度和赔偿范围的合理限制。譺訛

囿于必要指引的缺位， 理论与实务对于 “欺诈性抚养” 一词的内涵并未展开足够的探讨。 在为
数不多针对欺诈性抚养的学术研究中， 学者讨论的重心多为欺诈性抚养的救济途径， 前提性的概念
界定付之阙如。譻訛 实践中亦罕有法官真正理解何为 “欺诈性抚养”， 并未对背后的内涵承载和规范
价值进行深入探索。 例如， “在无亲子关系， 不负该法定义务的情形下， 一方隐瞒真相而使另一方
误以为存在亲子关系而履行抚养义务的， 这种行为在学理上称之为欺诈性抚养。 这是一种侵权行

譹訛 参见李艳波： 《最高人民法院 12 月 4 日公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载最高人民法院网， http://www.court.gov.cn/zixun-
xiangqing-16211.html， 2022年 3月 24日访问。

譺訛 参见季若望： 《侵权法上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以医疗损害案件为视角》，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1期。
譻訛 参见杨立新： 《论婚生子女否认与欺诈性抚养关系》， 载 《江苏社会科学》 1994 年第 4 期； 吴国平： 《欺诈性抚养的认定及

其侵权赔偿责任研究》， 载 《东方法学》 201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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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譼訛 “喻青青隐瞒其子女非刘大双所生之事实， 使刘大双对刘某进行抚养的行为， 属于欺诈
性抚养关系”。譽訛

其二， 对忠实义务的模糊界定导致抚养人私权的救济困境。 欺诈性抚养相对来说更注重抚养人
的权利保护， 抚养人亦追求在合理限度内的最大利益追求。 在最高院 2014 年公布的欺诈性抚养典
型案例中， 法院根据亲子鉴定认定原告张某与张某某不存在血缘关系， 最终依据 《婚姻法》 的夫妻
忠诚义务和离婚损害赔偿条款， 判决被告蒋某承担因欺诈而导致的 “抚养费” 支出， 以及相应的精
神损害赔偿。

最高院对于忠实义务的认识， 经历了截然相反的立场转变。譾訛 在 2002 年颁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时， 最高院曾力主忠实义务属于道德义务， 强调 “夫妻应相互忠实、 相互尊重的内容作为倡导性条
款， 而不是将其作为夫妻的实体权利义务予以确认”。譿訛 但最高院于 2015 年 12 月公布的婚姻家庭纠
纷的典型案例中， 却强调忠实义务 “不仅为道德义务， 也是法定义务”。 此种裁判态度转向的原因
不得而知， 但至少说明实务对于忠实义务的概念认定和实务运用并不成熟。 同时， 欺诈性抚养纠纷
涉及婚外第三人的情况也是常态， 但忠实义务的局限性难以有效约束第三人， 直接导致抚养人权利
救济的路径被不当限缩。

2. 法规范适用层面的困境及进路局限
概念内涵本身的不确定性是裁判困境的根本原因， 而法规范适用层面的风险也是概念模糊的延

伸， 直接引发了损害性质界定和赔偿请求权基础认定不一的连锁反应。
欺诈性抚养财产损害赔偿的法规范援引存在以下路径： 第一， 婚姻家庭法路径， 主张加害行为

侵害了抚养人的配偶权， 以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夫妻忠实义务） 或 《民法典》 第一千零
九十一条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作为裁判依据， 将抚养非亲生子女导致的财产损失纳入离婚损害赔
偿涵摄范围。讀訛 第二， 财产权路径， 主张加害方侵害抚养人的财产权， 主张以 《民法典》 第九百七
十九条 （无因管理制度） 或 《民法典》 九百八十七条 （不当得利制度） 作为裁判依据。讁訛 但亦有法
院主张婚姻关系构成女方获益的法律原因， 因此应排除不当得利规则的适用，輥輮訛 进而认为抚养人对
被欺诈真相不知情， 因此亦排除无因管理规则的适用。輥輯訛 第三， 侵权法路径， 以 《民法典》 第九百
九十条 （一般人格权） 或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过错责任一般条款） 作为裁判依据， 或
主张加害方侵犯抚养人的一般人格权，輥輰訛 或主张侵犯抚养人的财产权。輥輱訛 亦有少数法院驳回男方的
财产损害赔偿诉请， 裁判理由不一： 或模糊表述为 “被告要求赔偿抚养费和生育医疗费无法律依

譼訛 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琼 01民终 1155号民事判决书。
譽訛 参见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2019） 赣 0112民初 684号民事判决书。
譾訛 参见黄松有：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9页。
譿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04页。
讀訛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三中民终字第 1163号民事判决书；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2013） 昌民一初

字第 639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泰虹民初字第 0095号民事判决书。
讁訛 参见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 （2015） 广民三初字第 435 号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2015） 鄂江夏五民

初字第 00065号民事判决书。
輥輮訛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 04民终第 33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2013） 北民一初字第 154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輰訛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 04民终第 33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輱訛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2013） 北民一初字第 1544 号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 （2014） 津

民一初字第 36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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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輥輲訛 或认为抚养人举证不足，輥輳訛 或因为抚养人离婚财产分割上取得更多财产， 足以抵充抚养费返，輥輴訛

或表示抚养人在婚前已对胎儿是否亲生产生怀疑， 仍旧登记结婚并共同抚养的行为不属于被欺诈。輥輵訛

欺诈性抚养精神损害赔偿的法规范援引存在以下路径： 第一， 援引 《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
条作为裁判依据， 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亦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损害赔偿， 并通过类推适用 “同居”、輥輶訛

扩张过错认定范围輥輷訛 或采取笼统使用的方式輦輮訛 肯定抚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 援引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作为裁判依据， 或笼统主张加害人侵害一般人格权，輦輯訛 或认为侵害抚养人名誉
权和生育权。輦輰訛

婚外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时， 在认定第三人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上， 法院判决
极不统一： 支持第三人损害赔偿理由多与支持女方赔偿的理由相似， 主要为不当得利、輦輱訛 侵害抚养
人财产权和一般人格权、輦輲訛 侵害抚养人配偶权；輦輳訛 反对的理由亦有共性， 包括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并未
落入婚姻家庭法范畴。

3. 法效果体系层面的困境及因素考量
（1） 财产损害赔偿的计算困境
实务中欺诈性抚养的损害赔偿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子女抚养费用、 主张权利的必要

支出以及女方生育支付的合理费用。 应该说， 此部分花费是抚养人财产支出的主体部分， 且实务中
对此费用应否返还的争议不大。 但是， 财产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应由抚养人承担， 而实践中保留子
女抚养费用支出凭证者毕竟少数， 如何合理界定该等财产范围成为案件裁判的突出难题。 第二部分
为主张权利的必要支出， 包括抚养人的亲子鉴定费以及因亲子鉴定而支出的交通费用。 此部分费用
返还的正当性无需多言， 实务中法院亦基本予以支持， 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第三部分为女方生育支
付的合理费用， 包括女方怀孕期间的营养费、 体检费和生育医疗费等。 此部分费用的返还与否争议
巨大。 支持者认可花费与女方欺诈行为的因果关系， 主张此费用与抚养费本质上并无不同。輦輴訛 而持
否定态度的理由或为亲子关系的消灭不影响夫妻关系的存在，輦輵訛 或为夫妻依法负有相互扶持的义务，
该笔费是用于维系女方身体健康， 而非子女抚养。輦輶訛

（2） 精神损害赔偿的量定困境

輥輲訛 参见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 （2015） 沈民初字第 1149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西中民一终字第 0014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輴訛 参见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 （2009） 宁民初字第 1813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5） 浦民一初字第

292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輵訛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2015） 苏 0116民初 10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輶訛 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济民终字第 684号民事判决书。
輥輷訛 参见安徵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合民一终字第 03323号民事判决书。
輦輮訛 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丹民一终字第 0077号民事判决书。
輦輯訛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通中民再终字第 00025 号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2015） 西民一初字第 581号民事判决书。
輦輰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沪一中民一终字第 3961号民事判决书。
輦輱訛 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渝中法民终字第 00235号民事判决书。
輦輲訛 参见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荆中民一终字第 00134号民事判决书。
輦輳訛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2010） 六民初字第 731号民事判决书。
輦輴訛 参见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郴民一终字第 85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深中法民终

字第 2171号民事判决书。
輦輵訛 参见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 杭经开民初字第 470号民事判决书。
輦輶訛 参见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 （2015） 澄民初字第 85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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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抚养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计算， 几乎均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中的列明事项作为考量因素， 具体包括抚养人与非婚生子女的感
情程度、輦輷訛 抚养的时间跨度等。輧輮訛 此外， 实务中亦有诸多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减轻情形： 第一， 抚
养人对该子女可能非亲生的事实有所察觉， 但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婚姻和进行抚养。輧輯訛 第二， 被害人
具有重大过错， 如吸毒行为、輧輰訛 对女方常年冷暴力。輧輱訛 第三， 依据损益相抵原则， 以抚养人抚养该子
女时的快乐， 抵充知道真相时的精神损害。輧輲訛

然而， 过多赔偿限制导致赔偿机制混乱、 金额普遍过低， 呈现出较大随意性。輧輳訛 比如， “（被告）
致使上诉人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 元合理
合法”。輧輴訛 法院关于抚养人精神损害赔偿额的保守裁判， 与女方的恶性欺诈行为形成巨大反差。 实际
上， 对精神损害保护态度的相对保守不仅限于欺诈性抚养类案件， 几乎所有类型案件的损害赔偿额
均限制颇多， 尤其是侵害公民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 鲜有 10 万元以上赔偿额的裁判。輧輵訛 在我国 “不
孝有三， 无子最大” 的传统观念下， 尤其在抚养人已经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案例中， 女方的欺诈行
为是对伦理观念的挑战，輧輶訛 立法和司法实践应最大限度地保护抚养人的精神利益。

三、 欺诈性抚养纠纷损害赔偿的困境破解

（一） 适用前提： 内涵界定

1. 欺诈性抚养的内涵释义
可以说， 一切的法律规范都由概念组成， 概念对于法律适用而言至关重要，輧輷訛 实务纠纷难以彻

底解决也常郁结于此。 “欺诈性抚养” 一词并非明确的立法概念， 更多属于理论对于此类案件的统
称。 笔者以为， 欺诈性抚养的内涵理解保有相当弹性解释和适用空间， 对其释义应具有一定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 以应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

首先， “欺诈” 二字应做宽泛解释， 而非依据最严格的故意要件。 欺诈行为是旨在引起、 强化
或维持相对人错误看法的行为， 既包括虚假告知的积极作为， 也包括隐瞒真相的消极行为。輨輮訛 侵权
法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 包括故意与过失。 侧重故意要件而排除过失规则， 无疑变相扩
张了相对人的自由范围， 与侵权法的规范目的相抵牾。輨輯訛 探寻故意背后的意图强度要素和认知差异
要素并重新排序， 当弱意图要素与弱认知相结合时， 实质上就是将故意的意涵扩张到了过失的领
域。 正如弗卢梅所言， 欺诈中的故意应包含 “明知和可以预见到” 两种情形， 而后者已经带有明显

輦輷訛 参见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 （2015） 全民一初字第 262号民事判决书。
輧輮訛 参见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2015） 泰虹民初字第 0095号民事判决书。
輧輯訛 参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2014） 滨港民初字第 2733号民事判决书。
輧輰訛 参见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常民一终字第 479号民事判决书。
輧輱訛 参见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2015） 金堂民初字第 2191号民事判决书。
輧輲訛 参见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2015） 洮黑民初字第 810号民事判决书。
輧輳訛 参见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北京市基层法院审理涉亲子鉴定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载 《法律适用》 2012年第 7期。
輧輴訛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桂 04民终 470号民事判决书。
輧輵訛 在笔者查询的 11 个省份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指导文件中， 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计算均十分保守。 参见找法网， https://

china.findlaw.cn/shpc/jingshensunhaipeichang/pcbz/1254808.html， 2022年 1月 25日访问。
輧輶訛 参见高荣林： 《侵犯生育权类型化实证研究》， 载 《法治社会》 2020年第 3期。
輧輷訛 参见纪海龙： 《法教义学： 力量与弱点》， 载 《交大法学》 2015年第 2期。
輨輮訛 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 （第 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79页。
輨輯訛 参见刘勇： 《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制度竞合———以欺诈的 “故意” 要件为中心》， 载 《法学研究》 201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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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参见 [德] 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 迟颖译，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30页。
輨輱訛 参见夏吟兰： 《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体例辩思》， 载 《法学家》 2018年第 4期。
輨輲訛 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 第 153-154页。
輨輳訛 参见龙翼飞、 侯方： 《离婚救济制度的辨析与重构》， 载 《法律适用》 2016年第 2期。
輨輴訛 参见杨立新： 《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375页。
輨輵訛 参见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2017） 青 0105民初 1759号民事判决书。
輨輶訛 参见李姗萍： 《论婚约及其解除之损害赔偿》，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年第 5期。
輨輷訛 参见郭书琴: 《身分法之法律文化分析初探———以婚约篇为例》， 载 《台北大学法学论丛》 2008 年第 6 期。
輩輮訛 参见谢鸿飞： 《〈民法典〉 制度革新的三个维度： 世界、 中国和时代》，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年第 4期。
輩輯訛 参见陈苇、 张鑫： 《我国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废论———以我国内地司法实践实证调查及与台湾地区制度比较为视角》，

载 《河北法学》 2015年第 6期。

的评价意味，輨輰訛 所指情形实际上已落入过失射程。
其次， 异于欺诈的宽泛解释路径， 对于 “抚养” 二字应限缩理解。 依据通说， 抚养是基于亲子

身份法律关系而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定义务， 包括经济上扶助供养、 提供衣食住行、 生活照料的法
定义务。輨輱訛 抚养虽为婚姻家庭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 但父母对于子女的付出更多出于血脉相连的伦
理情感，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孩子的生活供养是父母自己的牺牲，輨輲訛 这种牺牲涵盖对于子女时间、
机会、 金钱、 情感甚至人生的巨大成本投入。輨輳訛 但是， 在界定欺诈性抚养中 “抚养” 二字内涵时，
不应将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抚养纳入其中， 否则易导致抚养人的权利救济范围无穷无尽。 譬如， 父亲
接送子女上下学或辅导其完成家庭作业， 均构成广义抚养， 但很难将此类行为的 “履行不能” 界定
为法律意义上的损害加以赔偿。

因此， 欺诈性抚养的词语经释义应为 “因欺诈性的行为而导致的抚养行为”， 表述中蕴含了侵
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 即抚养行为构成事实上的不利益、 欺诈性的行为兼具违法性评价和过错评
价、 不利益与欺诈性的行为之间存在极高程度的因果关系。

2. 欺诈性抚养的概念导正
按照传统理论， 欺诈性抚养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以后， 女方在明知子女与配偶无血

缘关系， 却采取欺诈手段隐瞒信息， 致使扶养人承担该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輨輴訛 这种最为典型欺
诈性抚养的概念界定， 甚至成为裁判文书上概念释义的直接援引。輨輵訛 然而， 立足于社会变化和抚养
人保护的现实需求， 欺诈性抚养的内涵应予扩张。 当今社会， 性关系的开放、 婚姻成本的提高、 恐
婚心理的蔓延等诸多原因交织， 共同导致长期同居育子却未登记结婚的现象愈发普遍。 尤其是双方
订立婚约后， 虽然未婚夫妻本身的法律意义有限， 但社会习俗通常认可双方为准配偶关系，輨輶訛 对发
生在此期间的欺诈性抚养不闻不问， 易导致法律关系与礼俗文化习惯之落差。輨輷訛 因此， 若形成长期
稳定的生活关系和社会关系， 如长期同居并育有子女和订立婚约后的身份关系， 也应该将其纳入欺
诈性抚养的适用范围， 此举也更有助于形成多元性、 开放性、 宽容性的家庭。輩輮訛

综上所述， 欺诈性抚养是指在男女双方长期同居、 订立婚约后、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以
后， 女方明知子女与配偶无血缘关系， 却采取欺诈手段隐瞒信息， 致使扶养人承担该非婚生子女抚
养义务的行为。

（二） 适用规范： 身份权的请求权基础

如前文所述， 实务中关于欺诈性抚养人权利侵害的路径存在婚姻家庭法路径、 财产法路径和侵
权法路径。 婚姻家庭法以夫妻忠实义务和离婚损害赔偿为理论基础， 但其规制范围过于狭窄， 难以
突破夫妻家庭关系而约束婚外第三人。輩輯訛 财产权路径包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欺诈性抚养既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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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该等构成要件，輩輰訛 又无法主张行之有效的精神损害赔偿。輩輱訛 侵权法路径有其可行之处， 欺诈性抚养
的内涵释义也彰显了其侵权行为的本质， 但以一般人格权作为请求权基础则有失偏颇。 一般人格权
的成文法内容过于抽象概括， 难以构建指引性的人格权类型规则， 人格权立法与侵权法的界限模
糊。 完全照搬人格权救济模式则忽略了欺诈性抚养纠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均非妥当的解决方式。輩輲訛

因此， 在婚姻法规无法自处、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函矢相攻、 人格法益云雾迷蒙的情况下， 以
身份权路径作为抚养人救济的理论基础遂成最优选择。 现代民法规范意义上的身份权， 对其概念理
论界从未有过一致界定， 但不同主张均有内在人身关系维度的一致性———自然人对特定关系所拥有
的合法权利。輩輳訛 因此， 身份权是基于人的婚姻、 出生、 血缘、 法律拟制等家族亲属关系而衍生的权
利， 是基于自然的人性、 理论概括和法律确认而形成的权利。 在欺诈性抚养纠纷中， 欺诈方的蓄意
欺诈行为造成夫妻身份关系与亲子身份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 构成了对抚养人身份权的侵害， 进而
影响后续的财产变动，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典》 通过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一千零一条和一千零四十五条三项条文， 在实体法上构建
起作为权利法的身份权制度规范。 身份权的立法确认， 使其从规范原理一跃成为司法裁判的法律规
范， 意味着身份权的保护模式开始从消极保护转向积极确权。 详而言之，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二
条是位于总则编的宣示性条款， 其关于人身权的规定， 对于各分编尤其是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编具
有统辖效果。輩輴訛 因此，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了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属性和受保护性， 为身份权的
保护奠定基调。 第一千零一条是位于人格权编的概括性条款， 其第一款明确规定 “身份权” 是自然
人基于婚姻家庭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 使身份权路径于法有据。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位于婚姻家庭
编， 详细规定亲属的范围， 实质上成为第一千零一条身份权的补充列举， 使 《民法典》 身份权概念
实质上采取概括规定加典型列举的合理形式。 第一千零一条第一款后半句， 规定了身份权的救济途
径为总则编、 婚姻家庭编与侵权责任编。 至此， 以身份权保护为价值目标的规范体系构建完成。 抚
养人救济透过作为权利法的身份权， 纳入了本质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编项下。輩輵訛 同时， 《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进一步扩张侵权法规的救济范围， 规定所有法益均可成为侵权法律的规制客体，
身份权亦属其中。 身份权既兼具道德调整和法律救济， 又涉及伦理属性和精神属性， 也为抚养人的
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强有力的请求权基础。

（三） 适用计算： 比例原则

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权衡是侵权法的永恒追求， 关键是要寻找一个价值判断上可以接受的
点， 而比例原则就是探寻此 “点” 的关键所在。 在侵权规制中， 完全赔偿原则主张只要侵权要件齐
全， 加害人就必须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不注重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輩輶訛 完全赔偿原则下相对较

輩輰訛 就无因管理制度而言， 为他人管理事务以及无约定或法定义务均是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而抚养人的抚养行为均持有自己
管理的心态， 无解释成为他人管理的余地。

輩輱訛 参见王泽鉴： 《债法原理》 （第 2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18 页； 金可可： 《〈民法典〉 无因管理规定的解释论
方案》， 载 《法学》 2020年第 8期。

輩輲訛 参见冉克平： 《论第三人侵害夫妻身份权的民事责任》， 载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叶金强：
《〈民法总则〉 “民事权利章” 的得与失》， 载 《中外法学》 2017年第 3期。

輩輳訛 参见付翠英： 《〈民法典〉 对身份权的确认和保护》，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1年第 4期。
輩輴訛 参见孙宪忠： 《中国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统辖遵从关系》，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3期。
輩輵訛 参见王利明： 《我国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损害赔偿制度的亮点———以损害赔偿为中心的侵权责任形式》， 载 《政法论丛》

2021年第 5期。
輩輶訛 参见徐建刚： 《论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的实质及其必要性》， 载 《政法论坛》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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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损害赔偿责任在事实上的确对加害行为形成抑制， 但不考虑双方当事人主观状况而依固化标准
机械地得出结论，輩輷訛 会将侵权法构成与法效果完全隔绝， 极易造成侵权价值的割裂。輪輮訛

比例原则由适当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三个子原则构成， 其中均衡性原则在价值平
衡中最具意义， 这也是将其称为 “狭义的比例原则” 原因之所在。 欺诈性抚养的损害赔偿强调对抚
养人身份权的保护， 但要保持赔偿适度与价值均衡以防止过于限制行为人婚恋自由。 在确定赔偿范
围时应从 《民法典》 中损害赔偿的规定出发， 在分类、 归纳、 总结既有裁判的基础上， 实现身份权
的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化与类型化。 同时， 动态权衡抚养人的损害程度和加害人的
过错程度， 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综合判断。

在确定财产损害赔偿范围时， 应首先依据实践总结的三类费用考量， 即抚养费用、 为主张权利
而支出的费用以及为女方生育支付的合理费用， 得出初步的赔偿金额。 抚养费用主要包括出生费、
医疗费、 生活费、 营养费、 教育费、 护理费、 嫁娶费用， 还会包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缴纳的社会
抚养费等； 主张权利的必要支出主要为亲子鉴定费用以及抚养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 女方生育支
付的合理费用虽为保障女方健康的必要支出， 但抚养人与该生育费用的支出并无因果关系， 自然有
权依不当得利制度要求女方予以返还。 若抚养人对于财产损失举证不足， 则法院可以借鉴离婚案件
子女抚养费标准作为计算标准， 即以欺诈方固定生活来源的 30%计算赔偿额， 若没有固定生活来
源， 以当地当年总收入平均收入的 30%计算， 若没有收入， 参照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0%计
算。 如此， 在最妥当的范围中保持抚养人的损害赔偿与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 “均衡性”， 保证
比例原则贯穿于财产损害赔偿的全过程。

精神损害赔偿难以量定的根源在于精神损害与金钱之间的不可通性， 因主观色彩和个体差异而
难以建立客观标准， 但也要争取 “建立具有功能性及类型化的量定标准”。輪輯訛 在欺诈性抚养纠纷中确
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时， 也需动态考量抚养人痛苦程度、 抚养持续时间、 是否具有再生育能力、 抚
养人的年龄、 加害人是否对于真相有所怀疑、 加害人自身过错程度、 加害人有责性程度、 欺诈性抚
养的持续时间与传播范围、 第三人与抚养人的关系以及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 在此基础上， 将每一
个因素都作严重、 一般和轻微的程度划分， 构成精神损害范围确定的弹性评价框架， 然后由法官综
合全部因素进行妥当的法评价。

四、 欺诈性抚养纠纷亲子关系否认的困境破解

对于欺诈性抚养的纠纷处理， 学术研究及司法实务多聚焦于婚姻关系的存废和损害赔偿的量
定， 鲜有对于亲子关系否认的论述。 与一般离婚诉讼与损害赔偿诉讼相比， 否认亲子关系是欺诈性
抚养中抚养人的核心诉求之一， 以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形式出现。 此时， 亲子关
系的否认困境多为程序上的困境， 程序混乱当然会导致实体裁判结果的偏差。 婚生子女否认的诉求
往往是抚养人提起诉讼的动因， 但与亲子关系否认相关的指引规则不甚完善， 有碍于欺诈性抚养纠
纷的彻底解决。

欺诈性抚养并非婚生子女否认制度的唯一规制对象， 但确是其规制客体中的典型样态。 在现代
亲子法转向 “子本位” 的趋势之下， 完整有效的婚生子女否认制度成为平衡抚养人权益和子女成长

輩輷訛 参见王磊： 《完全赔偿原则与侵权损害赔偿之反思及构筑》，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4期。
輪輮訛 参见叶金强： 《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载 《中外法学》 2012年第 1期。
輪輯訛 王泽鉴： 《损害赔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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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輰訛 参见史尚宽： 《亲属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542-543页； 巫昌祯： 《婚姻家庭法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02年版， 第 234-235页。

輪輱訛 参见王丽萍： 《关于民法典中亲子关系的立法思考》，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19年第 2期。
輪輲訛 参见罗结珍译： 《法国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92-93页。
輪輳訛 参见张海燕： 《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载 《政法论丛》 2015年第 2期。

輪輴訛 参见王丽萍： 《亲子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8页。
輪輵訛 参见余延满： 《亲属法原论》，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81-388 页； 叶自强： 《亲子关系推定的许可与禁止———对 〈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 第二条的评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3年第 8期。

利益的有效进路。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虽已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建立起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并且逐渐展现以子女利益为核心价值的发展趋势， 但我国法律上婚生子女否认制度太过简略， 难以
为司法实践 （尤其是欺诈性抚养的亲子关系） 问题解决提供应有指引。 因此， 应当对已有规定进行
系统梳理和整合， 在后民法典时代建构妥当可行的亲子关系否认制度。

（一） 建立亲子关系推定制度

婚生子女否认制度是否认亲子关系和保护抚养人利益的重要制度， 但其适用前提是， 立法明确
规定法律上的父亲身份取得规则， 身份关系没有推定即无从否认。 亲子关系的推定是指妻子在婚姻
存续期间受孕或出生的子女， 推定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輪輰訛 该制度旨在实现生物性父亲与社会性
父亲的身份统一， 进而建立稳定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輪輱訛 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 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 《日本民法典》 第七百七十二条、 《法国民法典》 第三百一十二条和 《德国民法典》 第一千五百
九十一条至第一千五百九十三条均对亲子关系推定着墨颇多。

亲子关系推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但具体判断标准却有较大争议， 存在受胎说、 出生说及混
合说。 受胎说主张， 若子女于双方共同居住期间受胎， 则子女出生时不论男女双方处于何种状态，
均推定该男方为父亲， 法国法采取此种认定标准。輪輲訛 出生说主张， 在男女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出生的
子女， 均推定为男女双方的共同子女。 混合说是对于前述两种学说的混合与折衷， 主张男女双方共
同居住生活期间出生或者在男女双方共同居住生活期间受胎而在该关系结束时出生， 均可认定为共
同居住生活的男女之子女。 本文认为， 混合说的认定标准更加合理、 更宜实务裁判， 更有利于保护
未成年人的利益， 特别是针对在婚前受胎而于婚后出生的子女， 可以不经任何程序加以宣告， 自然
地、 直接地取得婚生子女之身份。

婚生子女的推定并非建立在血统真实主义之上， 而是尊重婚姻价值以其所预设的功能， 以父母
有效的婚姻为基准予以建构。 亲子关系推定虽属于默认习惯， 但明示的基础性制度规定和相应配套
措施却始终缺位。 《婚姻法解释 （三）》 第二条第二款中规定证据缺乏且拒绝亲子鉴定的亲子关系推
定， 但此规定仅为推定亲子关系成立的特殊情形， 远未统辖前文所述亲子关系推定全部内涵， 且司
法解释显然也无法担负建构完善亲子关系推定制度的重要任务。輪輳訛 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 应建立完
整的亲子关系推定制度， 将亲子关系推定的范围扩张至非婚同居所生子女， 采取混合说作为亲子关
系的认定标准。 同时， 有原则即有例外， 配偶被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或男女双方长期分居的三种情
形均不适用于亲子关系的推定制度。

