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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譹訛 此外还有 “利用职权” 的表述， 由于篇幅所限以及为了论述上的方便， 本文不讨论这一表述。
譺訛 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2015) 富刑初字第 165号刑事判决书。

论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张明楷 *

内容提要： 对不同法条中的同一用语作相同解释， 不是体系解释的要求； 不同犯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的含义并不相同。 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行为人
基于职务 （业务） 占有了本单位财物； 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基于职务占有了公共财物或者主管公共财物； 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比贪污罪
略为宽泛， 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而对公款形成了占有辅助的情形； 受贿罪中的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的外延最为宽泛。 既不能按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职务侵占
罪， 也不能依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 在认定贪污、
挪用公款罪时， 不能因为不 （未） 处罚不法层面的正犯， 就扩大解释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也不能认为正犯的刑事责任一概重于共同正犯， 就将贪污罪、 挪
用公款罪中的共同正犯 “提升” 为正犯。
关键词：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职务侵占罪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受贿罪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1

刑法分则的不少条文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职务便利” “利用职务” 规定为犯罪的构成
要件要素。譹訛 这三个表述虽然略有区别， 但字面含义似无不同 （以下一般表述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或 “利用职务便利”）。 至于在刑法分则的不同法条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的真实含义是否
相同， 显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例如， 职务侵占罪是否包括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与骗取？ 又
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示下级单位为自己报销学费、 旅游费的， 是贪污还是索取贿赂？ 再如， 下
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贪污上级单位管理的公共财物？ 还如， 上级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挪用下级
单位管理的公款？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主要取决于如何理解与认定上述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不
仅如此， 对利用职务便利的理解与认定， 还影响其他相关犯罪 （如盗窃、 诈骗等罪） 的认定以及共
犯参与形态的判断。

司法实践中存在对不同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作同一理解的现象。 例如， 有的判决指出： “本
罪 （指挪用公款罪———引者注） 的犯罪构成， 在特殊主体方面和特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犯罪
手段方面， 与贪污罪完全相同。”譺訛 再如， 2010 年 10 月， 被告人盘某利用担任县委常委， 分管水电
体制改革的职务便利， 联系县水电公司总经理伍某， 要伍某安排水电公司财务人员将其参加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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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班的培训费与报名费共 3.1万元以盘某的名义转账给培训单位， 后盘某将发票给水电公司报账
（盘某贪污案）。 辩护人认为， 盘某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水电公司的款项。 法院判决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 2003年 11 月 13 日印发的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受贿罪
中指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 负责、 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 也
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 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 盘某身为蓝山县委常委， 分管
水电体制改革， 虽然不直接管理水电公司， 但是对水电公司的各项事务具有间接管理权和决策权，
并且其身为县委领导， 对水电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隶属、 制约关系， 其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优越地
位， 安排伍某报销私人培训费， 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因此， 本院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判决进而认定盘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譻訛 这一判决明显认为贪污罪与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含
义相同， 故援引了有关受贿罪的司法解释。 诚然， 对刑法分则的同一用语有可能作同一解释， 但用
语的真实含义并非完全由用语本身决定，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语所处的语境。 对同一用语作
同一解释， 有可能导致法条之间的不协调， 因而并不是体系解释的要求。譼訛 相反， 体系解释要求解
释者根据不同法条的目的作出不同解释。 例如， 受贿罪与贪污罪虽然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的同一章，
但二者的保护法益与行为构造并不相同。 既然如此， 就难以认为两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含义相同
（参见后述内容）。

利用职务便利虽然是构成要件要素， 但与实行行为、 行为对象具有密切关联性， 而不是一个可
以离开其他要素对之进行独立判断的要素。 换言之， 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 要么是行为人利用职
务便利实施某种行为， 要么是职务与广义的行为对象 （如财物、 贿赂） 具有特定的关联性。 由于利
用职务便利的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与行为构造不同， 利用职务便利在犯罪中的内涵与外延也就不一
定相同。

从司法实践来看， 对利用职务便利的理解与认定存在分歧的情形主要集中在职务侵占、 贪污、
挪用公款与受贿四个犯罪， 以下就此展开讨论。譽訛

一、 职务侵占罪

如所周知， 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通过之前， 职务侵占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而盗窃、 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布的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6〕 9 号） （以下简称
《办理贪贿案件解释》）， 大幅度提高了贪污、 受贿、 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但未提高盗
窃、 诈骗、 侵占罪的数额标准。 如若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 认为职务侵占罪
的行为方式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窃取、 骗取行为，譾訛 就必然导致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与盗窃、

譻訛 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 （2021） 湘 1122刑初 295号刑事判决书。
譼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2版， 第 54页以下。
譽訛 在有限的篇幅内， 本文不可能对刑法理论上的既有观点展开全面分析， 只是就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譾訛 参见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第 10 版， 第 517 页； 王作富主编： 《刑法

分则实务研究》 （中），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年第 5版， 第 1002页； 陈兴良： 《规范刑法学》 （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 4版， 第 909页； 黎宏： 《刑法学各论》，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第 2版， 第 338页； 周光权： 《刑法各论》，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4 版， 第 163 页； 等等。 在本文看来， 通说之所以认为职务侵占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窃取、 骗
取， 是因为旧刑法仅规定了贪污罪， 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 而且贪污罪的主体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经手、
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在现行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之后， 人们就认为职务侵占罪只是主体与行为对象
不同于贪污罪， 但忽略了法条表述的区别， 也没有注重职务侵占罪与盗窃、 诈骗罪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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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明显不协调。譿訛

正因为如此， 笔者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通过之前就提出，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所规定
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并不是指占为己有的行为本身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而是指据为己有的财物
是基于行为人的职务 （或业务） 所占有的本单位财物 （狭义的职务侵占）， 进而主张将利用职务便
利实施的窃取、 骗取行为直接以盗窃罪、 诈骗罪论处。 理由如下： （1） 中华民国时期刑法与国外刑
法所规定的侵占罪包括三种类型， 即委托物侵占、 脱离占有物的侵占以及职务 （业务） 侵占， 其中
的侵占均不包括盗窃与诈骗。 （2）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并没有写明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 （3） 贪污罪之所以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窃取、 骗取公共财物， 是因为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盗窃罪与诈骗罪。讀訛

问题是， 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使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与盗窃罪、 诈骗罪基本相同之后，
是否有必要将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限定为行为人据为己有的财物是基于行为人的职务 （或
业务） 所占有的本单位财物？ 本文仍然持肯定回答。

第一， 与普通盗窃、 诈骗相比， 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行为的不法与责任 （或有责的不
法） 程度更重， 而不是更轻。

诚然， 就对财产法益本身的侵害而言， 普通盗窃、 诈骗与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不会有区
别 （个案中的数额差异是另一回事）。 但由于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是一种滥用职务的行为，
其有责的不法会重于普通盗窃、 诈骗行为。 另一方面， 狭义的职务侵占案件中， 由于行为人自己占
有财物导致其期待可能性有所减少， 同时又由于其滥用职务， 故其有责的不法总体上仍然与普遍盗
窃、 诈骗行为相当。 易言之， 狭义的职务侵占与普通盗窃、 诈骗的有责的不法相当， 但利用职务便
利的窃取、 骗取行为的有责的不法其实重于普通盗窃与诈骗行为。 既然如此， 就没有理由将利用职
务便利的盗取、 骗取行为排除在盗窃、 诈骗罪之外。

第二， 虽然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使职务侵占罪与盗窃、 诈骗罪的法定刑基本相同， 最高刑
也均为无期徒刑， 但就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而言， 职务侵占罪的标准事
实上一直高于盗窃、 诈骗罪。

例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4 月 2 日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3〕 8 号） 的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 1000 元至 3000 元以上、 3 万
元至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至 50 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
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6 年 4 月 18 日 《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6〕 9 号） 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职
务侵占罪中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的数额起点分别为 6 万元和 100 万元。 新近的相关规定虽
然将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降低到 3 万元，讁訛 但仍然是盗窃罪的 10 倍以上。 可是， 利用职务便利不
可能是不法与责任减少或降低的根据， 难以认为普通盗窃 3000 元就构成盗窃罪， 而利用职务便利
窃取 2 万元不构成犯罪的判断具有合理性。 不仅如此， 盗窃公私财物， 具有 “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
罚” 等八种情形之一的， “数额较大” 的标准可以按照上述规定标准的 50%确定。 此外， 刑法还规
定了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等特殊类型的盗窃。 显然， 多次普通盗窃即使没有

譿訛 就盗窃、 诈骗行为而言， 难以认为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素是减轻不法或者减少责任的要素， 相反， 应当
认为这一要素加重了盗窃、 诈骗行为的不法程度。

讀訛 参见张明楷： 《贪污贿赂罪的司法与立法发展方向》， 载 《政法论坛》 2017年第 1期， 第 3页以下。
讁訛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2年 4月 29日修订后的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第七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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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数额标准也成立盗窃罪， 但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盗窃本单位财物， 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 却
仍然无罪， 这有损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反之， 如若将利用职务便利的盗窃、 诈骗行为认定为盗窃、
诈骗罪， 则可以避免这种不协调、 不公平的现象。

第三， 将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行为包含在职务侵占罪中， 导致司法机关长期陷入不必要
的争议之中， 不仅浪费司法资源， 而且导致对相似案件做出不同处理。

例如， 对行为人非法取得价值 8 万元财物的案件， 认定为盗窃罪就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但认定为职务侵占罪， 则只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法官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盗窃
罪， 就会以行为人只是利用了工作之便， 而不是利用了职务之便为由；輥輮訛 倘若法官认定行为人的行
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就会以行为人不只是利用了工作之便， 而是利用了职务之便为据；輥輯訛 不少学者
也主张严格区分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輥輰訛 然而， 没有可行的标准来区分二者。 因为不存在没有工作
内容的职务， 对利用职务便利稍作宽泛一点的解释， 利用工作之便就属于利用职务之便； 反之， 对
利用职务便利稍作缩小一点的解释， 利用工作之便就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 于是， 相同的案件在检
察院与法院以及不同法院间得到的是不同处理。

以真实案件为例。 2013 年 8 月， 杨某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顺丰公司工作， 随后与顺丰公司签
署 《保密承诺书》 等文件。 自当月 27 日起， 杨某被安排至顺丰公司下属中转场担任运作员， 负责
分拣快件、 集装建包、 装卸车等工作。 同年 11 月 15 日， 杨某在分拣中转快递时， 窃取其经手分拣
的一个内有小米手机 1 部、 手机配件及相关发票的快递。 经鉴定， 被盗财物总价值人民币 1999 元
（杨某盗窃案）。 本案庭审前后历时 20 个月， 共经历 3 次公开庭审、 三级检察院参与抗诉、 三级法
院分别审理。 一审判决认定盗窃罪并处罚金 3000 元； 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为职务侵占， 但由于没有
达到定罪的数额标准， 进而宣告无罪。輥輱訛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裁定： 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审判程序合法， 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依法不予支持。輥輲訛 类似的有影响案件及争议并不少见。輥輳訛 如上所述， 通
过利用工作之便与职务之便来区分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 根本行不通。 因为分拣快件、 集装建包、
装卸车等既可以说是杨某的工作， 也可以是说杨某的职责， 当然也可以说是杨某的职务。 另一方
面， 如若承认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包含窃取、 骗取， 又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对财物具有占有、 处分
的权限时才成立职务侵占罪， 无疑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 既然是自己占有就不能再盗窃， 只能是狭
义的侵占； 既然自己对财物有处分的权限， 就不可能再诈骗， 否则就意味着自己骗自己。

反之， 如果将所谓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排除在职务侵占罪之外， 那么， 职务侵占罪中的
利用职务便利， 就是指基于职务或者业务占有了本单位财物。 在此前提下， 行为人将该财物据为己
有的， 就成立职务侵占罪。 亦即， 认定职务侵占罪时， 只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占有了单位财物， 对
财物的占有是否基于职务或者业务。 而这样的判断既简单也可行。 在上述杨某盗窃案中， 只要认定
快递物品并非由杨某占有， 杨某的行为就构成盗窃罪； 如果由杨某占有， 则杨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
占罪。輥輴訛 其他方面的争论既无必要， 也无意义。

輥輮訛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杨志成盗窃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 11期。
輥輯訛 参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江职务侵占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 8期。
輥輰訛 参见尹琳： 《刑法上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的区别必要性辨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12期， 第 51页以下。
輥輱訛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成刑终字第 293号刑事判决书。
輥輲訛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川刑提字第 2号刑事裁定书。
輥輳訛 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江职务侵占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 8期。
輥輴訛 本文认为杨某的行为属于盗窃， 而非职务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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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 骗取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不能因为行为人
的行为多出一个身份要素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就否定该行为成立盗窃罪、 诈骗罪。

构成要件符合性， 是指案件的客观事实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某种事实 “符
合” 构成要件， 是指某种事实具备了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要素及其内在联系， 或者说， 某种事实并不
缺少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内容及其关联性。 案件事实多于构成要件要素所要求的内容的， 并不影响构
成要件符合性的成立。輥輵訛 显然不能认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指示下属杀人的， 不成立故意
杀人罪， 仅成立滥用职权罪。 所以，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 即使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价值 5000
元的财物， 至少也成立盗窃罪。 既然如此， 利用职务便利窃取价值 50 万元的财物， 同样也成立盗
窃罪。 一方面， 如果对利用职务便利盗窃 5000 元的不以盗窃罪论处， 明显不公平。 另一方面， 如
果对利用职务便利盗窃 5000 元财物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 而对利用职务便利盗窃 50 万元财物行为
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则明显不协调。 合理且可行的解决方法， 就是将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解释为， 基于职务或者业务占有了本单位财物。

例如， 2010 年 1 月 26 日凌晨， 被告人姜某伙同他人经预谋后， 利用自己担任吴江经济开发区
辅讯光电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保安， 负责公司北门车辆进出检查的职务便利， 将他人装有窃取的
价值人民币 37000 余元便当盒的货车放行， 后分得赃款人民币 1000 元 （姜某盗窃案）。 公诉机关认
为， 姜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一
审法院则认为， 姜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他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 其一， 姜某不是吴江经济开发区辅讯光电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的员工， 而是保安公司派驻
在辅讯光电工业有限公司的保安人员。 其二， 姜某盗窃财物利用的是保安公司依法赋予的保安职
务， 而不是服务单位赋予的职务便利， 不属于职务侵占罪要求的职务便利。 其三， 姜某犯罪所指向
的对象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中的 “本单位财物”。 姜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称其行为构成职务侵
占罪。 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輥輶訛

其实， 就本案而言， 需要判断姜某是否基于保安职务占有了辅讯光电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的
财物， 即可得出妥当结论。 姜某显然没有占有公司财物， 充其量只是占有的辅助者， 如同银行保安
并没有占有银行的各种资金与其他财产一样。 既然如此， 就只能认定姜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而非
职务侵占罪。

总之， 即使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提高了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之后， 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也应仅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基于职务或业务占有了本单位的财物。輥輷訛

所以， 民营企业中主管但未占有财物的人员， 使用欺骗手段使占有者将财产处分给主管人员的， 成
立诈骗罪； 主管人员虽未使用欺骗手段， 但指使占有者将财物处分给主管人员的， 占有者是职务侵
占罪的正犯， 指使者成立职务侵占罪的共谋共同正犯或者教唆犯， 而非正犯。輦輮訛

輥輵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上）， 法律出版社 2021年第 6版， 第 166页以下。
輥輶訛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苏中刑二终字第 0126号刑事裁定书。
輥輷訛 《刑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以职务侵占罪论处的情形， 属于特别规定或法律拟制， 或者充其量可以理解为间接正

犯 （参见后述内容）。
輦輮訛 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作上述理解的还有 《刑法》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亦

即， 本款规定的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 是指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用伪造的货币换取自己基于职务或者业务而占有的本单位的真货币。 换言之， 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
换取货币罪是一项特别的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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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贪污罪

《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明文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 窃取、 骗
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是贪污罪。” 据此， 对于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的窃取、 骗
取行为， 仍应认定为贪污罪。 换言之， 与职务侵占罪不同的是， 贪污罪包括利用职务便利的窃取与
骗取行为。輦輯訛 尽管如此， 如何理解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一， 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针对不同行为的含义并不相同。 （1） 利用职务便利侵吞， 与
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侵占的含义相同， 亦即， 国家工作人员将自己基于职务占有的财物据
为己有。 例如， 国有企业的出纳将其占有的单位现金据为己有的行为， 就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侵
吞。 （2） 利用职务便利窃取， 只存在于共同占有一种情形中： 当国家工作人员甲与国家工作人员乙
共同占有公共财物时， 甲或者乙利用职务便利窃取该财物的， 才属于贪污罪中的 “窃取”。 例如，
当单位保险柜需要同时使用钥匙与密码才能打开， 而钥匙与密码由甲、 乙二人分别掌管时， 甲利用
自己掌管的钥匙并猜中密码取得保险柜中的现金的， 或者乙利用自己掌管的密码和私自配制的钥匙
取得保险柜中的现金的， 可以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公共财物。 因为窃取行为以违反他人意志、
侵害他人的占有为前提， 在共同占有的场合， 其中一人没有经过其他共同占有者的同意， 将财物转
移为自己单独占有或者转移给第三者占有的， 由于侵害了其他共同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 因而成立
盗窃。輦輰訛 在上述共同占有的情况下， 不管是甲的行为还是乙的行为， 都违反了另一方的意志， 侵害
了另一方对公共财物的占有， 故属于盗窃。輦輱訛 倘若甲乙二人共谋将保险柜内的现金据为己有， 则是
侵吞， 而不是盗窃。 国家工作人员对自己基于职务占有的财物不可能窃取； 即使是主管财物的人员
也不可能利用 “主管” 的职务便利窃取财物；輦輲訛 公共财物的占有辅助者窃取财物的， 并非利用了职
务便利。 所以， 除了共同占有的情形以外， 其他情形都不可能被评价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 （3） 利
用职务便利骗取， 应限于对财物具有主管或者辅助主管权限的国家工作人员， 假借职务上的合法形
式， 采用欺骗手段， 使财物的占有者或最终处分权人产生认识错误交付财物， 进而取得公共财物。
例如， 国有企业主管财务的赵某， 编造虚假公务用途 （如用于所谓疏通关系） 指使出纳刘某将公款
转移给自己， 然后以虚假发票抵账 （赵某贪污罪）。 再如， 国有保险公司具有主管或者辅助主管权
限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 欺骗具有处分权限
的国家工作人员 （包括占有者）， 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 应以贪污罪论处 （参见 《刑法》 第一
百八十三条第二款）。

第二， 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能是利用与公共财物有密切关联的职务上的便利。 最高
人民检察院 1999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高检
发释字 〔1999〕 2 号） 指出： “在贪污罪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 管理、 经
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本文就此发表如下看法：

（1） 利用本人直接管理 （占有） 公共财物的便利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 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輦輯訛 本文对窃取与盗窃、 骗取与诈骗作等同解释。
輦輰訛 参见 [日] 西田典之著、 橋爪隆補訂： 《刑法各論》， 弘文堂 2018年第 7版， 第 159页； 张明楷： 《刑法学》 （下）， 法律出版

社 2021年第 6版， 第 1235页。
輦輱訛 参见前引讀訛， 张明楷文， 第 3页以下。
輦輲訛 例如， 国有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私自撬开公司保险柜窃取现金的， 不可能构成贪污罪， 只能认定为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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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吞 （或狭义的侵占）。 换言之， 应当将上述规定中的 “管理” 理解为占有。
（2） 利用本人主管 （未占有） 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并非一概属于贪污罪的