（二） 明确否认之诉的诉讼前提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适用前提包括无血缘关系证据的客观存在和夫妻关系的合法解除。 婚生子
女否认的客观事实并未限定具体原因， 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即可，輪輴訛 包括妻之受胎与夫无因果关系、
男方生殖能力障碍、 亲子鉴定结论等，輪輵訛 但仅以女方与第三人通奸事实或女方自认， 尚不足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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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的原因。輪輶訛 实际上，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是否以夫妻关系解除作为必要前提， 实务裁判进路不一。
如果不以离婚作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适用前提， 则实践中赔偿金额与夫妻共同财产极易混同。 同
时， 若将婚外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作为侵权方的女方不仅未受惩罚反而从中获
利。 亦有观点主张提起否认之诉仅以夫妻财产的分割为前提即可， 因为欺诈性抚养仅引发婚姻危
机， 并未造成婚姻关系不可逆地走向消亡。輪輷訛 然而， 虽云 “宁拆十座庙， 不毁一桩缘”， 但不能为了
逻辑自洽而忽视实务现状， 至少在笔者的检索中， 欺诈性抚养案件的提起和婚生子女否认的诉讼请
求均建立在婚姻关系解除的基础上。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前提， 但依诉讼时间提起节点的差异， 也会存在相应
的诉讼程序差异： 若抚养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现欺诈性抚养进而提起离婚诉讼， 此时无需单独提起
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而是将其与离婚诉讼合二为一， 婚生子女的否认转化为离婚案件的诉讼请求。
此种方式既能保证抚养人的利益保护， 又能最大程度地节省裁判资源； 若抚养人离婚后知晓欺诈性
抚养的始末， 作为夫妻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业已存在， 则抚养人需要单独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此时， 则需要进一步确定婚生子女否认的适格原告范围。

（三） 判断否认之诉的适格原告

1. 判断适格原告的标准
主体当事人的确认是启动诉讼程序的钥匙， 只有确定当事人才能具体判断诉讼权利和义务的履

行。輫輮訛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中的否认权具有高度伦理性和人格专属性。 法律赋予何者以原告资格， 实
质是在家庭关系安定与血缘真实主义之间的权衡博弈， 集中反映了不同国家社会结构、 技术水平和
思想观念下立法和司法的价值导向。輫輯訛

主张既定家庭关系安定的价值优先顺位， 则对亲子关系的否认持谨慎态度， 将起诉的主体范围
严格限制， 且需要充分的事实证据予以支撑。 日本法即为典型代表， 其规定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提
起主体仅为抚养人。 若认可血缘真实的价值优先顺位， 那么 DNA 的检测结果必须作为婚生子女否
认之诉的前置程序， 同时也代表着诉讼的适格原告范围从仅为抚养人扩展至女方、 子女甚至婚外第
三人。 德国法则完整地展示了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原告扩张的过程， 诉讼主体由仅为男方扩张至夫妻
和子女，輫輰訛 甚至婚外第三人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以提起诉讼。

随着现代亲子关系制度的不断演进， 在亲子关系安定和血缘真实主义的博弈权衡中， 一个重要
的价值判断逐步凸显并形成最重要共识， 此即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联合
国大会于 1989 年通过了 《儿童权利公约》， 其第三条第一款确立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全球范围内
影响深远，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亦确立了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此后， 客观血缘真实与家庭秩序
安定并非否认之诉中原告界定的关键因素和绝对目标， 子女利益的保护才是亲子关系的核心价值
追求。

2. 判断适格原告的范围
为贯彻男女平等原则， 2011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以下简称 《婚姻法解释 （三）》） 第二条明确规定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原告范围， 即

輪輶訛 参见陈棋炎、 黄宗乐、 郭振恭： 《民法亲属新论》， 台湾三民书局 2010年版， 第 275页。
輪輷訛 参见李硕、 郭超： 《身份权的回归： 欺诈性抚养纠纷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建构》， 载 《社会科学动态》 2017年第 5期。
輫輮訛 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 （第 4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75页。
輫輯訛 参见江晨： 《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的立法完善和规范适用》，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5期。
輫輰訛 参见 [德] 迪特尔·施瓦布： 《德国家庭法》， 王葆莳译，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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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草案一审稿）》 中曾规定诉讼的提请主体为 “父、 母或成年子
女”， 但出于防止成年子女逃避对父母赡养义务之考虑， 最终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中将其
范围确定为 “父或者母”。輫輱訛 然而， 本质为变更之诉的婚生子女否认之诉会变更既有身份关系， 其利
益不仅涉及 “父或母”， 也可能涉及子女甚至第三人。 现行法未涵盖所有潜在原告的规整漏洞， 直
接导致实务中对于否认之诉的原告范围认定进路存在龃龉。輫輲訛

基于我国长期以来的伦理道德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适格原告应包括抚养
人、 女方以及子女。 赋予抚养人以否认权无需多言，輫輳訛 但女方否定权的认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程。 虽有观点认为， 赋予作为侵权人的女方以原告资格是对于欺诈行为的纵容和抚养人的二次伤
害， 而且女方的身份不会因婚生子女否认之诉而发生任何变更和动摇，輫輴訛 但是， 考虑到抚养人可能
会将欺诈行为产生的负面情绪转移到子女身上， 同时婚生子女的否认也会对女方的利益产生真真切
切的影响， 因此， 子女利益保护和男女平等原则， 均为欺诈女方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合理性基
础。 然而， 女方否定权必须予以严格限制， 只有抚养人可能对子女有不利行为时才可以适用。

在推崇儿童利益保护的现代， 赋予子女提起婚生否认之诉的诉权是对于子女本位的遵循和呼
应。 《宪法》 第三十三条对人权保护的确认、 第四十九条对儿童保护的强调， 在理解上应与自我认
知紧密结合， 这种结合当然包括获知自身真实血缘的权利。 民事立法应承载 《宪法》 正确的价值判
断和裁判导向， 而父母与子女作为亲子关系的两端， 《民法典》 区别对待的赋权规定有失偏颇。 防
止子女逃避对父母赡养义务的理由亦不成立， 断言抚养义务履行的价值保护顺位高于血缘关系确认
本就于法无据， 受婚生推定的子女作为最直接利益关系人， 其否认权的正当性自不待言。 但需要注
意的是， 针对未成年子女需要建立配套的特别代理人制度来弥补诉讼能力的欠缺， 而不是因噎废食
地否定其诉权。

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争议巨大。 有观点主张应当保障子女的血缘认知权和家庭权， 借鉴德
国法和美国法的立法经验有限度地赋予婚外第三人否认权。輫輵訛 然而， 不论是基于朴素法感情， 还是
婚姻家庭与社会秩序稳定， 我国社会大众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稳定的第三人排斥情绪激烈， 不宜准许
第三人作为原告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稳定的亲子关系对于子女自我认知、 人格发展的身份利益
及抚养、 继承等利益均至关重要， 任由第三人打破这种稳定的关系并不可取。 否则， 将会严重影响
婚姻关系和社会和谐， 甚至可能导致婚姻家庭人人自危的不利状况。輫輶訛

（四） 明晰否认之诉的诉讼时效

婚生子女的否认权行使的诉讼时效规定， 既要做好婚姻家庭法和侵权法的规定衔接， 又要兼顾
抚养人的利益保护和子女的健康成长。 比较法上， 法国法、 日本法和德国法的诉讼时效规定分别为

輫輱訛 参见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载中国法官培训
网， http://peixun.court.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3&id=1673， 2021 年 12 月 8 日访问。 亦有台湾地
区学者持相似意见， 参见戴瑀如： 《血缘、 家与子女利益——从德国立法之沿革探讨我国民法上的婚生否认之诉》， 载 《东
吴法律学报》 2008年第 5期。

輫輲訛 参见 《南京中院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 6个案件》， 载百度文库网， https://wenku.baidu.com/view/38f8fa53d4d8d15abf234ec8.html，
2021年 12月 7日访问。

輫輳訛 参见邓学仁： 《事实之父与法律之父》， 载 《台湾法学杂志》， 台湾法学杂志社 2011 年版， 第 93 页； 高凤仙： 《亲属法理论
与实务》， 台湾台北五南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25页。

輫輴訛 参见陈玉玲： 《德国亲子法视野下的婚生子女的否认———兼论对我国立法的其实》， 载 《时代法学》 2011年第 1期。
輫輵訛 参见张燕玲： 《亲子否认之诉的理念变迁》， 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年第 5期。
輫輶訛 参见吴煜宗： 《子女自我否认婚生性之权利》， 载 《月旦法学》 200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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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 一年和两年。 在我国台湾地区， 诉讼时效则经历了从该等子女出生一年内到抚养人知悉真
相的两年之变化。輫輷訛 可见大陆法国家并无统一的诉讼时效规定。 我国关于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保护
期限， 适用一般诉讼时效抑或离婚后一年的除斥期间， 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争议。

抚养人知悉欺诈性抚养的时间节点与离婚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有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知悉者，
亦有婚姻关系解除后抚养人方才了解始末者。 虽然诉讼的提起以离婚作为前提条件， 但若严格适用
夫妻离婚一年的除斥期间， 对于离婚一年后才知晓欺诈实情的抚养人不甚公平。 因此， 根据 《民法
典》 诉讼时效的规定， 抚养人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应适用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规定， 自抚养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损之日起算， 并且在此保护期内抚养人须提起离婚诉讼。

依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子女提起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应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 未成年人应适
用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 但最迟不应超过成年后三年； 成年子女提起否认之诉的时效， 应从知道或
应当知道血缘真实关系之日起计算， 适用三年的一般诉讼时效。 唯需注意的是， 子女可以提起婚生
子女否认之诉， 但无权越俎代庖提起男女双方的离婚诉讼。 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告知男女双方， 依据
程序提起离婚诉讼， 此时法院可以将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离婚诉讼合并审理。

（五） 抚养人与非婚生子女的关系处理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裁判后， 抚养人与相关子女已无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和权利义务。 但是， 家庭
更多的是感情交织和道德约束。 抚养人与该子女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建立稳定的情感， 复杂的
“亲子之情” 很难因一纸判决而完全改变， 实务中亦不乏否认亲子关系但继续生活的案例。輬輮訛 因此，
判决后抚养人与该子女的后续关系处理亦十分重要。

子女利益最佳原则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必须透过具体个案情况进行动态考量。 在后续抚养人
与相关子女的关系处理上， 也应着重考量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以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为
根本出发点， 原则上要求生父进行强制认领， 但保留例外情形。 例如， 生父抚养意愿不强、 躲避抚
养甚至有酗酒嗜赌或家暴等不当恶行， 法院则不应实行将抚养权判给生父的 “强制认领”。輬輯訛 与此同
时， 在确定抚养人是否可以继续抚养子女的问题上也应当借鉴离婚诉讼中子女选择跟随父或母进行
生活的权利， 充分考量子女的抚养意向。 对于成年子女， 其可自由选择是否与生父生母生活， 毕竟
成年子女大都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成熟的思维心智； 对于未成年子女， 其是否与亲生父母共同生
活的选择， 法院予以充分重视与考虑。 若未成年子女选择与生父或生母共同生活或者没有做出任何
选择， 则法院应依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裁判子女随生父或生母生活； 若未成年子女选择与抚养人
共同生活， 而抚养人基于抚育期间所生情感， 愿意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为了社会稳定
与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 此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告知抚养人， 使其通过收养制度与相关子女建立收
养关系， 形成全新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輬輰訛

结论

欺诈性抚养彰显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渗透， 其规制属于婚姻家庭法与侵权法的交叉。 欺诈性抚养

輫輷訛 参见郭钦铭： 《否认子女之诉相关问题之研究》， 载 《辅仁法学》 2016年第 6期。
輬輮訛 《男子离婚 4年发现女儿非亲生 温情决定继续疼爱》 （2013年 08月 26日发布）， 载搜狐新闻网， http://news.sohu.com/20130826/

n385033267.shtml， 2022年 1月 27日访问。
輬輯訛 参见杨立新： 《论婚生子女否认和非婚生子女认定及法律疏漏之补充》， 载 《人民司法·应用》 2009年第 17期。
輬輰訛 参见薛宁兰： 《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体例与构造》， 载 《法学杂志》 2014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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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野下欺诈性抚养纠纷的困境破解

（责任编辑： 张凇纶）

Abstract: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fraudulent� parenting� disputes� are� growing� rapidly� in�
practice.� Based�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197� judg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argumen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w,� the� citation� of� legal� norms� and� the�
consideration�of�legal�effect,�which�leads�to�the�dilemma�of�damages�for�dependants�and�the�denial�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damage� compensation� is� to� first�
clarify� the�concept�connotation�and�scope�of�application�of� fraudulent�parenting,� then�determine�
the�protection�of�the�identity�right�of�the�dependant�as�the�basis�of�the�claim,�incorporate�it�into�the�
identity�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civil� code,� and� finally� calculate� the� scope� of� damage�
compensation�according�to�the�principle�of�proportion.�The�way�to�solve�the�dilemma�of�denial�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lies� in� further�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denial� of� legitimate� children�
initially� constructed� in� article� 1073�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resump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 the� logical� premise,� determining� the� applicable�
premise,�qualified�plaintiff�and�limitation�of�action�of�denial�of�legitimate�children,�and�properly�
handl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ief� of� dependants� and� the� interests� of�
minor�legitimate�children.

Key Words: Fraudulent� Parenting;� Civil� Code;�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Identity� Right;�
Legitimate�Children�Deny

纠纷的责任承担， 说到底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 必须适当关照本土国家与社会大众对于婚姻制度的
态度， 法律技术此时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輬輱訛 但即便如此， 也要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实务裁判构建起更
具一般意义的审判思路和制度规范。

欺诈性抚养的司法困境， 既包括损害赔偿的困境破解， 也包括亲子关系否认的困境破解。 针对
欺诈性抚养的损害赔偿， 首先应明晰欺诈性抚养的法律属性和适用范围， 其次厘定抚养人被侵害的
权利性质， 确定身份权保护作为请求权基础， 最后， 要通过比例原则进行损害赔偿范围的考量， 以
平衡抚养人的权利保护与加害方的情感自由。 针对欺诈性抚养的侵权关系否认， 应提升对于亲子关
系否认的重视程度， 不断完善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初步构建的婚生子女否认制度， 达致抚
养人权益救济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平衡， 以期妥善解决欺诈性抚养的实务纠纷。

輬輱訛 参见解亘：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民事责任———以日本法为素材》，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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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夫妻之间约定彼此遵守夫妻忠实义务，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给付一定的财产赔偿， 这样的民事协
议在实务中被称作忠诚协议， 又名忠实协议、 忠诚保证书。譹訛 自 2002 年上海市闵行区 “忠诚协议第
一案” 以来，譺訛 有关忠诚协议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 并且争议不断，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譻訛 在实践中， 忠诚协议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为双方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之前签订协
议， 要求一方或双方共负忠诚义务。 第二种形式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签订协议， 通常是一方
当事人的婚姻不忠行为引起婚姻危机， 从而促使双方签订此类协议。譼訛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明确规
定忠诚协议的效力， 忠诚协议纠纷成为了困扰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难题之一。

忠诚协议制度化的法经济学考察

侯学宾 曲 颢 *

内容提要： 忠诚协议意指约定夫妻之间违背忠实义务的一方应向另一方给付财产赔偿的民
事协议。 应不应当承认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是一个需要在法经济学视角下被重新审视的
问题。 婚姻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长期契约， 长期契约的特性易导致婚姻不
忠现象的发生。 忠诚协议能够发挥担保功能与定价功能， 提高婚姻不忠行为的法律成本。
相对于刑事处罚制度和民事损害赔偿制度， 忠诚协议制度具有自身的优势， 这说明忠诚协
议制度是法律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制度备选。 忠诚协议制度化要求明确规定忠诚协议的法
律效力， 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进行体系化考量， 完成规范性建构工作。
关键词： 忠诚协议 忠实义务 婚姻不忠 法经济学 制度竞争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7

*侯学宾，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家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法学博士； 曲颢， 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
究生。

譹訛 在司法实践中， 忠诚协议约定的违约损害赔偿形式不限于财产赔偿， 还包括丧失子女抚养权和不得提出离婚等内容， 但后
两种形式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 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 故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譺訛 参见何文庆、 陈越骏： 《丈夫违反 “忠诚协议” 被判赔偿妻子 30 万》， 载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
2002/08/id/9430.shtml， 2022年 6月 24日访问。

譻訛 有学者在分析忠诚协议问题时检索和列举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开中的案例。 虽然案例绝对数量不多， 但年度数量在逐步
增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一方面， 部分裁判文书不上网或依法不予公开； 另一方面， 很多关于忠诚协议的纠纷被拒
之门外。 参见梅夏英、 叶雄彪： 《婚姻忠诚协议问题研究》， 载 《法律适用》 2020年第 3期； 孙良国、 赵梓晴： 《夫妻忠诚协
议的法律分析》，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7年第 9期。

譼訛 本文讨论的婚姻不忠行为指出轨、 婚外情、 婚外同居等具体行为， 不包括精神、 感情层面的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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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徐寿松： 《法律能干预婚外情吗———一起 “夫妻不忠赔偿案” 引发的思考》， 载 《新华每日电讯》 2002 年 12 月 31 日第
2版； 陈甦： 《婚内情感协议得否拥有强制执行力》， 载 《人民法院报》 2007年 1月 11日第 5版； 郭站红: 《夫妻忠诚协议的
法学思考》， 载 《宁波大学学报》 2010年第 2期； 王雷： 《论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分》， 载 《清华法学》 2013年第 6
期； 马忆南： 《论夫妻人身权利义务的发展和我国 〈婚姻法〉 的完善》， 载 《法学杂志》 2014年第 11期。

譾訛 参见冉克平： 《论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的表达及其维度》，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刘加良： 《夫妻忠诚协
议的效力之争与理性应对》， 载 《法学论坛》 2014 年第 4 期； 何晓航、 何志：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 载 《法律适用》
2012 年第 3 期； 隋彭生： 《夫妻忠诚协议分析———以法律关系为重心》， 载 《法学杂志》 2011 年第 2 期； 赵梓晴： 《夫妻忠
诚协议研究》， 吉林大学 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吴晓芳： 《关于 “婚姻契约” 问题的思考———兼与陈甦研究员商榷》， 载 《人
民法院报》 2007年 2月 8日第 5版。

当前法学界关于忠诚协议问题的观点大体可以被归类为 “无效说”譽訛 和 “有效说”譾訛。 支持 “无
效说” 的学者主张： 首先， 夫妻忠实义务属于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 家庭生活不宜全部由法律规
则支配。 忠诚协议于法无据， 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仅有道德上的约束力。 其次， 婚姻关系是建立在
自愿基础之上两性之间爱情的结合。 忠诚协议将金钱赔偿作为不忠行为的对价， 易使不忠行为成为
当事人攫取钱财的工具和要挟对方的筹码。 这种协议非但无助于维持婚姻关系， 反而会导致婚姻关
系的异化。 支持 “有效说” 的学者则主张： 首先， 由于忠诚协议由当事人自愿签订， 与意思自治原
则相契合， 满足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一般规定， 因此， 法律应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予以尊重和
保护。 其次， 忠诚协议符合婚姻法保护无过错方权益的精神， 能够在促进当事人慎重对待婚姻方面
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 认可忠诚协议效力的做法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对于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
目前主流的讨论大多采用法解释学的内部视角， 但囿于赖以适用的法律规范的缺失， 法解释学的分
析经常陷入某种瓶颈。 “无效说” 和 “有效说” 相互批评， 却都无法提供令彼此信服的论证。 对忠
诚协议效力问题的破解有赖于研究进路的转换， 不妨尝试从更为广阔的外部视角切入分析问题。

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下， 法律制度是实现一定社会政策或社会目的的工具， 法律制度的立与废取
决于该项制度具备的功能以及该项制度是否满足预期的社会效果。 就忠诚协议而言， 由于忠诚协议
制度可被视为维护婚姻关系或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制度选项之一， 因此， 本文的核心问题可以被表
述为： 忠诚协议制度化是维护婚姻或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一种 “好” 的方式吗？ 或者说， 赋予忠诚
协议法律效力能够弥补已有制度的不足吗？ 无论是给出一种强式的答案还是给出一种弱式的答案，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忠诚协议本身， 还需考察作为背景的婚姻制度以及婚姻不忠现象。 因此， 我们不
仅需要关注针对忠诚协议的规范性评价， 还需要在事实判断的层面分析忠诚协议的性质与功能； 不
仅需要关注忠诚协议的身份关系面向， 还需要注意隐藏在忠诚协议背后的婚姻利益分配与平衡难
题。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主要分三个步骤对忠诚协议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解读
婚姻契约与婚姻不忠现象， 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忠诚协议的性质与功能， 重点关注忠诚协议规制婚姻
不忠行为的内在机理。 其次， 运用制度竞争分析的方法说明， 相较于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其他制度
模式， 忠诚协议制度体现出优越性， 或者说具有补强性， 进而在此基础上论证忠诚协议制度化的有
效性和必要性。 最后，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 进行忠诚协议制度化的建构工作， 为忠诚协议
的未来制度选择提供一套规范性框架。

一、 忠诚协议的性质与功能

在法经济学视野下分析忠诚协议的性质与功能， 重点在于对忠诚协议规制婚姻不忠行为的逻辑
提供一种法经济学解释。 作为维系和规制婚姻关系的手段， 忠诚协议的订立源自婚姻过程中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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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关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的讨论， 参见 [美] 劳埃德·R.科恩： 《婚姻： 长期契约》， 载 [英] 安东尼·W.丹尼斯、 [英] 罗伯特·罗素
编： 《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 王世贤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1-40页。

讀訛 参见 [美] 麦克·布莱恩、 [美] 米歇尔·沙龙： 《婚姻经济学与家庭构成》， 载 [美] 苏珊娜·格罗斯巴德·舍特曼主编： 《婚姻与
经济》， 王涛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65页。

讁訛 王献生： 《译者的话》， 载 [美]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家庭论》， 王献生、 王宇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第 4页。
輥輮訛 参见 [美] 艾维兰·兰赫尔： 《离婚之经济学》， 载 [美] 苏珊娜·格罗斯巴德·舍特曼主编： 《婚姻与经济》， 王涛译， 上海财经

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82-83页。

防范婚姻不忠、 稳定婚姻关系的现实需求。 因此， 对忠诚协议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婚姻制度和婚姻不
忠现象的经济学解读， 这构成了阐明忠诚协议的性质与功能的前提性问题。 面对忠诚协议， 我们可
以追问： 婚姻制度为当事人提供了哪些收益， 致使当事人有动力通过忠诚协议维护婚姻？ 婚姻不忠
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现象又是如何侵害婚姻关系和忠诚方的利益？ 忠诚协议通过怎样的作
用机制实现规制婚姻不忠行为的目的？

（一） 婚姻契约的法经济学解释

尽管从宗教、 文化、 生物学、 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 婚姻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但
法经济学主张将婚姻定性为一种特殊的长期契约。譿訛 这样的解读并没有违背大众对婚姻的直观认知：
一对适格男女出于你情我愿， 彼此做出携手终生的承诺， 进入一段新的关系， 并在新的关系中互负
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婚姻制度具有情感性的重要面向， 婚姻中广泛存在利他主义和 “爱” 的情感。
然而， 婚姻制度之所以能长期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一， 不只是因为这些情感性的因素， 还因
为它基本符合经济学上的效率原则。 若非有利可图， 单身男女没有必要放弃单身生活， 迈入婚姻殿
堂。 即将进入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会将他们能够通过结婚得到的效用和两人选择单身时能够获得的
效用进行比较， 如果结婚后获得的效用超过了单身时获得的效用， 婚姻市场的参加者就会选择结
婚。讀訛 具体来说， 当事人在婚姻关系中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个方面的收益。

第一， 经济效益。 婚姻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比较优势的实现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在比较优势的
意义上， 配偶双方的劳动能力不同， 例如， 一方擅长在劳务市场中挣得高收入， 另一方则在家务劳
动方面更占优势。 婚姻契约促进配偶双方在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中实现劳动的专门化， 有助于发挥
比较优势， 实现更优的效率。 配偶之间不仅存在分工， 还存在协作， 如家庭生产活动。 家庭生产活
动的交易费用显著低于市场化生产的交易费用。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指出， “正像企业一样， 夫妻
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 避免了支付交易费用， 降低生产成本……家庭就
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讁訛 除此之外， 婚姻契约还存在一些相对次要的经济效益： （1） 风险整
合， 例如， 若夫妻中一方失业， 另一方就会增加对劳务的参与； （2） 规模经济， 例如， 相比租赁两
个较小的公寓而言， 租赁一所较大的公寓成本会更低； （3） 公共产品， 例如，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
欣赏悬挂在墙壁上的图画。輥輮訛

第二， 性活动。 婚姻既降低了性活动的搜寻成本， 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感染性病的风险。 一
方面， 性方面的信息通常被视为个人隐私， 大众几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与性相关的话题。 由于性的
隐私属性， 搜寻相匹配的性伴侣的成本居高不下， 性活动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另一方面， 单身者还
必须小心患上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尽管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性行为安全措施， 但它们并非百分百
可靠。 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性病难以治愈， 易留后遗症， 所以性病的风险仍不可小觑。 婚姻契约的功
能在于为配偶双方提供稳定且健康 （安全） 的性伴侣与性生活。 它将性活动的搜寻成本降至接近于
零， 并且在大部分家庭中， 配偶是夫妻彼此唯一的性伴侣， 双方对彼此的健康情况知根知底， 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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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出于行文的方便， 本文在这部分用男性指代不忠方， 用女性指代忠诚方。 这种指代方式只是较为符合现实世界中婚姻不忠
现象的常见情形， 并不意味着只有男性才会实施婚姻不忠行为。 参见郭琨、 蒋海涛： 《“出轨” 背后的逻辑》， 载 《青年研
究》 2016年第 3期。

輥輰訛 参见薛兆丰：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版， 第 371-372页。
輥輱訛 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与女性受教育权的普及， 女性的优秀气质已经不局限于生育相关的特质， 还涵盖了有修养、 有文化、

有见识、 有成就等。 然而， 客观地说， 在今日的社会中， 男性仍然十分看重女性与生育相关的特质。 参见 [美] 戴维·巴斯：
《欲望的演化： 人类的择偶策略》， 王叶、 谭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57-82页。

輥輲訛 参见 [美] 劳埃德·R.科恩： 《结婚、 离婚与准租： 或 “青春年华付与君”》， 载 [美] 唐纳德·A.威特曼编： 《法律经济学文献
精选》， 苏力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373页。

輥輳訛 参见聂辉华： 《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 ———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 载 《经济研究》 2008年第 2期。

受性传播疾病的困扰。
第三， 生育子女。 子女被视为婚姻的专用性资产， 生育子女是婚姻契约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

无论是从投资角度还是从收益角度来看， 作为专用性资产， 子女都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性质———长期
性。 就投资而言， 养育子女的过程十分漫长， 父母的投资需要延续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久。 就收益
而言， 子女对父母的回报更是贯穿父母后半生的时间， 才能实现完全 “给付”。 生育子女的长期性
对婚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决定了婚姻契约的长期契约性质。 经济、 性生活等方面的收益或许
可以通过缔结非婚姻的短期契约获得， 但只有长期契约才能满足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和收益的要求。
试举一个反例： 离婚家庭作为短期婚姻契约的典型， 通常被认为不利于子女的养育。 在投资方面，
父母离婚和再婚对未成年子女的不利影响已经得到公认。 单亲父母承担着较大的养育子女压力， 或
许只能提供较低水平的投资。 即使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单亲家庭也可能会被认为不利于子女成长。
在收益方面， 因原配再婚等原因， 没有抚养权的一方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可能遭受贬损， 并且少
数离婚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不愿赡养没有共同生活关系的一方父母。

（二） 婚姻不忠现象的法经济学解释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 婚姻契约有利于配偶双方的效率优化， 但婚姻不忠现象在现实社会中仍不
少见。 婚姻不忠现象的出现可以通过婚姻契约的长期性得到解释。 对于长期契约， 经济学通常主
张， 由于当事人受制于理性的有限性， 不可能在缔约时预见所有的或然情形， 因此， 长期契约的稳
定性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侵蚀。 婚姻契约也不例外， 这种长期性为婚姻契约增添了一系列风险因素，
这些风险因素成为产生婚姻不忠现象的根源。輥輯訛

首先， 男性和女性的生理价值高峰期不同， 价值高峰期的早晚差异诱惑男性在婚后做出婚姻不
忠行为。輥輰訛 在惯常认识中， 女性吸引异性的特质大多和生育有关， 例如年轻、 漂亮、 身材好， 这些
特质发生在女性的青年时期。輥輱訛 男性吸引异性的特质包括成熟、 有作为、 有安全感等， 它们往往需
要经过时间的积累才能形成， 多发生在中年甚至中老年时期。 女性的价值高峰期往往比男性来得
早。 因此， 男性倾向于在婚姻关系的前期获得收益， 这时他对于婚姻的贡献相对要低， 而他的妻子
的贡献相对要高。 同样， 在婚姻的后期， 女性倾向于从契约中得到比她们的丈夫更多的收益。輥輲訛 随
着时间尺度的拉长， 女性价值下降， 男性价值上升， 配偶之间出现价值差异。 这意味着在某些婚姻
的某些阶段， 发生婚姻不忠行为成为男性获得额外收益的选择。

其次， 长期契约容易导致 “敲竹杠” 问题。 “敲竹杠” 意指交易者从交易伙伴的专用性资产中
侵占准租金的行为。輥輳訛 在婚姻关系中， 女性对婚姻的投资多属于专用性资产。 专用性资产只能用于
婚姻契约， 婚姻契约一旦终结， 这些资产的价值将会大大贬损。 例如， 女性可能为了分担家务劳
动， 放弃自己的学历提升机会或事业上升机会。 在婚姻存续期间， 女性做出上述牺牲的机会成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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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 （第七版）， 蒋兆康译，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06页。
輥輵訛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性与理性》，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47页。
輥輶訛 在司法实践中， 忠诚协议约定的违约财产赔偿形式有两种， 即赔偿全部身家型 （即 “净身出户”） 和赔偿部分财产型。 本文

的分析以赔偿部分财产型忠诚协议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此做的原因， 一是赔偿部分财产型忠诚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
二是忠诚协议中的数额问题不构成论证的本质障碍。

以通过男性对家庭的经济支持获得补偿。 如果女性选择离婚， 这些牺牲的成本就可能面临沉没的风
险。 子女也属于婚姻的专用性资产。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性之所以不得不忍受失败的婚姻， 就是
因为专用性资产制约了她们采取离婚等反抗手段的能力。 “敲竹杠” 问题导致， 在某些情形下， 无
论维系婚姻的收益是否低于离婚的收益， 男性仍可以既享受婚姻不忠行为带来的新鲜和刺激， 又不
必担心女性拿起离婚武器对付自己。

最后， 婚姻不忠现象侵蚀了婚姻中的利他主义， 继而导致忠诚方的婚姻收益遭受贬损。 利他主
义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的福利是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正函数条件。輥輴訛 用通俗的话语表述， 家人的幸福
即是我的幸福。 利他主义在婚姻关系中广泛存在， 对当事人参与婚姻生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性
作用。 利他主义产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的 “爱” 的情感。 然而， 一个常识性的观点是， “爱” 离不开
当事人对婚姻的忠实。 婚姻不忠现象的暴露难免疏远配偶双方的亲密关系， 致使“爱” 的情感和利
他主义大打折扣甚至走向衰亡。 利他主义的衰亡进一步在负面上影响了上文提及的婚姻关系的三类
收益。 第一， 在婚姻不忠现象暴露后， 配偶双方参与家庭生产活动的意愿下降， 并且不忠方对家庭
的经济支持程度也可能下降。 第二， 婚外性行为和婚内性活动形成替代竞争关系， 配偶之间性活动
的频率和质量可能下降， 忠诚方在性活动中感染性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第三， 不忠方可能降低对子
女的关心和投资程度， 致使忠诚方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养育子女的负担。

（三） 法经济学进路下的忠诚协议功能分析

婚姻不忠行为会损害忠诚方的婚姻利益， 忠诚方因而有动力采取忠诚协议等措施防范婚姻不忠
现象。 在人类社会中， 存在多种限制婚姻不忠行为的制度， 但它们的作用机制在本质上大同小异，
借用波斯纳的一句话， 那就是 “让婚内性行为的其他替代因成本太昂贵而不那么有吸引力”。輥輵訛 例
如， 社会道德体系从两方面增大不忠方的成本， 从而减少婚姻不忠现象。 一方面， 社会道德体系对
当事人施加内在心理压力， 使当事人陷入自我道德谴责的窘境。 另一方面， 社会道德体系在社会层
面对当事人进行否定性评价， 将婚姻不忠行为的成本构成由婚姻内部扩展至社会外部。 忠诚协议的
作用机制也不例外， 它通过增大不忠方的经济成本， 实现限制婚姻不忠行为的功能。輥輶訛

首先， 忠诚协议发挥着一种担保功能。 在婚姻存续期间签订的忠诚协议可以被视作婚姻契约的
补充性担保条款。 作为长期契约， 婚姻契约是不完备的。 换言之， 婚姻契约没有对履行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所有情况都做出相关的约定。 在缔约时， 当事人可能仅仅约定结为夫妻， 没有协商明确如果
离婚怎么应对， 如果一方身患绝症怎么应对， 如果一方做出婚姻不忠行为怎么应对， 以及种种其他
可能发生的问题。 婚姻契约之所以具有不完备性， 一方面， 因为婚姻契约的履行期限十分漫长， 对
每种情况单独缔约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承受； 另一方面， 因为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致使他们无
法预见所有可能的状况。 处理契约不完备性的手段多种多样。 针对履约过程中急迫的具体问题， 缔
约双方重新协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在婚姻存续期间签订的忠诚协议可以被视作配偶双方在婚
姻契约履行过程中， 结合婚姻感情状况的变化， 针对婚姻不忠现象这种违约形式， 补充签订的一项
担保条款。 双方约定出现或再次出现婚姻不忠现象时， 不忠方负担民法上的担保义务。 如果不忠方
做出婚姻不忠行为， 他必须给付相应的经济赔偿。 在婚前签订的忠诚协议可以被视作婚姻契约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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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参见夏江皓： 《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废除———法社会学的视角》， 载 《思想战线》 2019年第 2期。
輦輮訛 制度竞争分析方法参考了艾里克·拉斯缪森的研究思路。 参见 [美] 艾里克·拉斯缪森： 《对通奸进行法律规制的经济学进路》，

载 [英] 安东尼·W.丹尼斯、 [英] 罗伯特·罗素编： 《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 王世贤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81-
109页。

輦輯訛 《通奸罪在台湾正式走入历史， 台 “立委”： 民众仍要对不忠行为付出代价》， 载环球网， 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
43M3dolV8St， 2022年 4月 22日访问。

輦輰訛 《韩国实行 62年的通奸罪被废除 社会各界褒贬不一》， 载人民网韩国频道， http://korea.people.com.cn/n/2015/0227/c205167-
8854603.html， 2022年 4月 25日访问。

附带的担保条款， 仍以不忠方对于婚姻不忠现象的担保义务为内容。
其次， 忠诚协议能够发挥一种定价功能， 明确并提高婚姻不忠行为的违约成本。 在订立忠诚协

议之前， 不忠方对于婚姻不忠行为的法律成本主要来源于民事法律中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
婚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 （以下简称 “照顾无过错方原则”）。 这两项制度施加的法律成
本存在两点缺陷。 第一， 法律成本的额度不明确。 两项制度的赔偿额度都需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才能
确定。 由于司法判决的最终结果在判决公布前难以预测， 存在较大的上下浮动空间， 因此， 法律成
本的额度处于相当不确定的模糊状态。 第二， 法律成本的额度过低。 在司法实践中， 裁判者在判决
相关案件时通常趋于保守， 最终的赔偿额度有时无法有效起到惩罚不忠方、 补偿忠诚方的作用。輥輷訛

忠诚协议的订立意味着配偶双方围绕赔偿数额问题达成一致， 将先前模糊的赔偿数额明确化。 此
外， 由于忠诚协议的约定赔偿数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上述两项制度的法定赔偿数额， 因此， 忠
诚协议可以增大不忠方违约的法律成本。

二、 忠诚协议的制度竞争优势

对婚姻契约和婚姻不忠现象的法经济学解读阐明了忠诚协议规制婚姻不忠行为的制度机理。 据
此而言， 作为当事人预防和规制婚姻不忠行为的手段， 忠诚协议是 “有用的”。 然而， 基于法经济
学的立场， 一种手段是 “有用的” 并不当然意味着法律应承认它的效力。 相较于固守既有的制度模
式， 只有证明忠诚协议制度的引入利大于弊， 我们才能主张法律应承认忠诚协议的有效性。 换言
之， 法律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站在社会政策的视角， 考察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 既有的规制婚姻不忠
现象的制度模式具有何种功能定位及其可能存在的缺陷， 进而分析忠诚协议制度的引入能否在功能
上弥补既有制度的缺陷。 刑事处罚制度和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既是当代中国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主要
制度， 又在比较法上和法制史上经常被作为规制的重要手段。 本部分的讨论试图在制度竞争分析的
框架内， 围绕不同制度之间的优劣性展开比较和分析。輦輮訛

（一） 刑事处罚的制度逻辑

法律可以通过对不忠方课以刑事处罚规制婚姻不忠现象。 婚姻不忠行为入罪古已有之。 《尚书》
记载： “男女不以义交者， 其刑宫。” 这种对通奸等婚姻不忠行为的刑事处罚一直存在于传统中国的
法律之中， 即使到清末修律时依然留存。 我国台湾地区直到 2021 年才正式通过修改 “法律” 废除
通奸罪， 但仍然强调民众对不忠行为要付出代价。輦輯訛 在比较法上， 一些国家的刑法也将婚姻不忠行
为定性为犯罪。 例如， 截至 2014 年底， 在美国 50 个州中， 仍有 21 个州视通奸为刑事犯罪。 在亚
洲地区， 韩国直到 2015 年才废除实行了 62 年的通奸罪立法， 而且社会褒贬不一， 依然有很多人主
张保留对通奸的刑事处罚。輦輰訛 我国法律没有笼统地将所有婚姻不忠行为列为犯罪， 但仍规定了重婚
罪和破坏军婚罪。 对婚姻不忠行为的刑事处罚稍微不同于一般的刑事诉讼活动， 它的侦查环节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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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参见魏建、 周林彬主编： 《法经济学》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17页。
輦輲訛 外部性意为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的福利的无补偿的影响。 外部性的内在化意为改变激励， 以使人们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外

部效应。 [美] N. 格里高利·曼昆： 《经济学原理： 微观经济学分册》 （第 8 版）， 梁小民、 梁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版， 第 203-206页。

輦輳訛 参见姚洋： 《对惩罚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 载冯玉军主编： 《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96页。
輦輴訛 经济学上处理负外部性的另一种手段被称作 “科斯解”， 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 使得行为主体和受害者之间可以进行

交易。 但婚姻不忠行为的负外部性指向不特定的多数人， 它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科斯解在此可能无用武之地。 关于庇古
解和科斯解的区别， 参见孙鳌： 《外部性的类型、 庇古解、 科斯解和非内部化》， 载 《华东经济管理》 2006年第 9期。

輦輵訛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赵秉志执行主编： 《刑法学》 （第八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488页。

并不是由国家机关启动的， 而是依赖于私人的检举控告。 因为婚姻不忠行为具有隐匿性， 国家机关
难以及时全面地掌握相关信息， 往往在接到忠诚方或其他公众的举报后才会启动刑事程序。

刑事处罚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惩罚的严厉性。 相较于民事制度注重的金钱成本， 刑事处罚制度
施加的经济刑额度更高， 并且还可以施加威慑力更大的自由刑。 惩罚的严厉性有助于威慑不忠方，
预防婚姻不忠现象的发生。 刑事处罚的严厉性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 刑事处罚制度能节
约侦查成本。 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 当事人的预期惩罚成本相当于惩罚严厉程度与惩罚概率的乘
积。輦輱訛 婚姻不忠行为的理想预期惩罚成本并非无限大， 它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某个定值， 那么， 惩罚
手段的严厉程度越高， 达致理想预期惩罚成本所要求的惩罚概率就越低。 这意味着忠诚方、 社会公
众等发挥侦查功能的主体仅需采用较低的侦查密度即可施加理想的预期法律成本， 侦查成本因而得
到较大的节约。 另一方面， 刑事处罚制度还能将婚姻不忠行为的负外部性纳入不忠方的法律成本之
中， 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輦輲訛 婚姻不忠现象对社会整体具有负面的外部性， 它会起到负面的示范
效果， 诱导更多的婚姻不忠现象发生； 它会打击公众对爱情与婚姻的信心， 使那些对婚姻忠贞不二
的人因为怕受到伤害而怯于结婚。輦輳訛 理想状态下的法律应尽可能消除社会负外部性。 经济学上处理
负外部性的常用手段名为 “庇古解”， 即通过税收或其他手段将负外部性转移到行为主体身上， 实
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輦輴訛 刑事处罚制度处理负外部性的方式即是如此， 它的严厉性在很大程度上抬
高了不忠行为的法律成本， 将负外部性转移回行为主体身上。

然而， 刑事处罚制度的缺陷同样突出。 首先， 它无法填补忠诚方的损害。 婚姻不忠现象的刑事
处罚制度主要保护社会法益， 欠缺保护个人法益的面向。 以重婚罪为例， 该罪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
的婚姻关系。輦輵訛 这就决定了刑罚的主要功能在于制裁， 而非救济。 在实践中， 刑事处罚制度必须和
民事制度相结合， 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方式实现救济功能。 其次， 忠诚方检举婚姻不忠行为的
意愿不足， 导致刑事处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有效运作遭受挑战。 刑罚可能造成家庭名誉受损和经济
状况恶化， 致使忠诚方和不忠方共同承担法律成本， 而这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 出于对自身利益受
损的担忧， 忠诚方或许不愿检举不忠方， 因此国家机关无法及时获悉婚姻不忠行为， 刑事程序的顺
利启动受阻。 这种困境不仅是理论上的， 在实践中， 法律对婚内强奸的规制就陷入了类似的困局。
受害者担忧自己在刑事程序中进一步受伤害， 选择做沉默的羔羊， 导致施暴者逍遥法外。

（二） 民事损害赔偿的制度逻辑

在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下， 忠诚方有权请求不忠方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害。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大
部分国家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通行手段。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一种类型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该种
制度基于作出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等婚姻不忠行为一方的过错， 赋予另一方在离婚时请求损害赔偿的
权利。 例如， 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争议之处在于这种损害只限于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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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田韶华、 史艳春： 《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 载 《河北法学》 2021年第 1期。
輦輷訛 参见于龙刚： 《制度与社会约束下的法官行为———以基层法院的离婚纠纷解决为经验》，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年第 3期。
輧輮訛 参见孙若军： 《离婚救济制度立法研究》， 载 《法学家》 2018年第 6期； 前引輥輷訛， 夏江皓文。

还是也包括物质损害。輦輶訛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另一种类型是 “照顾无过错方原则”。 该原则在离婚财
产分割的时点， 借助保护无过错方权益的名义， 隐性地实现了不忠方对忠诚方的利益补偿。 然而，
这种保护相对较弱， 一方面， 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只限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方面的照顾， 而且该原则
只是强调对不忠方 “少分” 而不是 “不分”。 比起刑事处罚制度，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最明显的优势
在于忠诚方有权请求不忠方赔偿损失， 这符合 “受害人对索赔请求拥有排他权” 的道德直觉。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三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 作为一种损害
填补制度， 它无法处理负外部性的问题。 不忠方负担的法律成本仅限于忠诚方遭受的损失， 社会负
外部性未被纳入不忠方的成本考量之中。 第二，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难以确定忠诚方遭受损害的程
度， 继而引发救济程度不足的问题。 婚姻不忠行为的事实容易被证明， 但婚姻不忠行为造成的损害
却难以被证明， 更难以用一定数额的金钱衡量。 婚姻不忠行为的损害呈现出精神面向和财产面向交
织、 因果关系不明显的特点， 衡量赔偿额度的难度甚巨。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也没有较大意愿主动
介入私人生活， 去对婚姻不忠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輦輷訛 第三，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无法应对婚姻
不忠现象发生后当事人未离婚的情形， 这种缺点尤为严重。 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保护无过错
方权益原则都以当事人离婚为前提， 但是， 观察现实世界不难发现， 并非所有的婚姻在发生不忠现
象后都会走向离婚这个结局。 对于当事人双方未离婚的情形，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无从下手， 也就无
法发挥保护忠诚方的功能。

（三） 忠诚协议的制度嵌入性优势

法律制度的运行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之间的理想运行状态是相互合作和补充， 同时制度之间
的竞争也在推进制度的优胜劣汰， 实现整个制度体系的更新与完善。 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既有法律
暴露出一些缺陷， 在制度功能或适用情境上有所不足。 忠诚协议制度的竞争优势体现在， 它具有更
全面的功能和更广泛的适用情境， 可以解决既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弥补既有制度的不足， 实现
制度间的功能互补。

具体来讲， 刑事处罚制度偏重于制裁不忠方， 忽略了对忠诚方的救济， 而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忽
略了现实生活中一次不忠行为并不一定导致离婚的现象。 忠诚协议的制度功能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不
忠方的约束和对忠诚方的补偿。 一方面， 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对不忠行为的估价具有法定性， 最终的
赔偿数额需要法官进行裁定， 这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具有不确定性， 当事人无法估价往往会使民事损
害赔偿具有的成本约束力大大降低。 忠诚协议需要双方的协商， 具有合意性或约定性， 这种合意性
赋予夫妻双方对于不忠行为导致的后果进行定价的权利， 可以解决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面临
的问题， 诸如离婚损害赔偿得到法院认可的比例较低或者当事人获得的损害赔偿数额较低等情况。輧輮訛

忠诚协议中的明确定价能够给与当事人更多的预期， 既使得成本约束的力量获得加强， 也能够给与
人们在法定民事损害赔偿之外更多的救济手段。 另一方面， 忠诚协议制度不像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
无过错方权益保护原则那样必须以离婚为前提。 作为一种长期契约， 婚姻关系不仅仅包含情感上的
相互爱慕， 还包括经济上或物质上的相互支持， 物质和情感都不可或缺，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
充。 忠诚协议就是通过一种经济形式维系夫妻之间的感情。 一次不忠并不必然导致夫妻双方就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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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本部分参考了伊丽莎白·S.斯科特的观点。 参见 [美] 伊丽莎白·S.斯科特： 《婚姻义务与离婚的法律调整》， 载 [英] 安东尼·
W.丹尼斯、 [英] 罗伯特·罗素编： 《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 王世贤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3-45页。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姚洋文。

择离婚， 但不忠行为会使得忠诚方对长期契约抱有忧虑， 忠诚协议的担保功能可以发挥应有的作
用， 使得夫妻双方通过忠诚协议的方式补充长期契约， 既增强忠诚方对婚姻的信心， 也保障未来忠
诚方在面对再次不忠行为时可获得的经济补偿。

婚姻生活具有复杂性， 婚姻关系的基础是两个人的感情， 但一次不忠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夫妻
感情的消失或婚姻关系的破裂， 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继续维持婚姻关系。 对当事人不忠行为的情况
和婚姻关系得以维持的原因进行类型化处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忠诚协议制度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可
以发挥独特的积极功能。輧輯訛

第一种情形是 “敲竹杠” 的婚姻不忠行为。 不忠方既不想和配偶离婚， 又总是在婚外 “寻欢作
乐”。 之所以不忠方能这样做， 是因为其在利用婚姻契约的长期性 “敲竹杠”。 “敲竹杠” 行为不但
侵损了忠诚方的利益， 且对社会整体具有负外部性， 法律应予以严厉打击， 尽力杜绝此种婚姻不忠
现象。 忠诚协议制度可以发挥前述的定价功能和担保功能， 明确并提高不忠方的法律成本， 实现有
效威慑。 即使将来夫妻双方走向离婚的结果， 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也可以补偿忠诚方因多次不
忠行为遭受的伤害。

第二种情形是 “一时失足” 的婚姻不忠行为。 受制于有限理性， 人类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效率
最大化原则。 婚姻中不乏喜新厌旧之人， 一些人抵挡不住婚姻不忠行为的诱惑， 做出了错误的决
定。 然而， 婚姻不忠行为带来的快感可能属于短期利益， 白头偕老才更符合长期利益。 从长远来
看， 维持婚姻关系、 停止婚姻不忠行为才是最优的选择。 不幸的是， 即便维持婚姻关系更符合效率
原则， 但婚姻不忠行为仍侵蚀了婚姻的情感基础， 造成配偶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 致使配偶双方对
婚姻的投资降低， 婚姻质量下降。 鉴于 “一时失足” 的婚姻不忠行为给忠诚方造成的损害， 法律有
必要提高婚姻不忠行为的成本以发挥预防作用， 并在婚姻不忠行为发生后积极挽救婚姻。 伤痕累累
的情感关系需要配偶双方真诚、 高效的沟通来修补。 忠诚协议的协商、 签订过程为当事人提供了一
个冷静、 反思、 沟通的机会， 推动当事人 “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在忠诚方对婚姻的投资意愿下降
时， 忠诚协议可以及时发挥担保功能， 提高忠诚方婚姻收益的底线， 恢复忠诚方的投资信心。

第三种情形是感情死亡时的婚姻不忠行为。 配偶双方陷入不相称的婚姻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婚
前择偶时的信息偏差， 也可能是因为婚后一方当事人的性格、 事业等发生显著变化。 此时， 不忠方
维持婚姻的收益已经小于成本， 好聚好散是这种婚姻最好的结局。 然而， 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等
原因， 离婚对于夫妻双方而言都是成本较高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双方都可能面临着不忠行
为的诱惑。 从感情的角度出发， 这种情况下的不忠行为缺乏遭受批评的正当性。 有学者认为， 站在
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视角而言， 由于对这种行为实施惩罚的结果是增加了没有爱情的死亡婚姻， 反倒
会降低社会总体收益， 因此， 法律没有必要禁止或惩罚感情死亡时的婚姻不忠行为。輧輰訛 但是， 在出
现单方的婚姻不忠行为时， 除非另一方也存在婚姻不忠行为， 否则对于忠诚方而言， 这意味着其在
婚姻关系中受到了损害， 那么， 忠诚协议制度能够促使忠诚方在离婚时就损失获得最大程度的补偿。

综合比较三种规制模式， 忠诚协议制度的独特优势使得该制度嵌入整个法律规制制度具有了合
理性。 鉴于当前我国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承认忠诚协议制度的有效性， 让当事
人多一个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 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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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 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
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
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予离婚。”

輧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 （一）》 第二条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 ‘与他人同居’ 的情形， 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 不以夫妻名义， 持
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

輧輳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
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

輧輴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三、 忠诚协议入法的制度性构建

忠诚协议限制婚姻不忠行为的内在机理和忠诚协议制度的竞争优势， 说明承认忠诚协议入法具
有必要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 忠诚协议制度的多种优势要求在正式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明确承认忠
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并完成相关制度的建构工作， 也就是忠诚协议的法律制度化。 忠诚协议的法律
制度化一方面需要我们将忠诚协议制度置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的背景下， 考量不同制度之间的
协调性和体系性， 另一方面需要我们着眼于相关的细节性规则问题， 完成规范性规则的建构， 形成
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机制。

（一） 忠诚协议制度化的体系性考量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 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制度功能主要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照顾无过
错方原则承担。 由于这两项制度均以离婚为前提， 因此， 离婚制度也与婚姻不忠现象的规制相关
联。 忠诚协议的制度化需要将这些已有制度纳入考量， 特别是考量已有制度的弊端， 才能将自身嵌
入到我国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之中。

首先， 诉讼离婚制度对婚姻不忠现象的规制存在功能缺失。 诉讼离婚制度见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该条规定了诉讼离婚制度的基本要求。輧輱訛 从
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角度观察， 该条规定的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仅限于 “重婚” “与他人同居” 等
严重不忠行为， 忽视了出轨、 婚外情等其他一般不忠行为。 2020 年年底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 （一）》 第二条进一步限缩 “与他人同居”
的含义， 将之明确为 “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 不以夫妻名义， 持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輧輲訛 某省高级
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据此发布的一篇文章甚至直接将该司法解释解读为出轨不属于同居行为，
不能据此要求离婚， 并称最新法律趋势是防止轻率离婚。 尽管这个说法招致广泛的批评， 但它的确
从侧面体现出忠诚方的 “离婚难”。 不忠方可以躲在离婚制度的保护伞下， 既享受婚姻不忠行为带
来的利益， 又将配偶 “捆绑” 在婚姻关系之中。

其次，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施加的法律成本过低。 《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一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輧輳訛 同诉讼离婚制度一样，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定情形只包括严重
不忠行为， 未涵盖出轨、 婚外情等其他一般不忠行为。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了离婚财
产分割中的照顾无过错方原则。輧輴訛 问题在于， 照顾权益不等同于完全的损害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
裁判者向忠诚方倾斜分配的共同财产过少， 远远不足以弥补忠诚方的损害。 究其原因， 本质上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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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存在内在缺陷： 裁判者无法全面计算忠诚方的受损害程度， 判决存在
过于保守的倾向， 大量隐性的、 难以在法律上得到证明的损害没有被判决结果吸收。 因此， 离婚损
害赔偿制度和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施加的法律成本过低， 既无法良好地保护忠诚方的利益， 又不能有
效威慑婚姻不忠行为。

忠诚协议的制度化必须考虑到既有制度的现实背景， 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照顾无过错方原则
相互配合和补充， 形成全面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一整套规则系统， 从而嵌入到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
之中。 第一， 从规制不忠行为的范围来看， 在既有的两种制度下，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针对重婚、
与他人同居等严重不忠行为， 它的损害赔偿额度相应较高。 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广泛适用于各类婚姻
不忠行为， 具有兜底保护规定的性质， 但它的财产倾斜分配额度相对较低。 第二， 从是否允许当事
人以自由意思决定规制模式的设定和内容来看， 既有制度都属于法定规制模式， 忠诚协议制度则属
于意定规制模式。 是否签订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在所有婚姻中强行推广忠诚协议
的做法显然脱离现实， 法律只能原则性地肯定忠诚协议的有效性。 第三， 从规制的程度来看， 相较
于两种既有制度， 作为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模式， 忠诚协议往往是一种具有更高强度的法律保护
模式。 它约定的违约损害赔偿额度可以超过两种既有制度设定的额度。 如果当事人签订了忠诚协
议， 裁判者原则上应当优先适用忠诚协议。 当忠诚协议未就某种具体的婚姻不忠行为作出约定时，
裁判者可以补充性地适用既有制度。

（二） 忠诚协议制度化的规范性建构

忠诚协议制度化的规范性建构首先要求在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明确规定忠诚协议的有效性， 并
通过规则的建构和规则之间的衔接实现忠诚协议的制度化。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已经对忠诚协议制度
的规则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以
下简称 《裁判指引》） 第三十七条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该条款规定： “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违
反忠诚协议导致离婚为由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在离婚时履行其在忠诚协议中所作损害赔偿承诺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该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过高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当调整。” 该条款的
内容基本能满足忠诚协议制度化的有关要求， 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 有必要进行补充和调整。

第一， 婚姻关系的解除与忠诚协议的关系问题。 《裁判指引》 将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依据忠诚
协议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必要条件， 这种做法较为符合司法实践中的通行观点。 然而， 也有人提出
了反对意见， 主张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应成为不受理即剥夺诉权的理由……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
单独可诉性， 可惩罚警醒过错方， 挽救陷入危机的婚姻”。輧輵訛 将离婚作为忠诚协议损害赔偿前提条件
的观点可能受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二十
九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影响， 这两款规定了当事人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应以离婚或起诉离婚为前提
条件。輧輶訛 然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忠诚协议制度属于两项不同的法律制度， 参照适用离婚损害赔
偿制度相关规定的做法缺乏法理依据。 对于婚姻关系的解除与忠诚协议的关系问题， 应当根据当事
人采用的婚姻财产制进行区别处理。 如果当事人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 那么， 在婚姻存续期间判决
依据忠诚协议给付损害赔偿的做法无异于是将夫妻共同财产从一个裤口袋挪到另一个裤口袋， 几乎
没有实际意义， 甚至可能浪费司法资源。 因此， 对于适用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婚姻， 离婚可以作为依

輧輵訛 楚士将、 殷芹：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可以单独诉讼》， 载 《人民法院报》 2017年 4月 12日第 7版。
輧輶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二十九条第三、 四款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