正犯。 其一， 如在上述赵某贪污案中， 如果赵某不具有主管财物的职权， 便难以欺骗出纳刘某。 这
种利用职务便利骗取财物的行为， 大体属于间接正犯。 由于间接正犯是正犯， 必须具备贪污罪的特
殊身份， 而赵某具有主管财物的特殊身份， 并且利用了这一身份； 又由于出纳刘某是被利用的工
具， 其行为在不法层面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侵吞， 所以， 即使刘某没有责任， 但其行为仍然符
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而且违法， 赵某成立贪污罪的间接正犯。 《刑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的以贪污罪论处的情形中， 行为人要么具有主管权限， 要么具有辅助主管权限， 其利用职务便利实
施欺骗行为骗取保险金的， 也属于贪污罪的间接正犯。 其二， 倘若上例中的赵某并不是欺骗刘某，
而是说明真相， 要求刘某将公款转移给自己， 刘某实施相应行为的， 则刘某是贪污罪的正犯， 赵某
是贪污罪的 （支配型的） 共谋共同正犯。 在这种场合， 即使赵某不具有主管财物的身份， 也不影响
其成立贪污罪的教唆犯或共谋共同正犯。 所以， 在利用职务便利指使、 唆使、 要求占有者为自己实
施贪污行为的案件中， 利用职务便利并不是成立贪污罪正犯的构成要件事实， 只是判断其参与形态
（是共犯还是共同正犯） 的重要因素。 亦即， 国家工作人员指使、 唆使、 要求占有者为自己实施贪
污行为时， 即使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也至少成立贪污罪的共犯 （如教唆犯）； 但如果利用了职务便
利， 则一般会成立支配型的共谋共同正犯。

（3） “经手” 公共财物的范围很不明确， 不必作为一种独立的情形， 应当并入 “管理” （占有）
之中。輦輳訛 换言之， 只有当行为人基于职务在特定的时间、 空间内实际控制本单位财物， 才能评价为
经手公共财物。輦輴訛 所以， 管理与经手都表现为基于职务占有了公共财物， 只不过前者的占有可能具
有长期性、 稳定性， 所以被称为 “管理”； 后者的占有可能具有临时性、 特定性， 所以被称为 “经
手”。 经手公共财物情形下的贪污， 仍然是将基于职务占有的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的侵吞方式。

（4） 将利用职务上主管、 管理、 经手公共财物的 “方便条件” 作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的一
种表现形式， 难言妥当。 这是因为， 当行为人具有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时， 就已经享有一种
权限， 在此权限外的 “方便条件” 就不是职务便利。 例如， 一种观点认为： “某机关领导干部没有
出差， 却谎称自己出差开会将子女外出旅游的收据向本单位报销差旅费， 应以贪污论处。 因为， 正
是由于他的职务使他有资格和条件以执行公务为名在单位报销差旅费， 所以， 他报销差旅费是利用
他的职务上的便利， 并且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国有财产， 而且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輦輵訛 诚然， 该
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报销差旅费， 就是因为他在机关担任某种职务， 但是， 他并没有主管、 管理公
共财物的职务 （即使具有这种职务， 也没有利用）， 只是实施了骗取公共财物的行为， 故只能认定
为诈骗罪， 难以认定为贪污罪。輦輶訛 概言之， 如果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 但并没有利用主管、 管理
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就只能成立财产犯罪或者贪污罪的共犯与共同正犯。

第三， 由于贪污罪的行为对象并没有限定为本单位财物， 所以， 国家工作人员能否贪污下级单

輦輳訛 当然， 能否将 “经手” 解释为辅助主管财物的情形， 也可以再进一步研究。
輦輴訛 许多判决有这样的表述： “所谓 ‘经手’， 是指行为人虽然不负有主管或者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责， 但因工作需要而在特定

的时间、 空间内实际控制本单位财物。”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鲁 06 刑终 183 号刑事裁定书； 江西省萍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赣 03刑终 183号刑事裁定书；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 粤 1391刑初 56
号刑事判决书）。

輦輵訛 王作富主编：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下），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年第 5版， 第 1547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讀訛， 张明楷文， 第 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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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管理的公共财物， 就成为争议问题， 而形成争议的原因就在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从另
一角度来说，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具有隶属关系的下级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的， 是成立贪污罪的
正犯还是成立贪污罪的共犯或共同正犯 （部分情形可能成立索取型受贿罪， 参见后述内容）？

例如， 某判决认定的事实是： 被告人杨延虎 1996 年 8 月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常委， 2003 年 3 月
任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0 年 8 月兼任中国小商品城福田市场 （2003 年 3 月改称国际商贸
城） 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指挥部总指挥， 主持指挥部全面工作。 2002 年， 杨延虎得知义乌市稠城
街道共和村将列入拆迁和旧村改造范围后， 遂与王月芳 （杨延虎的妻妹）、 郑新潮 （王月芳之夫）
共谋， 由王、 郑二人出面， 通过共和村王某某， 以王月芳的名义在该村购买赵某某的 3 间旧房。
2003 年 3、 4 月份， 为使 3 间旧房所占土地确权到王月芳名下， 在杨延虎指使和安排下， 郑新潮再
次通过共和村王某某， 让该村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出具了该 3 间旧房系王月芳 1983 年所建的虚假
证明。 杨延虎利用职务便利， 要求兼任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分管土地确权工作的副总指挥、 义乌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吴某某和指挥部确权报批科人员， 对王月芳拆迁安置、 土地确权予以关照。 国
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遂将王月芳所购房屋作为有村证明但无产权证的旧房进行确权审核， 上报义乌
市国土资源局确权， 并按丈量结果认定其占地面积 64.7 平方米。 此后， 杨延虎与郑新潮、 王月芳等
人共谋增加土地确权面积， 编造了由王月芳等人签名的申请报告， 杨延虎利用职务便利， 指使国际
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以该部名义对该申请报告盖章确认， 并使该申请报告得到义乌市国土资
源局和义乌市政府认可， 从而让王月芳等人非法获得建设用地 90平方米， 实际非法所得 229.392 万
元 （杨延虎贪污案）。

终审判决指出： “国际商贸城指挥部系义乌市委、 市政府为确保国际商贸城建设工程顺利进行
而设立的机构， 其工作人员均系从该市相应部门抽调。 指挥部下设的确权报批科工作人员就是从国
土资源局抽调， 该科室系国土地资源局设在指挥部的派出机构， 负责国际商贸城土地确权、 建房建
设用地的审核及报批工作， 行使国土资源局相关科室的职责， 但该科作为指挥部下设机构， 同时亦
受指挥部领导。 确权报批科拟定的确权请示经分管副总指挥吴厚征核稿后， 由义乌市国土地资源局
局长签发。 作为指挥部总指挥的杨延虎对下属科室具有领导职权， 贪污实施时其又担任着义乌市领
导职务， 对义乌市相关职能部门负有领导和监督职能， 且多名证人证实杨延虎利用职权让他们为王
月芳、 王联祥拆迁安置、 土地确权、 拆迁安置弄虚作假， 杨延虎实施犯罪明显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
利。 ……被告人杨延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担任义乌市领导兼国际商贸城指挥部总指挥的职务
便利， 伙同被告人郑新潮、 王月芳通过虚构事实的方法， 骗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行为均已构成贪
污罪， 应依法惩处。”輦輷訛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指出： “贪污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 管理、 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輧輮訛

本文并不否认杨延虎利用了职务便利。 问题是， 杨延虎利用职务便利是表明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的正犯， 还是表明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的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 认为贪污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的根据与意义何在？

可以肯定的是， 被利用的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只能是主管、 管理公共
财物的职务便利， 而不可能是其他职务便利。 如果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

輦輷訛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浙刑二终字第 34号刑事裁定书。
輧輮訛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1号： 杨延虎等贪污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2012年 9月 18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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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便利， 上级国家工作人员贪污下级单位公共财物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 既然有隶属关系的下级
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就需要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
件， 而不能不管不问， 进而跳跃式地认定上级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在杨延虎贪
污案中， 如果没有国土资源局吴某某等人的确权行为， 被告人不可能取得 90 平方米的建设用地。
换言之， 客观上利用主管、 管理建设用地的职务之便的国家工作人员， 才是贪污罪的不法层面正犯
（至于是否有责则是另一回事）， 只不过他们不是为了自己非法占有， 而是为了他人非法占有而实施
了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 但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并不限于自己占有， 而是也包括
使第三者占有。輧輯訛

判决虽然认定杨延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财物， 但没有指出谁是受骗人。 倘若认为国土资源
局吴某某等人是受骗人与处分人， 杨延虎对建设用地具有主管权限， 则可能认定杨延虎的行为构成
贪污罪的间接正犯。 如若杨延虎对建设用地并无主管权限， 则难以认定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的直接正
犯与间接正犯。 反之， 如果认为吴某某在不法层面是贪污罪的正犯， 那么， 杨延虎就是支配型的共
谋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 （包括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 并不需要具备特殊身份。輧輰訛 即使杨延
虎没有担任国际商贸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也同样能够成立贪污罪的共谋共同正犯。 在这种
场合， 杨延虎的职务内容以及利用职务便利， 并不是成立贪污罪正犯的构成要件事实， 只是构成支
配型共谋共同正犯的判断资料。

再如， 在前述盘某贪污案中， 盘某虽然是县委领导， 分管水电体制改革工作， 但他并不能主
管、 管理水电公司的公共财物， 因而也不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水电公司的公共财物。 即使盘
某与水电公司的负责人具有隶属关系， 也不能认定盘某的行为符合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
一要件。 事实上， 盘某只是基于职务索取财物， 应当认定为受贿罪。輧輱訛

不难看出， 司法实践关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与认定， 反映出三个问题：
（1） 将贪污罪与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作了等同理解。 例如， 相关人员对上述指导性案例解

释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9 年 9 月 16 日印发的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
规定 （试行）》 在贪污罪中指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 管理、 经手公共财物
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 11 月 13 日印发的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
谈会纪要》 在受贿罪中指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 负责、 承办某项
公共事务的职权， 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 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 由此可
见，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行为人利用主管、 管理、 经手公共财物的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方便条
件， 既包括利用本人直接管理、 经手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未直接管理公共财物， 但是具有主管公共
财物的职务便利。”輧輲訛 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保护法益与行为构造存在明显区别， 对两罪中的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作等同理解难言妥当。輧輳訛

輧輯訛 参见张明楷： 《通过职务行为套取补偿款的行为性质》， 载 《法学评论》 2021年第 2期， 第 25页以下。
輧輰訛 参见张明楷： 《共同正犯的基本问题》，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5期， 第 1125页以下。
輧輱訛 当然， 如果水电公司的相关人员构成贪污罪的正犯， 则能认定盘某构成贪污罪的共同正犯。 但不能独立地认定盘某的行为

构成贪污罪的正犯。
輧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 《指导性案例 11 号 〈杨延虎等贪污案〉 的理解与参照》， 载 《人民司法·应用》 2013 年

第 3期， 第 35页。
輧輳訛 关于对杨延虎等贪污案判决及指导性案例解释的批评意见， 参见邹兵建： 《论贪污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指导

性案例 11号为切入点的反思》，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 11期， 第 5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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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抽象理解， 没有联系职务与公共财物的关系作出具体判断， 导致贪
污罪的各个构成要件要素成为简单的相加关系， 未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只能是利用自己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而不可能是利用他人的职务便利。 例如，
无业人员持凶器闯入国有公司的财务室后， 以暴力相威胁要求出纳 （国家工作人员） 打开保险柜，
进而取走现金。 我们不可能认为， 无业人员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之便， 因而构
成贪污罪。 易言之， 只有将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公共财物以及实行行为作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进行理解与认定， 才能妥当地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素。

（3） 没有妥当地理解正犯与共犯的关系， 导致扩大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外延。 亦即， 原本
应当认定下级单位管理 （占有） 公共财物的行为人 （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构成贪污罪
的正犯 （至少在不法层面是正犯）， 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作出这样的认定， 只好认定上级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但由于上级国家工作人员确实没有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具体权限， 只
好认为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反之， 如若妥当地认定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的正犯， 则不至于也没有必要对贪
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如此宽泛的解释。

第四， 下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贪污上级单位管理的公共财物。 换言之， 下级单位的国
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利用上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贪污公共财物。 例如， 村委会主任不可
能贪污镇政府管理的公共财物。 这是因为， 下级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有主管、 管理上级单位
的公共财物的权限。

例如， 2009 年， 因修建集包铁路增建第二双线工程玉泉段线路， 故征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乌兰
巴图村部分土地。 刘某在时任乌兰巴图村委会主任， 云某某时任乌兰巴图村委会副主任， 项某厚时
任乌兰巴图村委会委员、 报账员。 三人作为该村委会的组成人员， 协助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
人民政府对被征土地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 丈量及确认被征用土地的面积、 户名。 刘某在、 云某
某、 项某厚在 2009 年征地摸底测量时， 即商定在云某某被征用的半亩土地上以打井为名套取国家
征地补偿款。 2009 年 4 月 3 日， 云某某以被补偿人的身份与小黑河镇人民政府签订了虚构的七眼机
电井补偿款协议， 并于同日签字将相关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118300 元取出， 刘某在取得该款后分给
云某某、 项某厚每人各人民币 26000 元， 余款被刘某在据为己有 （刘某在等贪污案）。 一审法院认
为， 被告人刘某在在担任乌兰巴图村委会主任期间， 伙同村委会书记云某某、 村委会委员项某厚利
用职务之便骗取征用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人民币 118300 元， 三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輧輴訛 二审法院认
为， 刘某在、 云某某、 项某厚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 在参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的行政
管理工作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共同采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118300 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輧輵訛

本文难以赞成上述判决结论。 刘某在等人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
员， 但他们所骗取的不是村集体的公共财物， 而是国家征地补偿款。 但上述任何一个行为人均没有
基于职务占有国家征地补偿款， 更不可能对国家征地补偿款占有者的职务行为享有支配权， 或者说
均不是国家征地补偿款的主管人员； 他们虽然滥用了职权， 但没有也不可能滥用主管、 管理公共财
物的职务便利， 不符合贪污罪中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的要件， 不应认定为贪污罪， 而应认定为

輧輴訛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5） 玉刑初字第 00142号刑事判决书。
輧輵訛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呼刑二终字第 00072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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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輧輶訛

第五， 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独立贪污其他单位的公共财物， 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主管、 管
理其他单位的财物， 当然就不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其他单位的财物实施贪污行为。

例如， 1997 年 12 月， 某市邮局向怡建公司购买该公司开发的加怡大厦首层部分商铺 （合同约
定面积为 859 平方米） 及二层全层作为邮政营业网点。 1999 年 10 月， 上述首层商铺测绘的建筑面
积为 758.88 平方米。 由于规划修改及加建， 上述首层商铺第二次测绘的建筑面积为 874.48 平方米。
根据第二次测绘结果， 怡建公司实际交付市邮局所购商铺建筑面积比约定多出 15.48 平方米。 2000
年 7 月 27 日， 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亦按此测绘面积向市邮局发具了房地产证， 市邮局在接受房地
产证后按照合同约定补交了面积差额款。 2002 年 6 月， 时任市邮局通信建设部副主任的谢某， 在得
知测绘面积不一致的情况后， 口头向该局领导汇报说在购买该房产业务中还有一些利益需向卖方追
索。 经该领导口头同意， 谢某以市邮局的名义带着一名通信建设部工作人员一起前往怡建公司了解
情况。 之后， 同案人湛某 （另案处理） 和谢某利用上述测绘面积不一致及公摊面积变化的问题， 由
湛某委托其朋友张某波化名 “张智辉” 假冒市邮局的工作人员前往怡建公司谈判， 怡建公司同意补
偿人民币 100 万元。 2002 年 9 月， 湛某分给谢某人民币 20 万元 （谢某贪污案）。 一审判决认为： 谢
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市邮局公款，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輧輷訛

二审法院则认为， 谢某的行为利用了其作为市邮局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利， 而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谢某和同案人湛某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假借市邮局名义从怡建公司处骗取了财产； 骗取的财
产并非属于市邮局的财产， 不属于公共财物。 于是撤销一审判决， 认定谢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輨輮訛

从案情介绍可以看出， 市邮局在案涉房屋买卖中并没有财产损失， 也没有获得怡建公司补偿的
合法根据。 换言之， 本案中的被害人是怡建公司， 而不是市邮局。 市邮局与怡建公司是平等的法律
主体， 谢某不可能对怡建公司的财产具有主管、 管理的职务便利。 虽然怡建公司的财物也属于公共
财物， 但不是市邮局工作人员可以贪污的公共财物。 所以， 认定谢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是合适的。

再如， 2004 年前， 上海市税二分局所属户管单位申印税务冠名发票需报经市税二分局稽征管理
科审核同意后， 由市税二分局指定印刷单位进行印制。 之后， 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的户管单位将印制
款解入市税二分局， 市税二分局扣除 10%监印费后， 将余款解入印制单位， 印制单位收款后开具发
票。 市税二分局再将发票连同本单位收款凭证， 交由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的户管单位入账。 2004 年 1
月起， 市税二分局停止该项收费， 由印制单位直接与申印税务冠名发票的户管单位结算印制款。 被
告人杨某担任市税二分局稽征管理科科长， 全面负责发票管理等工作， 自 2004 年初至 2004 年底，
在市税二分局已停止该项收费的情况下， 继续以市税二分局的名义向二十二厂、 伊诺尔公司、 市北
公司和中行厂等四家发票印制定点单位收取监印费、 咨询费共计人民币 97.844 万元， 并将上述钱款
汇入其指定的坤仁公司等账户予以侵吞 （杨某贪污案）。 法院认为， 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
职务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产， 数额达人民币 97.8 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輨輯訛

但本文认为， 杨某的上述行为构成诈骗罪。 其一， 从 2004 年 1 月起， 市税二分局已不再收取
监印费， 故市税二分局不具有取得监印费的合法根据。 不能因为杨某违规收取了上述费用， 就认定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张明楷文， 第 25页以下。
輧輷訛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穗中法刑二重字第 6号刑事判决书。
輨輮訛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粤高法刑二终字第 256 号刑事判决书； 李继： 《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或贪污

罪的认定标准》， 载 《人民司法·案例》 2011年第 10期， 第 13页。
輨輯訛 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06） 静刑初字第 228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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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费用是市税二分局的公共财物。 其二， 本案的被害人是交纳监印费的几家单位， 而不是市税二
分局； 杨某对被害单位的财物不具有主管、 管理等职务。 其三， 在市税二分局已经不再收取监印费
时， 杨某继续以市税二分局的名义收取监印费， 实际上是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一种观点认为， 2004 年 1 月起， 税务机关已停止收取监印费， 从实质角度分析， 被告人杨某已
无权代表税务机关收取监印费， 但其隐瞒停止收费的事实， 继续收取所谓监印费并据为己有， 鉴于
其担任稽征管理科科长这一职务的特殊身份， 以及税务机关以前一直收取这一费用的具体事实， 其
隐瞒事实继续收取所谓监印费的行为即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仍然可以认定为贪污罪中的职务便
利。輨輰訛 但在本文看来， 即使杨某仍然担任稽征管理科科长， 以单位名义收取监印费， 也不能认为其
对被害单位的财产具有主管、 管理的职务权限。 而且， 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 杨某隐瞒真相收取被
害单位监印费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只是后来据为己有的行为构成犯罪。 其实， 本案构成犯罪的行为
是前面隐瞒真相收取被害单位监印费的行为， 而不是后来的行为。 即使后来杨某没有将收取的监印
费据为己有， 也构成诈骗罪， 只是为单位或者他人非法占有而已。 所以， 追缴的赃物应当退还被害
单位， 而不是退还给市税二分局。

谢某贪污案与杨某贪污罪表明， 认定贪污罪时， 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为利用主管、 管理
本单位的公共财物的便利， 判断行为人是否基于这一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吞、 窃取、 骗取行为， 而
不能对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作孤立的理解与认定， 不能将贪污罪的各构成要件要素简单地相加。