离婚的案件， 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 不予支持。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不起诉离
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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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忠诚协议给付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輧輷訛 如果当事人采用约定财产制， 那么， 不忠方用夫妻个人财
产给付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的情形符合忠诚协议制度化的预期目的。 因此， 在采用约定财产制
的婚姻关系中， 不应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实现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第二， 法院可否调整忠诚协议约定内容的问题。 《裁判指引》 规定， 当忠诚协议约定的损害赔
偿数额过高时， 裁判者可以适当调整。 这个立场应当得到支持， 因为有些忠诚协议约定的赔偿额度
过高， 例如， 一些 “净身出户” 型忠诚协议约定的赔偿额度早已超出增加婚姻不忠行为的法律成本
的需要。 执行此类忠诚协议可能会导致不忠方离婚后生活困难， 不符合民法尊重人权的基本精神。
因此， 应当允许裁判者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酌减损害赔偿额度， 但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也需要受到
必要的限制， 避免司法裁判重新陷入规制婚姻不忠行为力度不足的窘境。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忠诚协议的赔偿额度的上限可以被定为满足忠诚方离婚后基本生活、 工作需求的额度。 那么， 人民
法院是否可以调整忠诚协议中约定数额过低的情况？ 特别是，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忠诚协议中约定的
数额低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所能提供的救济水平的情形。 忠诚方签订此种忠诚
协议的原因可能是一时心软、 意思表示不真实或不了解法律。 基于规制婚姻不忠现象和救济忠诚方
利益的政策考量， 若忠诚方在诉讼中请求调整忠诚协议约定的赔偿额度，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赔偿
额度应当不低于前述两种既有制度提供的救济水平。

第三， 忠诚协议是否适用 《民法典》 合同编的问题。 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属于合同编的适用范
围， 而忠诚协议属于同时调整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合同。 对于身份关系协议与合同法 （编） 的关
系问题， 《民法典》 的规定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发生了较大变化。
《合同法》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婚姻、 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则规定： “婚姻、 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有关该
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没有规定的， 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由此可见， 《民法典》 实
质上肯定了身份关系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做法。 因此， 无论是基于财产关系的面向还是基于身份
关系的面向， 忠诚协议都属于 《民法典》 合同编的调整范围。 对于忠诚协议未明确约定的内容， 应
当直接适用或参照适用 《民法典》 合同编的有关规定。

第四， 忠诚协议纠纷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规则问题。 忠诚协议的效力认定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证据
要求。 其一是忠诚协议真实存在且有效。 依据法律行为一般有效要件的证明规则， 原则上无需主张
者积极举证来证明法律行为有效， 其只需证明法律行为成立即可。 相对人不能举证证明法律行为不
具备有效要件的， 裁判者应推定法律行为有效。 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裁判者出于对忠诚协议的抵触
与不信任， 要求忠诚方负担证明忠诚协议有效性的举证责任，輨輮訛 这种做法应予纠正。 其二是忠诚协
议内所附条件的成就， 如出轨、 婚外情、 婚外同居等条件的成就。 婚姻不忠行为通常具有高度隐匿
性， 忠诚方在收集证据时困难重重， 这在客观上可能阻碍忠诚协议制度的有效运转。 根据审判中立
原则的要求， 裁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能主动协助忠诚方收集证据， 甚至可以据此裁判忠诚方败
诉。輨輯訛 有学者主张， 裁判者在个案中可以积极地向忠诚方阐明相关的证据规则， 指导无过错方合法
且有力地取证。輨輰訛 除此之外， 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 明确道歉信、 开房记录、

輧輷訛 即便以离婚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忠诚协议制度仍可发挥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功能。 由于它赋予了忠诚方是否就忠诚协
议提起诉讼的选择权， 而且忠诚协议约定了较高的赔偿额度， 因此， 不忠方仍面临着很大的法律成本。

輨輮訛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京 02民终 3879号民事判决书。
輨輯訛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2014） 鄂洪山民初字第 00098 号民事判决书；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015） 铜民初

字第 0018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 （2015） 湛廉法民二初字第 568号民事判决书。
輨輰訛 参见前引譾訛， 刘加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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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Loyalty�agreement�refers�to�the�civil�agreement�that�the�party�who�violates�the�duty�of�
loyalty�between�husband�and�wife�should�pay�property�compensation�to�the�other�party.�Whether�
the� legal� validity� of� loyalty� agreement� should� be� recognized�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re-examined�from�the�perspective�of�legal�policy�of�law�and�economics.�Marriage�can�be�regarded�
as�a�long-term�contract�in�line�with�the�principle�of�economic�efficiency.�Its�own�attributes�easily�
lead� to� the�breeding�of�marital� infidelity.�Loyalty� agreement�performs� the� function�of� guarantee�
and� pricing,� which� increases� the� legal� cost� of� marital� infide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
competition,� the� loyalty� agreement� institution� is� superior� to� the� criminal� punishment� institution�
and�the�civil�damage�compensation�institution,�which�shows�that�the�loyalty�agreement�institution�
is� an� excellent� choice� fo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marital� infidelit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oyalty�agreement�requires�that�the�legal�validity�of�loyalty�agreement�should�be�clearly�stipulated,�
that�the�systematic�consideration�should�be�carried�out�in�combination�with�China's�current�legal�
system,�and�that�the�normative�construction�should�be�completed.

Key Words: Loyalty� Agreement;� Duty� of� Loyalty;� Marital� Infidelity;� Law� and� Economics;�
Institution�Competition

聊天记录、 出警记录等证据对于婚姻不忠行为的证明力， 逐步形成一整套关于证据和证明的完整裁
判规则。

结语

面对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 法解释学的传统进路陷入某种瓶颈， 引入法经济学的法律政策进路
有助于拓宽视野， 提出不同的思考路径。 作为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有效手段， 忠诚协议能够发挥担
保功能和定价功能， 从而增加不忠方的法律成本。 相较于刑事处罚制度和民事损害赔偿制度， 忠诚
协议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它有能力妥善识别和处理不同类型的不忠行为， 并促进 “一时失足”
情形下婚姻关系的修复。 忠诚协议的制度化必须考量我国法律规则体系的现实背景， 同既有制度相
互协调与配合， 形成一整套规制婚姻不忠现象的整体性规则体系。 更进一步而言， 本文可以被视作
运用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婚姻家事问题的一次尝试。 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介入婚姻家事问题， 并不只
是一个法解释学的问题， 更是一个法理学问题。 对于婚姻家事法的经济分析在国内法学界尚不多
见， 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道路。 制度是人为设计且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一种约束性条件， 它构
造了人们在政治、 社会或经济领域里进行交换的激励。輨輱訛 例如， 忠诚协议是否得到制度化反映出法
律对婚姻不忠现象的不同规制力度， 这必然会改变现实中婚姻不忠行为的效率函数。 与此同时， 根源
自 “民间智慧” 的忠诚协议在经受理性的审查后， 可以被上升为法律制度， 反向作用于婚姻实践。

輨輱訛 参见 [美]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杭行译， 韦森译审，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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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 孙杨违反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被禁赛事件在媒体曝光之后引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
泛关注。 体育明星的身份标签与复杂苛刻的反兴奋剂程序机制发生碰撞， 使得反兴奋剂制度的诸多
面向进入公众讨论和学理反思的视野。 虽然孙杨案涉及的主要是程序问题， 即孙杨因在抽血过程中
撕毁协议和打破血样瓶而构成阻挠执法， 但程序正义必然与各种实体问题纠缠在一起。 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 （World Anti-Doping Ageny， 以下简称 WADA） 成立二十年以来， 在反兴奋剂斗争中做出大
量努力， 其主要规范文本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以实体严格和程序苛刻著称， 但其执法程序也常常
被诟病， 特别是对运动员施加的负担过重。譹訛 孙杨案将程序问题凸显和放大， 反映出反兴奋剂机制
在实践中必须面对的一些困境。 尽管该案经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后基本尘埃落定， 其中所涉程序性
争议也得到定性， 但由此案而引发的法理问题才刚刚展开。

体育是众多社会基本善的一种， 是构建生活多样性和促成共同体合作的重要力量。 体育运动有
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但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以公平竞争、 个人能动性、 卓越和健康为价值追求， 这些
构成了现代体育精神的基本要义。 伴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制度化， 体育领域的规范化和法治
化也被视为现代体育精神的彰显。 反兴奋剂制度成为体育规范化的象征， 也是实现体育之善的制度

新兴科技与体育增强： 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理反思

郑玉双 *

内容提要： 现代竞技体育是实现基本善的重要实践， 因此禁止使用兴奋剂被视为竞技体育
的伦理防线。 然而， 随着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等新兴科技形态的迅猛发展， 本身就面临着
屡禁不止、 执法效果低下和程序严苛等实践困境的反兴奋剂制度背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重
担： 反兴奋剂的伦理正当性争议。 生命科技对人体机能的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对训练方式
的更新、 兴奋剂药物的层出不穷， 使得很多理论家质疑兴奋剂禁令的公平性并倡导反兴奋
剂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迫切需要对新兴科技冲击下的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制体系进行理
论反思。 相比于一元论模式和反思平衡模式， 重构模式是更为合理和动态的理论方案。 反
兴奋剂制度需要构建解决兴奋剂之伦理争议的元道德， 将新兴生命技术对人体机能的革命
性改进、 人工智能对竞技表现的数字化和算法化等因素纳入考量， 完善捍卫体育之善、 强
化科技与人文互动的反兴奋剂机制。
关键词： 兴奋剂 体育精神 体育增强 人工智能 基因科技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8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钱端升青年学者， 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基因科技视域下的尊严法
理研究” （项目编号： 20BFX016） 的研究成果。

譹訛 参见韩勇：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 载 《体育与科学》 202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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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然而， 兴奋剂为何应当禁止， 反兴奋剂制度应当如何完善， 一直以来引发大量的理论探讨。
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努力相对应的是，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比例并未实质降低， 新型兴奋剂药物
层出不穷。譺訛 在理论上， 呼吁放开兴奋剂禁令的声音越发强烈。 2013 年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 以及
人工智能、 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 使得新兴科技对体育事业的冲击越来越显著。 早在本世纪初期
就有很多学者提出基因兴奋剂的潜在可能， 而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使得通过基因工程提高运动员体
能的预测越来越接近现实。 技术革命引发的一个根本性追问是： 兴奋剂禁令在法理上是否仍然具有
正当性？ 本文依据伦理学和法理学的相关理论， 借助于兴奋剂这个具体实践问题来观察新兴科技对
人类实践形态的冲击， 并构建从法理上进行回应的恰当框架。

一、 体育之善与公平竞争

使用兴奋剂不只是违规行为， 也是伦理不当行为， 往往会受到制度惩罚和道德谴责的双重评
价。 然而， 早在体育运动产生之初， 运动员就通过草药和酒等来提高自身的竞技能力。 现代意义上
的兴奋剂已经完全不同于酒精这种低效的能力提升物品， 而是会对人体肌肉和体能产生实质促进的化
学物品。 理解兴奋剂的历史变迁及当代伦理处境， 需要以体育之善和体育精神两个方面为起点。

（一） 体育之善

按照菲尼斯 （Finnis） 的主张， 体育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基本善， 属于他所列举的八种共同善之
一。譻訛 然而菲尼斯并未明确分析如何实现体育之善， 只是强调体育之善是不证自明的， 与知识、 实
践理性、 审美等基本善同等地重要。 虽然体育之善具有基础地位， 人们对此也无分歧， 但其重要性
和具体内涵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解读。 在古代， 体育竞技与宗教和战争紧密相关。 而在现代， 体育是
促进健康、 社会团结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 大多数国家将发展体育事业作为公共事务， 通过举办国
际奥林匹克运动、 单项赛事等各种比赛来促进体育竞技的全球化。 体育是超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共同
语言， 有着培育个人德性和加强国际交往的独特魅力， 可以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塑造机制。

运动员在时间、 精力和训练上的巨大投入是为了获得异于他人的成就， 这种追求可以纳入体育
之善的道德框架进行分析， 但运动员不是道德推理的主体， 道德理由也不是运动员参与竞技的首要理
由。 对运动员来说， 参与竞技并不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如何将体育事务纳入社会道德事务？

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然而， 要求以竞技为核心目标的运动员满足特定道
德要求这一点必须在伦理上获得辩护 （justification）。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 运动员不需要进行道德推
理， 只需要执行反兴奋剂禁令并在运动场上出色发挥便可。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国内法律和社会公
众对运动员提出了禁止兴奋剂的道德要求， 这些要求必须在兴奋剂的本质、 禁止兴奋剂的恰当理由
和实施方案上符合体育之善的内在属性。 然而， 这个伦理辩护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兴奋剂只是一类体能增强物质的统称， 通常包含化学药品， 但其范围并不确定。 WADA 每隔一
段时间都会对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进行修正， 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兴奋剂。 然而， WADA 作为
一个执法机构， 其确定兴奋剂范围的依据是什么？ 科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识别某种药物是否会产
生增强效果。 然而科学判断无法最终确定一种药物是否应当被列入名单， 最后的名单仍然由 WADA
裁断。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为了增强体能， 而反兴奋剂的依据之一是兴奋剂会对运动员身体造成伤
害。 然而， 多数竞技项目对运动员身体健康都会造成损害， 相比于此， 兴奋剂造成的伤害不是最严

譺訛 参见王聪等： 《兴奋剂违规事件屡禁不止现象的思考》， 载 《体育科技》 2019年第 6期。
譻訛 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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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 而且在 WADA 所列的兴奋剂名单之中， 有一些药物对运动员并无损害， 典型的有大麻酚
（Cannabinoids）。譼訛 WADA 在兴奋剂名单的武断性上或许不是大问题， 但反兴奋剂执法过程中出现的
一系列实体和程序问题， 包括孙杨案中所反映的程序瑕疵， 都削弱了 WADA 的公信力， 比如对检
测阳性结果的过度依赖， 实施不利于运动员的严格责任等。 WADA 对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不断修
正， 2021 年版加强了对运动员的权利保护。譽訛 但该机构所采取的一贯立场是， 运动员应该运用运动
天赋和后天努力来获得胜利， 通过药物获得不当的优势， 是对体育精神的违背， 因此破坏了体育之
善。 这种精神， 用 WADA 的理念来说， 是 “公平、 干净和真实地竞争 （play fair， play clean and
play true）”。 体育精神是体育之善的一种表达形式。 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体育精神是什么， 它
发挥着何种作用。

（二） 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是体育活动的气质。 体育之善衍生出一系列美德要求， 形成了体育精神的各种不同表
达， 综合起来有： （1） 道德、 公平竞争和诚实； （2） 健康； （3） 卓越的表现； （4） 性格和教育；
（5） 乐趣和快乐； （6） 团队合作； （7） 奉献和承诺； （8） 尊重规则和法律； （9） 尊重自己和其他参
与者； （10） 勇气； （11） 共同体和团结。 然而， 这些具体要求之间可能相互冲突， 而且地位也不尽
相同。 体育精神的阐发者认为这些要求本质上都指向了公平竞争这一精神。 罗兰德 （Loland） 将体
育精神视为围绕公平竞争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体系， 是通过竞技来实现道德良善的一系列规范。譾訛

公平竞争体现了运动员对体育之善的认可和珍视， 而平等参与则是对运动员之人格的尊重， 通过公
平和平等的价值保障运动员在竞技之中展现卓越的自然才能。

然而， 罗兰德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并未澄清体育的道德属性。 罗兰德作为 WADA 的伦理顾问，
似乎是从理论角度为 WADA 的组织理念进行辩护。 这种对体育精神的界定是对体育之竞技性的浪
漫主义化， 而其形塑历程反映的是新教主义的工作伦理， 或者新教精神。 默勒 （M覬ller） 认为， 当
代反兴奋剂制度最开始是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的一种体现。 反兴奋剂制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
推动以来， 体现了这种新教的气质， 即通过运动员辛苦的训练和竞赛来体现体育运动的神圣性和超
然性。譿訛 在吉利特 （Geeraets） 看来， WADA 所拥护的实质上是关于体育的意识形态 （ideology）， 它
所捍卫的是公正的外观， 而非公正本身。讀訛

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公平理念在体育中的体现， 但就反兴奋剂问题来说， 两个问题较为
关键： 公平精神禁止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吗？ 体育运动中的公平是作为社会之基本结构的公平价值的
具体体现吗？ 兴奋剂的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兴奋剂破坏了公平竞争， 然而公平竞争论证非常脆弱。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对其他运动员不公平， 这个判断的依据只是在于运动员破坏了竞争规则， 是典型
的以违规的错误性来论证规则的正当性。 西蒙 （Simon） 援引德沃金对规则和原则的区分， 指出在
体育运动中有时违背规则可能结果上更为公平。讁訛 所以， 公平竞争论证必须借助其他理由来增强其
合理性。 认为体育竞技的唯一精神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卓越， 这个论证过于极端， 但的确指出了公

譼訛 Michael McNamee, The Spirit of Sport and the Medicalisation of Anti -Doping: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Ethics, Asian Bioethics
Review, 2012, Vol. 4 (4), p.375.

譽訛 郭树理： 《2021年实施版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之修订》， 载 《体育科研》 2020年第 2期。
譾訛 Sigmund Loland, Fair Play in Sport: A Moral Norm System, Psychology Press, 2002, p.147.
譿訛 Verner M覬ller, The Ethics of Doping and Anti-Doping, Routledge, 2009, p.105.
讀訛 Vincent Geeraets, Ideology, Doping and the Spirit of Sport,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18, Vol. 12 (3), p.264.
讁訛 Robert Simon, The Ethics of S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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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证的模糊性。 十九世纪末奥林匹克运动恢复的时候运动员们在比赛中所追求的是如古希腊运动
员那样的宗教敬虔， 公平并不是首要追求。

罗尔斯 （Rawls） 将正义视为社会的基本美德， 他认为正义的核心是公平， 但这种公平首先指
向的是社会政治安排将充分的基本自由赋予独立自由之个体， 即正义的第一原则。輥輮訛 罗尔斯并未否
认他的公平的正义理论能够适用于具体领域， 比如家庭， 但需要对公平的理念做出适当调整。 体育
竞技领域需要大量的规则约束， 当然能够促进竞技中的公平， 但这远远不够。 训练资源投入、 运动
员选拔、 教练训练方案和国内体育机制等都是影响竞技公平的实质性因素， 兴奋剂问题可以说与这
些因素都有复杂的关联。 如果仅仅从抽象的公平价值和体育精神来断定兴奋剂的伦理正确与否， 可
能与正义的一般性要求相冲突。 赛德维克 （Sandvik） 主张， 所谓的体育公平问题在本质上是运动员
忠于团队还是忠于体育事业的忠诚困境。輥輯訛 体育竞技在社会实践的正义结构之中处于何种位置， 以
及如何让抽象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具有指引意义的伦理规范并积极回应实践中的各种困境， 目前仍然
争议不断。

二、 反兴奋剂： 伦理正当性争议与实践困境

回应新兴科技对反兴奋剂制度的挑战， 需要先厘清反兴奋剂的伦理基础。 兴奋剂错在哪里？
争论双方围绕兴奋剂的性质和后果进行了激烈论辩， 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兴奋剂之争的理论性
质：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争议吗？

（一） 兴奋剂之伦理正当性是真正的伦理争议吗？

反兴奋剂论证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立场： 公平论证、 健康论证和道德不端论证。 公平论证主张
使用兴奋剂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获得了额外的不正当优势， 因此破坏了公平这一价值。 健康论证主
张兴奋剂对运动员造成健康威胁， 因此应当基于对运动员的保护而禁止兴奋剂。 道德不端论证是体
育精神的阐释， 使用兴奋剂是作弊， 违背了体育精神。 在桑德尔看来， 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人为的掌
控， 是对人的自然馈赠 （giftedness） 的破坏。輥輰訛 体育史上的兴奋剂丑闻和作弊引发的道德反感强化
了兴奋剂的负面形象， 而 WADA 也因其执法严格和立场坚定而受到赞许。

但这些论证受到了不同形式的反驳。 代表性的批判人物有生命伦理学家瑟武列斯库
（Savulescu）。 瑟武列斯库提出了十项批判反兴奋剂制度的理由， 包括： （1） 使用兴奋剂并不构成作
弊； （2） 并未违背体育精神； （3） 没有违背公平； （4） 体育运动资金耗费巨大， 兴奋剂可以减少财
政支出； （5） 兴奋剂不必然带来安全风险， 而且体育竞技本身就具有危险性； （6） 改革兴奋剂制度
有利于保障孩子的利益； （7） 兴奋剂禁令无助于改变作弊氛围； （8） 反兴奋剂规定沦为空文； （9）
严格责任对运动员不公平； （10） 其他替代措施效果不佳； 等。輥輱訛 在瑟武列斯库看来， 真正有益的出
路是放开兴奋剂， 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运动员的健康上， 而非服用的药物上。 如果药物是安全的， 对
运动员的竞技性和创造性产生增进， 那么就不存在禁止他们的正当理由。 只有这种方案才能实现公
平。 其他支持兴奋剂合法化的学者基本上是对上述某一具体理由进行扩充和强化， 或者采取不同的

輥輮訛 See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3.
輥輯訛 Morten Sandvik, “Fair Play”as a Larger Loyalty: The Case of Anti-Doping,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21， Vol.15（2）， p.2.
輥輰訛 参见 [美] 桑德尔： 《反对完美》， 黄慧慧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84页。
輥輱訛 See J. Savulescu et.al, Why We Should Allow 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 in Sport,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04, Vol.

34 (8), pp.666-670.

92· ·



新兴科技与体育增强： 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理反思

论证方法。 比如塔姆布里尼 （Tamburrini） 认为， 兴奋剂与体育精神不是冲突的， 而是相符的， 体
现的正是现代精英体育的精神。 此外， WADA 要实现公平， 就不能只是对兴奋剂标准一刀切， 而是
做出更为细致灵活的规定和实施方案。 他同时也认为兴奋剂禁令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检测兴奋剂对人
体到底造成多大伤害的机会。輥輲訛

瑟武列斯库等人给出的理由是否成立？ 至少目前来看， 健康论证和道德不端论证过于脆弱， 它
们只能依附于公平论证来获得力量。 公平论证并非无法辩护， 关键是何种意义上的公平。 在批评者
看来， 瑟武列斯库过于激进和乐观地夸大了放开兴奋剂对于体育竞技的积极意义。 即使反兴奋剂机
制是不完善的， 但放开之后不意味着公平竞争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以及体育执法会更加有效。 如布
斯米特 （Breitsameter） 所言， 如果只是从后果上来看， 放开兴奋剂对体育事业的促进不会比兴奋剂
禁令更能保障公平。輥輳訛 而如果不考虑后果， 那么运动员是否可以使用兴奋剂就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
体育竞技之公平的道德意义。 正如支持人类增强的博斯特罗姆 （Bostrom） 所指出的， 如果体育竞技
是竞技能力的展现和角逐， 那么对这种能力的增强可能并不会展现体育的价值，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
可以获取增强的资源， 那么兴奋剂增强对体育竞技的意义是不明显的。輥輴訛

从已有争论来看， 支持或反对论证首先都需要借助于特定的伦理学理论来解释公平是什么， 比
如道义论或者后果主义， 但如何将这些学说运用到体育竞技的独特结构之上， 目前仍然缺乏一个可
靠的框架。 其次， 对兴奋剂进行伦理判断需要对体育竞技的本旨 （point） 进行界定。 借用德沃金所
提出的分析框架， 虽然体育竞技是身体潜能的展现， 但体育并非自然概念， 而是包含着一个诠释空
间的解释性概念。輥輵訛 解释性概念的内涵无法通过分析事物的自然结构而展现， 所以我们无法从竞技
活动的自然结构来判断对运动员进行增强是否符合其结构。 根据德沃金的理论， 增强的对与错在于
竞技运动的意义空间是否能够最好地展现这项运动的目的， 解释的依据则在于它是否符合美好生活
的基本价值。 德沃金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兴奋剂之正当性与否是一个真正的道德争议。 体育精
神的表达虽然抽象， 但它指向的是体育竞技的道德内涵。 支持或者反对兴奋剂的各方立场都至少接
受体育竞技要受到道德约束。 因此， 兴奋剂的道德争议的核心就在于， 体育竞技中的公平究竟有着
何种内涵。

（二） 体育竞技中的公平

为什么体育竞技要追求公平？ 公平是体育精神的内涵， 但公平如何体现在运动员通过实力对决
而追求世界排名的过程之中？ 国际体育组织或 WADA 对公平的界定常常是循环论证的， 即体育竞
技的公平性来自体育精神， 而体育精神之所以包含公平， 因为这是体育竞技。 这种解释对于理解体
育竞技的本质并无益处， 也无法说明反兴奋剂的正当性。 一种观点将体育竞技的意义归结为人性
（humanness） 的彰显。 尽管人性概念也比较空洞， 但通过竞技展现以探索人的潜能， 的确使得人性
更为具体。 不过从对人性的理解之中仍然无法确定公平是内在于体育竞技之中的， 因为人性包含着
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至高目标的成分。

体育竞技不是资源分配， 不需要对竞技结果所产生的社会资源流动负责， 虽然现代体育事业与

輥輲訛 See Claudio Tamburrini, What’s Wrong with Doping?, in Claudio Tamburrini ed., Values in Sport, Taylor & Francis, 2000, p.209.
輥輳訛 Christof Breitsameter, How to Justify a Ban on Doping?,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7, Vol. 43 (5), p.290.
輥輴訛 Nick Bostrom & Rebecca Roache, Ethical Issues in Human Enhancement, in J. Ryberg eds., New Waves in Applied Eth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31-132.
輥輵訛 参见 [美] 罗纳德·德沃金： 《身披法袍的正义》， 周林刚、 翟志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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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资本和娱乐等各个领域纠缠在一起。 体育竞技也并非选拔机制， 像职业考试那样通过选拔竞
赛为相关领域输送合格人才。 体育就是为了体育之善， 其他相关价值依附于这种基本善而产生。 体
育之善是构成人类生活之独特性和多元性的基本内容， 体育竞技和普通个体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共同
塑造了共同体生活的想象空间和理想诉求。 但问题是， 既不追求资源合理分配的社会后果， 也仅限
于为自身目的而训练专业人才的一项事业， 为什么要符合公正这一项基本政治价值和理想， 以至于
需要通过极为严格的规范设计来避免任何可能的个体作弊行为？

对此， 我们只能采取一种多元和包容的公平竞争观念， 尽力展现体育竞技之价值光谱的复杂面
向。 相比于其他社会实践， 体育是单维的， 它的实践形态非常单一， 只是通过运动员的竞技来展现
人的卓越潜能。 然而， 它的价值形态却比较复杂。 体育中的公平竞争值得追求， 但公平的内涵与体
育活动的结构是互动的。 兴奋剂不是新鲜事物， 但现代兴奋剂是基于生物医学的现代产物。 体育活
动致力于展现人的生物机能的结构没有变化， 但体育内嵌于整体社会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这
种情况下， 坚持一种机械且内容含混的公平价值不利于解决体育竞技中的困境， 特别是反兴奋剂制
度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困境。

（三） 反兴奋剂制度的执法困境

国际反兴奋剂制度具有自发性、 自治性和国际性， 可以视之为技术善治的先驱和样本。 众所周
知， WADA 在实践中常常受到的两个指控是： 一是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比例不降反升， 严厉的反兴
奋剂执法并未抑制运动员冒险的动机。 WADA 的一项匿名调查显示， “超过 1/3 的运动使用兴奋剂，
但被检测出来的比例不到 2%， 使用基因兴奋剂被检测出来的概率更低”。輥輶訛 二是反兴奋剂机制存在
各种实体和程序上的瑕疵。 WADA可以勉强为自身辩护， 因为如果没有反兴奋剂执法， 兴奋剂使用可
能会像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样失控。 反兴奋剂机制不断在修正， WADA至少是在勤勉地执行他们的职责。

反兴奋剂机制的真正实践难题在于， 反兴奋剂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实践。 但既然 WADA 无法
进行充分的道德论辩， 也不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执法主体， 因此无论是让体育成为一项道德事业， 还
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实现体育法治， WADA 都无法胜任。

首先， 反兴奋剂禁令和具体措施当然一直是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 但体育之善的凝聚力、 体育
精神的理想化、 竞技体育实现基本善的特殊形式以及反兴奋剂执法从公众认同之中所获得的道义支
持结合起来支撑了反兴奋剂制度的正当性。 WADA 是道德争议的执行者， 而非裁断者， 它没有能力
做出可辩护的伦理判断， 只能以权威方式执行反兴奋剂禁令。 导致的结果是， 它并没有应对新兴科
技之挑战的有效反馈机制。 由于反兴奋剂执法的严厉和 WADA 本身的理想化， 反兴奋剂制度在实
施上达到了一种微弱的平衡， 虽然其严厉规定不能保证令行禁止， 但 WADA 自身也在完善。 然而，
这种微弱的平衡也是脆弱的， 反兴奋剂制度是应对科技挑战的道德化的行动机制， 其本身也被科技
所重塑， 甚至过度和机械地依赖科学判断和检测。輥輷訛 特别是新兴科技的冲击之下， WADA 基本丧失
做出道德回应的能力。 尽管 《反兴奋剂条例》 2021 年版仍然抽象地禁止基因兴奋剂， 但WADA 显
然没有能力承受和面对基因科技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其次， 反兴奋剂执法机制不同于一般执法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欠缺理由、 欠缺互惠性责任关系
的机制， 因此它并不符合法治的典范模式。 法治要求给出理由， 而且必须是充分的， 法治也构建了

輥輶訛 《基因兴奋剂逼近东京奥运会， 何以求解》， 载光明网： http://news.gmw.cn/2019-11/15/content_33323810.htm， 2022年 5月 5日
访问。

輥輷訛 参见熊英灼、 宋彬龄： 《从信赖到怀疑： 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对科学的法律控制》， 载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6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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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互惠性的责任关系， 双方是互惠的。 但兴奋剂执法并没有预设这两点， 所以兴奋剂机制欠缺灵
活性和前瞻性， 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责任不对称和应变能力欠缺。 虽然全球体育自治是一种跨越国界
的值得推崇的国际合作机制， 但它的制定过程民主化程度不高， 缺乏世界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标准，
并且受制于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輦輮訛 反兴奋剂制度的批判者认为兴奋剂执法并不能抑制运动员的违
规动机。 这意味着反兴奋剂机制只是一个脆弱的威慑机制， 在现实实践中极易失灵。 但支持者认为
普遍违法不意味着这套机制是不合理的， 正如犯罪高发不意味着应当废除刑法。 但这种观点是对兴
奋剂机制与法律权威机制的错误类比。 法治在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法律的权威实践结构之间建立了
一个沟通机制， 通过权威主体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 （communal accountability） 来夯实法治
的理想意义。 科恩将法治的这一品性称为给出理由的德性。輦輯訛 但反兴奋剂机制欠缺这种责任机制，
产生的结果便是， WADA 只能固守反兴奋剂制度的严苛， 既无力改革这套制度中的各种缺陷， 也难
以应对新兴科技的冲击。

三、 新兴科技形态下的体育增强

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对体育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是提供了新型的增强手段， 而是改变了增强的技
术本质和伦理意义。 生命科学对遗传规律的探究揭示了人的体能生成、 塑造和增进的规律， “一些
筛选试验证实人类的运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并将不同个体运动能力的差异性归因
于基因多态性上”。輦輰訛 基因科技的迅猛发展创造出人对自身生物属性进行改造的可能空间， 基因兴奋
剂问题应运而生。 人工智能对体育事业的影响更为多元， 应用场景覆盖运动员训练、 比赛数据分析
和战术设计等训练辅助手段和体育传播、 广播和广告等商业领域。 毫无疑问， 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
都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增强和促进， 但它们与兴奋剂一样， 应当被禁止吗？

（一） 生命科技与基因增强

基因是人体遗传的密码， 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体机能和健康状况， 绝大多数遗传病都与人体
基因相关。 科学家对人体基因世界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 世界科学家群体于 2003 年合作完成人
体 2.5 万个基因的测序工作， 实现基因研究的实质跨越。 但短短十几年， 基因科技研究突飞猛进。
2013 年，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被发明出来， 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基因
科技时代。 科学家可以运用基因编辑技术便捷和安全地对人体基因序列进行裁切和重组， 这意味着
只要锁定人体遗传病的基因源头， 就可以对该基因进行编辑以切断遗传病。 2018 年末引发轩然大波
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即是科学家贺建奎通过对一对胚胎实施基因编辑手术以帮助他们形成对
艾滋病病毒的终生免疫。

基因科技引发了大量伦理争议和法律难题， 包括基因科技的适用边界和法律责任认定。輦輱訛 最激
烈的争议涉及是否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对人体进行增强， 既包括生物意义上的增强， 比如提高身高和
智力， 也包括道德意义上的增强。 虽然修改基因来提高智商在临床上尚未实施， 但科学家认为这在
理论上是可行的。 基因增强的反对者认为， 该技术反映了人对自身的人为掌控， “除了它会破坏人
的自然性和冒犯人之尊严之外，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剥夺了潜在者主宰自己命运和生活的机

輦輮訛 周青山： 《法治视野下全球体育自治规则的合理性建构》， 载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9年第 1期。
輦輯訛 参见 [美] 玛蒂尔德·科恩： 《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 杨贝译， 载 《中外法学》 2010年第 3期。
輦輰訛 张璎： 《基因与体育》， 载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年第 9期。
輦輱訛 郑玉双： 《生命科技与人类命运： 基因编辑的法理反思》，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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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輦輲訛 也有学者主张基因增强构成作弊， 违背实质公平， 在伦理上无法辩护。輦輳訛 而支持基因增强的学
者认为， 基因技术的适用并不会带来价值危机， 反而会促进某些基本价值的实现， 比如人的尊严。輦輴訛

布坎南 （Buchanan） 认为人类一直在改变自身的生物属性， 基因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科学知识
的基础上， 基于特定价值而对人的生物属性所做出的改变。輦輵訛

在科学家的努力下， 科学研究对基因世界的探究更为深入， 基因编辑技术会更为成熟和安全。
真正的难题是， 对人体实施基因手术在伦理上是否正当。

基因科技的伦理讨论直接地影响着基因技术应用于体育竞技的可行性问题， 即运动员是否能接
受基因手术。 在二十一世纪初， 有大量学者对基因兴奋剂表示担忧。 WADA 于 2002 年在班伯里
（Banbury） 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随后将基因兴奋剂纳入兴奋剂禁止名单之中。 彼时科学家和国
际奥委会所关注的还是通过药物、 注射或者对胰岛素生长因子 （IGF-1） 进行修饰来增强人体肌肉
生长能力。 然而， 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发明之后， 对红细胞生长素 （EPO） 基因进行编辑和修
饰以提高血氧量的目标可以轻易实现。

目前唯一可行的路径看起来是全面禁止人体基因编辑手术， 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谨慎
立场。 美国国家科学院对此做出的判断是， “出于增效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组编辑目前尚不可能符
合启动临床试验所需的潜在利益和风险承受标准”。輦輶訛 然而， 这种方法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首
先， 关于基因增强的伦理争议必然会受到基因科技的发展动态所塑造， 这场争论是开放的， 并不排
除有些国家会适度放开基因编辑的适用空间。 兴奋剂的本质是赋予运动员以额外的优势， 而基因技
术将从根本上改变身体的存在意义和体育竞技的价值结构。 正如米亚 （Miah） 所指出的， 基因兴奋
剂与兴奋剂功能类似， 但基因兴奋剂所涉及的遗传学的社会语境、 人类增强的动机、 基因信息的知
识和代际基因正义等问题使得它与普通兴奋剂存在较大差异。輦輷訛

其次， 生物科学研究进入爆炸式发展阶段， 基因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随着社会观念的改进
和技术的成熟， 运动员的获胜心态和逐利动机会驱使他们冒险去尝试接受基因改造， 这无疑增加了
兴奋剂检测的难度和负担。 在目前， 基因兴奋剂检测可以开展， 但检测效果低下、 成本高昂和程序
烦琐等问题比较突出。 直接检测方法， 比如检测外源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外源导入基因序列， 可以在
血液中检测出蛋白质被修饰的痕迹， 但并不能有效检测以 CRISPR-Cas9 技术进行编辑的体细胞。
间接检测方法通过对宿主的免疫反应进行检测， 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 “通过长期监测运动员的表
达图谱、 蛋白质图谱或代谢图谱也有助于得到有关基因表达发生变化的相关信息， 然而这一方案则
需要建立庞大的相关信息数据库， 同时也存在着假阳性的可能”。輧輮訛

最后， 基因科技和生物医学的最新进展与体育竞技的逐利性和冒险性具有天然亲缘性， 会使得
药物兴奋剂更加多元、 隐蔽和难以检测， 兴奋剂执法的微弱平衡即将被打破。 基因改造的效果不同
于药物， 它伴随着运动员一生。 是否允许幼年时接受过基因编辑的运动员进入竞技、 运动员在职业生
涯中进行基因增强后是否应该终生禁赛等问题， 考验着WADA解决伦理争端和化解政策难题的能力。

輦輲訛 孙海波： 《基因编辑的法哲学辨思》，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年第 6期。
輦輳訛 参见陈景辉： 《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 5期。
輦輴訛 朱振： 《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年第 4期。
輦輵訛 Allen Buchanan, Beyond Humanity?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1.
輦輶訛 美国国家科学院等： 《人类基因组编辑： 科学、 伦理和监管》， 马慧等译， 科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16页。
輦輷訛 See Andy Miah, Genetically Modified Athletes: Biomedical Ethics, Gene Doping and Sport, Routledge, 2004, p.147.
輧輮訛 王嘉禹、 赵美萍： 《基因兴奋剂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载 《分析科学学报》 2019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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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工智能与体育增强

相比于基因科技， 人工智能在体育竞技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正面， 但这忽视了人工智能对于体
育竞技之公平性的真正冲击。 在电影 《点球成金》 中， 处于劣势的奥克兰运动家队运用数学建模的
方式改变了自身球队的劣势而赢得棒球比赛， 这是算法在体育竞技中应用的雏形。 而随着大数据技
术和算法应用的纵深化， 体育竞技的数据化和算法化已经成为现实。 人工智能的基本工作方式有自
动化智能、 辅助智能、 增强智能、 自主智能等， 本质上说，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模仿人类的感知、 思考
和行动能力。 球队或者教练运用数据和算法来训练和增强运动员， 是合理的技术应用， 还是作弊？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否构成作弊， 取决于运动员或者教练运用该技术是否给运动员带来了额
外的竞技优势。 目前人工智能在体育比赛中的应用场景有很多， 一种情况是工具型优化应用， 比如
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改变体育赛事的传播方式， 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和完善体育裁判制度等。 另外一
种情况则涉及对运动员的竞技提升， 主要类型有：

（1） 运动员的训练效果分析： 人工智能在建立定量、 可测量的变量 （如跑步、 目标、 时间） 和
定性的因素 （如注意力、 战略能力、 团队合作） 之间的相关性方面正快速发展， 这能帮助组建出队
员最互补的队伍。輧輯訛

（2） 通过机器学习分析运动员数据： 传统计算机分析方法使用信号处理来发现输入读数中的事
件。 然而， 该方法对于体育数据很难进行预测， 因为很少会出现完全相同的运动模式和动作， 有许
多因素会变化。 但机器学习使得软件能够从输入的读数中学习， 并识别影响测量的因素。 即使当前
没有海量的训练数据可供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也不可能 100%准确， 但可以从少量的数据开始， 逐
渐用更多的数据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以提高准确性。

（3） 训练效果的数据化： 有研究者以举重训练为例， 提出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方法的新评估方
法， 用于举重训练的机器辅助评估。 这种方法使用附在训练设备上的现代传感器技术， 以便有效地
获取和收集特定运动的具体数据， 用来对所实施的训练进行自动分析。 数据建模基于集成神经网络
的监督学习过程， 预处理后的传感器输入被用于分类和执行的自主评估。 该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为其在集成反馈系统中的实际应用带来了希望。輧輰訛

（4） 教练功能的智能化： 关西大学的林勇雄 （Isao Hayashi） 通过使用 TAM （Topographic Attentive
Mapping） 网络、 可能性数据插值—引导聚集算法 筑提升方法聚类成机器学习以及基于神经模糊逻辑
的视觉人工智能， 对乒乓球运动员的技能水平进行分类， 以改善运动员的表现和提高教练技能。
TAM 网络能够提取输入属性和技术规则， 以便根据传感器数据对运动员的技能水平进行分类。 引导
聚集算法/提升方法作为机器学习是一种多层聚类方法， 通过将虚拟生成的数据添加到学习数据中来
提高判别技能水平的准确性。

（5） 优化团队合作：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决策树分类器 （decision tree
classifier）、 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和马尔可夫过程 （Markov process） 等人工智能技
术或方法， 逐渐被开发用于预测团队运动中运动员的受伤风险和运动表现。 该方法的主要运用领域
是足球、 篮球、 手球和排球等。 目前的发展状况表明， 人工智能在团队运动中的应用前景广阔。輧輱訛

輧輯訛 9 ways AI is changing the world of sports, http://almostism.com/ai-changing-the-world-of-sports/. 2022年 5月 5日访问。
輧輰訛 Hristo Novatchkov, Arnold Bac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in Sports Science: Weight Training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2013, Vol. 12 （1）, pp.27-37.
輧輱訛 J.G.Claudino, et al.,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jury Risk Assessment and Performance Prediction

in Team Sports: a Systematic Review. Sports Medicine - Open, 2019, Vol.5 （28）, https://doi.org/10.1186/s40798-019-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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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算法在体育竞技中的应用领域会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拓展， 势必会引发体育公平的
判断难题。 支持者可能主张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辅助更好地实现公平竞争， 是一种积极的辅
助 （supplement）， 而非增强。 辅助与增强的简单区分在于， 辅助是为运动员提供能力发挥的条件，
而增强是通过外在干预突破运动员的背景限制。輧輲訛 然而， 人工智能对体育竞技的挑战是深层次的，
至少会产生以下根本性问题： 第一， 体育竞技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技术的比拼， 竞技实力雄厚的体
育团队或国家会花费巨大投入以提高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度， 这是否会加剧体育事业无法摆脱的贫富
差距和不平等？ 第二， 人工智能带来了一种全新意义的 “体育增强”， 借助现代医药而产生的兴奋
剂带来的是通过药物扩张运动员的身体潜力， 而把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和训练过程加以数字化和算法
化并借助数据分析来最优化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与药物增强有本质不同吗？ 第三， 体育之善的独特
性在于运动员的 “获胜时刻” 凝结了人类对自身之卓越、 潜力和神秘性的有形赞叹， 而体育训练和比
赛的全过程被智能技术所计算和理性化之后， 体育之善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它原有的价值姿态？

（三） 新兴科技对反兴奋剂制度的冲击： 奇点来临？

科技发展对体育运动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伴随着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 社会结构和交往方式
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代表了新兴科技的最新发展形态， 也为体育之善提供了价
值分析的技术结构， 展现了体育价值受挑战以及做出应对的不确定前景。 库兹韦尔 （Kurzweil） 认
为新兴技术发展导向的是技术的快速升级和极端进化， 最终超出人的存在方式与技术融合， “人类
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 在人类与机器、 现实与虚拟之间， 不存在差异和后奇点”。輧輳訛

这个论断有些危言耸听， 但新兴科技的确在改变社会结构和存在方式。 奥利维亚 （Oliveira） 认
为科学已经对人性进行重新定义， 主要体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和生物信息学而可能即将出现的数字心
灵 （digital mind）， 将会对社会和政治系统带来深层改变。輧輴訛 佛里斯曼 （Frischmann） 等人表达了类
似的担忧， 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新兴科技所带来的智能技术-社会环境 （ smart techno-social
environment）， 人性已经被技术重新设计 （re-engineering）， 人的心智能力与机器理性之间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 人的情感和自由意志也会被技术设计和测试， 甚至被机器所决定。輧輵訛 这些来自专业科学
家而非外行判断的观点正在被现实所印证， 特别是技术所引发的负面后果， 比如信息技术带来的严
重信息泄露， 人工智能产生的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等。輧輶訛

在体育领域， 虽然观众仍然能够因球类运动员和田径选手在赛场上展现的完美球技和惊人爆发
力而赞叹， 但科技正在实质性地改变体育的结构和内涵。 运动的科学本质是展现人的生物潜能， 虽
然人的理性能力 （比如自治、 节制和耐性等） 和合作精神发挥重要作用， 但人的生物性能是体育这
一创造性竞技活动的支撑。 然而， 在奇点来临之远景下， 人的生物性能不再是完全自然意义的， 新
兴科技创造了更为多元和复杂的增强人的生物潜力的方式， 使得反兴奋剂问题更为棘手。 药物增强
是生物意义上的增强， 而人工智能和技术设计 （比如高科技跑鞋和泳衣、 训练设备） 可能带来比药
物增强更为明显的效果。 虽然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将基因兴奋剂纳入禁令， 但 WADA 既无法区
分兴奋剂药物与基因兴奋剂之间的本质区别， 也未给出禁止基因兴奋剂的有力理由， 而且滞后于基

輧輲訛 See Michael H. Shapiro, The Technology of Perfection: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and the Control of Attribute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1, Vol. 65 (1), p.72.

輧輳訛 [美] 雷·库兹韦尔： 《奇点临近》， 董振华、 李庆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页。
輧輴訛 Arlindo Oliveira, The Digital Mind: How Science Is Redefining Humanity, MIT Press, 2017, p.8.
輧輵訛 Brett Frischmann, Re-Engineering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09.
輧輶訛 陈景辉： 《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 应该从哪里开始？》，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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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技的最新发展。 科技既解构了体育的神秘性， 也重构了体育产生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即将被机
器和算法所塑造和支配的社会形态下， 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理基础显然需要全新的理论分析。

四、 反兴奋剂制度之法理重构

（一） 体育元道德之构建

体育规则和反兴奋剂制度建立在体育精神的基础之上， 但由于公平竞争的伦理内涵模糊， 因此
需要构建一种体育元道德， 解决公平竞争的概念内涵问题， 为体育竞技规则的设计提供指引。 对于
如何通过反兴奋剂制度设计来保障公平竞争的难题， 存在两种法理方案。 一种方式是一元论模式，
该模式可以基于德沃金所捍卫的价值一元论立场进行说明。輧輷訛 该模式主张公平价值与各方诉求融贯
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张和谐的价值网络， 反兴奋剂阻止了不公平的优势， 也表达了对运动员的
尊重。 WADA对体育精神的捍卫体现的正是这一立场。 然而， 一元论无法解释一系列难题， 比如运
动员的逐利动机和集体行动难题： 运动员难以对体育精神形成强烈认同， 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兴
奋剂检测或尝试新型兴奋剂， 使用兴奋剂可能是一个理性选择。輨輮訛

第二种方案是反思平衡模式， 借鉴了罗尔斯的理论框架。輨輯訛 尽管反兴奋剂制度存在理论争议和
现实困境， 但通过对竞技运动的本质、 公平的普遍价值内涵和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进行综合平衡，
可以形成反兴奋剂的一般价值原则。 罗兰德和麦克纳米 （McNamee） 提出了理解公平竞争的反思平
衡模式： 体育竞技是在运动员的影响和责任范围内， 基于他们的能力和技巧而对他们进行评估、 比较
和排名。輨輰訛 然而， 反思平衡模式面临两个困境， 一是未能有效区分体育竞技中公平的特殊内涵， 二
是为了维持反思平衡的状态， 对新兴科技的冲击不能及时回应。

不同于社会道德需要全体共同体成员的道德行动和推理， 体育竞技的道德分量落实在少数人和
与之相关的特定体制之上。 这表明竞技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的道德框架。 在这个框
架之中， 双方存在着特定的互惠关系和责任关系。 互惠体现在运动员通过体育竞技对基本善的追求
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这种善的理解和追求， 从而在整体上提升社会福祉。 责任关系体现在运动员事
业参与构建了社会结构的形塑和多元化， 并且也部分地贡献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之中。 然而， 体育事
业的道德属性在两个关键方面不同于一般社会道德的基本原理， 而这两个方面反过来增加了理解体
育运动内嵌之价值的难度。

第一， 体育运动的价值聚焦和实现于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和相关制度保障， 如果没有公众的参
与， 运动员依然需要全力投入竞技之中， 而如果没有运动员的全力参与， 那么体育的价值就会大打
折扣。 所以， 体育事业与社会团结之间的互惠关系是弱相关的。 这不同于在一般意义上共同体成员
所担负的道德使命， 按照契约主义伦理观， 共同体成员在道德意义上互嵌于彼此， 每个个体都是社
会道德的构建者， 也担负着相应的道德责任。 而在体育事业中， 运动员、 教练和体育组织是运动伦
理的构建者， 其他社会主体从中受益， 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建构者。 因此， 这是一种弱意义上的互
惠关系， 它所印证的是体育事业的宗旨和目标一直在变动。

輧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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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页。
輨輮訛 See J. S. Russell & Alister Browne,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as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18, Vol.45 (2), p.115.
輨輯訛 See John Rawls, supra note 輥輮訛, p.29.
輨輰訛 Sigmund Loland & Michael McNamee, The ‘Spirit of Sport’, WADAs Code Review, and the Search for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2019, Vol. 11 (2), 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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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体育竞技是较为特殊和专业性的实践形态， 然而其与音乐、 艺术创作和娱乐等其他同样
追求专业性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体育与政治实践共享着同一套道德话语， 即公平、 平
等和权利等。 在艺术创作领域追求公平是古怪的， 因为创作需要的是打破常规和探索未知。 体育竞
技的这一特征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体育伦理与社会伦理是相通的， 特别是在遵守规则这一点上， 违
规构成了对体育竞技的严重伤害。 然而， 这里容易出现一个混淆。 对竞技规则的遵守是参与竞技的
必要条件， 否则无论是球赛还是游泳比赛都无法进行。 这种规则是内在于体育之中的构成性规则。
但反兴奋剂的规则并非竞技规则， 而是体现公共性和公平性的外在社会约束， 因此很多国家进行反
兴奋剂立法， 将反兴奋剂制度纳入法律制度。 然而在对反兴奋剂制度的讨论中， 常见的混淆是将违
背反兴奋剂规则视为对体育运动专业性的损害， 以及将公平视为竞技活动的要旨。 竞技运动的要核
是通过专业性的表现获得最佳认可， 而公平是一种对竞技的束缚。 竞技的专业性规则与基于公平而
施加的反兴奋剂规则是在不同的层面之上。 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谴责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并通过惩罚以
回应， 但归责本身应该建立在可辩护的依据之上。

（二） 反兴奋剂制度的重构模式

本文倡导一种理解反兴奋剂制度之伦理基础的重构模式， 试图克服一元论模式和反思平衡模式
的弊端， 厘清反兴奋剂制度与公平的法理关联。 体育之善是社会共同善的一种， 通过竞技这种特殊
形式展现社会的特定面向， 因此体育之善以特定方式与社会的正义结构和其他基本善产生互动。 具
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竞技体育的正义环境： 竞技体育中的公平要求是正义的体现， 但其内涵不同于社会正义原
则。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预设了休谟所提出来的正义环境这个观念。輨輱訛 虽然很多批评者认为罗尔斯错
误地依赖于正义环境， 但从一般意义上， 对社会结构之正义属性的分析的确需要考查其背景环境，
对政治实践的分析也需要结合实践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环境要素。 同样， 对体育竞技的伦理分析也需
要考查其正义环境， 这个环境与社会正义环境不同， 但存在紧密关联。 反兴奋剂的支持者所诉诸的
公平观念常常显得薄弱，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能意识到竞技体育的正义环境不同于社会正义环境，
而从模糊的体育精神中也无法提炼出确定的伦理指引。 对竞技正义环境的关注促使我们关注竞技运动
的特殊结构如何与一种敏感于这个环境的公平观相融贯， 并建构一种关于体育公正的合理学说。

（2） 竞技体育运动的实践结构： 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而实现体育之善的实践形式显然不同于其他
基本善的实现形式， 比如对知识的获取、 对美的追求等。 对体育竞技的伦理判断需要紧扣竞技实践
本身。 然而，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竞技活动也包含着一个诠释空间。 通过身体技能的展现以获取竞
争优势， 在实现体育之善这种内在价值时， 必须恪守自然才能的限制吗？ 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
都会发挥作用， 体育制度的构建应当考虑这些因素。

（3） 竞技体育与外在正义环境的互动： 竞技体育由少数精英运动员参与， 但体育事业属于人类
社会的共同事务。 运动员竞技与外在正义环境的互动是多维的， 运动员体质与选拔、 国家在体育事
务上的投入、 社会对体育运动的反馈等都是互动机制， 而国际奥委会和 WADA 等机构则是这种机
制的制度化， 通过制定和执行体育规则来保障体育与社会的互动。 WADA 不是完美的执法机制， 但
在贯彻反兴奋剂禁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竞技体育与外在正义环境的互动机制之中， WADA 是一
个符合正义理念的制度实施机制。 然而， 正是由于竞技体育的内涵存在着一个有争议的解释空间，
所以反兴奋剂是否最佳地体现这种互动的真正意义， 却是存疑的。

輨輱訛 叶金州： 《罗尔斯式的正义观念与休谟式正义的环境》， 载 《现代哲学》 201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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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作为一种体育增强方法， 究竟在伦理上正当与否， 需要在上述三个方面所型构的伦理框
架之下展开。 反兴奋剂制度的设计应当遵循法律与科技的重构模式， 特别是在面对新兴科技带来的
体育增强模式冲击时， 应当坚持一种多元互动的公平竞争观。輨輲訛

第一， 体育价值和精神与科技是共生的， 互相塑造和构建。 体育的价值处境不是凭空产生的，
我们对体育精神的理解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但一提到现代性， 关于体育的悖论就呈现出来。 现代性
要求我们尊重人的自主性和人性， 在体育运动中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但现代性同时也是
科技支配的， 要求我们以符合理性的方式生存和生活。 技术改变了体育竞技， 那么科技是否会对体
育精神产生影响？ 运动员从事某一项体育竞技， 其主导动机是赢得比赛。 对竞技能力的考验当然主
要是运动员的身体潜能， 但竞技并不排斥科技。 第一， 很多竞技运动是现代科技的产物， 典型的如
自行车比赛和赛车。 自行车比赛考验人的耐力， 但自行车在技术上的更新换代也不断拓宽人的耐力
空间。 第二， 运动竞技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现代意义的科技精神。 当游泳运动员在水中以专业技能
来充分运用体能、 减轻阻力从而获得瞬时性竞赛优势时， 实际上是把游泳的艺术性彻底技术化和理
性化。 第三， 运动员训练和身体维护需要借助于现代医疗科技。 运动员的健康维护、 伤病治疗和训
练过程都是受科学支配的。

第二， 如果现代性和世俗性是体育精神的底色， 那么体育竞技领域没有排斥新兴科技的理由，
问题就在于二者结合的限度是什么。 首先， 反兴奋剂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体育之现代性的二律
背反， 一方面强化体育背后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 另一方面拒斥现代生物科技对体育之自然性的
侵蚀。 WADA 捍卫运动员在竞技训练和比赛中的自然力量， 罗兰德主张竞技体育是一种道德测验，
其道德性体现在运动员把自然天分或生理真实 （physiological authenticity） 展现为卓越的过程。輨輳訛 然
而现代体育发展中对训练技术、 营养学和理疗学等各个领域的综合运用， 已经彻底更新了运动的自
然意义。 其次， 新兴科技正在以极为剧烈的方式向前推进， 体育竞技不必然拥抱这种技术形态， 比
如以机器人替代运动员来参加比赛可能没有实际价值， 但竞技必须要面对新兴科技所带来的各种机
遇和契机， 因为现代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以科技为驱动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分析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体育竞技所产生的冲击， 就可以形成一个
可靠的框架。 现代生命科技致力于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生物机能， 基因科技的目标是提升人们对抗
疾病和维持健康的能力， 而人工智能通过机器的深度学习来部分取代人类的思维模式从而解决社会
实践中的一些难题。 生命科技的主要应用场景是疾病治疗，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 通过基因编
辑来增强人的认知和体能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更为广泛， 与生命科技相结合，
可以更为精准地揭示人体的遗传规律。 科技进步帮助我们形成更为合理的体育增强观， 至少不会将
体育增强 “妖魔化”。 波斯纳 （Posner） 认为， 除了兴奋剂， 不只是技术进步带来了运动员竞技能力
的提升， 他借用经济学家布莱德布里 （Bradbury） 的观点指出， 经济进步和种族融合同样也提高了
棒球运动员的潜能。輨輴訛

第三， 反兴奋剂制度是公平竞争的体现， 但其限度应该动态调整。 反兴奋剂禁令和具体措施仍
然是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 由于反兴奋剂执法的严厉和 WADA 本身的理想化， 反兴奋剂制度在实施