三、 挪用公款罪

由于我国刑法一直不规定背任罪， 因而不得不规定挪用公款、 挪用资金等罪。輨輱訛 挪用公款罪以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前提， 虽然总体来说， 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与贪污罪大
体相同， 但本文认为， 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外延宽于贪污罪。 这是因为， 在涉嫌贪污的
案件中， 即使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也可能成立盗窃、 诈骗、 侵占等财产罪。 但在涉嫌挪
用公款的案件中， 倘若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则其行为基本上不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可
是， 如果让公款处于失控或流失的状态， 却不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不利于保护公共财产。
所以， 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外延应当宽于贪污罪。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主管、 管理公款， 当然就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
款。 换言之， 国家工作人员基于主管、 管理公款的职务挪用公款的， 完全符合挪用公款罪中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的要件。 对此不必赘述。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2 年 4 月 28 日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
（1） 将公款供本人、 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2） 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
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谋取个人利益的。”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解释是对
“归个人使用” 的解释， 而不是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 所以， 解释中的 “个人决定” 仍然需
要利用主管、 管理公款的职务便利。 例如， 被告人荣某在担任宿迁市宿城区区委常委、 洋河镇党委
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个人决定以洋河镇政府名义将公款人民币 920 万元于 2009 年 8 月至 9
月借给宿迁嘉盛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和宿迁浩达置业有限公司使用， 并与同为嘉盛公司实际控制人和

輨輰訛 参见王永杰：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收费并占为己有构成贪污罪》， 载 《人民司法·案例》 2007年第 14期， 第 75页。
輨輱訛 在有背任罪的立法例之下， 倘若挪用公款、 挪用资金的行为人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行为一般就会构成背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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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达公司股东的李某约定将其中 600 万元转借给同门本家荣某 2 使用， 以此作为自己在荣某 2 处的
投资。 而后， 李某将所借 920 万元中的 520 万元及自有资金 80 万元借给荣某 2。 2010 年 1 月 27
日， 李某陆续归还上述借款， 至 2010 年 11 月还清。 法院认定荣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輨輲訛 显而
易见的是， 如果没有直接管理公款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合， 荣某的行为不可能得逞。 换言之， 荣某
要么是利用主管公款的职务之便欺骗了公款的管理者， 要么是指使管理者挪出公款。 前一种情形属
于挪用公款罪的间接正犯， 后一种情形则是挪用公款的共同正犯或者教唆犯。

其次， 即使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主管、 管理公款， 但如果是基于职务对公款构成占有辅助者， 也
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 换言之，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盗用 （或骗用） 公款的， 也成立挪用公款
罪。 这是因为， 公款的占有辅助者虽然没有占有财物， 但完全可能在物理上持有公款， 因而可能归
个人使用。 但由于行为人并不具有盗窃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 故不能认定为盗窃罪。 另一方面，
又由于行为人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才成为占有辅助者， 因而可以肯定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
用公款。 例如， 国有公司的出纳甲去银行提取巨额现金时， 公司领导安排另一国家工作人员乙陪
同。 在提取现金后， 即使由乙手提现金， 也应当认为现金由出纳占有， 乙只是占有辅助者。 在类似
这样的场合， 占有辅助者完全可能挪用公款， 进而构成挪用公款罪。輨輳訛

问题是， 上级领导利用职务唆使、 指示下级单位相关人员将公款提供给个人使用的， 是否成立
挪用公款罪的正犯？ 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对此也
明确规定： “国有单位领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指令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
的， 属于挪用公款行为， 构成犯罪的， 应当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理论上与实践上对此一般持
肯定态度。 例如， Ａ 企业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 甲是该企业的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Ｂ 企业是 Ａ 企
业全资子公司， 乙为 Ｂ 企业的经理。 Ｂ 企业领导班子 （包括经理乙） 成员由 Ａ 企业党委决定任免、
考核。 某日甲指示乙将 Ｂ 公司的 200 万元借给甲的朋友丙用于注册公司 （甲乙贪污案）。 一种观点
指出： “在该例中， Ａ 企业和 Ｂ 企业是两个独立的法人， 甲既不主管， 也不管理、 经手 Ｂ 企业的公
款， 该公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认为是在甲的控制之下。 但没有人对甲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行为有
异议。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１. 主管、 管理、 经手并没有穷尽挪用公款罪中利用职务上便利的所
有情形； ２. 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并不要求行为人先期地占有或控制了公款。 本例中我们认为甲构成挪
用公款罪， 可以基于以下理由： 作为下级单位经理的乙的职务可以视为上级单位领导甲的职务的延
伸， 就像县长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调配、 处置下属单位公共财物的权力一样。 因为下级单位要接受上
级单位在组织、 人事、 财物等方面的领导、 制约、 监督， 所以 Ｂ 企业的经理乙相当于 Ａ 企业的领导
在 Ｂ 企业的 ‘代理人’。”輨輴訛

本文也认为， 主管、 管理并没有穷尽挪用公款罪中利用职务上便利的所有情形， 但难以认为下
级单位经理乙的职务是上级单位领导甲的职务的延伸。 如前所述， 职务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 而不可能是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 否则， 就只能成立共犯或者
正同正犯。 在甲乙贪污案中， 甲只是不过利用职务指示乙挪用公款， 乙才是挪用公款的正犯， 甲成
立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或者共谋共同正犯。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认定乙缺乏责任因而不成立挪用公款
罪， 也不能否认乙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而且违法。 根据限制从属性说与共同正犯的原

輨輲訛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 苏刑二终字第 0007号刑事裁定书。
輨輳訛 虽然未能发现真实的判例， 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案件。
輨輴訛 王超： 《论挪用公款罪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权力结构体系的视角》，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年第 10期，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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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甲的行为仍然成立教唆犯或者共同正犯， 而不必通过扩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路径认定甲的行为
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正犯。

显然， 正确判断利用职务的唆使、 指示下级单位人员挪用资金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有利于区分挪用公款罪的正犯与共犯。

例如， 某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 “2005年初至 2006 年 7 月期间， 被告人麦劲毅利用其担任中共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东里村党支部委员、 村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便利， 以做生意需资金周转为名，
要求其村联队出纳即被告人麦根挪用东里村联队征地补偿款 （即土地基金款） 供其使用。 被告人麦
根在未按规定经村党委会、 村民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 私自多次按被告人麦劲毅的要求将其管理的
存有东里村村级和联队征地补偿款的中国银行黄阁支行账户解除定期后， 转入其经手管理的存放村
联队日常开支款项的中国银行黄阁支行活期账户内， 然后分多次提取现金交给被告人麦劲毅使用。
经司法会计鉴定， 至案发时止， 被告人麦根共挪用土地基金人民币 2356699.40元供被告人麦劲毅使
用。” （麦劲毅挪用公款案） 判决认为： “被告人麦劲毅、 麦根身为村民委员会委员和村的出纳， 无
视国家法律， 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工作中， 相互纠合， 违反国家规定， 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土地征用补偿费归个人使用， 且挪用数额巨大不退还， 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
构成挪用公款罪。”輨輵訛 倘若麦劲毅是国家工作人员， 本文并不对判决结论产生疑问， 但应当认为， 麦
劲毅并没有主管、 管理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与权限， 其只不过是唆使管理征地补偿款的麦根为自己实
施挪用公款的行为。 即使麦劲毅因为职务关系能够指使麦根， 也不能认定麦劲毅是挪用公款罪的正
犯， 只能认定为教唆犯或者共谋共同正犯。 换言之， 麦根才是公款的占有者， 是挪用公款的正犯。

正确判断利用职务的唆使、 指示下级单位人员挪用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有
利于区分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

例如， 2014 年 5 月， 被告人全某某 （某县医保中心主任）、 韦某某 （某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 分管医保中心工作） 违规审批预拨人民币 400 万元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给富宁妇产医
院 150 万元、 富宁华康医院 l00 万元、 富宁儿童医院 150 万元， 后全某某向富宁妇产医院、 富宁儿
童医院分别借回人民币 70 万元， 韦某某向富宁华康医院借回人民币 50 万元， 二人将借回的人民币
190 万元以月利息 3 分的利率借予张某某使用， 截至 2014 年 10 月， 全某某、 韦某某从张某某处获
取利息收入共计人民币 28.5万元， 全某某、 韦某某各分得人民币 14.25万元 （全某韦某贪污案）。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1） 被告人实施的预拨付医疗
基金的行为并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2） 被告人预拨付医保基金的行为是参照文件规定进行拨付，
并非挪用。 （2） 被告人向医院负责人借款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因为三家医院的负责人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自身是否要同二被告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有完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预拨付医保基金款项按照规定已经拨付到其所设立医院账户之下， 就不再具备公款所具备的性质，
属于上述医院自身可以随意支配的款项。 法院判决则认为， “二被告人预拨付的 400 万元资金属于
公款， 依据预拨付制度得到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的三家民营医院只具有管理权， 只有在患者实际发生
消费后， 医院才具有所有权， 故该款项还是由国家管理。 且从三家医院借给二被告人的钱就从预拨
付钱中出借的。 二被告人的行为是通过滥用职权的行为实施挪用公款的行为， 滥用职权已经被挪用
公款吸收， 因此， 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客观要件， 构成挪用公款罪。”輨輶訛

輨輵訛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2007） 南法刑初字第 140号刑事判决书。
輨輶訛 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2015） 富刑初字第 165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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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看来， 判决结论与理由难以成立。 其一， 一般来说金钱是谁占有就所有， 既然款项已经
预拨给医院， 该款项就由医院的管理者占有和所有。 其二， 挪用公款罪的保护法益不是所有权， 而
是公款的占有。 换言之， 即使承认预拨付医保基金款项只是由医院占有而非由医院所有， 也难以认
为二被告人因先前的违规审批与后来的借用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正犯。 其三， 二被告人不可能直
接利用职务将医院的款项挪归自己使用， 而是由医院负责人将款项挪出借给二被告人使用。 如果医
院负责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那么， 首先要肯定医院负责人成立挪用资金罪的正犯， 其后才能认定
二被告人是挪用资金罪的教唆犯或者共谋共同正犯。

至于下级单位负责人不可能独立挪用上级单位管理的公款 （形成辅助占有的情形除外）， 也是
理所当然。 此外， 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构成挪用其他单位所有的公款的正犯。 对此不再赘述。輨輷訛

从上述挪用公款案件以及前述相关贪污案可以看出， 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对贪污或者挪用公款
的正犯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又没有将共同犯罪视为不法形态， 未能运用共同正犯的原理， 更没有采
取限制从属性说， 导致不得不对上级单位负责人的唆使、 指使行为认定为利用了职务便利， 进而将
教唆犯或者共谋共同正犯认定为正犯， 从而不当地扩大了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内
涵与外延。 另外， 司法机关也可能认为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轻于正犯， 所以， 通过扩大解释利用职
务便利的路径将共同正犯 “提升” 为正犯。 其实， 共同正犯也是承担正犯的刑事责任， 我国 《刑
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就是共同正犯， 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只不过是支配型的共同正犯。輩輮訛 所以，
只要将共同犯罪视为不法形态， 并认识到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并不轻于正犯， 就不至于也不需要扩
大解释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

四、 受贿罪

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是在司法实践上还是在刑法理论上，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外延
是最宽泛的。 例如， 有学者指出， 应当对受贿罪中的 “职务” 作宽泛理解， 职务范围宜采 “实际
职权说”。輩輯訛 还有学者指出：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应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利用公共职位的影
响， 而不要求与特定职务行为或活动相关。”輩輰訛 有的判决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指出：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 是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 经营或者参与公司、 企业某项
工作的便利条件。”輩輱訛

“贿赂， 是指作为对公务员的职务行为的对价的不正当报酬。”輩輲訛 与之相应， 贿赂罪的本质是侵
犯职务 （行为） 的不可收买性或者不可出卖性。 职务 （行为） 的不正当报酬， 既可能表现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他人给予国家人员以财物， 也可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索取贿赂， 亦即， 他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时， 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许诺、 正在或者
已经实施了职务行为时向他人索取财物， 使该财物成为其许诺实施、 正在实施的或者已经实施的职
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 这种不正当报酬成为职务行为的对价。 在索贿时， 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索取财物， 而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輨輷訛 对挪用资金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也应当与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相同解释。
輩輮訛 参见张明楷： 《共犯人分类的再思考》， 载 《法学研究》 2020年第 1期， 第 134页以下。
輩輯訛 参见孙国祥： 《受贿罪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新论》， 载 《法学论坛》 2011年第 6期， 第 113页。
輩輰訛 劳东燕： 《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 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 载 《法学研究》 2019年第 5期， 第 126页。
輩輱訛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 沪 02刑终 1368号刑事裁定书。
輩輲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西田典之著、 橋爪隆補訂书， 第 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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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外延， 明显宽于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便利。
第一， 与贪污罪中的职务仅限于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不同， 受贿罪中的职务包括一切能

够满足他人需要的职务。 这是因为， 他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事项， 并非仅与财产相
关， 而是包括其他诸多内容， 如就业、 升学、 升职等等。 所以， 只要国家工作人员负有能够满足他
人需要的职责， 就可能进行权钱交易， 索取或者收受贿赂， 构成受贿罪。

第二， 贪污罪利用职务便利中的职务， 只能是现在的职务， 而不可能是过去或者将来的职务，輩輳訛

但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中的职务， 既可能是过去的职务， 也可能是将来的职务。 收受贿赂主要表现
为三种情形： 一是行贿人事前主动交付财物， 以期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
财物； 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某种职务行为的过程中， 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
财物； 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某种职务行为之后， 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
物。 三种情形的共同点是， 国家工作人员接收财物并许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或者正在或已经实施
了某种职务行为， 使财物成为其职务行为 （包括所许诺的职务行为） 的不正当报酬。 索取贿赂也可
以表现为上述三种情形： 在请托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时索取财物； 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索取
财物； 在为他人谋取利益后索取财物。 于是，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以利用过去的职务与将来的职
务。 例如， 国家工作人员在 A 机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转职为 B 机关的工作人员，
他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在 A 机关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职务行为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 （所谓
事后受财的一种情形）， 也成立受贿罪。輩輴訛 在这种情形下， 并不是收受财物的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
利 （如其家属完全可以收受财物）， 而是因为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过去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輩輵訛 再
如， 公安民警甲在被提拔为户籍科长的公示期间， 请托人为了给亲属上户口而给予甲以财物的， 甲
收受财物的行为虽然在正式担任户籍科长之前， 但仍然成立受贿罪。

第三， 贪污罪中的职务便利， 是指主管、 管理公共财物的具体的职务便利， 但受贿罪中的职务
便利， 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职务便利， 也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的一般的、 抽象的职务便
利， 还包括与职务具有密切关联的职务便利。輩輶訛 例如， 党政领导要求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将重大项
目交给某小公司承担， 索取或者收受小公司财物的， 构成受贿罪。 再如， 大学管理人员要求学生从
特定商店购买电脑， 索取或者收受特定商店财物的， 成立受贿罪。 如若否定这类行为成立受贿罪，
就意味着刑法仅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具体的职务权限， 于是， 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出卖抽象的职务
权限以及与职务具有密切关系的职务权限。 可事实上， 法规范不可能穷尽国家工作人员的所有权
限， 如果在解释论上不将抽象的职务权限以及与职务具有密切关系的职务权限包含在受贿罪的利用
职务便利之中， 就不当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所以， 即使国家工作人员所获得的财物不是针对
该国家工作人员本来的职务权限所属事务， 而是针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在惯例上所担当的职务， 或由
本来的职务派生出来的职务， 或是针对该国家工作人员以其职务实际上能够施加影响力的事务， 均
能构成贿赂。輩輷訛

輩輳訛 例如， 过去是国有公司财务室的出纳， 而现在只是普通员工的， 不可能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财务室保险柜里的公款。
再如， 某人虽然被任命为国有公司财务室的出纳， 但其在公示期间也不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财务室保险柜内的公款。

輩輴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张明楷书， 第 1596-1597页。
輩輵訛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事后转职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则只有先前有约定时， 才能认定为受贿罪； 如果先前没有约定的， 对事后

收受财物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则可能存在争议。
輩輶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西田典之著、 橋爪隆補訂书， 第 518頁以下。
輩輷訛 参见 [日] 芝原邦尔： 《经济刑法》， 金光旭译，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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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便利， 既包括利用正当的职务便利， 也包括滥用职务上的便利。
例如，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为他人减免纳税义务， 从而索取或者收受财物， 当然成立受贿罪。

综上所述，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可理解为 “与职务有关”； “所谓 ‘与职务有关’，
是指职务行为与所受贿赂之间存在对价关系”。輪輮訛 亦即， 财物的交付者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
为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许诺、 正在或者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所交付的财物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参考民国时期的刑法与国外刑法的一些规定。 民国时期 1935 年刑法第
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公务员或仲裁人对职务上之行为， 要求、 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七千元以下罚金。” 日本刑法第 197 条规定： “公务
员就其职务收受、 要求或期约贿赂者， 处五年以下惩役。” 德国刑法第 331 条规定： “公务员或从事
特别公务之人员对现在或将来职务上之行为要求、 期约或收受利益者， 处二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
金。” 奥地利刑法第 303 条规定： “公务员关于违背职务之作为或者不作为， 为自己或第三人对于他
人要求、 收受或期约财产上之利益者， 处三年以下自由刑。” 第 304 条规定： “公务员关于职务上之
作为或者不作为， 为自己或第三人对于他人要求、 收受或期约财产上之利益者， 处一年以下自由
刑。” 上述规定基本相同， 只是表述略有差异， 含义都是 “就” （或 “对”） 其职务行为要求、 期约
（约定） 或者收受贿赂。 将这一点具体化， 实质上也是指， 他人有求于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公
务人员许诺、 正在或已经为他人谋取利益； 公务员要求、 期约或者收受作为职务行为不正当报酬的
财物。 公务人员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也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认定。

综上所述，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外延明显宽于贪污、 挪用公款等罪中的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因此， 不能根据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认定贪污、 挪用公款等罪。輪輯訛

五、 简短的结论

刑法分则的不同法条所表述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这一构成要件要素， 在不同犯罪中的含义
并不相同， 需要根据不同犯罪的保护法益、 行为构造以及犯罪之间的关系确定其在不同犯罪中的真
实含义。

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行为人基于职务 （业务） 占有了本单位财物； 对于公
司、 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 骗取本单位的财物的， 应认定为盗窃、 诈
骗罪。 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公共财物或者主管公共财
物； 主管公共财物的贪污， 仅限于利用主管权限欺骗占有者的间接正犯情形； 在利用职务便利指
使、 唆使、 要求占有者为自己实施贪污行为的案件中， 利用职务便利并不是成立贪污罪正犯的构成
要件事实， 只是判断其参与形态 （是共犯还是共同正犯） 的重要因素。 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比贪污罪略为宽泛， 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而对公款形成了占有辅助的情形。 受贿罪中
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外延最为宽泛的构成要件要素， 其中的职务包括过去与将来的职务、 抽象的
或一般的职务、 正当的与滥用的职务等等。 所以， 既不能按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含义认定职务
侵占罪， 也不能按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含义来认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

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不应当追求对同一用语作同一解释， 对各种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芝原邦尔书， 第 17页。
輪輯訛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也应当与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相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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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me� term� in� different� laws� is� not� a� requirement� of�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 taking� advantage� of� one’s� position” in� different�
crimes� is� not� the� same.�Taking� advantage� of� one’s� position� in� the� crime�of� duty� encroachment�
means� that� the� actor� takes�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of� the� unit� on� the� basis� of� his� position�
(business);�in�the�crime�of�graft,�it�means�that�the�state�functionary�possesses�public�property�or�is�
in�charge�of�public�property�on�the�basis�of�his�position;�in�the�crime�of�misappropriation�of�public�
funds,� it� is� slightly� broader� than� the� crime� of� graft,� including� the� situation� in� which� state�
functionaries�have�taken�possession�of�public�funds�on�the�basis�of�their�duties.�The�extension�of�
taking�advantage�of�one’s�position�in�the�crime�of�bribery�is�the�broadest.�We�can�not�identify�the�
crime�of�duty�encroachment�according�to�the�meaning�of�taking�advantage�of�one’s�position�in�the�
crime� of� graft,� nor� the� crime� of� graft� and�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taking� advantage� of� one’s� position� in� the� crime� of� bribery.�When� determining� the�
crime�of�graft�and�misappropriation�of�public�funds,�we�should�not�expand�the�explanation�of�the�
crime�of�graft�and�misappropriation�of�public�funds�by�taking�advantage�of�one’s�position�because�
we�do�not�punish� the�principal�offender� at� the� illegal� level.�Nor� can�we� think� that� the� criminal�
liability�of�the�principal�offender�is�heavier�than�that�of�the�joint�principal�offender,�and�the�joint�
principal� offender� in� the� crime� of� graft� and�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should� be
“promoted” to�the�principal�offender.

Key Words: Taking�Advantage�of�One’s�Position;�Crime�of�Duty�Encroachment;�Crime�of�Graft;�
Crime�of�Misappropriation�of�Public�Funds;�Crime�of�Bribery�

应当根据各自的保护法益， 联系各种的实行行为、 行为对象妥当解释； 应当合理区分正犯与共同正
犯、 狭义的共犯。 不能因为不 （未） 处罚不法层面的正犯， 就扩大解释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中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素， 也不能认为正犯的刑事责任一概重于共同正犯， 就将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中的教唆犯或共谋共同正犯 “提升” 为正犯。 认定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应当以正犯为中
心， 进而判断共同正犯与狭义的共犯， 而不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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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制起源的关键词展开

王人博 *

内容提要： 中国的宪制发端于近代， 以 1840 年为关键时点。 这种宪制话语由人民、 民主、
民权、 共和、 国体等一系列概念组成， 探究这些概念本身的发端与演进， 对研究中国宪制
及其相关制度实践而言尤具价值。 这些关键词的引进及其发展并不是单向地接受彼时更为
先进的西方及日本概念， 而是概念语词在中国本土 “再生” 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颇具
西方性的语词被中国知识者转用在本土语境之中， 也被赋予了充满历史印迹的任务。 辗转
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中国宪制语境中的诸关键词， 也就随着特定的译法流露出不同的神
韵， 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宪制的特定意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关键词： 宪制 宪法 概念史 近代中国转型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2

引言

对中国宪制文化方面的研究并非是宪法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 但知其根才能明其本， 究其史才
能正其意， 只有探讨深刻影响中国宪制制度和宪制文化的几个关键性概念， 诸如人民、 宪政、 民
主、 民权、 共和、 国体等， 才能为当下的宪法学思考提供更厚重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意蕴。 中国宪制
研究有诸多范式和方法， 但从基本概念入手有其独特的意义。 选择这样一种学术立场， 主要基于以
下考虑： 宪制制度及其历史的演进都依赖于观念， 而一种观念的确立与更替则与概念的运用密切相
关。譹訛 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们的本意是： 观念先于制度， 概念的运用体现了观念的形态和式样。
观念的变化依赖于新概念的出现， 或是同一概念意涵的递进与增减。 概念有自己的身世， 正如宪制
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一样。 每一个概念都包含着生成、 生长、 死亡 （被另一新概念代替） 的全过
程。 一个概念的出现既可能是 “内生的”， 也可能是 “外来的”， 而中国宪制文化的这些概念大都是
“外来的”。譺訛 这决定了其自身 “生长” 的复杂性： 它们必须穿上中国的衣服 （语言）， 并随中国历
史、 现实的需要而变换自身。 概念还是原来的那个概念， 但衣服和里子则全换了， 这便是蕴涵的改
写。 概念支撑了宪制的语言。 它既改变了历史， 也重塑了现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譹訛 参见吴宗慈： 《中华民国宪法史》，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21-222 页。
譺訛 参见钱福臣： 《宪政哲学问题要论》，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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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宪制发端的时间历程

众所周知， 中国宪制发端于 “近代”， 是中国 “近代” 自身的产物。譻訛 其界标就是那个被无数次
说起的年份———1840年。 在这之前， 中国的现状再不济， 中国人依靠自立的制度和文化来处理问题
的信心还是有的。 1840 年之后， 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入李鸿章所说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依
靠传统智慧与经验处理复杂现实问题越来越吃力， 而对付艰难时局也总是捉襟见肘， 缺乏有效的路
子。 在窘迫面前， 能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样的方略， 对经世致用的儒家官僚知识分子而言，
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这些人既能唱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调， 也能实实在在面对问题。 “学习”， 先从
易处下手， 正如一个人的开蒙要先从小学开始一样。 从某种意义来看， 中国宪制制度与宪制文化的
生成就是向西洋 （列强） 学习的结果。譼訛 要学习， 首先就要理解学习的对象， 懂得他们的语言以及
由概念、 术语组织起来的思想、 观念。 这关涉两种文化之间的 “翻译”。 没有翻译就没有理解， 因
为让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母语去阅读是不现实的， 掌握自己母语之外的 “专业” 更不可能。 学习是一
个由简单到复杂、 由浅显到深入的过程。

早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 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把西语中的宗教以及部分科学概念、
术语翻译成中文， 介绍给中国人。譽訛 这些最早来自西洋的陌生知识被部分地收进清代的 《四库全
书》。 事实上， 这类知识并没有引起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官僚的多大兴致———对于一个思想、 精神自
立的文明体而言， 它们被看作多余的东西也合情合理。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不断
涌入中国， 为了其神圣的传教事业， 他们对翻译自己的文化产品给中国人投入了极大热情， 为此还
编纂了类似于辞典的外语工具书。 西洋的自然科学， 以及有关的基本政治、 地理概念、 术语开始比
较系统地进入汉语系统。 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清政府为了推行洋务运动， 外语学校在中国本土也
随之开办起来。 其师资既有专门聘请的外语教师， 也有深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士。 后者在这一时期的
译介活动异常活跃， 其引人注目的变化是， 除了与富强直接相关的科技概念、 术语大量输入汉语以
外， 其政治、 法律制度与文化的翻译也开始增多起来， 一大批有关这方面的词汇进入汉语语言。
1864年，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完成的 《万国公法》 （《国际法原理》） 是其标志。譾訛 这些被译成汉字
汉语的概念、 术语也传至同一时期的日本， 并系统地进入日语成为日语汉字词汇， 为日本的近代化
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表达底座。譿訛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 日本在中西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中国把
日本看作学习西洋的成功典范， 而日本也陶醉于自己的这个角色。 这带来了双重结果： 日本不再从
中国输入由传教士发明的那些有关政治法律方面的汉字概念、 术语， 而开始了自己创造 （翻译） 汉
字新概念新词语的工作。 从表面看， 因为传教士的翻译大多是由传教士本人口授， 然后由其中国助
手通过记录而完成， 它通常被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官僚诟病为缺乏汉语的美感———雅训。 而从深层
看， 中国败北于一直被自己看轻的日本， 这也间接地说明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洋新概念、 新知识
的事业并不是成功的。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 中国士大夫官僚也放弃了传教士的努力： 一是大量接受

譻訛 参见聂鑫： 《近代中国宪制的发展》，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6期。
譼訛 参见前引譹訛， 吴宗慈书， 第 221-222 页。
譽訛 参见王秉钦：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67页。
譾訛 参见何勤华：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 1864 年 〈万国公法〉 的翻译为中心》， 载 《比较法研究》 2014

年第 2期。
譿訛 参见林来梵、 褚宸舸： 《中国式 “宪政” 的概念发展史》， 载 《政法论坛》 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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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翻译的汉字概念和词汇； 二是着手自己翻译， 这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包括宪制制度和
宪制文化， 严复就是一位出色的典范。 他不但翻译了西洋社会科学作品， 创造了至今仍沿用的概念
和术语， 而且也确立了汉语翻译的三个原则： 信、 达、 雅。讀訛 这里顺便提及一个概念史研究的小事：
传教士翻译创造的汉字借词有不少既为中国的翻译者比如严复援用， 也传至日本为日语所吸收。 问
题在于， 严复使用的汉语概念和术语哪些是取自传教士， 哪些是他自己的创造？ 从日本传至中国的
汉语借词哪些是日本自己的发明， 哪些是来自中国的传教士？ 对此， 要做出细致的区分并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比如， “自由” 这个术语， 通常认为它是严复对英语的 Liberty 的汉语翻译， 但现有文
献显示是严复对传教士翻译的沿用； 一般认为 “进化” 这个词语是日本创制传至中国的， 但严复在
译制赫胥黎的 《天演论》 （《进化论与伦理学》） 时， 就同时使用了 “天演” 和 “进化” 两个词语。讁訛

“天演” 是严复对英语 evolution 所发明的汉语借词， 强调的是 evolution 的自然进程这一特征， 而日
语将其译作汉字的 “进化”； 严复倾向于把英语的 civilization 翻译为 “进化”， 凸显的是人的作为，
带有进步的观念。輥輮訛 这两个译词的区分———在今天———是不能被忽略的。

二、 宪制关键词研究的视角与立场

国内观念史的研究者把有关中国宪制制度与宪制文化的外来词在本土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 这被看作是第一阶段， 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对来自
西洋的宪制概念和术语习惯于以自己的儒学知识修养和标准去理解和把握， 如对议院、 民权、 民
主、 权利等的态度便是如此； 第二阶段大致是从甲午战争到 1919 年， 这个时期被看作是中国知识
官僚阶层， 特别是处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知识者， 尝试根据外来概念、 术语、 思想、 原理的本有蕴涵
进行理解和学习； 第三阶段， 是以 1919 年 （中国现代史开端） 为始点， 中国知识阶层抛弃了从日
本“进口” 借词的途径， 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制阶段， 创制既包括自己的译介也包括对这些外来知
识消化的 “本土化” 工作， 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体系。輥輯訛

不难看出， 这种划分的基准与其说是观念史本身的， 不如说是按历史的通行标准对概念的自身
意义所做的人为切分。 而我们的工作方式与从 “现在” 出发去回溯 “过往” 的这一方法有明显区
别。 伴随着翻译活动的往复沟通， 文化与语言并非定格在由历史事件来摹画的观念史之上， 而是随
着时间之流从古至今缓缓流淌， 因地势高差而发展出不同的形状， 悬者为瀑， 伏者为涧， 微者成
溪， 宏者入海。 观念史研究所进行的回溯式的裁切固然具有历史研究的必要性， 但要想从这历史演
变中端详出更多的细节， 以求映照当下的话， 势必就要把这里面的 “地势高差” 也给还原出来。 如
何在一个贴近历史与文本的角度细致勾画出语词概念的丰富意蕴———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主体性所
加之在西学东渐的整体历史中的作用———是本文关键词研究所着意的一个立场。

在此， 我们以对几个典型概念的研究来尝试将这里的表述丰满一二。 “人民” 这一概念往往在
现行宪法中高频度出现， 但当我们想要进一步明晰这一概念语谓何指的时候， 往往又搞不清楚要从
何开始。輥輰訛 尽管宪法创制者对人民的构成进行了列举式界定， 但这一概念的多维度性还是在法律和

讀訛 参见武光军、 蒋雨衡： 《严复 “信、 达、 雅” 来源考辨及其译学意义重释》， 载 《中国翻译》 2021年第 5期。
讁訛 参见王民： 《严复 “天演” 进化论对近代西学的选择与汇释》， 载 《东南学术》 2004年第 3期。
輥輮訛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 容受与共享》， 中华书局 2010年版， 第 168页。
輥輯訛 金观涛、 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7-11页。
輥輰訛 对 “人民” 概念的详细研究， 参见杨陈： 《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 载 《政法论坛》 2013年第 3期。

21·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5期

客观现实之中让人迷惑。 其实， 早在古代文献中就有了 “人民” 一词， 其含义与普罗大众或平民几
无差别。 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一词常常与人民一词混用， 两者都有构成一国之人群的含义。輥輱訛 在近
代早期， 国民、 公民两词都具有浓厚的政治韵味， 与新民说、 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观息息相关。 而
在中国近代的语境中， 人民一词与其古典含义并无太大差别， 用于代替君主制之下的臣民一词， 反
倒没有与这些政治意味浓厚的词语牵扯过大。 在民国制宪史中， 承接 “主权者” 之意义的主体是
“国民” 或 “国民全体”， “人民” 只是类似 “个人” “公民” 等指称权利享有者的语词。 但是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之后， “人民” 却成为不同义于 “公民” 并且在宪法中极致张扬的概念。 这里的 “人民”
不再是对民人、 平民或公民的指代， “人民” 是一个阶级性的主体， 并且在不同的宪法语境中具有
交叠而非融贯的复杂意涵。

从人民概念的意蕴中走出， 我们紧接着谈谈 “民主” 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起源、 流变以及
由此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民主话语的省察， 对中国的政治现代性问题提供某种重新解释的途径。 现代
中国民主话语本身不断呈现出的某些特征与早期中国人对 “Democracy” 的翻译有关， 与中国经典
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 古汉语中的 “民主” 一词指的是民的统治者， 在儒家文献中又与传统
的圣王革命话语相关联。 中文的现代民主概念与西方的 Democracy 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也与中
国传统的民主话语有着语义上的粘连。 十九世纪早期， 在三位传教士———马礼逊、 麦都思、 罗存
德———的表述中， Democracy 一词就开始了它的中国之旅。 而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 《万国公
法》 时加入了 “民主” 一词。 整体而言， 十九世纪的中文语境下的民主往往是 Republic、 President
和 Democracy 兼而有之。 而后的王芝、 严复等人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又有 “庶建” “德谟格拉时” 的
表达。 这些材料表明， 汉语的 “民主” 在近代中国的复活得益于西方传教士和翻译家。 而到了五四
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又赋予了 “Democracy” 新的意蕴， 他们不愿意仅仅把它理解为国家政治体制
中的 “民主” 制度。 为表亲切， 他们把它称为 “德先生”， 又是干脆音译为 “德谟克拉西”。 陈独秀
就说， 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无穷的能耐， 是中国的救星。 此举很难说不是舍近求远的做法， 但又一定
有其深意。 1919 年前后， 中国的知识界大都用 “平民主义” 或与之相近的词汇翻译 Democracy。 这
就与前面所讲的传教士知识传统下的 Democracy 区分了开来， 而与中国古典的 “民主” 词语更为接
近。 在对 Democracy 的进一步表述中， 李大钊就把劳工、 经济、 大众文学等方面的问题都挪借到
Democracy 概念中加以回应， 当然这其中最深刻的关怀就是 “平等”。 民主词义的这种改变， 以及
Democracy 被重新翻译， 是决定中国民主话语实践的重要时刻， 也是中国政治话语发生深刻变化的
重要事件之一。 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 被赋予了 “中国欲求” 的新含义， 也就进一步从一个政
治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 帮助中国的知识者方便地表达各种社会欲求。

最后则是民权概念。 这一概念与前两者有别， 它从未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之中， 其含义更多是
由西方及其文化衍生、 激发。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模仿和学习， 而是将这一概念
桥接在中国 “物境” 之中， 焕发出新的生机。 有学者考证， “民权” 一词既不见于中国古籍， 也并
非康有为的发明， 而很可能是由日文的 “自由” （liberty） 转译而来。 而后， 严复在其译著中则将民
权和自由分开来使用， 但民权的 “自由” 之内核始终为严复所强调。輥輲訛 这也体现了在近代语境中的
中国知识者对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考察、 见解和诉求。 之所以会有此种二分， 是因为自由概念在中
国语境中容易引起误读， 不能准确地表达政治主张， 而民权语词能与彼时的中国语境产生密切关

輥輱訛 参见郭台辉： 《中日的 “国民” 语义与国家建构———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 载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 4期。
輥輲訛 参见 [法]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法意》， 严复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 96页。

22· ·



中国宪制起源的关键词展开

联， 同时自身也有贯通传统、 唤起民族记忆和缓解传统政制的压力以及抑制结构性骚动的作用。 提
出 “民权” 一词的原因， 在于对皇权体制运作机制失灵的怨恨。 而考虑到民主一词对中国传统的政
治话语的颠覆更为突出， 近代的中国知识者们就以一种策略性的姿态选取了 “民权” 概念。 在这种
西方性和中国性交织的状态中， 中国的民权并非一种现实的表态或描述， 而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可
能性的欲求。 近代的民权言者借来了西方的词汇， 而消化的方式则是中国的。

三、 作为文化的和作为语言的宪制

按照萨丕尔 （Edward Sapir， 1884—1939） 的观点， “语言有个底座”， 这便是种族和文化。輥輳訛 语
言是作为无法 “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 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而存在。輥輴訛 即使我
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也无法避免语言的文化语境， 语言与文化的民族性自始至终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
存在着。 语言是在文化语境中存在和被使用的， 文化研究本质上就是语境研究。輥輵訛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近代与西洋遭遇就是两种语言、 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 中国只有被置于西洋自身的文化语境里
才能被西洋理解； 西洋必须把中国从其民族精神表征的的汉语方块字中剥离出来， 拉入自己的字母
文字中， 才能把握中国； 中国在其自身的语言、 文化中的意义也就在西洋的语言和文化中被重置和
再生， 西洋里的 “中国” 必然染有字母文字的意味。

同样道理， 中国近代学习西洋的过程， 也是把西洋的字母文字所组织的语言文化从原有的语境
中拖出来， 重置于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之中的过程。 “学习” 就是语境的转换与生成。 一个成功的经
验总是离不开主体的历史性， 包括精神的、 心理的、 情感的等经历， 而学习就是把经验中那些无法
复制的东西剔除， 把剩下有关 “教诲” 的部分植入另一个过程之中， 在新的语境下变成自己的东西。輥輶訛

就拿本文讨论的 “宪政” “宪法” 概念为例： 汉语的 “宪政” 概念是从英语的 constitutionalism 迻译
而来。 同时， 它也可翻译为汉语的 “立宪” “宪制” “宪治” 等。輥輷訛 这样一来， constitutionalism 就与
汉语的 “宪政” “宪制 （治）” “立宪” 建立了某种等值关系。 在英语中， constitutionalism 与
constitution 密切相关， 后者在汉语里被译作 “宪法” （严复对这个来自日语的翻译一直存有不满，
但最终还是沿用了这个日语译词）。 constitution 无论在英国历史文化中具有何种意义， 它一旦进入
中国的语言文化语境， 就无法割断与汉字 “宪” （憲） 与 “法” 的意义粘连和想象。 本文讨论的其
他概念如人民、 民主、 共和、 国体也存在 “人” 与 “民”， “民” 与 “主”， “共” 与 “和”， “国” 与
“体” 类似的文化机制。 也就是说， 作为译体语的汉语文字无论如何努力保持住它在源语言中的原
意， 都无法完全剔除汉语文字附加在它上面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 constitution 与 “宪法” 并不
是等值关系， 而是再生关系。

与此相联系， constitutionalism 与汉语 “立宪” 的不同也就是语境的差异。 前者在英国的历史文
化语境中， 是以 constitution 为基点， 历经历史的政治变迁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形态。輦輮訛 它既深嵌于英
国的政治文化之中， 又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碰撞、 妥协、 混融而演进的结果。 它既源