輨輲訛 郑玉双：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1期。
輨輳訛 Sigmund Loland, Performance-Enhancing Drugs, Sport, and the Ideal of Natural Athletic Performa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18, Vol. 18 (6), p.12.
輨輴訛 Richard A. Posner, In Defense of Prometheus: Some Ethical, Economic, and Regulatory Issues of Sports Doping, Duke Law Journal,

2008, Vol. 57 (6), p.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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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到了一种微弱的平衡； 虽然其严厉规定不能保证令行禁止， 但WADA 自身也在完善。 然而， 这
种微弱平衡也是脆弱的， 反兴奋剂制度是应对科技挑战的道德化的行动机制， 其本身也被科技所重塑。

（三） 基于重构模式的反兴奋剂制度设计

WADA 应当以重构模式为基础进行反兴奋剂制度的改革， 这是一项宏大工程， 本文只能提出几
项具体原则。 重构模式下的公平竞争是什么？ 公平是运动员在参与上的平等， 也是竞技条件的合理
保障。 公平是一种共同体责任， 体现了体育作为基本善的属性。 公平要求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平等地
参与， 各个国家也要通过公正的制度设计来培养和支持体育事业与运动人才。 因此， 公平具有制度
属性。 然而， 公平并不意味着排斥现代科技对体育竞技的参与。 首先， 公平竞争并不排斥增强技术
对运动员所发挥的作用。 其次， 在反兴奋剂制度的设计上， 对公平的尊重和有活力的制度应当能够
达成稳定的平衡， 关于公平的价值内涵应当与技术发展形态保持动态的一致。

首先， WADA 捍卫体育法治的重要性， 但应当将体育元道德纳入体育法治的框架之中。 反兴奋
剂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兴奋剂禁令的严苛实施， 而是通过反兴奋剂禁令与公平价值的伦理论辩确立更
为多元的反兴奋剂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WADA 是一个执法机构， 不是伦理机构， 因此应该开放其
伦理论辩空间， 特别是关于有争议的兴奋剂类型是否应当在名单中保留的问题。 举例来说， 如果
WADA 并不禁止高原氧舱， 那么有一些 “无辜” 的兴奋剂就不应该出现在名单之上。

其次， WADA 应当与科学界与伦理学界合作， 形成关于基因兴奋剂和人工智能的伦理指南。 基
因科技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体育伦理存在重叠， 技术应用不能以单方的伦理原则作为依
据， 而是在体育伦理与技术伦理两种原则的碰撞之中构建一种彰显人之能动性的开放原则。 该原则
尊重反兴奋剂制度的基本价值预设， 但以运动员健康为首要考虑， 反兴奋剂制度的基本框架应当保
持， 但也应动态调整。 开放兴奋剂并不会减轻制度成本， 但伴随着基因科技与人工智能对人类增强
的不断重塑， WADA 对增强物质的界定也应当不断更新。 如布朗所建议的， “禁止不再是一种可行
的选择， 可由 WADA 认证的医生将基因修改控制在医学安全水平之内”。輨輵訛

最后， 基因兴奋剂并非近在咫尺， 但也非遥不可及， 体育领域是基因科技的试验田， 因为运动
员更易于铤而走险。 重构模式要求反兴奋剂制度对基因兴奋剂保持警惕， 但应当综合考虑三个因
素： 伦理学对基因科技的宽容度、 基因科技的研究进展以及 WADA 应对基因兴奋剂的执行能力。
全面禁止和全面放开都不是最佳方案， 因为全面禁止并不能阻止基因科技在人体上适用的前景， 反
而会使得体育科技的步伐更为落后， 而全面放开则会破坏基因科技研究应有的审慎和警觉。 面对新
兴科技的剧烈冲击， 我们难以形成一劳永逸的伦理准则。 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中， 可以通过审慎、 开
放和合作的动态灵活机制来检验制度实施的效果。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其对体育的重塑正在酝酿之
中。 算法的全面应用和竞技活动的数据化在何种意义上会改变体育的本质，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但
有一些伦理担忧已经出现， 比如通过数据对运动员职业生涯进行决策的公平性问题。輨輶訛 如果体育竞
技成为技术化和智能化的力量角逐， 公平竞争原则的内涵势必需要重写。 基于重构模式， 国际奥委
会或 WADA 应当成为技术治理的先行者和创新者。

輨輵訛 [美] 詹姆士·布朗： 《基因兴奋剂： WADA 该如何应对未来体育中的 “作弊行为”》， 孙宏达译，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
版）》 2019年第 3期。

輨輶訛 See Dov Greenbaum, Wuz You Robbed? Concerns with Using Big Data Analytics in Spor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18,
Vol. 18 (6), 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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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技与体育增强： 反兴奋剂制度的法理反思

结语

体育竞技所承载的现代性悖论在新兴科技面前显得更为突出， 但新兴科技恰恰可能是解决这种
悖论的契机。 很多理论家表达对新兴科技的担忧， 特别是对改造自身身体结构的生命科技的恐慌，
因为这种技术应用会改变人的自然存在方式， 甚至于说改变人的本质。 然而， 基于新兴技术之不确
定的担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新鲜事， 而大部分担忧都已经被克服。 并非说我们不应该对新兴
技术表达警惕， 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形态越来越复杂、 技术风险越来越不可测的情况下， 但人类解决
技术风险的能力也在提升。

追求基本善的过程充满利益冲突和价值失衡， 因此社会实践需要一整套权威机制来解决实践分
歧。 法律是解决分歧的最重要的权威性机制。 在体育竞技实践中， 为了保障比赛的公正进行， 国际
社会努力地打造一种实现公正的反兴奋剂机制。 虽然体育制度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追求和
实践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 但我们仍然可以将体育制度视为人类探索社会合作和技术善治的尝试，
这种尝试反过来也为其他领域的技术治理提供范本。 如果重构模式能够在捍卫体育公平之要义的情
况下拓展体育、 科技与人文的良性互动， 那么国际反兴奋剂机制就应当依循这一路径进行改革， 从
而实现技术驱动下的体育善治。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to� achieve� basic� goodness.��
Therefore,�the�prohibition�of�doping�is�regarded�as�the�ethical�line�of�defense�of�competitive�sports.�
However,�with� the� rapid�development�of�new�technologies�such�a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life�
science�and�technology,�the�anti-doping�system,�which�is�faced�with�practical�difficulties�such�as�
repeated� prohibitions,� in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stringent� procedures,� bears� a� deeper�
burden:�the�dispute�over�the�ethical�legitimacy�of�anti-doping.�Many�theorists�question�the�fairness�
of�doping�ban�and�advocate�the�necessity�of�anti-doping�system�reform�due�to�the�improvement�of�
human�body�function�by�life�science�and�technology,�the�renewal�of�training�methods�b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dless� emergence� of� stimulant� drugs.� At� present,� there� is� an�
urgent�need�to�reflect�on�the�principle�of�fairness�and�legal�regulation�system�under�the�impact�of�
emerging�science�and� technology.�Compared�with� the�monistic�model�and� the� reflective�balance�
model,� the� reconstruction� model� is� a� more� reasonable� and� dynamic� theoretical� scheme.� The�
anti-doping�system�needs�to�construct�meta-morality�to�solve�the�ethical�disputes�of�doping,�taking�
into�account�such�factors�as�the�revolutionary�improvement�of�human�body�function�by�emerging�
life� technology,� the� digitization� and� algorithmization� of�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mprove� the� anti-doping� mechanism� to� defend� the� goodness� of� sports� and�
strengthen�the�interaction�between�science�and�technology�and�humanities.

Key Words: Doping;� Sport� Spirits;� Sport� Enhance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om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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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高发态势。 相关统计显示，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以熟人犯罪居
多， 且行为人多与未成年人具有密切关系， 负有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问题较为突出。譹訛 加之
鲍毓明案的发生与报道，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为了体
现立法对舆论的回应， 2020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
一）》 （以下简称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在 1997 年系统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后增加一条， 即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
定： “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等特殊职责
的人员， 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有前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由此，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以下称本罪） 得以增设。 就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而
言， 目前理论上存在着激烈争议。 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准确界定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罪数形态的区分问题。 参考日本的罪数论体
系， 本文所讨论的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一罪的种类区分问题， 一罪的种类主要包括单
纯的一罪、 包括的一罪和科刑的一罪。譺訛 就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的关系而言， 需要依据两罪所规制的
行为的范围进行判断。 而两罪所规制的行为范围的确定则与两罪保护法益的界定密切相关。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与强奸罪的关系研究

王志祥 李昊天 *

内容提要： 根据实定法关于女性性同意年龄的规定， 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具备性同意能力，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而非其身心健康。 由此， 在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同意完全真实情况下发生的
性行为不涉及法益侵害性问题， 不应当被认定为构成本罪。 本罪所规制行为的范围仅包括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意志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和在该类女性性同意的真实性无法认定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而前一种情况与
强奸罪之间存在竞合， 所以， 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存在法条交叉竞合的关系。
关键词：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强奸罪 法益 法条竞合 《刑法修正案 （十一）》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09

*王志祥，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昊天，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在刑法学中的展开研究” （项目编号： 21BFX009） 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譹訛 参见庄德通： 《专家解读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载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2年 1月 27日第 8版。
譺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六版）， 法律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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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罪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之比较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理论， 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 （威胁）。譻訛 由于犯罪是
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的行为， 所以， 需要结合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对犯罪所规制
的行为的范围进行确定。

强奸罪的保护法益较为明确。 刑法理论的通说观点认为， 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 强奸年满 14
周岁妇女的强奸妇女型强奸罪的保护法益为性的自主决定权 （或称为性自由权）， 奸淫未满 14 周岁
的幼女的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保护法益为幼女的身心健康。譼訛 而关于本罪的保护法益， 理论上却存
在较大的争议。 有些学者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譽訛

这种观点得以成立的前提是， 本罪的设立将处于特殊照护关系下的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有限提
高到了 16 周岁。譾訛 主张该观点的论者认为， 处于特殊照护关系之下的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女性如同幼女一般， 仍属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 不理解性行为后果和意义、 不具有性同意能力
的人。 所以， 在有限提高性同意年龄的论者看来， 本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
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 而不是该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譿訛 有些学者则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
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讀訛

笔者认为， 认为本罪的增设意味着 《刑法》 有限提高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 主张本罪的保
护法益为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的观点并不合理。 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颁行前的我国 《刑法》
中仅存在一种性交型性侵女性的犯罪， 即强奸罪。 强奸罪以 14 周岁作为性同意年龄的判断标准，
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具备性同意能力， 未满 14 周岁的女性不具备性同意能力， 性侵女性犯罪的保护
法益也以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作为划分的依据。 依据本罪保护法益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观点， 在
本罪的场合，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面对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时不具备性同意
能力， 而在面对其他不具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时则具有性同意能力。 由此， 就会得出已满14 周岁不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面对不同群体的人员时， 性同意能力时有时无， 该女性时而聪明时而糊
涂的荒唐结论。 而且， 如果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
那么， 就应当认为， 如同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一样， 无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是
否同意， 其同意均属无效， 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即构成强奸罪， 而并不存在成立本罪的可能性。 另
外， 如果认为本罪的增设意味着 《刑法》 将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由已满 14 周岁有限提高到已
满 16 周岁， 那么，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面对不具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时也就
不具有性同意能力。 由此，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与不具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发生
性关系时， 无论前者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 后者的行为也毫无例外地构成强奸罪。 这显然就不适当

譻訛 参见张明楷： 《法益初论》 （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 第 333页。
譼訛 参见杨雯清： 《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刑事规制之完善》， 载赵秉志主编： 《刑法论丛》 （第 59卷）， 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22页。
譽訛 参见张明楷： 《论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2 期； 王作富、 黄京

平主编： 《刑法》 （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407页； 许永安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249页； 周光权： 《刑法各论》 （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38页。

譾訛 参见张义健：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主要规定及对刑事立法的发展》，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21年第 1期。
譿訛 参见前引譾訛， 张义健文。
讀訛 参见付立庆：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与犯罪类型》， 载 《清华法学》 2021年第 4期； 李立众： 《负有照护职责

人员性侵罪的教义学研究》， 载 《政法论坛》 2021年第 4期； 孙万怀： 《刑法修正的道德诉求》， 载 《东方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张欣瑞：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 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2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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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扩大了强奸罪的处罚范围。 比如，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自愿
与其男友发生性关系的， 显然不涉及构成强奸罪的问题。 而如果认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女性不具有性同意能力， 这种情形就涉及构成强奸罪的问题。 因此， 有限提高性同意年龄说认
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周岁女性的身心健康的观点并不合理。

在笔者看来， 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说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首先， 从实定法的规定上看， 我国 《刑法》 选择 14 周岁作为性同意年龄的判断标准。 在实定

法规定尚未修改的情况下， 依然应当坚持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具备性同意能力的观点， 依然应当认
为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对性行为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在女性符合年满 14 周岁的条件
后， 该女性具备性自由意志， 具备了行使其性自主决定权的前提条件， 可以自由行使其性自主决定
权。 性自主决定权系性侵女性犯罪的专属法益。 在性侵女性犯罪的场合， 性自主决定权应当是其最
为重要的保护法益。 而身心健康则并非性侵幼女的专属法益， 因为不仅强奸年满 14 周岁妇女的行
为同样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甚至大部分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都可能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
造成损害。 在对强奸罪保护法益进行解释时， 只有在被害女性不具备性同意能力， 无法行使性自主
决定权时， 才能退而求其次地认为性侵女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女性的身心健康。 而在实定法认可已
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女性具备性同意能力的情况下， 本罪的保护法益就应当是性自主决定权这
一性侵女性犯罪的专属法益， 而不应当是非专属的身心健康。

其次， 从本罪的本质特征来看， 在认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具备性自主决定权的前
提下， 本罪所规制的行为依然是违背女性意志实施的性侵行为。 因而， 有学者将本罪称为 “准强奸
罪”， 认为虽然本罪中违背女性意志发生性关系的方式不同于强奸罪所要求的流于外部的 “显性强
制”， 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存在， 这种未表现于外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对女性意志存在强制效果。讁訛 虽然
该观点将本罪对女性意志的 “隐性强制” 效果与强奸罪对女性意志的 “显性强制” 效果相提并论，
这是并不合理的， 但其毕竟看到了特殊照护职责因素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性意志的干扰
或影响。 这种干扰或影响虽然通常无法达到强奸罪成立所要求的对女性意志完全强制的程度， 但实
际上同样是对女性意志的违背。 因此， 本罪的保护法益与强奸妇女型强奸罪的保护法益相同， 均为
性自主决定权。

最后， 从本罪的立法目的来看， 本罪的设立旨在保护特定年龄段女性的权利， 而不是限制其权
利。 因此， 在已满 14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对性行为存在真实同意的情况下， 不应当对其正当行使
性自主决定权的行为加以限制。 况且， 本罪的主体范围较宽， 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负
有 “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 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而将本罪的
保护法益理解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身心健康， 意味着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
与该类人员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持一概否定的态度， 这实际上是对女性性权利的限制， 而并非保护。
因此， 出于更好地保护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权利， 而不是限制其权利的目的， 本罪的保
护法益也应当是性自主决定权。

综上所述， 本罪的保护法益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相一致， 均为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既然本
罪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相同的， 那么， 为了能够更好地明晰两罪之间的关系， 就应当从两罪所规
制的行为的范围进行分析。

讁訛 参见周详、 孟竹： 《隐性强制与伦理禁忌：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的理据》， 载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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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罪与强奸罪所规制行为的范围之比较

对于具体犯罪而言， 需要结合该犯罪的保护法益及构成要件来确定该犯罪所规制行为的范围。
由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及保护法益较为明确， 本文先就强奸罪所规制的行为的范围进行讨论。

（一） 强奸罪所规制的行为的范围

如上所述， 根据行为对象年龄的差别， 我国 《刑法》 中的强奸罪分为强奸妇女型强奸罪和奸淫
幼女型强奸罪。 前者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为， 采取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性交。
行为内容为使用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与妇女性交。 强奸行为以违背妇女意志为前提， 即在妇女
不同意性交的情况下， 强行与之性交。輥輮訛 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妇女意志时， 才意味着
妇女的性自主决定权受到了侵害或者威胁。 后者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内容为， 与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
性交。 无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背幼女的意志， 只要行为人与幼女发生了性交行为， 就可以肯定奸
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成立。 因此， 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奸淫幼女的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对幼女的奸
淫行为， 双方性器官一旦接触， 就应当认定为成立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既遂。輥輯訛

由此不难看出， 对于年满 14 周岁的妇女， 强奸妇女型强奸罪规制的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 而对于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 奸淫幼女型强奸罪规制的是行为人
故意实施的所有与幼女性交的行为。

（二） 本罪所规制的行为的范围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的规定，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负有监护、 收养、 看护、 教
育、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 即实施性交行
为。輥輰訛 有学者认为，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其特殊照护职责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该性
关系的发生并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 即被害人是完全同意的。輥輱訛 这样的观点存在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 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而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已经具备性同意能力。 在此情况下， 女性对性关系的发生持完全同意态度的， 不涉及法
益侵害问题。 由此， 负有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在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同意的情况下与后者发生性关系的， 就不应当认定为构成本罪。 另一方面， 由于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仅规定 “发生性关系”， 而未涉及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对与负
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发生性行为的主观态度的描述。 因而， 从字面上进行理解， 条文中所指的 “发
生性关系” 包含女性对该性交行为持不同态度的所有的情形。 该观点的主张者可能认为， 女性对性
交行为的主观态度存在两种情形： 一是忽略司法现实， 将女性对性交行为的主观态度简单地分为完
全同意与完全不同意， 前者由本罪进行规制， 后者由强奸罪进行规制， 但此种分类方式明显与实际
不符。 一般而言， 对于成年女性来说， 性同意意志的外在表达与内心的真实意愿并不会产生分离，
但由于负有特殊照护关系的存在，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成长、 生活往往依赖于
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人员， 进而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和依赖关系。 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和依赖关系， 会导致未成年女性真实的性意志的表达受阻， 导致其外在表达与内心真实意愿可能存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譺訛， 张明楷书， 第 1135页。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周光权书， 第 34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譽訛， 周光权书， 第 39页； 前引②， 张明楷书， 第 1144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譽訛， 王作富、 黄京平主编书， 第 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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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不相符的情况。 所以， 难以将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对与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发生
性行为的主观态度简单地二分为完全同意与完全不同意。 二是根据司法真实情况将女性对性交行为
的主观态度分为性同意完全真实的性交行为、 违背女性意志的性交行为和性同意真实性无法认定情
况下的性交行为。 在这样的分类方式下， 前述观点在实际运用中就会造成刑事处罚方面的漏洞， 会
放纵对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在后者性同意的真实性无法认
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性交行为的处罚。

在上述第二种分类方式之下， 结合本罪的保护法益进行理解， 由于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女性的性
自主决定权， 已满 14 周岁的女性具有性同意能力， 所以， 负有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等
特殊职责的人员在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同意的情况下与后者发生性关系的， 因对
女性性自主决定权这一法益并不会造成侵犯， 所以该类情形不涉及构成本罪的问题。 至于上述认为
本罪中发生性关系经被害人完全同意的观点， 则与本罪的侵犯女性性自主决定权的属性相背离。 实
际上， 在发生性关系经被害人完全同意的场合， 既然同意是有效的， 就并不涉及本罪的成立问题。
这样， 本罪所规制的行为的范围就仅限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违背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女
性意志与后者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和在该类女性性同意真实性无法认定的场合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这样的理解更加符合立法目的和证据学的要求。 一方面， 从本罪的立法目的来看， 本罪的设立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防止该类女性成为性剥削的对
象。 虽然根据实定法设置的性同意年龄标准，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已具备性同意能力， 但
由于其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 该类女性尚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 其生活经验、 社会阅历尚浅， 对
性的认知能力尚存欠缺， 在面对一些特定关系人利用特殊职责等便利条件实施侵扰行为时， 尚不具
备完全的自我保护能力。輥輲訛 因而， 需要通过刑法的介入保障该类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但是， 需要
明确的是， 设立本罪， 并非意在剥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既然该类女性
仍然具有性同意能力， 在其性同意真实有效的情况下， 就应当认可其能够正当行使性自主决定权，
不应当将基于女性真实同意而发生的性行为认定为构成本罪。 实际上， 不当地扩大本罪所规制的行
为的范围， 可能导致打着保护女性权利的旗号， 却侵害女性权利的问题。 在将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认定为构成本罪的场合， 虽然该女性作为被害人不会遭受
刑事处罚， 但实际上会产生侵害该类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的负面效果。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
未成年女性以正当行使其性权利的方式表达爱意， 却导致其所爱之人遭受牢狱之苦。 这样的结果会
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性尝试的意愿造成伤害。 以刑法处罚行为人正当行使性自
主决定权的行为， 构成对行为人自决领域的侵犯。 实际上， 由于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女性的性自主决
定权， 那么，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在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性同意完全真实的情况下
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就并未对法益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危险。 换言之， 该类行为仅存在道德上的缺
陷， 但由于不涉及侵犯法益的问题， 不应属于构成本罪的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对台湾 “刑
法” 中与本罪相似的罪名， 即利用权势性交罪輥輳訛的解释上存在同样的理解， 即认为利用权势性交罪
的成立需要行为人利用其对于被害人的特殊地位而使被害人服从。 对于行为人并未利用特殊地位或
权势， 而系被害人曲意顺从或出于自愿发生性关系者， 不构成该罪。輥輴訛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 中所规

輥輲訛 参见王爱立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 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886页。
輥輳訛 我国台湾地区 “刑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 “对于因亲属、 监护、 教养、 训练、 救济、 医疗、 公务、 业务或其他相似关系

受自己监督、 扶助、 照护之人， 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 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輥輴訛 参见甘添贵： 《刑法各论》 （下），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版， 第 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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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利用权势性交罪的保护法益同样是性自主决定权， 所以， 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即便存在权势
地位， 但行为人没有利用权势地位， 而是基于被害人同意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 并不涉及对保
护法益造成侵犯的问题， 因而不构成犯罪。

另一方面， 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 本罪的规定实际上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相类似， 均
属于立法推定性的规定。 法律上规定的推定法则， 是把两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规范化， 即只要能够确
定基础事实， 就可以据以假定另一事实的存在。 如果没有提出反证， 就应当认为这种假定能够成
立。輥輵訛 这样的规定方式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证明对象， 加速诉讼的过程， 还可以消除对推定的事
实举证和证明的困难。 本罪的增设， 是对强奸罪因取证难而无法切实保护特殊女性群体权利问题而
在立法层面作出的反应。 实践中， 强奸罪的判断重心在于行为人实施性交行为时是否违背女性意
志， 而违背女性意志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存在于被害人的精神世界之中， 难以被直接
认定， 需要借由被害人在现实物质世界的客观表现以及相关的客观事实予以认定。 在判断成年女性
性同意的问题上， 尚存在因 “半推半就” 等犹豫性或者含蓄性表达方式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 更
何况在掺杂特殊照护关系的情况下， 就未成年女性对发生性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言， 就更难进行
明确的认定。輥輶訛 就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而言， 一直存在着未成年人证言效力不高、 性侵行为证据难
以被收集的问题， 尤其在涉及特殊照护关系存在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 这样的问题就更为明
显。 基于性侵犯罪的私密性， 该类案件的发现往往需要依赖于被害人或与被害人具有密切相关关系
的其他人的主动报案。 而在有特殊照护关系存在的场合， 作为被害人的未成年人往往受到加害人的
控制， 由于缺乏正常的案件发现途径， 案件往往不能被及时有效地发现。 而能够证明性侵女性事实
的证据， 例如， 行为人的体液、 被害人因性行为造成的实质性损伤等， 都需要及时地加以收集和固
定， 否则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所以， 在涉及特殊照护关系存在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
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难以被收集。 在此情况下， 《刑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女性性自主决定
权的保护， 对其进行推定性的规定， 即在无法证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对与负有
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发生性关系持完全同意的态度的情况下， 均认为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 这样一来， 针对符合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规定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情形， 就可以大大减小公诉机关证据
收集的难度。 由此， 不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而且还能防止因证据不足而导致对犯罪行为的放纵，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取证难的问题。

如上所述， 本罪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相一致， 均为性自主决定权。 就对两罪所规制行为范围
的对比而言， 应当从两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首先， 从犯罪主体来看， 强奸罪的主体一般为男
子， 其中单独的直接正犯只能是男子。 而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 仅限于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
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且单独的直接正犯也只能
是男子。 由此可见， 在犯罪主体方面， 强奸罪的主体范围要广于本罪的主体范围。 其次， 从犯罪对
象来看， 强奸妇女型强奸罪的行为对象为妇女， 即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 而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行
为对象是幼女， 即未满 14 周岁的女性。 综合而言， 强奸罪的行为对象包含所有的女性。 而本罪的
行为对象仅为处于特殊照护关系之下的年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 由此可见， 在行为对象方
面， 强奸罪的行为对象范围广于本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 最后， 从行为内容来看， 强奸妇女型强奸

輥輵訛 参见陈一云、 王新清主编： 《证据学》 （第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2页。
輥輶訛 参见陈家林、 吕静：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解释视角与规制边界》， 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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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行为内容， 是以违背妇女意志的方式， 强行与之性交， 而结合本罪的保护法益进行理解， 本罪
的行为内容仅包括违背女性意志的性交行为和女性性同意真实性无法认定情况下的性交行为。 由此
可见， 在行为内容方面， 本罪的行为内容要宽于强奸罪的行为内容。

综上所述， 根据本罪与强奸罪构成要件的关系， 本罪与强奸罪所规制行为的范围并非包含或者
对立关系， 而是在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意志的情形下，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一范围内存在竞合关系。

三、 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应然关系的界定

关于本罪与强奸罪的关系， 不仅涉及具体罪名的适用问题， 还涉及行为是否可以被全面评价的
问题。 所以， 准确界定本罪与强奸罪的关系具有较大的意义。

（一） 学说争论

关于本罪与强奸罪的关系， 学界的相关学说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互斥关系说。 有学者立足于
女性在发生性行为时的意志， 认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违背女性意志发生性交行为， 而本罪的本质
特征是基于并非真实同意的女性意志而发生性交行为。 如前所述， 处于特殊照护关系下的未成年女
性会因为特殊照护关系的存在导致该女性性同意意志的外在表达与内心真实意愿不一致。 在存在表
面性同意， 但缺乏真实性同意情况下发生的性行为， 才属于本罪所规制的情形。 因而， 从女性对发
生性交行为的意志角度来看， 强奸罪是完全违背女性意志的行为， 既不存在真实同意也不存在表面
同意， 而本罪适用的场合为女性存在表面同意但缺乏真实同意的情形。 从是否明显违背女性意志的
标准出发， 本罪与强奸罪之间为互斥而非包含或交叉关系。輥輷訛 还有学者认为，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
为行为人利用其特殊照护职责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该性关系的发生并不违背被害人的意志， 即被
害人是完全同意的。 如果行为人利用其特殊照护职责的优势， 逼迫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 仍然属于违
背被害人意志的性行为， 构成强奸罪。 因此， 本罪与强奸罪之间系排斥关系而非竞合关系。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将本罪与强奸罪的排斥关系规定为竞合关系， 有失偏颇。輦輮訛

二是竞合关系说。 竞合关系说又分为想象竞合关系说和法条竞合关系说。 主张想象竞合关系说
的学者认为， 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的身心健康而非性自主决定
权 （或称性自由权）， 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 因而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人员使用暴力、 胁
迫或者其他方法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的， 同时触犯本罪与强奸罪， 而两罪
的保护法益不同， 所以两罪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輦輯訛 主张法条竞合关系说的学者则认为本罪与强奸
罪之间属于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輦輰訛

（二） 学说评析

笔者认为， 互斥关系说的观点并不合理。 该观点否定了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规
定存在的必要性， 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规定： “有前款行为， 同
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里的 “前款行为”，
即是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行为。 依据上述规定， 负有特殊照