輥輳訛 参见翟澍： 《萨丕尔 〈语言论〉 的文化观点与语言理论研究》， 载 《学理论》 2010年第 4期。
輥輴訛 [美]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陆卓元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 186页。
輥輵訛 关孜慧： 《文化语境与翻译》， 载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年第 3 期； 另参见张美芳、 黄国文：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载 《中国翻译》 2002年第 3期。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张美芳、 黄国文文。
輥輷訛 参见林喆： 《宪政概念的辩析》， 载 《中国法学》 1993年第 2期。
輦輮訛 参见王人博： 《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0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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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传统又异于传统， 是一种带有限权性质的现代性政治类型。輦輯訛 而一旦 constitutionalism 转换成
汉语的 “立宪” 二字， 它就脱离了原有的语境， 被重置于中国文化语言之内， 与中国现实的某种欲
求发生粘连， 具有改革、 改制、 革命、 新生的中国意义， 蕴含着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希望、 目
标和理想。輦輰訛

四、 流转于文化与语言间的宪制迻译

正如生活的表白虽与生活的现象密切相关却对之不构成任何重要性一样， 译作也由原作生发出
来。 不过它由以生发出来的不是原作的生命， 而是原作的来世。 翻译总是晚于原作， 世界文学的重
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 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輦輱訛

这是瓦尔特·本雅明在 《译作者的任务》 文中的一段话。 “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是一个绝妙的思
想， 也只有本雅明会这样思考问题。 两种文化语言之间之所以 “可译”， 本雅明将其归因于人类语
言之间的 “亲族关系”， 如方块字汉语与字母文字的西语之间。 本雅明为了说明这种亲族关系， 他
特别强调了 “血亲间并不一定貌似” 这一点。 这恰是汉语与西语之间的亲族关系的典型特征。 “语
言” 在其本源意义上只能是特指人类的专属特征。輦輲訛 虽然一个人听不懂另一个人说的话， 但通过对
其表征语言的文字相互学习， 就能够彼此理解对方。 这一点， 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 我们能够理
解人类之间不同语言所指向的意义， 但人并不能真正理解猫叫的意思。 动物的 “叫声” 不能归属于
“说话” （语言） 的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 “纯粹语言”， 无论原作还
是译作都从它那里领受意义。輦輳訛 这里的汉语 “宪制”， 它作为译体词既是对本源词 constitutionalism 的
更新和补充， 也是人类有关这方面的 “纯粹语言” 的存在形式， 尽管它是以 constitutionalism 的 “来
世” 面貌出现的： “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 否则就不成
其来世。”輦輴訛 与此相关的 “人民” “民主” “民权” “共和” “国体” 等， 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宪制文化
“原作” 的改变与更新， 是它们在异域中国的 “来世” 与再生。 本雅明接着说道：

单由身世渊源来定义亲族是不够的， 尽管在定义其狭义用法上， 起源的概念仍然必不可少。 除
了在对历史的思考中， 我们还能在哪儿找到两种语言间的联系呢？ ……任何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族
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之下的意图， 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语言能够实现， 而是实
现于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 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粹语言。 即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因素， 诸如
词汇、 句子、 结构等等是彼此排斥的， 这些语言仍在其意图中相互补足。輦輵訛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宪制问题的汉语译词大都采用从中国历史典籍中借用现成词语。 在这
一点上， 严复是敏锐的， 他有关宪制文化的 “译作” 基本都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调用固有词汇， 这
不仅仅为了汉语译本的 “雅训” （文体的美感）， 而且也是在本雅明的意义上， 从历史的联系中寻找
或接近人类 “纯粹语言” 的一种努力。輦輶訛 但严复有一点是错的， “宪法” 不是日本人对汉语的 “宪”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王人博文。
輦輰訛 参见前引譻訛， 聂鑫文。
輦輱訛 [德] 汉娜·阿伦特： 《启迪———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 王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第 83页。
輦輲訛 袁文彬： 《本雅明的语言观》， 载 《外语学刊》 2006年第 1期。
輦輳訛 曹丹红： 《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 再解读》， 载 《中国翻译》 2012年第 5期。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汉娜·阿伦特书， 第 85页。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汉娜·阿伦特书， 第 85-86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袁文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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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法” 两个字的拼合， “宪法” 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固有词语。輦輷訛 除此之外， 像 “民主” “共和”
“国体” 等都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原有的，輧輮訛 它在近代被译者调用出来， 这也说明了本雅明有关人类
“纯粹语言” 的历史联系的深刻洞见。

为了进一步解释 “纯粹语言” 的存在， 本雅明还在 “原作” 和 “译作” 中区分了 “意向性的对
象” 和 “意向性的样式” 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輧輯訛 他以德语 Brot 和法语 pain 两个词语为例， 认为
德语 Brot 和法语 pain， 在意向性上都意指的是同一个对象———“面包”， 但它们的意向性样式却并不
相同。 “由于意向性样式的不同， ‘Brot’ 对于德国人的意味和 ‘pain’ 对于法国人的意味是不一样
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词不能互换， 事实上， 它们都在努力地排斥对方。”輧輰訛 进而言之， 汉语的 “面
包” （它不是中国固有食品， 而是 “翻译” 过来的， 严复把英语的 bread 译为 “比时”） 与德语、 法
语一样， 在意向性上都指向的是同一种食品 （中国人不可能把德语的 Brot 指向中国人所说的 “面
条”）， 但关键在于 “意向性的样式” 上： 中国人对 “面包” 的理解总会与中国固有的一种食品作比
较： 一种同样是使用面粉， 但不是烘烤而是通过 “水蒸” 制作而成的食品———馒头。 中国人的 “面
包” 味道是在与馒头味道的无形对比中所获得的。 所以在意向性的样式上， “面包” 不但不能与德
语、 法语的词语互换， 而且会激烈地 “排斥对方”。 这是本雅明对 “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这个命题
的进一步解释。

那么， 对于宪制文化那些概念、 术语的 “来世” 又如何理解呢？ 我们认为， 中国文化中的
“化” 概念是解释 “来世” 观念的最佳途径。 “化” 带有隐喻性质， 或者说 “化” 本身就是隐喻的。輧輱訛

它在中国文化里通常是指一个事物通过一种 “神秘” 机制能够转化为另一种事物， 而后一种事物通
常会被看作是前一种事物的 “来世”。輧輲訛 在庄子的思想里， 这个概念是 “物化”。 自然界最奇妙的莫
过于毛毛虫 “化” 为蝴蝶这种现象。 在 《红楼梦》 里， 贾宝玉是石头 “人化” 的结果， 林黛玉是从
绛珠草 “化” 身而来。輧輳訛 世人皆叹 《牡丹亭》， 杜丽娘因为 “情深”， 可以由生而死， 再由死化生。
这里最典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化蝶” 的故事： 在肉身死去之后， 用另一种形态达到生命与理想
的升华。 “化蝶” 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蜕变， 是顺应自然的造化， 是对自身的重新塑造， 从生到死，
再由死而生， 皆为生命的奇迹： 再归来时， 已是焕然一新。

“化” 的隐喻未必是现实的， 而化的观念却是真实的。 按照隐喻理论， 隐喻是用一种比较具体
的事物作为模型去理解一种与之并不相同的抽象事物。輧輴訛 模型可以理解为 “经验完型”， 如， “争论
就是一场斗争”。 “斗争” （战争） 是比较具体的现象， 每个成年人都有有关 “斗争” （战争） 的认知
经验或经历， 通过对 “斗争” 的体验或认知， 然后把对 “斗争” （战争） 的认知投射到 “争论” 上
去， 通过 “经验完型” 建构起对 “争论” 这一抽象现象的理解。輧輵訛 与此相关联， 中国宪制中的人民、
宪政、 民主、 民权、 共和、 国体等概念在隐喻意义上， 正是西语的字母文字被中国 “化” 的结果，
这些已中国化的东西无形中也成了西洋宪制的 “来世”。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譿訛， 林来梵、 褚宸舸文。
輧輮訛 参见苏力： 《何为宪制问题？ ———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3年第 5期。
輧輯訛 参见高乾、 钟守满： 《本雅明翻译思想的寓言视角解读》， 载 《中国翻译》 2012年第 2期。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汉娜·阿伦特书， 第 86页。
輧輱訛 参见肖家燕、 李恒威：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 载 《中国外语》 2010年第 5期。
輧輲訛 许建平： 《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 载 《中国翻译》 2002年第 5期。
輧輳訛 参见钱冠连： 《翻译的语用观———以红楼梦英译本为案例》， 载 《现代外语》 1997年第 1期。
輧輴訛 [美]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48-49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书， 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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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onstitutional�system�of�China�originated� in�modern� times,�with�1840�as� the�key�
point.�This�kind�of� constitutional�discourse� is� composed�of� a� series�of� concepts� such� as�people,�
democracy,�civil�rights,�republic�and�state�system,�and�exploring�the�origin�and�evolution�of�these�
concepts�is�of�particular�value�to�the�study�of�the�concept�of�Chinese�constitution.�The�introduction�
and�development�of�these�keywords�is�not�a�one-way�acceptance�of�the�more�advanced�concepts�
from�the�west�and�Japan�at�that�time,�but�the�process�of “rebirth” of�conceptual�words�in�China.�
In� this� process,�words� filled�with�westernization�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local� contexts� by�
Chinese�intellectuals,�and�have�also�been�given�the�task�full�of�historical�imprints.�Keywords�in�the�
context� of�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China,� being� tossed�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veal�
different�verve�with�specific� translation,�and�provide�rich�academic�resources� for�us� to�study� the�
specific�meaning�of�constitutional�system�in�China.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System;�Constitution;�Conceptual�History;�Transformation�of�Modern�
China

（责任编辑： 李广德）

结论

综上所述， 在宪制语境下去进行概念史研究或多或少需要穿梭于文化与语言之间， 对于近代中
国的 “宪制” 诸概念而言， 更是如此。 从 “人权” 到 “国体” 等的一系列概念都是远渡重洋而来，
而其内涵却是生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 因此中国宪制起源的研究也正在于还原这一过程， 并进行
有意义的阐发。 虽然总体而言， 在学术分工愈加专业化的今天， 我们无法确切地将这种研究归类到
“知识考古” 抑或 “观念史研究” 之中， 但仍然就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当中掺了
点法学的表达， 也混了些历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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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财产权到制度性权利
———全貌审视下的知识产权 “时代正当性” 方法探议

冉 昊 *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 人们倾向于从个体权利法角度来单一认知知识产权， 将构型于近代
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解读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个人伟大觉醒下的自然财产权。 但从史学细
节、 哲学叙事、 国际关系等方面全貌审视， 知识产权的源起和发展中贯穿的是利益集团间
的争斗和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定位的国别抗争， 而作者个人权利不过是争斗的借口， 所以以
自然财产权认知来主张对知识产权人的强保护诉求， 并不当然地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们应
从本质上破除源自有体物原型的自然主义财产法教义规则对知识产权的当然适用， 而通过
反思知识产权的想象原型， 将其理解为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双重性质的 “制度性权
利”， 正适于强能动的动态界限调整。 进一步， 就可引入 “时代正当性” 概念来确立差别
化的动态标准， 具体地判断在不同时代阶段下公益私权彼此消长的优劣得失， 寻求符合
本土国情的平衡点， 从而对知识产权私益保护程度和公益适用例外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
配置。
关键词： 知识产权 大叙事 制度性权利 时代正当性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5.003

*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法学院教授。

2018 年， 根据慢粒性白血病人真实原型改编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票房、
高赞影评和无数影展奖项， 反映出百姓与制度、 警察与嫌犯、 特别是国际医企的药品专利权与无数
病人的续命生存权之间持续的冲突。 由此， 工业化以来由西方引领、 逐渐型成的现代财产权利结
构， 以至其的合法性问题被鲜活地挖掘出来， 促使人们反思： 现行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就是如
西方宣传的具有自然权利基础的普遍真理， 而能够跨越时空不区分程度、 对象地统一适用？ 当代
愈加繁密的世界性知识产权保护， 在促进全人类进步的同时， 是否也潜在地为强者、 先行者或曰
“既得利益者” 提供了获取财富的更多优势或 “自由”？ 为此， 本文首先从历史、 哲学、 国际关系
这表里相依的三个方面全貌审视知识产权， 进而从教义学上剖析其权利原型本质， 再引入 “时代
正当性” 历史动态概念， 对处在不同时代阶段下的不同国家之知识产权私权、 公益边界作出动态
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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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知识产权的全貌审视譹訛

长久以来， 基于对促生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近现代历史的辉煌想象，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彼时的
教育、 文化、 艺术、 科技就一定是同等发达的， 诞生于其中的知识产权法律， 自然也就是促进此等
辉煌成就的合理制度之一。 于是， 构型于彼时的知识产权制度就被 “大叙事” （metanarratives） 解读
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作者个体伟大觉醒下的自然法一脉， 完全从个体权利法角度来解读； 再以源
于自然法的个体绝对权利理解来推定知识产权的全部内涵外延； 由之， 任何没有对这一神圣的绝对
权利提供 （按照西方实践所确定的标准） 保护的国家， 就都有失文明、 欠缺现代化！

（一） 史学细节驱魅： 反对剧场假象大叙事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生物科学、 量子物理等最新的自然科学告诉我们， 社会的进展其实并
不遵循十九世纪机械复杂性 （complicated） 下的线性进化论， 而是一个复杂变易性 （complex） 系统
的自适应过程， 其中充满了断裂、 机缘和历史的耦合。譺訛 就此， 天才学者早早就提出了 “剧场假象”
等质疑，譻訛 指出从各种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概念， 一旦得到接纳， 便
会牵引其他一切的事例来支持、 强化它们， 纵然找到更多的和更重要的反例， 也往往会被人们有意
忽略而惯性地保持原有结论的权威。

故此， 为了对那些已经 “堪比宗教信仰” 的知识产权法个体权利式解读驱魅， “西方一些学者
沉潜于史学研究。 欧美知识产权历史研究始于一百多年前， 但近几十年则日渐接近后现代主义的某
些方法论。 后者尽管流派极其复杂， 但总体上均认同解构主义领军人物、 法国学者利奥塔 （Jean-
Fran觭ois Lyotard） 所说的对 ‘大叙事的怀疑’”。譼訛 这些 “大叙事”要么采用福柯所谓的权力话语， 要么
运用缺乏时空点细节的浪漫遐想， 将多元的历史事件根据某普遍真理抽象归结为一种完整阐述， 有
意无意地忽略掉真实历史中的诸多细节， 而在具体制度探寻上无法产生以史为鉴的切实效用。譽訛 所
以虽然看上去宏大贯通， 实为各种被 “剧场假象” 所劫持的理解。 要真正了解知识产权， 就应抛弃
此种假象， 走进复杂变易性 （complex） 的社会中， 用具体鲜活的历史事例、 跨学科的史料细节———
包括数不胜数的商业记载及时人评述， 几百年来的国会原档， 以及普通法案例及陈情记录等———尽
量还原历史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 从中呈现出知识产权演进的历史真实。

1. 初创时： 为英国利益集团所主导创立， 缺乏作者个人的身影
考诸英国知识产权史，譾訛 我们看到在其农业封建社会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君王特许的印刷专有

权或专营专卖权。 1557 年， 英王为便于进行严格的政治和宗教审查， 授予了伦敦出版行会 （the
London Stationer’s Company） 独家印刷出版的垄断权利。 这里的受益者一端是获得许可证实现了垄
断的印刷商企业主， 另一端是通过颁发许可证获得特许权租金的统治者， 而根本无涉于从事智力创
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 到了 1594 年， 国会为从国王手里夺取印刷的控制权以作为和王权斗争的

譹訛 本部分最先受到殷玥同学 《私权、 公益？ ———西方版权法双轨传统及其现实启迪》 一文的启发 （该文获 2018 年江苏省第四
届大学生版权论坛优秀论文特别奖）， 后借鉴了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法学院邵科教授的研究成果， 特此致谢。

譺訛 参见 [美] 洪源远：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导论” 第 14页， 结论部分第 279页。
譻訛 参见培根： 《新工具》， 许宝骙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第 22-24页。
譼訛 邵科： 《跨界的视域： 西方知识产权研究菁藻与东方观察》，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9年卷第 2辑， 第 73页。
譽訛 See Jean-Fran觭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xiv.
譾訛 Lyman Patterson, Copyri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ashiville: Vandeiby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n Feather, A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shing, London: Routledg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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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具， 又强烈要求废除这一出版垄断权。 “伦敦出版行会” 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利益， 遂雇佣
了当时著名的法学家运用各种法学理论来向国会申诉， 直到打出保护作者的旗号， 方保住了这一垄
断权， 然后继续在以知识产权开路的书籍商品化进程中高歌猛进、 占据利益， 而作者在其中所获实
则微乎其微。 1710 年英国颁行了 《安娜法案》 （Statute of Anne） （全名是 《为鼓励知识产权创作而
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经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法》）， 通常被浪漫地视为作者成为
法律保护庄严对象的标志。 然而事实上， 一百多年后的 1842 年， 《版权法》 意图改革扩张版权的保
护年限时， 在英国社会却引起了国会和民间团体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 这正是因为， 在出版行会费
尽心机维护下来的这套版权知识产权制度下， 真正得利的只是这些利益集团， 以至于在当时的英国
公众整体舆论理解中， 普遍认为 “版权” 是有害的， 延长版权的保护年限， 就意味着对公众使用的
损害， 自然也就遭到了民间的强烈反对。

这些细节历史考察说明， 现代版权法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宗教和政治审査需要中诞生的印刷垄
断， 再至其利益群体在面对国会反垄断之役时的游说联动， 互动互演逐渐造就出的， 而非是作者权
利意识的觉醒改变了世界。

2. 发展中： 美国自居为后进国家， 强化知识产权的本国法性质来对抗英国利益集团
知识产权制度得到初步确立之后， 随着英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的成长， 其在出版市场

上的利益不断扩大， 对版权的强调也就日益为甚， 在 1769 年 Millar v. Taylor 案譿訛后， 英国本土域内
甚至出现了要将知识产权永久财产权化的认知。 但吊诡的是， 大洋彼岸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
高法院却在其首个版权案件 Wheaton v. Peters （1834） 中指出： 作者对其智力成果所拥有的财产权，
在作品交付出版那一刻就用尽了； 所以从出版那一刻开始， 知识产权就变成了公共财产， 因而英国
模式的自然权利论并不具有法理的正当性。讀訛 继而， 依照这一非自然权利论的先例论断， 十九世纪
上半期的美国国会就口口声声主张， “世上并没有什么国际版权”， 一国之知识产权， 权利根源在于
其本国法律的赋予， 故是否给予外国版权以保护， 只应取决于一国自身的内国考量。 是故美国政府
和产业界一致认为， 当时美国是发展中国家， 英国是发达国家———读者众多又兼书籍定价昂贵， 双
方并不对等， 因此只有等到美国作者的作品在英国也能拥有市场时， 才可以对等地相互赋以版权。讁訛

这些细节历史考察说明， 在知识产权的演进中， 如今同属发达国家的西欧和北美之间， 其实还
是有着先行和次发的时代阶段差异的。 基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科技力量对比， 美国自居发展中国
家， 其政府、 产业、 司法以及学术各界在对版权的定性上， 就都明确否认知识产权的自然财产法属
性， 以此建立了拒绝保护外国作品的法理正当性和司法实践。 这一系列的认知主张和司法实践， 为
当时美国爬坡阶段的科技发展争取到了许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