輥輷訛 参见前引讀訛， 付立庆文。
輦輮訛 参见前引譽訛， 王作富、 黄京平主编书， 第 407页。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张明楷文。
輦輰訛 参见前引讀訛， 张欣瑞文； 前引讀訛， 李立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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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职责人员性侵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行为同时构成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所规定的强
奸妇女型强奸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且，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强奸
罪的规定与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关于本罪的规定， 本罪的法定刑无论是在基本犯还是在加重犯的情
形下均远远低于强奸罪的相应情形。 所以， 这里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际上就是
指依照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輦輱訛 具体而言， 在以本罪论处的场合， 特殊照护关系的存在会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性同意的真实性产生干扰。 虽然这样的干扰一般不足以达到完全
违背妇女意志的程度， 但由此并不能够完全排除在完全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
意志的场合， 仍然构成本罪的可能性。 这涉及当然解释原理的运用问题： 既然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
人员在没有完全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意志的情况下性侵该女性的行为都构成本
罪， 那么， 就在完全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意志的情况下性侵该女性的行为而
言， 其对法益的侵犯程度更高， 没有理由不认定为构成本罪。 因此， 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并非互斥关
系， 而应当是一种竞合关系。 《日本刑法》 规定的与本罪相似的监护人性交罪同样能体现与强制性
交罪之间的竞合关系。 《日本刑法》 第 179 条第 2 款规定： “对未满十八周岁者， 利用现在属于该人
之监护人所形成的影响力， 实施性交的， 依照第 177 条 （强制性交罪） 的规定处断。” 日本学者认
为， 由于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经济和精神上多依存于其监护人， 在这种情况下， 监护人利用
其影响力与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 该未满 18 周岁者的意思决定不能评价为自由的
意思决定， 该行为侵犯了被害人脆弱的性自由， 应当与强制性交罪作相同的处罚。輦輲訛 在监护人利用
影响力与未满 18 周岁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场合， 未成年人的意志表达受到压制， 难以认定其性
同意完全真实。 这同样构成对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权的侵犯。 因而， 监护人性交罪与强制性交罪的
保护法益是相同的； 《日本刑法》 中将该罪依照强制性交罪予以处断的做法， 无疑是对监护人性交
罪与强制性交罪之间竞合关系的肯定。

竞合关系又分为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 而关于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的关系， 学界一直争论不
休。 姜伟教授认为， 法条竞合包括绝对竞合和相对竞合， 前者是指两个法条存在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 后者是指两个法条有交叉竞合的关系。 而马克昌教授则认为， 法条竞合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是
一个行为触犯数个法规； 二是一法律条文的全部内容为另一法律条文的内容的一部分。 即只有绝对
竞合才属于法条竞合， 相对竞合属于想象竞合。 法条竞合是法律条文之间的竞合关系， 是法条的现
象形态， 而想象竞合犯是犯罪行为的竞合， 是犯罪现象形态。輦輳訛 笔者认为， 在法条竞合的场合下，
无论犯罪是否发生， 通过对法条本身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法条之间的交叉重叠状态。 而想象竞合犯则
并不相同。 想象竞合犯是通过事后在对行为的评价过程中发现同一行为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的构成要
件。 想象竞合犯触犯的法条是以犯罪行为为纽带产生的联系， 而法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 因
此， 法条交叉竞合具有法条竞合的本质属性， 应当属于法条竞合。

在笔者看来， 对上述认为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的观点仍需斟酌。 想象竞合与法
条竞合相区分的关键点在于一行为所触犯的数个法条能否对该行为进行全面、 恰当的评价。 在想象

輦輱訛 事实上，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颁行之前的司法解释早已确认了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
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可能。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利用其优势地位
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 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 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輦輲訛 参见 [日] 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各论》， 王昭武、 刘明祥译，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11页。
輦輳訛 参见陈兴良： 《法条竞合的学术演进———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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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的场合， 行为所触犯的任何一个法条均不能对该行为进行全面、 恰当的评价。 如在行为人实施
故意杀人行为的同时故意造成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毁损的场合， 如果适用故意杀人罪的法条进行
评价， 就遗漏了对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不法侵害内容的评价； 如果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条
进行评价， 就遗漏了对被害人生命的不法侵害内容的评价。 而在法条竞合的场合， 行为所触犯的数
个法条中则有一个法条能够对该行为进行全面、 恰当的评价。 以实施本罪行为， 同时构成强奸罪的
情形而言， 二者侵犯的保护法益均是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由此， 适用强奸罪的法条对女性的性自
主决定权的不法侵害内容进行评价， 就既体现了全面评价， 也因重法的适用而体现了恰当的评价。
这样， 实施本罪行为， 同时构成强奸罪的， 就应当属于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

如上所述， 按照女性对与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发生性行为的主观态度， 本罪所涉及的发生性
关系的所有情形可以分为三种： （1） 女性性同意完全真实的情形。 依照以上论述， 我国 《刑法》 认
为年满 14 周岁的女性已经具备性同意能力。 在其性同意完全真实的情况下， 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
员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不构成本罪。 （2） 女性性同意不能认定为真实的情形。 依照以上论述， 可以
分为存在表面同意和不存在表面同意这两种情况， 但不论哪一种情况， 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与其
发生性关系的， 皆应当以本罪定罪处罚。 （3） 完全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形。 在此情形下， 负有特殊照
护职责人员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同时符合本罪与强奸罪的规定。 本罪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均为女性
的性自主决定权， 二者之间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 从仅通过对两罪的构成要件的解
释就能够肯定两个法条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符合法条竞合的形式标准。輦輴訛 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人员
在不能认定完全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意志的情况下性侵该女性的行为不构成强
奸罪， 而仅仅构成本罪； 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人员在完全违背已满 14 周岁不满16 周岁未成年女性
意志的情况下性侵该女性的行为既构成本罪， 也同时构成强奸罪。 后一种情况下即属于特别法与普
通法的法条竞合的情形。 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法律适用原则， 对这种情况应当适用特
别法的规定， 以本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 由于本罪的法定刑无论是在基本犯还是加重犯的情形
下均低于强奸罪，輦輵訛 对这种情况如果以本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就会涉及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问
题。 基于此， 根据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所增加的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
对这种情况应当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即以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此， 《刑法》 第
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否定了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的法条竞合法律适用一般原则， 而肯
定了“重法优于轻法” 的法条竞合法律适用例外原则。

结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下学界关于本罪与强奸罪之间关系的争论， 与前些年关于强奸罪与嫖
宿幼女罪之间关系的争论几乎如出一辙。 关于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 同样有学者主张二者之间存在
互斥关系， 认为具有卖淫女身份的幼女具备性同意能力， 而普通的幼女不具有性同意能力。 基于
此， 在幼女卖淫的场合肯定幼女性同意意志的真实性， 否定性行为的发生违背幼女的意志， 因此，
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间属于互斥关系。輦輶訛 对于这样的理解， 有学者提出了 “为什么卖淫幼女在面

輦輴訛 参见前引讀訛， 张欣瑞文。
輦輵訛 依据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修正后的 1997 年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本罪的基本法定刑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奸罪的基本法定刑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罪加重情形的法定刑是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奸罪加重
情形的法定刑是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輦輶訛 参见车浩： 《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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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ual� law� on� the� age� of� female� sexual� consent,�
women�over�the�age�of�14�have�the�ability�of�sexual�consent,�and�the�protected�legal�interest�of�the�
crime�of�sexual�assault�by�persons�with�duty�of�care�should�be�the�sexual�autonomy�of�women�over�
the�age�of�14�but�under�the�age�of�16,�rather�than�their�physical�and�mental�health.�Therefore,�the�
sexual�behavior�that�occurs�when�the�female�sexual�consent�is�completely�true�does�not�involve�the�
infringement�of�legal�interest,�and�should�not�be�recognized�as�constituting�this�crime.�The�scope�
of�the�acts�regulated�by�this�crime�only�includes�the�acts�of�the�persons�with�duty�of�care�who�have�
sexual�relations�against�the�will�of�the�women�over�the�age�of�14�but�under�the�age�of�16,�and�the�
acts�of�having�sexual�relations�where�the�authenticity�of�such�women’s�sexual�consent�cannot�be�
determined.�However,�there�is�a�concurrence�between�the�former�situation�and�the�crime�of�rape,�
so�there�is�an�overlapping�relationship�between�this�crime�and�the�crime�of�rape.

Key Words: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by� Persons� with� Duty� of� Care； Crime� of� Rape； Legal�
Interest； Concurrence�of�Articles�of�Law； Amendment�to�the�Criminal�Law�(11)

对作为嫖客的男子时具有性同意能力， 而在面对非嫖客男子时性同意能力就突然消失了” 的疑问。輦輷訛

而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身心健康的观点也存在与上述认为强奸罪与
嫖宿幼女罪之间的关系属于互斥关系的观点相同的问题， 即为什么年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女性
在面对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的场合不具有性同意能力， 而在面对非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的场合
就具有性同意能力？ 对此， 主张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女性身心健康的观点并不能自圆其说。 认为本罪
的保护法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身心健康的观点， 实际上是超越实定法的规定， 将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予以剥夺。 基于对已满 14 周岁女性性同意能力理解的一致
性， 将本罪的保护法益解释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更为合理。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关于本罪的规定仅提及负有特殊照护职责的人员与已满 14 周岁不
满 16 周岁女性发生性关系， 而未提及女性对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态度。 所以， 从条文表述的意思进
行理解， 理所应当地包含所有的女性持不同主观态度下发生的性关系。 但因为在女性性同意完全真
实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并未损害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 不应当以本罪进行处理， 所以， 本罪所
规制的行为仅限于负有特殊照护职责人员在年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女性性同意真实性无法查明或
者违背女性意志的情况下， 与后者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而后一种情况与强奸罪之间存在交叉关系的
法条竞合， 同时构成本罪与强奸罪。 由于强奸罪的法定刑无论在基本犯或加重犯的情形下均重于本
罪的基本犯或加重犯的相应情形， 因而，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之一第二款所规定的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际上就意味着依照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也是 《刑法》 第二百三十
六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意义所在。

輦輷訛 参见劳东燕： 《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新论》， 载 《清华法学》 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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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责任则无犯罪， 无责任则无刑罚” 这一刑法格言提醒我们， 构成任何犯罪都需要责任， 给
予任何犯罪处罚也离不开责任。 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
一条规定来看， 单位犯罪也是如此。 传统理论上， 就单位犯罪而言， 主要是围绕单位犯罪构成条件
及处罚原则展开的争论。 其中， 最有争议的莫过于单位犯罪 “单位整体意志” （犯罪意思） 的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 新近以来， 在单位犯罪领域， 企业合规① 的兴起给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处理
带来较大冲击。 尤其是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组织体责任理论的出现， 为认识单位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和新的视角。 在企业合规不起诉试点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 给予合规的企业以诉讼优惠及量刑减
等似乎正在形成统一意见。 不过， 有的学者并不满足于此， 进一步提出企业合规的出罪机能， 主张
企业合规可以否定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图 （单位犯罪意志）， 从而证明单位无罪。 其实， 这个问题涉
及刑事责任该如何理解， 以及企业合规到底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是否能产生影响， 如果有影响， 是
对单位犯罪成立层面的刑事责任起作用， 还是对单位犯罪处罚层面的刑事责任发挥效力。 本文拟就

论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刘方可 *

内容提要： 刑事责任的理解是有层次的， 第一层是 “可谴责性”， 第二层是 “犯罪的法律
后果”。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的核心问题是 “单位犯罪意志”， 就此， 有个人责任模式、 组织
责任模式、 决策责任模式三种方法。 企业合规视域下的组织体责任论 （“单位独立意志
论”） 并不能表明企业没有犯罪意志或者犯罪意图， 只是表明企业一贯良好经营的 “法人
品格”， 其并不能发挥否定单位犯罪可谴责性的作用， 无法发挥犯罪构成层面上的出罪功
能。 这意味着， 企业合规无法有效减少单位犯罪。 单位刑事归责应坚持 “主客观相统一”
原则下的决策责任模式。 在 “犯罪的法律后果” 这一层面上， 企业合规作为 “法人人格”
的体现可以为构罪企业提供司法程序上的出罪红利以及刑罚裁量上的减轻、 免除效果。 总
之， 应当否定企业合规的 “实体出罪” 功能， 强化其合规不起诉及刑罚减等功能。
关键词： 企业合规 单位犯罪 刑事责任 法人品格 组织体责任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4.010

*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 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刑事风险与防
范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虽然企业只是单位犯罪主体之一种， 企业合规似乎代表不了单位合规， 但是鉴于习惯用法， 为行文方便， 本文所称企业合
规并不仅仅指称企业类犯罪主体合规， 还包括单位犯罪中其他类型的主体合规。 在本文中， 企业、 法人、 单位都在同一意
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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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谭小宏、 秦启文： 《责任心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载 《心理科学》 2005年第 4期。
③ 参见张永兴： 《对刑事责任的几点认识》， 载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08年第 4期。
④ 高永明、 万国海： 《刑事责任概念的清理与厘清》，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年第 3期。
⑤ 马克昌主编： 《犯罪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78页。

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影响展开讨论。 首先， 明确阐述刑事责任应当在 “犯罪的法律后
果” 与 “可谴责性” 两个层次进行理解。 其次， 论证企业合规、 组织体责任论等并不具有单位犯罪
“实体出罪” 功能，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应坚持传统的认定归责。 最后， 讨论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
事责任真正发挥影响力的领域： 单位犯罪后的诉讼裁量优惠及刑罚裁量减让。

一、 刑事责任的两种理解

刑事责任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刑法学。 自引进我国以来， 它就是在 “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
根据” 这个命题下进行讨论。 刑事责任是 “犯罪的法律后果” 的观念也就逐渐在刑法学界确立起
来， 并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 但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西方刑法理论的再
次引进、 介绍， 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冲击下， 刑事责任的理解才出现新的火花。 其实， 在当代哲
学和心理学中,刑事责任仍保持有两层基本含义： 对过失的归因和承担义务。②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也
应该从多层次进行阐释。 鉴于此， 本部分主要就存在于我国刑法规定中的以及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责
任进行分析， 阐明对其的不同层级理解以及与单位犯罪结合的效果。

（一） “犯罪的法律后果” 意义上的刑事责任

关于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 我国刑法理论中存有多种观点。 比如， 法律关系说、 法律责任说、
否定评价说、 法律义务说、 法律后果说等，③ 从谴责、 惩罚、 否定评价、 义务、 后果等不同角度对
其进行阐释。④ 其中最为流行、 认可度最高的是法律后果说， 即刑事责任是行为人不履行或者实施
违反刑法上的义务的行为所应得承担的刑事法律上的后果。⑤ 由此说来， 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客观基
础， 而刑事责任则是犯罪的法律后果。 犯罪是因， 刑事责任是果， 两者存在因与果的关系， 就此，
我们可以说 “无犯罪则无刑事责任”。 之所以能将刑事责任作上述理解，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 从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出发， 可以得出犯罪构成及犯罪成立是刑事责任根据的结论。 在我国， 无论是刑
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 四要件的犯罪构成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据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
理论， 犯罪成立的唯一根据是客体、 客观方面、 主体、 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 四个要件充足才能构
成犯罪， 而构成犯罪之后才会面对是否承担刑事法律后果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成立犯罪之后才能
讨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处于犯罪构成之外， 而不是犯罪成立条件之一。 第二， 从我国刑
事法律具体规定来看， 多处使用了刑事责任这一术语， 而大多数场合下都可以将法条中的刑事责任
作 “犯罪的法律后果” 来理解。 比如， 《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
品，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予以刑事处罚”， 该法条中的刑事责任显然就是与刑事
处罚等同意义上使用的， 也就是说，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 无论数量多少， 都构成犯罪，
相应的刑事责任 （法律后果） 就是刑事处罚。 又比如， 《刑法》 总则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过失犯
罪， 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这里的刑事责任显然也是行为人行为构成过失犯罪之后才考虑的
法律后果， 如果不构成过失犯罪， 行为人是不可能负刑事责任的。 再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 中直接使用刑事责任这个词语的法条有 19 个。 除第四十二条
之外， 其他所有的刑事责任都应当作犯罪法律后果理解， 否则很多法条将解释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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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 已经追究的， 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
理， 或者宣告无罪……。 笔者认为， 从该法条来看， “已经追究 （刑事责任）” 的表现主要有侦查机关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 审判机关审理案件等。 也就是说， 无论案件处于上述哪一个阶段都可以称得上是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侦查
机关立案侦查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起点， 也是行为人承担犯罪的法律后果的第一步。 因此， 可以将立案侦查看作刑事
责任被追究的表现， 一旦立案侦查， 行为人刑事责任追究进入正轨， 承担最终不利后果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⑦ 参见陈兴良： 《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载 《清华法学》 2009年第 2期。
⑧ [苏] A.H.特拉伊宁： 《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 王作富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8年版， 第 192页。

总之， 无论是刑事法规定还是刑法理论， 将刑事责任作 “犯罪的法律后果” 来理解都能获得一
定的支撑。 当然， “犯罪的法律后果” 不仅仅指刑罚处罚， 定罪量刑也只是刑事责任的表现方式之
一。 从我国刑事法规定来看， “追究刑事责任” “负刑事责任” 等的表现形式还包括另外两种： 第一
种， 定罪免刑。 即只宣告被告人有罪， 而免予刑事处罚。 其根据是 《刑法》 第三十七条。 第二种，
立案侦查。 即侦查机关启动立案侦查的刑事追诉活动。 其根据是 《刑事诉讼法》 第十六条⑥。

（二） “可谴责性” 意义上的刑事责任

“犯罪的法律后果” 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只解释了 “无责任则无犯罪， 无责任则无刑罚” 这句格
言的后半句。 那格言前半句中的责任该作何解呢？ 从刑事责任的学术史及现行法律规定来看， 可以
理解为 “可谴责性”。

正如前述， 刑事责任这个概念不是中国的 “土特产”， 而是 “洋货”。 其实， 苏联创造的刑事责
任这个概念， 也是借鉴德国古典刑法理论进行改造的成果。 其改造的基本思路是： 将德国古典的三
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分解， 构成要件被符合性改造为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主体、 犯罪
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 以符合 “主客观相统一” 的犯罪成立条件。 因为已经将有责性中的故意、 过
失等主观要素放入犯罪主观方面， 所以， 空壳化的有责性就被改造成刑事责任这一概念继续存在。
只不过， 此时的刑事责任 （有责性） 早已不是原先犯罪构成的一部分， 而是犯罪成立后才予以讨论
的东西。⑦ 就此， 苏联刑法学者还提出 “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⑧ 这一命题。 我国的刑事
责任理论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命题展开的。 但是， 从刑事责任的改造历史来看， 刑事责任的最初灵感
来源是 “可谴责性” “非难可能性”， 只不过由于犯罪构成的改造走形， 导致刑事责任的理解也背离
最初的模样。 所以， 笔者认为， 对刑事责任作 “可谴责性” 的理解具有历史渊源上的脉络。

为了对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规定做正确解释， 也有必要对刑事责任在 “可谴责性” 意
义上进行理解。 上文已经提到， 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出现的刑事责任概念绝大多数都可以做 “犯罪
的法律后果” 理解。 但是， 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 有些场合下的刑事责任概念如果仍然固守以前
的理解， 明显解释不通。 比如， 我国 《刑法》 第五条规定： 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
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本条规定， 刑法理论上通常概括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理论一致认
为， 刑罚的轻重只能与犯罪相适应， 也就是刑罚的轻重只能与行为人罪责相适应。 这样看来， “犯
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 应当对应 “罪行” 与 “罪责”。 从本条规定来看， 犯罪分子所
犯罪行显然指的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与犯罪主体， 也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 “罪行”。 如果将刑
事责任理解为犯罪的法律后果的话， 那就意味着， 刑罚只与犯罪分子客观方面的犯行有关， 而与犯
罪行为人主观无涉， 这种解释显然不妥。 所以， 本条中的刑事责任明显指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可
谴责性。 除第五条规定外， 我国刑法中还有第十七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五条等， 其
中的刑事责任也应当理解为 “可谴责性” “非难可能性”。 又比如， 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二条

116· ·



论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⑨ 参见前引④， 高永明、 万国海文。

规定的刑事责任也不能理解为 “犯罪的法律后果”， 而应该理解为 “可谴责性”， 否则会造成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构成犯罪的尴尬局面。 所以， 笔者认为， 上述情形下的刑事责任指的
是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主观方面的责任要素， 其表明的是行为人行为的可谴责性以及国家、 社
会对行为人作出否定评价的非难可能性。

（三）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两个层面

只有对刑事责任作上述两个层面的理解， 才能对刑事责任概念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那种
认为 “我国传统刑事责任的概念必须实现从结果转向过程， 从义务转向可责性的评价过程， 从处遇
刑事责任转向到定罪刑事责任”⑨ 的观点， 是不全面的， 也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的实际规定。 笔者
认为， 中国刑法语境中的刑事责任不同于德日刑法中的 “有责性”， 也早已区别于其最初的模样。
任何试图否定刑事责任某个层面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研究中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必须在上
述两个层面对其展开理解。 否则， 研究结论难免陷入片面。 单位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作
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 其不仅面临单位犯罪的成立问题， 即犯罪构成问题， 也面临单位犯罪的法
律后果问题， 即单位犯罪成立后的刑事处遇问题。 所以，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也应在两个层面进行
理解。 第一个是犯罪成立层面的刑事责任， 相当于单位犯罪的主观意志、 犯罪意图、 单位整体意
志。 第二个是单位犯罪成立后的法律后果层面， 主要是指犯罪单位能否在诉讼程序上实现出罪以及
能否对犯罪单位作出刑罚减等。

二、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 合规出罪否定与 “决策责任模式”

关于法人犯罪构成层面的刑事责任问题， 即单位犯罪归责问题，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随着企
业合规实践的不断发展， 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更替过程。 尤其是西方近些年兴起的组织体
责任观念， 对传统单位犯罪归责带来不小冲击与挑战， 以至于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企业、 法
人、 单位作为有独立犯罪能力及犯罪意志的有机组织体， 当企业合规时， 表明单位无犯罪意志， 不
具有可谴责性， 企业无罪。 对此，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 企业合规并不能表明企业没有犯罪意志或者
犯罪意图， 只是表明企业一贯良好经营的 “法人品格”， 其并不能发挥否定单位犯罪可谴责性的作
用， 无法发挥犯罪构成层面上的出罪功能。 这意味着， 企业合规无法有效减少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
应当严格遵循传统的 “主客观相统一” 原则进行认定。

（一） 传统的企业归责原则

最初， 世界上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将企业当作犯罪主体对待。 但是，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 企业
组织体愈发复杂， 经营行为愈加多样， 企业时常利用自己的资源、 地位、 影响实施触法行为。 鉴于
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英国、 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承认刑法可以追究企业刑事责任。 大
陆法系国家一直秉持罗马法 “组织不能犯罪” 的古老格言， 不认可企业犯罪主体地位。 二十世纪后
半叶， 企业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逐渐引起大陆法系国家重视， 于是， 除德国以外，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日本等国纷纷将企业、 法人等组织作为犯罪主体对待， 以满足刑法对新型犯罪治理的需
要。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何对企业犯罪进行归责呢？ 对此，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最初都形
成了以个人责任为模式的归责理论。

在美国， 对企业进行归责适用的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 包括雇主责任原则 （上级责任原则）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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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陈瑞华： 《合规视野下的企业刑事责任问题》，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1期。
輥輯訛 马克昌： 《比较刑法原理》，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44-145页。

同一视原则。 雇主责任原则是指企业对其员工或代理人在职务范围内， 为实现企业的利益所实施的
犯罪行为，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同一视原则是指公司内部的董事、 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法人的
高级代理人， 为实现法人利益， 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的犯罪行为， 应当由法人与该高级代理人各自
承担刑事责任。⑩ 在英国， 十九世纪承认法人犯罪以来一直适用替代责任原则与同一视原则追究法人
犯罪刑事责任。 替代责任原则与美国的雇主责任原则实质并无差别。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是以自
然人刑事责任为基础构建的， 长期未重视单位犯罪问题。 但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重大
变化， 法国、 意大利等相继通过法律惩治企业犯罪。 受英美企业归责理论影响， 法国采取了代表责
任原则， 该原则是指只有代表公司的决策机构或者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所实施的行为才应当
归责于法人。 意大利也大体采用了法国式的以自然人行为确定法人刑事责任的模式。 在日本， 就法
人的处罚根据形成了无过失责任说与过失责任说的对垒。 无过失责任说又称转嫁责任说， 是指法人
对于代表的行为负责， 将代表者的犯罪行为转嫁给法人， 法人有无过失在所不问。 这其实是一种严
格代表责任或者说是严格替代责任， 与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法国、 意大利等国的追责原则没有实质区
别。 过失责任说认为， 处罚法人的前提是法人对从业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监督、 注意义务上
的过失。 其实质也是通过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推定企业具有过失。輥輯訛

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意图揭示单位成员的意志、 行为与单位意志、 行为的同一性， 即单位意志
就是单位成员的意志， 单位成员的意志就是单位意志， 单位成员行为就是单位行为。 上述各种观点
的实质是企业归责的个人责任模式， 即单位的刑事责任来自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 单位多是对单位
成员行为承担无过错责任 （严格责任、 转嫁责任）。 个人责任模式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 要求单位对其普通员工的犯罪意志及犯罪行为承担雇主责任或者替代责任， 有违责任自
负原则与个人责任主义原则。 第二， 将单位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意志、 行为当作企业意
志、 行为并不妥当。 诚然， 大多数情况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志容易上升为公司意志， 其行为
在外界看来具有代表公司的普遍效力。 但是， 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 独立意志、 独立财产经费，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 个别高级管理人员并不能左右公司意志， 未经公司
授权的行为也不可能让单位承担责任。 第三， 单位成员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单位犯罪
行为， 关键是看单位成员行为是否是处于单位整体犯罪意志支配之下。 如果单位成员实施的行为是
在执行单位犯罪意志， 则可以将该行为看作是单位犯罪行为， 对单位可以归责。 径直以单位成员行
为追究单位刑事责任， 犯了客观归罪的错误。 第四， 个人责任模式只是将自然人的行为与意志类推
为单位的行为、 意志， 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说理， 缺乏说服力。

（二） 组织体责任论简介

当今社会， 在单位犯罪主体肯定说占据绝对优势后， 要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几无争议。 问题
是， 单位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意志） 如何认定。 上文提到的替代责任、 同一视责任、 过失责
任、 无过失责任等个人责任模式理论并不成功。 一方面，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逐渐出现跨国公
司、 超大型集团企业， 组织管理模式十分复杂， 员工动辄几千、 几万， 再让企业为单位中普通员工
犯罪行为承担严格刑事责任， 既不公平也不科学。 另一方面， 在个人责任模式下， 涉案企业很容易
被认定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 致使企业无法经营， 业绩受损， 员工受害， 牵连企业其他无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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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黎宏：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2期。
輥輱訛 蔡仙： 《组织进化视野下对企业刑事归责模式的反思》， 载 《政治与法律》 2021年第 3期。
輥輲訛 所谓非系统性企业犯罪行为， 是指在没有企业集体决策， 也没有企业负责人作出授权或授意的情况下， 企业内部的某一高

管、 董事、 员工、 子公司、 第三方等关联人员， 以企业名义并为实现企业利益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而企业对这类行为采取
了接受、 纵容态度， 或者没有采取制止或纠正措施的情形。

輥輳訛 陈瑞华： 《企业合规出罪的三种模式》， 载 《比较法研究》 2021年第 3期。

员， 从而使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打折， 得不偿失。 面对上述困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
现了企业合规实践， 在此基础上， 一种 “不依托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 从单位组织体的结
构、 制度、 文化氛围、 精神气质等因素中推导出单位自身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的”輥輰訛 组织体责
任论逐渐兴起并广泛传播， 引起较大影响。

组织体责任论试图将单位刑事责任归咎于单位组织管理模式， 其目标是实现单位归责原则由个
人责任原则向组织责任模式转变， 进而实现组织体独立责任与单位组成人员责任之间的分割， 各负
其责。 依该模式， 企业内个人的犯罪行为不再是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而应根据企业决
策、 规章制度、 惯例、 文化来判断企业自身过错， 从而认定企业责任。輥輱訛 为此， 为配合分割开来的
单位刑事责任追究， 英国不断创设只处罚单位的单罚制罪名。 比如， 2010 年通过了 《反贿赂法》，
确立了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 2017 年， 英国通过 《反金融犯罪法》， 又为公司单独设立两个罪
名： 未能防范逃避英国税收罪和未能防范逃避外国税收罪。 随着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在英国
生效， 英国正在准备制定更多新的公司罪名。 除实体法影响之外， 围绕组织体责任论， 理论上出现
了诸如法人主动过错理论、 法人反应过错理论、 法人品格论、 法人文化论等学说。 这些理论都已经
摆脱以单位成员责任论证单位责任的模式， 将讨论重心放在单位组织体本身， 只不过有的重视法人
的品格， 有的看重企业守法文化。

组织体责任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 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 组织体责任有时会造成泛刑法现象。
因为， 组织体责任论强调单位本身的组织管理之合理、 无漏洞， 以此证明单位对犯罪行为的管控、
应对与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可是， 一旦发生涉及单位的犯罪行为， 司法机关一般都会以单位管理漏
洞等为由， 起诉单位， 追究刑责。 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企业一旦发生经营困难造成群体性
事件， 司法机关一般都会将案件作为单位犯罪处理， 理由往往是企业存在管理漏洞等。 第二， 该理
论没有解决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是犯罪能力还是受刑能力问题， 反而将单位刑事责任能力与单位刑
事归责问题进行了混淆。

如果说组织责任模式下单位与单位成员责任分割是理论初衷的话， 那么， 当组织责任模式与企
业合规结合起来的时候， 有学者在分割单位与单位成员责任基础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提出企业合规
出罪观点。 该观点认为， 企业合规可以成为证明不存在主观罪过或失职行为的证据。 对于非系统性
企业犯罪輥輲訛 案件， 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可以从三个方面发挥免除刑事责任的效果： 一是免除企
业的主观罪过； 二是履行法定的管理义务； 三是接受合规考察， 消除潜在的制度隐患。輥輳訛 关于论者
提出的企业合规出罪模式的第三个方面， 即接受合规考察， 消除潜在的制度隐患从而达到程序出罪
的目的， 笔者是赞同的， 下文将予以详述。 因为论者提出的第二个出罪模式前提是实体法中存在大
量只处罚单位的单位失职型犯罪， 而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因此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为时过
早。 笔者接下来主要围绕论者提出的企业合规免除企业主观罪过而出罪的模式发表自己看法。

（三） 企业合规出罪的否定与 “决策责任模式”

单位的意志到底是来自单位成员的意志 （个人责任模式） 还是单位组织的管理模式 （组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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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李冠煜： 《单位犯罪处罚原理新论——以主观推定与客观归责之关联性构建为中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5期。
輥輵訛 参见时延安： 《合规计划实施与单位的刑事归责》， 载 《法学杂志》 2019年第 9期。
輥輶訛 参见 [日] 大塚仁： 《刑法论集》， 有斐阁 1978年版， 第 240页。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陈瑞华文。
輦輮訛 陈学权、 陶朗逍： 《企业犯罪司法轻缓化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之应对》， 载 《政法论丛》 2021年第 2期。

模式）？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见， 个人责任模式已经遭到摒弃并逐渐向组织责任模式靠拢。 很明显，
企业合规免除企业主观罪过的出罪模式也受到组织责任模式的影响。 笔者认为， 在非系统性企业犯
罪中， 不能以企业实施合规计划， 履行合规义务， 对关联人员的犯罪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采取
制止、 纠正措施作为否定企业主观罪过 （可谴责性） 的依据。 同样， 我们也不能因企业未对高管、
员工、 子公司或第三方的犯罪行为采取禁止、 纠正、 预防等措施而采取 “主观意志推定” 的方法。輥輴訛

单位犯罪行为是对单位犯罪意志的执行， 单位犯罪意志形成在前， 犯罪行为受犯罪意志的支配。 单
位犯罪行为上附着的犯罪意志才是单位犯罪可谴责性的根本。 这个根本不能求助于企业的日常经营
模式、 商业模式， 而应当向企业意志形成机构寻求答案。 为此， 笔者认为， 单位犯罪构成应当坚持
“主客观相统一” 原则， 尤其是主观方面认定， 应当坚持决策责任模式， 即犯罪意志来源于单位“中
枢神经” ———单位决策机构， 以此奠定犯罪单位刑事非难的根基。

1. 企业合规出罪的否定理由
第一， 企业合规主观过错免责模式广泛存在于英美国家司法实践中， 这是因为， 这些国家在追

究企业刑事责任时普遍采用的是替代责任、 代理责任、 代表责任、 母子公司连带责任、 继承责任、
同一视原则等严格责任模式。 个人责任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动辄因为代理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犯罪行为而承担整体性的刑事责任，輥輵訛 单位极容易被牵连， 承担过重的犯罪负担。 可以说， 企业
合规出罪 “给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了刑法的同情之泪”。輥輶訛 虽然我国刑法有 122 个条文、 150 多个罪
名涉及单位犯罪， 但是， 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从来都不承认， 也不认可在对单位归责上采用无
过错严格责任， 而是坚守 “单位整体意志” 的观点。 所以， 在我国不会发生英美国家那样的企业动
辄因组成人员过错而承担刑责的情况， 采用企业合规主观过错免责模式缺乏相应司法背景。

第二， 论者为支持自己的观点， 提出 “企业独立意志理论” 作为理论支撑。 其认为， 在企业已
经实施合规管理体系的情况下， 企业通过抽象企业行为与具体企业行为显示出不鼓励甚至禁止违法
违规行为的主观意志， 任何关联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已经不再体现企业的主观意识和主观意
志， 而纯属其个人行为。輥輷訛 笔者认为， 企业合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 “良民” 制度， 鼓励企业成为
“良民”， 主动抵制和谴责犯罪行为， 从而达到减少企业犯罪的目的。輦輮訛 单位是否合法成立、 有无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有无独立的财产利益、 有无依章程运行也是判断独立法人人格的要素。 据此可
以判断企业对其成员的违法行为是支持、 纵容、 默许还是反对或者否定。 企业合规仅能表明企业一
贯良好经营的 “法人品格”， 将企业的 “良民品性” 等同于企业无犯罪意志， 违背犯罪行为与责任
同在原则。 这与自然人实施盗窃、 杀人等犯罪行为后， 我们不能因为该自然人一贯表现良好、 品行
端正、 遵纪守法、 严于律己、 积极向上就否认其主观上的盗窃、 杀人意图是同样道理。 并且， 笔者
认为， 单位负有完善刑事合规义务， 负有监督管理本单位及其成员不实施违法犯罪的义务， 这是单
位的基本社会责任， 也是区别于自然人的组织特征。 另外， 即便企业明确地禁止代理人犯罪、 采取
严密的监管程序， “三令五申” 式地强调企业不允许代理人与客户非正常交往和非正常接触， 区域
负责人或分公司负责人仍然有可能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命令单位员工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犯罪行为。 单
位犯罪意志形成与企业合不合规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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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輳訛， 陈瑞华文。
輦輰訛 邓峰： 《公司合规的源流及中国的制度局限》，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1期。
輦輱訛 参见赵军： 《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控制困局透视———以 2013年若干 “影响力个案” 为例》， 载 《法治研究》 2014年第 3期。
輦輲訛 菲利普·韦勒、 万方： 《有效的合规计划与企业刑事诉讼》， 载 《财经法学》 2018年第 3期。

第三， 论者为支持自己的观点， 还提出 “有效监管理论” 作为理论支撑。 其认为， 对于那些建
立企业合规管理体系， 实现对内部自我监管的企业， “需要确立一种主观意志推断逻辑”， 推定企业
具有预防、 阻止关联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识和意志。輦輯訛 同时， 为激励企业进行合规建设， 需要确
立合规出罪机制， 使其对于企业关联人员的犯罪行为， 不再承担刑事责任。輦輰訛 在此， 论者的逻辑其
实是： 企业合规→加强内部监管→组织管理健全→推定企业无犯罪意志和意识→合规出罪。 笔者认
为，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可谴责性或者非难可能性来自其不断增长的年龄、 智识支持下的认识能力、
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提高， 人们有理由请求国家强制力量对成熟的成年人在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状态
中的行为进行犯罪的评价及处罚。 也就是说， 对于自然人而言， 刑事责任能力 （无论是犯罪能力还
是刑罚承受能力） 有一个 “从无到有” 的过程， 与人的成熟度成正相关关系。 但是， 如果承认企业
合规能够阻却犯罪企业的犯罪意志， 使其不具有可谴责性， 进而出罪的话， 则会造成以下极不合理
的现象： 单位在没有合规计划时实施犯罪行为很容易认定单位具有犯罪意图， 因为单位组织建设破
败不堪， 没有监管机构， 缺少应对机制， 决策机关缺位， 单位极不稳定， 表现出违法犯罪的倾向
性。 也就是说， 不成熟的企业犯罪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是， 一旦企业进行合规建设， 完善组织
机构， 建立预防机制、 识别机制、 应对机制， 单位决策更加科学， 企业运营稳定有序， 并更加成熟
稳重时， 就应当否定企业的犯罪意志。 这样的处理会使企业刑事责任随着企业成熟发生 “从有到
无” 的不合常理现象。 按照常理， 企业越是合规做得好， 越是成熟稳重， 其认识自己经营行为、 分
析市场、 适应市场、 占有市场的能力， 辨认合法、 违法行为的能力， 以及控制自己企业日常业务的
能力就应该越强， 此时， 其刑事责任不是消失而是增强了， 其形成犯罪故意、 犯罪过失等犯罪意
图、 犯罪意志的能力不是消失而是增强了。 所以， 单位的犯罪意志与单位是否合规并没有必然联
系。 不能说， 企业合规就说明企业没有犯罪意志， 也不能说， 企业不合规就说明企业有犯罪意志。

第四， 企业合规出罪的见解忽视了企业合规消极的一面及无效的一面。 企业虽然建立并落实合
规计划， 但并不代表其一定是有效的， 尤其是面对行业、 市场潜规则时。 比如， 葛兰素史克、 辉瑞
制药、 摩根士丹利、 IBM、 朗讯、 沃尔玛、 德普、 艾利·丹尼森等内控机制极为严格的国际企业巨
头， 它们的企业合规计划是 “辉煌” 的， 但在面对中国市场潜规则时， 都陷入商业贿赂犯罪中。輦輱訛

可见， 企业合规的 “明规则” 碰到 “潜规则” 时， 未必奏效。 此外， 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必须
有违规披露机制与违法犯罪行为应对机制。 可是， 一旦企业认真执行合规标准， 其披露的本企业违
规信息最终将被政府或民事诉讼用于攻击企业， 要么遭受行政处罚或者缴纳高额罚金以获得行政和
解， 要么遭受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相关企业的民事诉讼。 因此， 企业的合规计划越有效， 任何违法行
为越可能暴露给执法人员和潜在的民事诉讼当事人。輦輲訛 另外， 企业合规标准的执行也增加了潜在的
刑事责任， 有企业自证其罪的嫌疑。 大量潜在民事及刑事责任的可能导致企业 “装点门面式” 的合
规计划， 合规计划的有效执行变得缺乏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单位犯罪意志不能通过企业合规证有或证无。 笔者认为， 单位犯罪意志包
括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 相应地， 单位犯罪也包括单位故意犯罪与单位过失犯罪。 犯罪故意来自单
位决策机构的积极主动决定， 而犯罪过失则产生于单位决策机构的消极、 怠慢、 监督管理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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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时延安文。
輦輴訛 参见陈瑞华： 《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1期。
輦輵訛 参见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32-235页。
輦輶訛 参见陈兴良、 周光权主编： 《刑法总论精释》，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564页。
輦輷訛 参见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 (2018) 青 2801刑初字 102号刑事判决书。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李冠煜文。
輧輯訛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支配社会学》， 康乐、 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87页。

等， 即从单位对于自然人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义务的违反或缺失中寻找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輦輳訛

我国的企业犯罪归责以判断企业是否满足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构成要件为核心， 不存在适用 “有效合
规计划” 这一免责事由的必要性。輦輴訛

2. 单位犯罪主观方面认定： 决策责任模式
在我国， 关于单位犯罪成立条件， 通行的观点是： 其一， 单位成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行为;

其二， 单位成员为实现单位利益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亦即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法所得大部
分归单位所有; 其三， 需要具有独立的 “单位意志”， 主要体现在单位集体研究决定， 单位负责人决
定或者同意， 或者被单位授权的其他人员决定或者同意。輦輵訛 总结起来， 其实就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标
准。 这种认定思路符合犯罪的一般发生机理与证明机理， 因为犯罪的发生过程是从远及近， 从主观
到客观， 而犯罪的证明过程则是从近及远， 从客观到主观。

单位成员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认定， 关键点与难点
在于 “单位意志” 的判断上， 前述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都是为此而提出来的。 比如， 有学
者就认为我国刑法将企业集体或企业领导意志简单替代企业自身意志的做法采纳的是以同一视原则
为基础的个人责任模式。輦輶訛 但其实， 从我国司法判例来看， 事实并非如此。 例如， 在王某某非法储
存爆炸物案中，輦輷訛 裁判理由认为： 本案之所以不构成单位犯罪， 原因在于无法证实该非法储存爆炸
物的行为是某矿业公司全体股东通过决议以单位名义作出的。 可见， 司法实践中认定单位犯罪并不
是仅仅依据主要负责人或者领导人员的意志， 也并未简单地将领导意志替代为企业意志。 还有的学
者提出， 既然个人责任模式难以适用于规模较大、 结构复杂的企业， 那么， 对于结构相对简单的中
小型企业犯罪， 可以考虑继续采纳传统做法； 对于大型企业， 适用组织责任模式。輧輮訛 这种观点注意
到了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的不同， 意识到企业归责的复杂性。 但是， 无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微型企业
都有组织结构、 管理模式、 经营模式、 商业模式、 企业文化等影响企业形象、 塑造企业品格的因
素， 无论大小企业也都存在主要负责人 “一言堂” “一言九鼎” 等个人权威主义现象。 所以， 企业
规模大小并不能成为采用不同归责标准的理由， 我们应当到企业共同点中去找寻归责的理由与依据。

笔者认为， 就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而言， 其犯罪意志来源于具有决策权的机构 （意思决定机
构） 的决定、 同意、 默许、 容认等， 这种归责模式可称为 “决策责任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 决策
机构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大型企业中， 决策机构往往是股东大会、 董事会等，
小型企业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导致组织内的特定目标由处于权威系统中最高地位的有目的的行动者决
定，輧輯訛 往往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 在分公司、 子公司中， 公司负责人或者部门经理就
有权作出决策， 调动企业的资源， 实施单位行为； 在家族式或者私营企业中， 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
企业家就是决策机构。 总之， 只要在他们的意志支配下的行为能够认定为单位行为即可。 笔者之所
以将单位决策机构的犯罪决定等看作单位犯罪意志， 是因为：

第一， 根据 《民法典》 《公司法》 等民事法律规定， 公司、 企业必须满足一定条件， 才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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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英] J.C.史密斯、 B.霍根： 《英国刑法》， 李贵方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07页。
輧輱訛 参见高铭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213页。
輧輲訛 参见陈瑞华： 《西门子的合规体系》， 载 《中国律师》 2019年第 6期。

民事主体， 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 其中一个条件是组织机构方面的要求， 尤其是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股份公司等， 要有决策机构、 执行机构或者监事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必须）。 一个
公司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一个人。 它有一个控制全部行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 也有根据中枢神经的指
示而掌握工具并实施行为的手。輧輰訛 决策机构就是公司、 企业的 “大脑和中枢神经”， 可以形成单位意
志； 执行机构就是 “实施行为的手”， 遵循单位意志而作为或者不作为。

第二， 单位通过其负责人或决策机关而具有意思能力， 从而单位可以符合犯罪主观方面的要
求。 犯罪决定须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由单位决策机关或负责人做出， 无非是希望给单位搭建起类似
于自然人的精神世界， 使之拥有犯罪主体所必需的意思能力。 事实上，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刑
法》 修订研拟过程中， “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 与 “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 并列， 曾是单位
犯罪的两个核心要素。輧輱訛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
要》 第二十一条也指出， 成立单位犯罪， 要求 “单位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
显然， 这里的 “单位决策” 不是指单位平时的日常经营决策， 而是员工实施犯罪活动时的 “指导性
决策”。

第三， 坚持决策责任模式， 有利于贯彻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成立标准； 有利于维护 “犯罪行为
与刑事责任同在” 原则； 有利于避免 “仆人过错主人担责” 的个人责任主义弊端， 将归责逻辑转化
为 “主人指示下的仆人行为”， 不至于把单位成员的犯罪行为直接无过错地强加于组织体； 有利于
实现刑罚的报应功能与预防犯罪目的。 一方面， 企业决策机构作为控制企业的中枢核心， 具有实施
合法经营行为的能力与意识， 却违背法律、 法规指使、 纵容、 默许执行机构采取违法犯罪手段为自
己谋取利益， 在道义上来讲， 对企业进行刑事处罚是恶有恶报的体现， 能够实现对决策机构的威
慑； 另一方面， 对犯罪单位进行刑罚处罚， 必然促使决策机构受到损伤， 进行整改， 以防止重新犯
罪， 达到预防单位犯罪效果。

三、 单位犯罪法律后果： 合规不起诉与刑罚减让

如上文所述， 虽然企业合规不能影响单位犯罪 “可谴责性” 层面的刑事责任认定， 但是， 不可
否认， 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体系， 表明其在预防、 识别、 应对单位犯罪方面采取了积极态度， 的确
可以侧面反映出企业的 “良好品行”， 从而对单位犯罪后法律后果的承担产生积极影响。 即使企业
涉嫌犯罪时没有建立合规体系或者合规体系不完善， 只要其有意愿建立或者健全合规管理体系， 也
能为企业带来刑事诉讼或者刑事实体法上的优惠。 就目前而言， 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诉讼裁量和刑
罚裁量上的激励机制。 著名的 “西门子事件”輧輲訛 就是典型事例， 西门子公司因涉嫌商业贿赂遭美国
司法部调查， 其通过实施合规计划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刑事和解， 避免了被刑事公诉。 在我国， 诉讼
裁量激励机制主要表现为检察院主导下的合规不批捕、 合规不起诉； 刑罚裁量上的激励机制主要表
现为合规从宽量刑。 由此看见， 企业合规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影响十分重大， 检察机关对涉案企
业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其实就意味着免除了企业的犯罪法律后果， 即使企业进入法院审判阶段， 与
没有进行合规建设的被告单位相比， 合规被告单位刑罚也会得到减等。

（一） 诉讼裁量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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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诉讼裁量激励机制是指涉罪企业在相关机关的监督下， 与检察机关达成暂缓起诉或者不起
诉协议， 积极进行合规体系建设或者积极完善合规管理机制， 从而利用诉讼程序机制给予合规企业
以程序出罪优惠的制度。 企业合规不起诉实践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 根据暂缓起诉协议和
不起诉协议制度， 接受合规考察的企业一旦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 就可以获得无罪处理， 避免遭受
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 大多数接受合规考察的企业都积极履行合规义务， 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合规管
理体系的普遍推广。輧輳訛 继美国之后， 英国、 法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国也确立了暂缓起诉协议制
度。 在我国， 2018 年的 “中兴事件” 刺激了企业合规的发展， 国家于同年分别出台 《中央企业合规
管理指引》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两个指引， 引导企业进行合规建设， 以应对不断增加的
海外合规调查风险。 加之， 传统的单位犯罪治理造成企业破产倒闭， “办一个案件， 毁一个企业”
现象时常发生， 追诉或者处罚单位往往还会波及投资者、 员工、 养老金领取者、 消费者等其他第三
人利益， 损害公共利益。 此外， 出于缓解法院 “案多人少” 矛盾考虑， 2020 年 3 月在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指导下，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实现单位犯罪相关联案件分流目的， 浙
江、 江苏、 上海、 山东、 辽宁和广东深圳等地基层检察机关以刑事合规不起诉方式积极探索适合我
国的企业合规运行方式。輧輴訛 2021 年 4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
方案》， 启动了第二期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

总结我国已有的试点经验， 合规不起诉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 检察机关对于那些有认罪认罚、
积极认罪悔过、 赔偿被害人损失、 修复被污染环境、 积极缴纳欠税等表现的犯罪企业， 结合其犯罪
情节、 犯罪社会危害等决定是否对其适用合规考察。 第二， 对适用合规考察的企业， 检察机关责令
其提交合规计划方案， 与涉案企业达成合规考察协议， 规定考察期限、 考察内容等， 并由检察机
关、 行政机关或者独立监管人担任企业合规监管者。 第三， 涉罪企业对自己的组织管理漏洞以及已
有的合规体系进行整改。 它们采取的措施一般是， 按照合规计划聘请独立合规审查员对企业进行针
对性风险评估， 定期向检察机关汇报合规整改进展情况等。 第四， 考察期满， 检察机关委托专业人
士对合规建设情况进行验收并邀集相关人员召开不起诉听证会。 第五， 在听证会一致同意的情况
下， 作出不起诉决定， 同时向有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行政机关对涉案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通过合规不起诉， 一方面按照合规考察的理念， 企业接受合规考察后建立有效合规计划的， 就
表明企业对被犯罪所侵害的法益采取了修复和补救措施，輧輵訛 具体表现为退款、 退赃、 补缴税款、 修
复环境、 召回缺陷产品、 赔偿损失等。 这其实是恢复性司法观念在单位犯罪中的体现。 另一方面，
涉案企业避免了破产、 倒闭、 上市资格或招投标资格的丧失等恶劣后果， 避免殃及企业职工、 小股
东、 退休养老人员等利益第三方， 促进企业改过自新， 避免重新犯罪。

（二） 刑罚裁量激励机制

根据我国 《刑法》 第十三条 “但书” 及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酌定不起诉 （相对不起
诉） 条款规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 上述抑制刑事诉讼对涉罪企业过度干预的合规不起
诉制度只适用于那些犯罪情节相对轻微， 认罪认罚， 涉罪单位及涉罪人员系初犯、 偶犯且直接负责

輧輳訛 陈瑞华： 《美国暂缓起诉协议制度与刑事合规》， 载 《中国律师》 2019年第 4期。
輧輴訛 第一期试点单位为配合企业合规制度改革， 相继颁布了众多配套政策文件。 比如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民营企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等十机关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关于印发 〈企业刑事合规协作暂行办法〉 的通知》 《宁波市检察机关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
意见 （试行）》 等。

輧輵訛 参见陈卫东： 《从实体到程序： 刑事合规与企业 “非罪化” 治理》，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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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 但有些地方将三至十年有期
徒刑的案件在符合一定条件基础上也纳入合规考察对象。輧輶訛 总之， 无论轻罪抑或重罪， 单位犯罪案
件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之前都有进入合规考察程序的可能。

对于已经构成单位犯罪且进入法院审判程序、 面临定罪判刑的企业， 合规考察就不可能发挥程
序出罪的功能。 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合规就没有价值了呢？ 笔者认为， 已经建有合规体系的企业， 检
察机关可以提出从宽量刑建议； 未建设合规体系的企业， 只要涉案企业在案件审结前建立有效合规
管理体系， 法院就应将该情况纳入量刑考量情节， 对涉案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作出从宽处罚。 这就是所谓的 “刑罚裁量激励”。 单位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 法律规定的
自首、 立功、 从犯、 犯罪中止等法定量刑情节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酌定量刑情节理应适用于
犯罪单位。 而单位作为复杂的人、 财、 物的组织体， 其内部组织管理是否完善、 是否依法合规经营
等都代表了企业的 “外在形象”， 积极制定并实施合规计划恰恰是单位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外在表
现，輧輷訛 可以成为审判人员判断单位 “良民品格” “企业优良人格” 的窗口， 进而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
考虑。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单位成员能否因企业合规享受量刑宽宥？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 司法实践
中， 单罚制场合， 人民检察院只指控单位直接负责人员或者主管人员作为被告人， 法院则在 “本院
认为” 部分确认单位构成相应犯罪， 判决结果部分只判处自然人刑罚。 双罚制场合， 人民检察院不
仅将自然人列为被告， 而且单位也是被告， 人民法院在判决结果部分不仅判处犯罪单位罚金， 而且
判处自然人相应刑罚。 单位成员遭受刑罚的前提和基础是单位构成犯罪。 在我国， 无论单罚制还是
双罚制， 都不影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追究。 这是因为， 《刑法》 分
则规定某罪处罚单位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预防犯罪， 追究哪些犯罪的单位责任， 是立法者基于刑事
政策的需要所做的功利选择。輨輮訛 而组织、 策划、 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单位组成人员， 即便单位不受
处罚， 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其也逃脱不了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在单位犯罪中， 若单位构成犯罪， 其
成员也必然构成犯罪； 单位成员作为犯罪单位的 “大脑” “犯罪的手”，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犯罪整
体。 既然如此， 有什么理由否定企业合规对单位成员犯罪的积极影响呢？

结语

在中国，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法律规定的现实状况， 对刑事责任的理解必须区分情况， 在两
个层面进行解释。 单位犯罪作为特殊主体的犯罪形式， 谈及单位刑事责任时也应如此。 随着企业合
规实践的发展， 基于对单位犯罪归责严格责任等替代责任理论的不满， “企业独立意志理论” “组织
体责任理论” 等逐渐兴起。 进而， 企业合规取得了否定 “单位犯罪意志” 的功能， 完善、 有效的企
业合规体系开始发挥 “合规不非难” 的作用。 为激励、 鼓励各类企业合法、 合规经营， 积极建立合
规管理体系， “合规免责出罪” 被提出来。 但是， 正如本文所述， 企业有效合规计划、 有效合规管
理、 有效合规体系的 “出罪” 功能被夸大了。 企业合规虽然表明企业尽到了管理监督的义务、 做出

輧輶訛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 第六条第三款就是适例。 其规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具有自首情节或者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或者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适用合规考察制度。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时延安文。
輨輮訛 耿佳宁： 《单位固有刑事责任的提倡及其教义学形塑》， 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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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liability� is� hierarchical,� with� the� first� layer� being�
“ reprehensible” and� the� second� layer� being “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a� crime”.� The� core�
problem�of�criminal�liability�of�unit�crimes�is “ the�will�of�unit�crimes”.�In�this�regard,�there�are�
three� methods:� individual� liability� mode,� organizational� liability� mode� and� decision-making�
liability�mode.�The�theory�of�organizational�liability�from�the�perspective�of�corporate�compliance�
(“the�theory�of�independent�will�of�the�unit”)�does�not�indicate�that�the�enterprise�has�no�criminal�
will�or�criminal�intention,�but�only�indicates�the “corporate�character” of�the�enterprise�that�has�
always� been� well� managed,� which� can� not� play� the� role� of� denying� the� condemnation� of� unit�
crime,�nor�can�it�play�the�role�of�committing�crimes�at�the�level�of�crime�constitution.�This�means�
that�corporate�compliance�cannot�effectively�reduce�unit�crime.�The�criminal�liability�of� the�unit�
should�adhere�to�the�decision-making�liability�mode�under�the�principle�of “unity�of�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At� the� level� of “ legal� consequences� of� crimes”,� corporate� compliance,� as� the�
embodiment� of “ personality� as� a� legal� person”,� can� provide� criminal� dividend� in� judicial�
procedures� as� well� as� mitigation� and� exemption� effects� in� penalty� discretion� for� criminal�
enterprises.�In�short,�the�function�of “entity�committing�crimes” of�enterprise�compliance�should�
be�denied�and�its�function�of�non-prosecution�and�penalty�reduction�should�be�strengthened.

Key Words: Enterprise� Compliance;� Unit� Crimes;� Criminal� Liability;� Corporate� Character;�
Organizational�Liability

了组织建设的最大努力， 也只能表现出企业良好经营的愿望或者一贯合法经营的 “企业品格”， 而
企业 “良民品行” 并不能代表企业没有犯罪意志。 认定单位罪犯的主观方面不能以企业是否合规为
依据， 组织体责任论也就没有 “实体出罪” 的功能。 当然， 企业积极加强自身组织管理、 优化决策
流程、 堵塞生产经营漏洞、 依法依规经营的努力和态度足可以证明企业渴望遵守国家法律与市场规
则， 以发展、 壮大自身。 这种严于律己、 遵纪守法、 积极向上的意志的确可以为企业带来 “犯罪法
律后果” 方面的积极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种刑事诉讼或者刑罚裁量方面的激励措施上。 笔
者认为， 厘清企业合规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真正影响力所在， 对于推动当前我国正在试点的企业
合规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把握企业合规刑事激励机制建设重点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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