（二） 哲学叙事提升： 从个体权利、 功效主义到人文境界

1. 洛克的 “占有性个人主义”
依前述， 十六世纪以来互演发展至今的知识产权历史中， 一直传承着个人主义财产权的保护之

譿訛 Millar v Taylor, (1769) 4 Burr. 2303, 98 ER 201.
讀訛 See Wheaton v. Peters, 33 U.S. ( 8 Pet.) 591 ( 1834). Also See Meredith L.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1834-185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p.45.
讁訛 James J. Barnes, Authors, Publishers and Politicians: The Quest for an Anglo-American Copyright Agreement 1815-185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p.65-69. Meredith L.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1834-185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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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的确， 从形式上一眼看去，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在 “产权” 之前加上了 “知
识” 二字， 似可理所当然地归于 “产权 （property）” 之一种， 将来自 “财产权 （property）”輥輮訛 的自然
主义认识套用于它。 如在前述国会要废除 “伦敦出版行会” 的出版垄断权时， 出版集团运用了各种
法学理论来申诉其垄断的正当性， 但均遭国会否定， “面对即将逝去的垄断和荣华时， 十七世纪伦
敦的出版商们在雇用几个法学家向英国国会不停上呈说帖时， 将作者和创造成果的关系仓皇地称作
地权、 父权， 复又称作天赋人权， 最后只有洛克的天赋人权被国会采纳”。輥輯訛 这正是因为在当时， 被
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创造的自然权利学说深入人心， 深受洛克个人权利自由学说
洗礼的英国国会各个议员， 对于已经高扬了作者个人权利的出版行会， 自然就无法再不予支持了。輥輰訛

从彼时的时代正当性来看， 洛克生在从神性到人性的承上启下的年代， 个体的自由和财产需要舒
展， 因而他基于基督教的传承与时代的需要， 创造了 “占有性个人主义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輥輱訛

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说： 上帝将整个世界赐给人类； 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劳动拥有财产
权； 当人将劳动添加到自然物上时， 便对该自然物拥有了所有权。 同时， 他还提出了两个限制条
件： 一是给他人留下足够的份额， 二是每人只取走自己消费的份额， 不应造成浪费。輥輲訛 这一理论自
创设以来广受拥护， “几乎自启蒙时代以来就确认： 人们对财产所拥有的权利来自劳动。 财产权劳
动学说构成了财产观念的基础， 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一种深刻信仰。”輥輳訛

2. 功利主义
在看似 “自然” 的洛克哲学之后， 后现代社会的复杂发展逐渐使得 “正义” “权利” “义务” 等

大词丧失了传统的光辉， 市场经济发展更带动经济理论的解释逐步渗透到法律科学的合理性架构当
中。 由此， “占有性个人主义” 的洛克学说强势产权主张开始和功利主义相汇合。 所谓功利主义，
注重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后来更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作用下， 被简化理解为最小总成本或最
大总收益）， 认为知识作为无形产权， 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故极易被复制， 倘若不效率地授予
个体以知识产权， 人们就失去了创造、 投资有益社会之新知的动力。

这两种学说汇合后， 就形成了一种化约的表述： 神圣的、 辛勤劳动取得的个人财产权， 能给权
利人带来最大经济的回报， 就此带动整个社会功利的最大化。 于是， 无论是先验地从自然法的个体
主体性至上出发， 还是从事后视角 （ex post） 的社会效率最高出发， 人们不自觉地将知识产权认作
“和土地或其他有形私人财产一样的权利， 因而需要用同样的全副法律盔甲来保卫”，輥輴訛 不再区分动
产与不动产、 有形与无形、 知识与财产、 私权与公益、 持有与传播……乃至分配正义、 创造力的目
的或是宽容弱势的必要性等等， 都在化约中消隐了。

3. 新人文境界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时代阶段的进展带来时代正当性的潜在变化， 西方主流批判思潮加强了

輥輮訛 “产权 （property）” 与 “财产权 （property）” 二词的西文原文完全同一， 只是在我国翻译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学与法学
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内舶来研究范式的路径影响下， 逐渐产生了中文字面上的差异。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譼訛， 邵科文。
輥輰訛 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 A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London: Mansell, 1994, pp.50-56.
輥輱訛 “占有性个人主义” 这一说法， See Jessica M. Silbey, “Comparative Tales of Origins and Acce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hetoric of Social Change”, 61 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 2010, p.200.

輥輲訛 [英] 洛克： 《政府论》 下， 叶启芳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 18页。
輥輳訛 易继明： 《评财产权劳动学说》， 载 《法学研究》 2000年第 3期。
輥輴訛 Willian Fisher, “The Grow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 History of the Ownership of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Vaver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aw, Vol. 1, London, Routledge, 2006,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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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版权、 专利等的不信任倾向， 关注和强调知识产权的扩张会妨害公有领域的风险。 人们开始反思
有形动产和无形权益的本质差别： 诗文创作和采野果、 种桃子的劳动产出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吗？ 创
造的动能究竟是什么？ 作为 “占有性个人主义” 的洛克学说能否描摹出创造力的全部目的和特性？
知识产权是对智力劳动唯一的回报吗？ 或者说， 对智力劳动带来的创造物是否只能主张绝对的强势
独占权， 而智力创造出来的、 不再原始的新知， 是否应当成为公有领域的物什？

在这过程中， 学者们提出了受众理论 （reception theory）， 认为知识创造是作者和公众在互动中
共同推进的 “辩证过程”。輥輵訛 一个作者或智力成果创造者并不是疏离的自我创作者， 而是站立在巨人
肩膀上的社会后继者， 所以智力创造是一种不断学习借鉴他人成果的过程， 创作者不应被武断地视
为成品独创性的唯一贡献人。輥輶訛 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数据则表明， 创作者所需要的并不一定只是产
权的经济回报， 还包括环境提供的兴趣、 愉悦、 满足及挑战性的动力导向和创造力。 这一心理学观
察被田野调查所证实： 学者花费了 4 年时间， 实地访谈小说家、 画家、 雕塑家、 生物学家、 软件工
程师、 律师和企业人士等， 发现许多艺术家只是渴望不影响创作心情的稳定饭碗， 却并不在意版税
的功能。 他们创造的动力并非只是源自强有力的、 独占式的知识产权； 相反， 在当代连带型社会阶
段下， 版权独占有可能妨碍创新， 而公有领域带来的普遍推动和灵感才更加重要。輥輷訛

这些看似反传统的新研究的意义， 并不在于对知识产权私益的否定， 亦非确立知识公域的范围
和定义， 而是以接地气的方式发现了知识产权法中的通常认知和现实的脱节， 证明了人们创造动能
的多样性， 从而颠覆了对创造动能唯一性认知的经济学基础。 那么， 既然这一动能并不限于将知识
产权排他性归于创作主体后带来的经济利益刺激， 上述洛克主义和功利主义又应该如何改善？ 为
此， 出现了一种更加宏大、 尝试融通东西方哲学传统而彻底送走旧哲学的新人文境界哲学，輦輮訛 在其
追求的视野中， 财产权早已不是唯一的途径， 更不是唯一的目的， 而是试图探索一种超越权利及功
利的人文境界， 人的发展、 人类荣昌 （human flourishing） 或是美好的生活变成了思考的中心， 强调
一切知识产权的认知办法和规则设置、 权限界定， 必须要能促进人的发展、 使全人类活得更好。輦輯訛

（三） 国际关系反思

经过以上史学细节驱魅、 哲学叙事提升等进行的宏观审视， 我们就可以抛开对知识产权的自然财
产权成见， 继而抛开在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 “西方中心” 认知作用， 正视当前现实， “在全球髙度上
看创新和文化流通的经济和社会维度”。 此时， 我们看到的就是 “权力和知识上的极度不平等”。輦輰訛 如
在 iPhone 系列手机制造中， 美国苹果公司在此销售链中获得的利润高达 70%， 而推动其市值全球第
一， 但为苹果代工生产的中国台湾富士康集团生产一部手机却只能获利 4 美元左右， 不足销售链利
润的 1%，輦輱訛 还要加上巨大的环境损害和生态威胁。 对这种形式平等、 但受益严重不对等的所谓经贸
技术投资自由， 恐怕即使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派学者也不得不反思单一强调知识产权人强保护模式

輥輵訛 Robert Holub, 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1984, p.57.
輥輶訛 See James Boyle, Shamans, Software &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8.
輥輷訛 Jessica Silbey, The Eureka Myth: Creators, Innovators, and Everyda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79.
輦輮訛 参见邵则宪： 《昭隆传统之大美： 中国文化如何成为全球治理的建构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6章。
輦輯訛 Madhavi Sunder, 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3.
輦輰訛 See Madhavi Sunder, supra note 輦輯訛, pp.2-3。
輦輱訛 参见 《富士康从苹果公司拿到了多少利润？》， 载中国经营网， http://www.cb.com.cn/companies/2014_0926/1086332.html， 2019年

8月 2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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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当性。 虽然从形式上看来，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技术的出技术， 这就是一种劳资合
作、 自愿分工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模式； 但它却在实质上忽略了， 其中一方当事人的比较优势源自
它提前经历的时代阶段获得的知识优先性， 从而能够强制获取垄断性的稀缺资源， 做出不合理的超
高额定价， 逼迫发展中国家用孱弱的经济和民生来额外承担。 如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
关心国家间的能力差距， 不帮助他国进行作为本土创新前提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味索求对知识财产
权人的保护， 就导致了其近邻 （包括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诸国） 接受美式专利 20 余
年， 却产生了严重的权义失衡， 民生也遭受了实质性的妨碍和损害。輦輲訛

所以整体来审视国际关系， 西方利益集团———包括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也包括德美等后
起之秀， 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自居的发展中国家转为了利益既得者———一以贯之地推动强化
对其利益集团的保护， 换言之， 知识产权从初立之始， 就一直是、 并越来越多地作为大企业利益集
团商业博弈的工具。 在十七世纪， 这些利益集团是集中在伦敦的出版商； 到了二十世纪， 则成为了
总部设在欧美中心城市或离岸群岛的各大型跨国公司， 其操纵全球商业运作、 国际规则的手段， 比
十七世纪的伦敦出版商更加娴熟且隐蔽： 区区 12 个跨国公司首领就能为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 （TRIPs） 塑形， 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輦輳訛 事实上，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全
球资本主义的结构互演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构成了 “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輦輴訛，
合成一种高度联动的结构化施动 （structured agency）， 恣意驰骋全球， 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
谈判中积极游说发展中国家， 将贸易问题与知识产权相捆绑， 极大推动了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知
识产权获利。 以此来看， TRIPs 协议已远不只是一套法律文本， 而是全球政治经济变迁的一部分，
发达国家在传统政治、 经济、 外交手段之外， 愈将其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相捆绑， 借表面上看来形
式平等、 但实质上严重不对等的经贸技术投资自由， 获取了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导致了全球贫富分
化的加剧而非缓和。

当前国际关系全球化的本质并不仅是全球贸易、 人口流动以及文化往来这些表象， 而更是西方
规则的全球化， 在通过知识优势来影响财富和权力分配的知识产权领域尤甚，輦輵訛 甚至带来了当代
“信息封建主义”輦輶訛： 封建主义是一种描述欧洲黑暗封建史的修辞， 信息封建主义则借喻当代对知识
创造的垄断和把持， 造成了知识掌控型的全球阶层固化。

二、 对知识产权之权利本质的教义学反思

以上从表里相依的历史、 哲学、 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对知识产权的全貌审视告诉我们， 知识产权
的源起， 并不是人们以当代视角反观既往， 以工商资本主义发展、 作者权利觉醒之类的大叙事可以
一以蔽之的， 而其实来自复杂变易性社会中多个历史元素的互动互演———最初是英国利益集团争斗
中基于自身利益的推动， 此后就一直贯穿着不同时代阶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跨国集团和普

輦輲訛 See Kenneth Shadlen, Coalitions and Compli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45-246.

輦輳訛 See Susan K. Sell,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 书中指出， 正是当时总部在美国的一小部分最有势力的跨国集团的总裁和高管们， 积极地推动了这一协
定的产生。

輦輴訛 David Kotz, “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4:2, 2002, p.64.
輦輵訛 See John Braithwaite & Peter Drahos, 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7-30.
輦輶訛 See Peter Drahos & John Braithwaite,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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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公众之间有关公益与私利的博弈抗争。 其中对个体商业利益的强保护诉求， 充其量也就是片段的
历史传统和特定期间内的哲学主张， 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而且直到今天， 这些 “知识产权人” 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大集团自身， 而并非是个人———虽然许多人受雇于
企业， 通过自身劳动创造出雇员作品， 但他们个人却对此并不享有或享有非常有限的版权或专利权
等。 更有甚者， 一旦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人崛起， 挑战到他们的商业优势， 贸易战、 科技战等各
种手段便如影随形。 为此， 抚今追昔， 我们必须从教义学层面上进入知识产权制度内部去认知它的
各种要素， 展开逻辑思考， 寻找这一制度的社会正当性。

（一） 物理属性
首先， 与物质资源依托于实体来获得使用性和价值性， 因而先天地具有稀缺属性不同， 知识产

品的特征就是可以无限复制和倍增， 从而具有了可扩展、 可塑造、 不可毁坏以及永存不灭的特性，
因而 （至少在使用层面上） 从知识产权本质的属性上来看， 它就是非稀缺的———既没有自然的限
制， 也不会消耗殆尽。 只要我们不以垄断的方式去人为地造成其稀缺， 知识一旦被获致就可再加应
用， 而不受限于自然形体性， 从而能够服务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所有人或占有人。 特别是进入当
前新经济时代后， 通过将各种传统资源转变为信息数据， 再促进其于数据流线上裂变创新、 增值共
享， 以信息弥散流动、 以流动加载信息， 原本只能个别存在的个体信息开始与流动创新融为一体，
带来普遍的数据互联， 数据的互联又会不断互生带来新的应用， 而贯穿承载了一系列后继者新的智
力劳动投入。 基于洛克劳动财产理论， 这可谓 “一物多权”， 有悖于传统有体物原型生发出的 “一
物一权” 自然主义认识， 对 （特别是欧陆） 传统以来仅承认单一独立权源的一元制 （uni-titular） 财
产权结构輦輷訛 引起了持续的冲击。 由此带来不可阻挡的发展大趋势就是， 包括文字、 图像、 电影、 3D
打印实物甚至是货币， 都在从稀缺性的领域走向非稀缺性领域。

因此， 有形物世界所贯穿的稀缺性比对观念世界里无所不在的非稀缺性， 二者在物理属性上的
根本性差异， 必然要求法教义学对知识产权的规制路径要有别于基于有形动产的传统财产权认识。

（二） 社会功能
社会的个别进步， 固然离不开知识产权的垄断独占赋予其创造者的动力激情， 但社会的普遍进

步， 恰恰也需要通过前人知识产品的无偿分享带来加速的知识增量累积。 哈耶克就曾指出： 近代以
来， 人类整体得以飞速进步和生产的一个关键， 就在于知识的复制和传播。 那些经由先行国家耗费
大量经费、 时间、 精力代价而形成的知识无偿馈赠 （free gift knowledge）， 使后发国家能在耗用远比
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到与先行国家同等的水平，輧輮訛 从而带来整体人类的进步。 因此， 哈耶克
强调： “就产权法而言， 我们不难看出， 那些对普通的可以动的 ‘物’ 或 ‘财产’ 足以适用的简单
规则， 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大适用范围。 我们只需看看与土地有关的问题， 尤其涉及现代大城市市区
土地的问题， 就可以认识到， 那种建立在某一特定财产的利用只关系到其所有者利益这一假设基础
上的财产概念， 根本不可能成立……在其他某些产权概念近来刚刚扩及的领域， 防止垄断和保护竞

輦輷訛 在其引用率极高的 “所有权” 文却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第二部分 “产权 （title）” 中， Honoré 将财产法律体系区分为了一元制
的 （uni-titular） 和多元制的 （multi-titular）。 在一元制的 （uni-titular） 财产法律体系中， 每个财产客体都只有一个产权之
根 （root of title）， 其上的一切权利也就都只能源此而出， 即当前的一切产权最终都能追溯到这同一个来源上。 因此对于一
项财产客体， 如果已经认定了其所有权属于 A， 那么， 非经能剥离 A 之所有权的程序， 就不存在其他的途径能使 B 通达此
财产客体的产权根源， 这就在事实上减少了更多主体对该财产客体加以利用的可能性。 See A. M. Honoré, Ownership, in A. G.
Guest (ed.),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36-141.

輧輮訛 参见 [美 ] 杰弗里·塔克等： 《哈耶克洞见未来的预言———知识的非特权化》， 禅心云起编译， https://new.qq.com/omn/
20190412/20190412A00EK2.html， 2019年 8月 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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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问题就更为尖锐， 我这里指的是诸如发明专利、 版权和商标等的权利和专有权。 我一点也不怀
疑， 在这些领域中盲目地使用在有形物上发展起来的产权概念， 已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垄断的产
生。 所以， 要使竞争起作用， 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尤其在工业专利领域， 我们必须严肃地考察
一下， 授予垄断专有权， 是否真的是最恰当最有效的对承担某种科研投资风险的奖励形式。”輧輯訛

以上 “知识非特权化” 预言如果出自管理主义者 （如凯恩斯）， 一点都不稀奇， 但出自半个世
纪前古典自由主义领军者， 彰显出与其一贯的公权非干涉主张间强烈的张力冲突， 则无论如何提醒
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 对知识产权进行私权性权源赋予的正当性或程度所在？ 即使不应像某些激进
的经济学者主张的那样， “废除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代以其他激励模式， 全球经济将更公平有
效”，輧輰訛 但这至少已足以警示我们， 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将知识产权完全等同于自然财产权， 而
以绝对性的保护断绝了其公益路径的开放空间。

综上所示， 一项知识产权， 从其物理原型上来看， 无形体事物具备的就是非稀缺性的本质； 对
其多元使用并不会直接减损原初所有人的物上价值。 相反， 社会经济分析表明， 一旦公开使用后，
有可能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进步。 因而， 对这种在属性和功能上都不同于有形物
世界的观念世界， 如果盲目类推基于有形物原型想象而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 “财产权” 之概念及规
制办法， 就并不符合 “鉴于 ‘事物的本质’ 从事法的续造” 原理輧輱訛———即立法制度设计上应根据事
理的不同对事物做不同的处理， 这是法教义学 （于其型成时仿自彼时兴盛的自然科学之） 精密机械
复杂性的基本要求。 如果有悖违反而错误适用， 就会带来制度的漏洞或互戕， 导致有害特权的产生，
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垄断， 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经济的后果， 直至影响一国的未来发展和全球竞争。

故此， 在当下及未来的知识产权规制中， 我们就不必理所当然地沿用各种 （源自有体物权的自
然主义） 财产教义规则， 而完全视知识产权为创作者个人 （劳动） 意思的神圣权利结晶， 以图迎合
近现代彰显个体权利意识而带来的财产保护要求。 反过来， 不再盲目给予知识产权人以绝对性保
护， 而能够均衡处理其私益与公益之空间， 才是对现代法治国基调的真正符合。

三、 对知识产权体系的 “时代正当性” 动态改进

以上讨论破除了将知识产权等同于自然财产权的迷思， 进而否定了对其“授予垄断专有权” 的
理所当然。 下一步的问题， 就在于要能正面给出其权能范围边界的具体划定。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对
此的答案是：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都不应使用一个现成的公式， 而应回到市场体系的基本原理上
去， 并应根据每一种情况确定政府应当保护的确切权利”。輧輲訛 这里的 “市场体系的基本原理”， 指的
显然是法治正当性的普遍要求， 包括个人权利、 贸易自由、 充分表达、 平等保护等关键词， 但所谓
“每一种情况”， 则是一个复杂变易性的综合变量， 包含着大量的关系博弈， 并且随全球交往环境的
扩展而增量纠缠。 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其中同时考量各国的历史传统、 资源禀赋、 国情现实、 保护需
求等， 方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做出不同需求的动态应对。

（一） “时代正当性” 标准的确立

上文在讨论西欧先行国家比对北美次发国家、 北美发达国家比对东亚后发国家时， 同一国家

輧輯訛 [奥] 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贾湛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05-106页。
輧輰訛 See Michele Boldrin & David Levin,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輧輱訛 关于法的续造， 参见 [德] 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 360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輧輯訛， 哈耶克书， 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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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在不同时代阶段下的态度转换体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变量， 那就是所处的不同 “时代
阶段” 的差异， 笔者愿将其概括为一种 “时代正当性 （legitimacy of the era）” 认知。 就如马克思在
观察了法国大革命整个过程后发现： “‘拿破仑的’ 所有制形式， 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
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 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輧輳訛 因而同
样是对拿破仑所有制， 处在十九世纪初期和末期之不同 “时代阶段” 下的人们， 基于自身不同的感
受， 就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正当性评价。 所以在一国生产力有所差异的不同时代阶段下， 遵循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 不同生产力方式会分别主导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和需求， 进而带来对应
的社会阶层及其各自的利益诉求； 个体身处其中， 根据自身感受到的实际需要， 就会产生不同的直
观认知， 进而形成不同价值倾向的优先性， 自发认可人际关系中的某种权利分配模式为正当
（legitimacy）。輧輴訛 换言之， 尽管形式上， 我们永远都在以 “公正” “正义” 等大词表达自己的需求， 但
实质上处在不同的时代阶段下， 人们会基于不同的时代基础情理产生偏好上的差异， 进而在内心自
动调整对这些宏大叙事的认知 （conception）， 形成公正与否的直觉判断， 再去相应一点点地调整、
改变规则的适用乃至法律本身。

以此 “时代正当性” 认知来看， 不同的国家， 特别是 “二战” 以来诸多后发国家， 系从各自不
同的生产力起点出发， 遭遇着多种历史的耦合一步步前行， 以至于今天， 我们虽处在同一空间下，
但其实并不在同一时代中，輧輵訛 而各自具有着本国不同的 “时代正当性” 要求。 前文所考察的十九世
纪中期美国对英国知识产权自然权利法理的否定， 就是典型的一例。 美、 英同属普通法系国家， 但
在同类版权事件的具体处理上， 结论却截然相反， 其原因正在于十九世纪中期时其各自所处时代阶
段的不同所带来的需求差异。 彼时的疯狂盗版， 国会、 法院公然的理论与法律支持， 若再放置于今
天美国自己主导的全球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 毫无疑问又会被归为严重违反知识产权规则的行为，
完全丧失正当性， 甚至被义正词严地以贸易战相威胁与制裁了！

（二） “时代正当性” 标准对知识产权的适用

1. 以 “同情的理解” 彼此尊重并认可各国间知识产权私权保护水平的现实差异
按照这一动态差别化的 “时代正当性” 标准， 在当前一国以至国际范围内争论不休的人权、 环

境、 知识产权等热点问题上， 就难以简单定论对错优劣。 处在发达国家阶段的团体， 更多看到的是
自己之前的种种付出， 又担心后来人对自己垄断利益的分得， 故而基于自己的利益出发， 直觉地倾
向于通过各种细节技术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预先提出各种程式化的模式来加以适用， 即使会为
此扼杀后来的创新可能也在所不惜， 唯恐对自己的保护有一丝错漏。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来人，
更多思索的则是如何秉持后发优势， 在现有格局基础上运用自己的勤劳智识开拓出更多的创新领

輧輳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69-570页。
輧輴訛 参见冉昊： 《论当代中国的交叠特征与法治社会建设》，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4期。
輧輵訛 这一认知看似简单， 但在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潜在遵从的线性历史进化论认识前提下， 却并不清晰， 人们惯性地将自己所处

时代归类为经典权威刻画的某一个单一阶段， 再按图索骥去机械认识其中的社会矛盾来决定在当代开展的对策。 为此， 作
为后发国家， 我们若欲实事求是地认知自身、 找到本国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就应认真反思各种 （根据发达国家既有历史
进程构建的） 线性历史进化论， 打破宏大叙事带来的教条 （ideology）， 而结合历史时序观与社会结构观， 实实在在地考量
本国当代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真实时代阶段特性。 如马克思本人就曾特别声明， 他所勾勒的 “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
阶段的古代、 封建和现代生产方式” 只适合于西欧， 并不能套在其他区域， 否则 “对他而言不但是过誉了， 而且甚至是一
种蒙羞”。 Karl Mark and Friedrich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L.S.Feuer, London: Fontana Books,
1972, pp.478-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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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故而会直觉地倾向于对个体创新努力的赞赏。 如笔者在海外访学时， 曾被邀参加美国一个高校
社会学的反性骚扰课题研究组， 并按其要求整理了中国高校相关情况做论坛汇报， 此后， 为助力课
题负责人， 将相关内容整理增加了法学内容完成了一篇独立文稿，輧輶訛 连夜发送给课题组负责人以示
谢意。 然而， 课题组负责人却在收到文稿后勃然大怒， 表示严禁此类写作， 理由是如果学者个人做
出了研究并予发表， 课题组将难以在相关海内外杂志上再有发表， 并表示这就是他们通行的学术规
范， 所有人必须遵守。 但在发展中国家学者组织课题研究时， 对于吸收进课题组的外国研究者， 我
们一般会衷心欢迎其将母国涉及课题的情况单独研究， 如果能够发表更是对课题组的贡献！ 最初笔
者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运用以上 “时代正当性” 理论， 意识到处在不同时代阶段的不同国家
学者在知识产权理解上的这种差异进而带来的学术规范差异， 似乎也可以 “同情的理解”， 而不必
再做对错高下之争了。

如果一国忽略此差别化标准， 罔顾他国所处的真实时代阶段， 强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妄加制
裁， 就是忘却历史、 忽略社会现实的反 “时代正当性” （anti-legitimacy of the era） 行为。 当前美国
通过 《1974年贸易法》 301条款展开知识产权调查， 进而对全球各国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 即是明显
之一例。輧輷訛 事实上， 2018 年以来， 美国在全球贸易及法律问题上不仅只与中国交恶， 与其盟友加拿
大、 澳大利亚等亦生出诸多嫌隙； 其拉丁美洲近邻———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的民生更受到了实
质性的妨碍和损害， 只能在法律和政策创制上削足适履， 在既有全球知识产权体系外谋求发展空间。輨輮訛

2. 从自然财产权到 “制度性权利”
为此， 我们需要重新对知识产权做出全面认知： 首先， 在源自有体物的既有财产法教义规则之

外， 反思知识产权与其不同的固有原型， 从而在本质上破除将知识产权自然财产权化的趋势， 转而
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强能动属性的 “制度性权利（institutional right）”，輨輯訛 即 “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
品的双重性质” ———虽然是私权， 却 “具有公权化的趋向” 以及 “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輨輰訛

其次， 对知识产权的使用和规范———本质上即是对其私权和公利界限的划分———就应同时根据
这二者展开。 事实上， 知识产权从产生以来的客观图景历史变迁， 就是从保护期限、 权利用尽到合
理使用、 强制许可……人们一次次为其增加了形形色色的限制性法律约束， 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公益
路径， 以至于我们站在历史的当前端口直面现在的知识产权图景时， 发现后者已显然迥异于先贤依
有体物想象原型启蒙导出的绝对性、 对世性、 永久性私益保护规制的财产权图景了。

最后， 再进一步， 对这个 “制度性权利” 展开公私界分的一个重要根据， 除了传统三维空间的
静态思维之外， 还需引入 “时代正当性” 来作为第四维的动态差别化标准， 即对于知识产权在一国

輧輶訛 参见冉昊： 《2018中国高校性骚扰及其法律应对》， 载 《实证法学研究》 （第三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
輧輷訛 参见郭民生： 《“中美贸易战” 的背后博弈与对策建议》， 载 《中国发明与专利》 2018 年第 8 期； 沈雁飞： 《试析中美贸易战

背后的知识产权分歧》， 载 《国际商论》 2018年第 19期。
輨輮訛 See Kenneth Shadlen, supra note 輦輲訛, pp.245-246.
輨輯訛 笔者提出的这一 “制度性权利” 概念， 源自 “制度性事实” （institutional fact） 的理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一些法哲学家

明确提出了 “原始性事实” 和 “制度性事实” 的区分。 前者指的是一些更多根源于自然存在的事实， 后者则是一种以人类
实践活动或其结果为条件的事实， 其意义更多取决于适用于这些活动或事件的规则如何设定。 “儒勒·梅里杯在国际足联制
定出关于设立、 规定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定前， 对球迷们是没有特别的意义的。” 参见 [英] 麦考密克、 [奥] 魏因贝格尔：
《制度法论》， 周洁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36 页。 参照这一理解， 笔者将知识产权这种不具有自然形体
性、 而是依靠人为设定规则来获得权源基础的权利， 称为 “制度性权利 （institutional right）”。 当然， 所有的 “权利” 效力根
源本质上都源自人为的赋予， 有形物财产权也是 “制度性权利”， 但基于形体的有无便可推断公众知悉的边界， 二者的差别
毫无疑问是显著的， 可为人们所大致承认。

輨輰訛 参见冯晓青： 《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探微》，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0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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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中的角色、 功能、 地位和保护程度， 并不存在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而应与各国自身的历史
脉络及发展目标密切相关， 随各国自身所处 “时代阶段” 的需要不同而动态变化。

如在文首提到的影片 《我不是药神》 中， 主人公之所以能去往印度获得廉价救命药品， 部分原
因正是在于印度没有照搬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在国际范围内主导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反而根据
自己人口、 医疗现状等来确定了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制， 对诸多外国医药和农业化工产品专利进行抵
制。 “充分利用 TRIPs 协定给予的过渡期保护， 并在过渡期满后进一步通过对 ‘发明创造’ 条款的
严格解释以及对 ‘强制许可’ 制度的灵活运用， 以及对类似 TKDL 科学检索技术的引入， 为印度的
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赢得了有利空间。”輨輱訛 印度司法的理念也一脉贯通， 如 2013 年 4 月， 印度最高
法院通过一项判决， 认定跨国药企对既有药品专利通过轻微改进方式来获取永生专利， 是规避药品
专利过期的行为， 该专利不具有效力。 这使得印度国内药企可以在其内国法律框架内合理合法地继
续生产廉价仿制药， 惠及民众。輨輲訛 这些制度设计 “通过民族国家自主的方式形成了对霸权性国际规
则的抵制， 并通过世界社会的共振， 对各种过度扩张的力量侵入形成了社会反制能力”，輨輳訛 促进了印
度民族工业的发展， 也满足了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对知识产品的需求。 作为同为人口大国的发展同伴
兼竞争对手， 印度的这些平衡知识产权私权与公共利益方面的经验，輨輴訛 值得借鉴。 在当前中国知识
产权体系的认识和建设中， 同样需要关注中国从自身独特的历史起点一路行进、 自上而下推动生产
力发展经历的不同时代阶段过程， 以确定当前时代阶段的叠代性特征， 以寻求中国国情的价值平衡
点， 进行符合时代正当性的法律调整。

结论

人类已从农业时代与工商业时代进入科技时代， 作为人类脑力思维之产物的科技在社会中占有
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随之， 作为规范人类脑力思维创造力的法律， 知识产权的作用和范围也不断
凸显， 跨越财产、 医疗、 公共健康、 环境危机、 创新经济、 美好生活身心安顿等多种主题， 知识产
权也从单一的个人权利保护进入国家主权综合保护的范畴。 事实上， 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反 “大叙
事” 告诉我们， 知识产权从其初立、 演进直至当代的发展中， 从来就不只是单独一方的道德秀， 而
充满了来自各方的多种多样声音， 但大叙事传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 将几百年来的复杂发展简
化矫饰为高扬的 “伟大创作者” 权利， 认定其与自然权利一样边界无限又神圣不可侵犯。 但通过考
察史学细节、 哲学叙事和国际关系我们就能看到， 知识产权的发展从头到尾贯穿着： ①利益集团的
主导； ②不同时代阶段 （中不同经济地位的） 国别抗争； 并③加剧了国家间的实质贫富差距。 以此
来看， （现行西方主导的全球） 知识产权制度并不具有自然法上的普适法理基础。

为此， 我们不能再执着于那种经不起探究的 “大叙事” “占有性个人主义”； 而需要在细节实证
和新人文境界的基础上反思知识产权的本质原型， 依其原型锚定事理， 做出不同的立法处理， 演化
确立出相应的原则、 规则直至适用； 进一步， 引入动态的 “时代阶段” 思考， 建立差别化的 “时代
正当性” 标准， 从而对于本质上兼具私权和公益性质的知识产权， 具体地判断在各个时代阶段下公
私二者间的此消彼长带来的优劣得失， 在充分赋权保护私益的基础上， 根据时代阶段的需求设置合
理的公益使用例外。

輨輱訛 余成峰： 《全球化的笼中之鸟： 解析印度知识产权悖论》， 载 《清华法学》 2019年第 1期。
輨輲訛 参见那力、 景明浩： 《印度 “格列卫案” 判决： 解决知识产权及公共健康问题的新路径》， 载 《河北法学》 2014年第 12期。
輨輳訛 余成峰： 《分裂的法律： 探寻印度知识产权谜题》， 载 《学海》 2018年第 3期。
輨輴訛 参见胡浚、 王娟娟： 《平衡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印度模式》， 载 《南亚研究季刊》 201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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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end� to� recogniz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of�individual�rights�law,�and�interpret�the�intellectual�property�system�in�modern�West�
as� the� natur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great� awakening� of� the� author�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tails,� philosophical�
narration�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run�
through�the�struggles�among�interest�groups�and�national�struggles�of�different�countries�based�on�
their� own� positions.� Besides,� the� author's� personal� rights� are� only� an� excuse� for� struggle,� so�
advocating� the� strong�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 with� the� cognition� of� natural�
property� rights� is� only� a� fragment�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from� a� specific� period� and� is� not� of�
universal�significance.�For� this�reason,�we�should�essentially�get�rid�of� the�natural�application�of�
the� doctrinal� rules� of� naturalistic� property� law� derived� from� physical� archetyp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reflecting� on� the� imaginary� prototy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e�
understand� it� as “ institutional� rights” with� the� dual� nature� of�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goods,�
which� is� dynamic� and� suitable� for� dynamic� boundary� adjustment.�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of�the�times” can�be�introduced�to�establish�the�dynamic�standard�of�differentiation,�
specifically� judge�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 the�growth�and�decline�of�public�welfare�
and�private�rights�in�different�stages�of�the�times,�and�seek�a�balance�point�in�line�with� the� local�
national� 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degree� of� private� interest� protection� and� the� exception� of�
public�interest�application�can�be�configured�in�line�with�the�needs�of�the�times.

Key Words: Intellectual�Property;�Great�Narrative;�Institutional�Rights;�Legitimacy�of�the�Times

（责任编辑： 张凇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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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化语境下刑事立法的理性与抉择
———刑法多元立法模式的再倡导

姚建龙 刘兆炀 *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再法典化也应当沿袭其
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而采取单一法典模式， 而是要保持理性， 并清醒地认识到民法典编纂
与刑法再法典化所存在的差异， 选择最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 自 1997 年 《刑法》
修订以来，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 单一刑法典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俨然陷入
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 即使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 刑法典也难以及时适应社会变化，
更无法彻底解决立法模式本身的问题。 在社会发展千变万化的现实之下， 多元立法模式绝
非罔顾前车之鉴的 “倒退”， 而是更能够兼顾法典稳定性与适应社会变化的最佳方案， 也
更切合我国刑法立法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民法典 再法典化 单一刑法典模式 多元立法模式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5.004

*姚建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刘兆炀， 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
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少年收容教养改革研究” （项目编号： 18SFB2019）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日］ 穂积陈重： 《法典论》， 李求轶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序， 第 1页。

一、 问题的提出

“法典编纂之举是立法史上一个世纪之大事业。 国家千载之利害， 生民亿兆之休戚， 均依此而
定。”譹訛 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通过之后， 民法典成为我国立法史上第
一部名称中带有 “典” 的法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法典， 因为一
部法律是不是法典， 关键不在于该部法律的名称中是否带有 “典” 字， 而是取决于该部法律是否具
有体系性与完备性的法典基本特征。 基于此， 应当认为我国刑法早已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典， 无论是
1979年 《刑法》 还是 1997 年修订的 《刑法》 都具备法典的基本特征。 1997 年 《刑法》 分为总则与
分则两部分， 且各章之间体系结构完整而协调， 具备明显的体系性特征； 另外， 1997 年 《刑法》 一
直坚持的是单一刑法典模式， 将刑法的基本原则及各种罪刑规范全部囊括其中， 突出了我国刑法的
完备性特征。 因此， 应当承认， 我国现行刑法虽无 “法典” 之名， 却具有法典之实， 是实质意义上
的刑法典。 这说明我国刑法学者所称的刑法再法典化必然不是像民法典编纂一样要重新制定一部新
的刑法典， 而应当是对现有刑法进行全面而彻底的修改。 本文将在该种语境下讨论我国刑法再法典
化所应当保持的理性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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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刑法学界对现行刑法再法典化基本已经达成共识， 但是对刑法再法典化立法模式的选
择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 主要体现在刑法典的多元立法模式与单一刑法典模式的争论上。 立法模式
的选择决定着我国刑法体系未来一段时间的格局。 单一刑法典模式意味着我国刑法将继续保持现行
刑法 “大而全” 的格局， 把所有的罪刑规范都纳入刑法典中； 多元立法模式则意味着我国刑法体系
将呈现以刑法典为核心、 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散落分布的多元格局。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对通过
法典编纂提升法律的体系化和易适用性具有示范作用， 然而， 将现行刑法再法典化是否也应当沿袭
民法典的法典编纂模式？ 我国现行刑法在其施行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单一刑法
典模式是否能够继续满足现代法治国家的发展需要？ 本文将思考上述问题， 并在单一刑法典模式与
多元立法模式的争论中， 选择出一种更能满足我国法治现代化需求的刑法立法模式。

二、 刑法再法典化应当保持理性

亨利·梅因在其 《古代法》 曾说过， “大凡半开化的国家， 民法少而刑法多； 进化的国家， 民法
多而刑法少。”譺訛 也即， 在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 刑事立法就详细、 完备； 而在法治程度较高的国
家， 民法在整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中处重要地位， 刑法相对萎缩。 由此可见， 刑法的发展与民法的发
展并不是亦步亦趋的， 反而是一种你进我退的态势， 所以刑法再法典化应当认识到刑事立法与民事
立法所存在的差异从而在立法上保持理性， 即使有民法典成功编纂的经验在前， 也不宜盲目跟从。

首先， 民法典编纂与刑法再法典化的目的各不相同。 那些对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法
律体系演变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发现， 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
20世纪以来，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为了使民法典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 开始不断用各种法律技术来
修补民法典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裂缝， 那些特别立法虽然采用了在根本上与法典一致的体制， 但是
其增加了与特殊的事实相对应的补充或展开， 将民法典所调整的范围不断 “抢走”， 甚至创设了一
个 “微观系统”， 使得法典的中心地位摇摇欲坠， 由此产生了 “解法典化” 的现象。譻訛 显然， 法典在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正面临着 “解法典化” 或 “法典重构” 的问题， 在此潮流之下， 我国为何如此执
着于制定一部民法典？ 有学者认为， 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 以上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发生的基础， 所
以我们不能以 “解法典化” 或 “法典重构” 的现象来否定法典对促进我国立法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更是站不住脚的。譼訛 在民法典通过以
前， 我国虽然曾经几次提出要编纂民法典， 但是最终都没有成功， 从而导致我国的民法体系长期是
由 9 部单行民事法律组成， 各个民事法律不仅不成体系地散落在各处， 彼此之间还多有冲突而不能
融洽无间。 这些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相互协调， 形成一个逻辑严密、 价值自洽的规范群， 才能便于司
法适用， 有效规范社会生活。譽訛 在民事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下， 编纂民法典实质上可以看作以民事部
门法典的单一化、 整体再法典化为核心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统合化、 现代化运动。譾訛 由此可见， 民
法典的编纂以整合民事法律规范为主要目的， 中国民法体系化也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这既是因为通
过制定民法典能够提高民法的体系化程度， 也是因为制定民法典是梳理、 整合现有民法规范的有效

譺訛 参见 [英］ 梅因： 《古代法》， 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第 207页。
譻訛 参见 ［秘鲁］ 玛利亚·路易莎·穆里约： 《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演变： 迈向解法典化与法典的重构》， 许中缘、 周林刚译， 载

许章润主编： 《清华法学》 （第 8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82页。
譼訛 参见王利明：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 载 《广东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第 6页。
譽訛 参见薛军： 《中国民法典编纂： 观念、 愿景与思路》，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4期， 第 55页。
譾訛 参见朱广新： 《民法典编纂： 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6期， 第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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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但是， 刑法所面临的是如何解决现行刑法内部矛盾不断、 外部衔接不畅， 无法及时应对社会
发展变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 既是因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施行了一段时间， 而且在其施行二
十多年时间内， 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而加快了刑法典 “裂缝” 的产生速度；
也是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本身所存在的不足所导致， 例如， 单一刑法典为了保持法典的稳定性无法
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而进行法条修改。 而且， 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简单修订单一刑法典的方式 （刑法
修正案） 而彻底解决。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制定单一刑法典后， 都陆续颁布了大量的单行刑法或
附属刑法规范以解决单一刑法典所产生的系列问题， 这说明 “大而全” 的单一刑法典难以承受现
实之重。

其次， 民法和刑法在法律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不同。 民法典被誉为 “新时代人民权利
的宣言书”， 是以保障人民的私权为主， 也是人民私权的第一次保障； 而刑法是 “二次法” ———即
人民权利的二次保障法， 只有当民事、 行政、 经济法律调整不能的时候才应由刑法 “出手”。 民法
作为前置法只需要保障其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通过各民事法律规范之间融洽无间的衔接保障人民
私权； 然而刑法作为二次保障法， 不仅需要保证其自身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还需要在法秩序相对
统一的前提下， 承接前置法的相关规定， 将某些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另外， 刑法不仅需要与民法衔
接， 还需要与行政、 经济等法律规范衔接， 而行政犯罪、 经济犯罪的变动性较强， 一旦前置法的相
关规定发生改变， 刑法也理应做出相应的变化， 所以刑法作为二次保障法注定无法自说自话， 需要
随前置法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变化， 否则就会产生刑法与前置法脱节的问题。 实践证明， 单一刑法
典已经陷入了保持法典的稳定性与及时适应社会变化的矛盾之中。 与民法典不同， 许多大陆法系国
家的刑法典一开始就没有将所有的罪刑规范都集中在刑法典中。 例如， 德国只是将总则性的规定与
那些特别重要的罪名规定在刑法典中， 即所谓的核心刑法。 相应地， 将那些与特定领域有密切联系
的犯罪规定在附属刑法之中。譿訛 日本、 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都只是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些如故意
杀人、 抢劫等自然犯， 其他罪刑规范都散布于其他法律中， 且条文数量远超刑法典中的规定。 此
外，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 在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里， 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的过程
中， 必然是多向善而勿为恶， 多民事而少刑事， 多经济而少行政， 多教育而少刑罚， 多明确而少模
糊， 多细腻而少粗犷。讀訛 随着民法在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刑法势必也会更加保
持谦抑， 所以， 我国刑法在未来几乎不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民刑、 行刑衔接方式， 刑法必然要主
动向民法、 行政法靠拢， 借助民法和行政法的力量实现法益保护、 犯罪治理的目的。 因此， 考虑到
刑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未来法治社会中各部门法的地位， 刑法再法典化如果盲目地学习民法
典的立法模式，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前置法中规定相应行为的罪刑规范， 不仅可以与前置
法更好地衔接在一起， 还能够避免刑法典被频繁地修改。

最后， 民法典编纂的动力源并不来自学术上的自觉， 而是以强烈的政治引导作为动力源。 有学
者曾指出， 2004 年往后的十年时间里， 虽然民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制定一部民法典， 但是对于
我国民法典的 “整体构造”， 却明显缺乏清晰的共识， “久而久之， 民法典编纂这个话题便渐行渐
远， 几乎是被民法学界遗忘 （或许是绝望）。”讁訛 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扭转， 2014 年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我国编纂民法典孕育了种子， 不久后民法典编

譿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载 《东方法学》 2021年第 6期， 第 59页。
讀訛 参见张宝峰： 《民法和刑法的比例》， 载 《人民法院报》 2014年 4月 15日第 7版。
讁訛 参见薛军： 《当我们说民法典， 我们是在说什么》， 载 《中外法学》 2014年第 6期， 第 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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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工作便开始启动。 2017 年， 张德江同志在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更是明确提出， 要继续加快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 确保到 2020 年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精神、 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輥輮訛 可见， 政治引导是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
驱动力， 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也正是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规划的路线上有条不紊地展开。 即使如
此， 我国民法典最终都没有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民事法典， 仍有一些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被纳
入民法典中。 例如， 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中的关键部分却没有被纳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这是因为
知识产权法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势必还要进行频繁的修改，
如果将其纳入民法典中将会破坏民法典的稳定性。 虽然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并未在民法典中独立
成编， 但是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在总则部分予以了概括性确认。 如果知识产权法对某一
事项未作出相应规定， 就可以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避免无法可依的情况发生。 由此可
见， 法典并不是包含的内容越多就越科学， 教科书式的民法典观念， 已经逐渐被抛弃， 不值得中国
民法典编纂者去追随。 基于学理体系构造立法体系， 应该有其限度， 且要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将
法典更多地看作为司法裁判提供具体规范依据的文本。輥輯訛 所以单一法典模式并不是追求科学立法的
最佳选择， 刑法再法典化应当打破单一刑法典在法治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幻想， 重新审视单
一刑法典所存在的弊端。

另外， 我国当前关于刑法再法典化的讨论显然是以学术争论为主。 一方面是因为刑法学者在看
到民法典编纂成功后认为， 作为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部门法， 刑法的法典编纂工作应不甘人后， 遂
提出刑法再法典化的命题。 另一方面是因为刑法学者逐渐认识到了现行刑法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 于是就此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但是， 这些讨论似乎和民法学界在 2004 年之后十年关于民
法典编纂问题的讨论极为相似， 各种关于刑法再法典化的刑法理论各有优劣且众说纷纭， 难以达成
共识， 在众多的刑法理论的争鸣中， 刑法再法典化更应当保持理性、 仔细斟酌。

综上所述， 民法典不仅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 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事立法的
集大成者， 是以将单行民事立法进行系统整合为导向， 以编纂出一部体系协调、 结构巧妙、 内容耦
合为目的的法典。 但是， 刑法再法典化并不是要像民法典编纂一样， 要制定出一部全新的法典， 而
应当站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角度， 考量我国刑法在未来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避免学术上的冲动。 因
此， 刑法再法典化不能盲目以民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为指引， 而是要重新理性审视现行刑法所面临
的问题， 以刑法再法典化的探讨为契机， 选择一种最合适的立法模式以满足犯罪治理与社会发展变
化的需要， 提升我国刑法的效能。

三、 现行刑法所存在的问题

继续坚持现行的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刑法再法典化众多理论中的重要观点， 然而， 坚持现有
的立法模式并不意味着正确。 我国现行刑法自 1997 年修订以来出现了诸多问题， 我国刑法学者也
逐渐认识到单一刑法典所存在的弊端。 只有抓住我国现行刑法所暴露出的问题， 才有利于我国在刑
法再法典化的理论争辩中， 找到既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刑法所存在的问题， 又能满足我国刑法未来发
展需求的合适路径。 总的来说， 我国的现行刑法典大致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輥輮訛 参见张德江：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7年 3月 15日）。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譽訛， 薛军文， 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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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行刑法的刑法渊源太过单一

1979 年 《刑法》 颁布之时， 我国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国家的政治、 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 社会发展和犯罪态势也随之变动， 刑法典很快就无法跟上该时期社会发展的脚步。 为了
缓解刑法典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出现明显脱节的矛盾， 国家立法机关相继出台了二十三个单行刑法规
定， 对刑法典内容加以衔接与调整， 并在各部门法中增加了附属刑法规范。輥輰訛 但是， 这种对刑法典
进行不断增补的立法方式很快遇到了新的问题， 随着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数量的不断增加， 刑
法的适用出现了体系混乱甚至条文之间相互矛盾的严重问题。 因此， 我国通过对 1979 年 《刑法》
进行全面修订， 从而制定了 1997 年 《刑法》， 把 1997 年以前所制定各个单行刑法全部废止， 将各
种附属刑法规范吸收到 1997 年 《刑法》 中， 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单一刑法典模式。 为了维持单一刑
法典的格局， 1997 年至今， 我国对刑法典的修改几乎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进行补充和修
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在 1998 年通过了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
定》， 但是从其内容来看， 该单行刑法仅第一条创设了骗购外汇罪并规定有具体的罪状和刑罚， 其
他条文都只是规定 “依照刑法第 xx 条处罚”；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看， 有学者通过裁判文书网以
“骗购外汇” 为关键词搜索得到了 134 份一审判决书， 其中仅有两份判决书判处被告人骗购外汇罪，
90%的被告人都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由此可见， 该单行刑法已是名存实亡， 该学者更是直言， 不
如称其为 “死亡” 的单行刑法更为适宜。輥輱訛

附属刑法规范也几乎是名存实亡。 附属刑法规范是指规定在非刑事法律中关于犯罪及其刑罚的
法律规范， 特点是规定于经济法、 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 我国当前在各部门法中规定刑事责任的
条文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是宣示性立法， 也就是不针对任何具体行为规定刑事责任， 而是在整个法
条用一个条文进行表述。 例如， 2014 年修订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就在第六十九条
中直接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9 年修订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也是在第二百一十九条采取了这种立法方式。 第二种是针对具体的行为， 在条文的
前部或后半部分单一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例如， 2018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 第六十五条就在该条前部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法的第五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
则是采取在条文后半部分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立法方式。 笔者认为， 我国当
前在行政法中规定刑事责任的条文不能被认为是附属刑法规范， 因为这些规定刑事责任的条文缺乏
实质性内容， 只是单一采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等注意性规定， 由于缺乏
罪刑规范， 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之为附属刑法规范。 而且， 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行政犯， 在前置法中
大多是采取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方式进行提示。 如果这样的规定还能够让人知道
哪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那么， 另一种在整部法律最后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却是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公民根本无法根据这些提示了解罪与非罪的界限。
由于欠缺明确的指引， 公众即使知道这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却依然会陷入无法区分此罪与彼罪
的困境之中。

輥輰訛 参见刘之雄：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载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1期， 第 108页。
輥輱訛 参见李晓明： 《再论我国刑法的 “三元立法模式”》，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3期， 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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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赵秉志：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 6期， 第 185页。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李晓明文， 第 24页。
輥輴訛 参见周光权： 《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5期， 第 44页。
輥輵訛 参见王迁： 《论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的正当性》， 载 《法学》 2021年第 8期， 第 4页。
輥輶訛 参见童德华：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批判》， 载 《法学评论》 2017年第 4期， 第 80页。

（二） 现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衔接不畅

1997 年 《刑法》 在其施行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确实起到了整合刑法规范、 提高司法效率、 适
应社会生活变化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 刑法法典化更加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将成为未来刑法
立法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輥輲訛 但是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 刑法典的 “一家独大” 造成与其他法律难
以衔接的问题同样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 有学者认为， 针对中国 “单一法典化” 的刑法特点， 在
立法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表达上往往过分追求理想化状态与面面俱到， 在立法目标的确定与实现等
方面也有一些偏差。 例如， 对于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 刑法未能解决好与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衔
接关系以及规制重心， 又在立法标准的精细度以及可操作性等方面出现缺陷， 甚至出现了法典权威
压倒法官自由裁量的情况。輥輳訛 还有学者认为， 基于法典编纂的理念全面修订刑法典必须注重服务于
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需要仔细推敲其与 “周边” 相关法律的衔
接、 协调问题。輥輴訛“上帝的， 归上帝； 恺撒的， 归恺撒。” 这句话极好地体现出了部门法各司其职的现
象， 但是这样的法律现象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方面是民刑交叉、 行刑交叉案件越来越多， 说明民
刑、 行刑之间的界限正在越来越模糊， 这是因为， 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二次保障法， 本身就需要
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 但是在过去的衔接中， 刑法中部分行政犯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遵从前置法中的
相关规定。 例如， 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通过之前， 我国在侵犯著作权犯罪方面存在长时间的
民刑严重脱节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中 “发行” “销售”
两个关键术语的界定和解释， 与 《著作权法》 中相同术语的规定完全不同。 刑法将 《著作权法》 中
并不构成违法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行为， 以及在认定侵犯著作权罪时偏离 《著作权法》 规定的侵
权构成要件。輥輵訛 虽然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民刑脱节问题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通过以后得到了部
分解决， 但是依然需要不断调整并在司法实践中继续贯彻民刑衔接的理念，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侵犯
著作权罪中的民刑脱节问题。

其次，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 还存在着虽然行政法中规定了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 但
是刑法却未规定相应的罪刑规范的问题。 有学者以 《建筑法》 多个条款为例。 《建筑法》 中的部分
条文规定了建设单位， 以及建筑设计、 施工、 监理单位对于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
情形， 但 《建筑法》 的这些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并未得到全部确认。輥輶訛 从 《建筑法》 相关条文来看，
建筑法相关规范的目的是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而 《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 第一百三十五
条、 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范目的则仅限于保护建筑工程的安全问题。 该学者认为， 建筑工程的安全
和质量是不同的， 建筑质量达标， 可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安全的， 而建筑工程安全并不意味着其
质量完全合格。 由此可见， 对于 《建筑法》 所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
形， 并未在刑法中有相应的规定， 《建筑法》 与 《刑法》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衔接缝隙。 事实上， 刑
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也都存在着这些问题。

最后， 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 我国原有的 “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刑罚” 的三级制裁体制变成
了 “行政处罚—刑罚” 的二级制裁体制，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原来由劳动教养规制的那些较为严重
的违法行为应该如何处理？ 从实践来看， 我国通过采取适当降低犯罪门槛的方式， 将原本适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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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的部分严重违法行为吸收进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刑法修正案 （八）》 和 《刑法修正案（九）》 中
一系列新增的轻微犯罪或者犯罪类型， 就是在弥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的处罚空档。 但是， 将原本
不属于刑法规制范围的行为大量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从而导致刑事处罚将部分行政处罚架空， 该做
法是否符合当代刑法的基本精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輥輷訛 近年来， 我国通过对法律的修改， 将部分罪
名的入罪门槛予以提升， 以设置必须受到行政处罚为入罪条件的方法， 避免刑事处罚的扩张。 例
如， 《刑法》 二百九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 要求 “多次扰乱国家机关秩
序， 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 造成严重后果的” 才构成此罪， 明显提高了入罪门槛， 将行政处罚作
为前置程序， 说明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不能将所有原本应当采取劳动教养的行为全部交由刑法进行
规制。 无独有偶， 逃税罪、 非法狩猎罪也相继将行政处罚作为前置程序， 对经过行政处罚而不改或
再犯的行为才动用刑法予以惩罚。 这说明， 我们对刑事处罚被积极适用的问题并非无计可施， 只是
还需要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的衔接进行更合理划分。

（三） 现行刑法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变化与犯罪发展

一个固化、 死板的刑法典必然不能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对刑法典修订的进程中， 除了
整体修改刑法典， 刑法修正案也是一个谨慎而合理的修法途径。 因为， 刑法修正案不仅可以维护刑
法典的整体性和单一性， 还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变迁， 也可以按照修法幅度的不同而改变修法程
序。 以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为例， 对于修法幅度较大的刑法修正案也
可以采取这种立法方式。輦輮訛 但是从采取刑法修正案修订刑法的实践来看， 单一刑法典借助刑法修正
案进行局部修法的方式适应社会变化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 刑法修正案似乎已经突破了审慎而适当
修法的原则， 例如 《刑法修正案 （二）》 与 《刑法修正案 （十）》 仅有一个条文。 此外， 部分条文还
面临着反复被修改的问题， 如 《刑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连续经历了三次修改， 如此修改已经很难让
人相信还属于是审慎而适当的修法。 其次， 刑法修正案完全没有根据修法幅度大小来调整修法程
序， 例如修改的条文数量超过五十条的 《刑法修正案 （八）》 和 《刑法修正案 （九）》 最终都没有提
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鉴此， 支持单一刑法典模式的学者企图借助刑法修正案应对社会的变化发展
的方法， 实际上存在着僭越立法权的问题。 如果想要解决架空全国人大立法权的问题， 还要思考什
么样的修改幅度应当提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笔者认为， 修改幅度应当分为数量上的修改与内容上
的修改两个层面。 数量上的修改是指当刑法修正案修改的条文超过一定数量， 就必须提请全国人大
表决通过， 具体的数量标准应当由全国人大决定， 比如刑法修正案八、 九、 十一修改条文的数量都
在五十条左右， 修改幅度较大， 因此这三个刑法修正案就应当交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内容上的修
改是指当刑法修正案对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进行修改时， 该修正案就必须提请全国人大表决
通过。 笔者曾提出， 与刑法总则条款相似， 如果所要调整和修改的刑法重要制度会对整个刑法体系
产生影响， 或是牵连到相关的刑法分则条款的适用， 那么就不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改。輦輯訛

例如，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调整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这一修改会对整个刑法体系产生一定
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说， 这样的修正就应当由全国人大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再次， 刑法

輥輷訛 参见付立庆： 《积极主义刑法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3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赵秉志文， 第 188页。
輦輯訛 参见姚建龙、 林需需： 《多样化刑法渊源之再提倡———对以修正案为修改刑法唯一方式的反思》， 载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8年第 6期， 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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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灵活性特点事实上也并非其独有， 即使是支持单一刑法典的学者也同样承认单行刑法和附
属刑法规范具有这种灵活性。輦輰訛 所以， 支持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订刑法的学者所提出的灵活性
实际上并非独有优势。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社会发展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 犯罪形势
也在随之不断变化， 这会导致刑法需要调整的领域会越来越多且调整的幅度也会不断加大， 如果仍
要继续坚持使用刑法修正案这一修法方式， 又要兼顾对立法权的尊重， 那么， 单一刑法典将会再次
陷入立法程序较为烦琐、 法典的长期稳定性遭到破坏的囹圄之中。

此外， 在已经步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中， 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高新尖的科学技术都对刑法提
出更多要求， 特别是金融、 环境等领域的法益和犯罪行为有其特殊性， 需要予以针对性的特别处
理。輦輱訛 首先，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 新型犯罪层出不穷， 新型网络犯罪、 新型毒品犯罪正在以
不同的新兴形式进入我们的视线。 例如， 新兴的元宇宙技术可能引发犯罪形式的变化， 在元宇宙发
展的早期， 元宇宙空间内可能出现盗窃、 诈骗等形式的犯罪以及数据犯罪，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不断
发展， 在元宇宙技术高级发展阶段， 元宇宙空间可能出现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 虽然讨论元宇宙犯
罪和以前讨论人工智能犯罪一样都还为时尚早，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当今的社会生活正在受到科
技的巨大影响， 而犯罪形式也正遭到猛烈冲击。 除了新增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犯罪， 当前还出现了
大量传统犯罪新型化的趋势。 例如， 传统的诈骗犯罪已经落伍， 网络诈骗已然成为主流； 传统的盗
窃方法正在逐步隐没， 偷换二维码、 盗窃虚拟财产、 利用网络盗窃财物等新型盗窃方式正在兴起；
利用网络威胁他人使得传统猥亵犯罪获得了新的犯罪形式。 其次， 疑难复杂犯罪数量明显上升。 譬
如， 犯罪人从以前的流窜作案到现在变为利用网络即可实现同时对不同地方的人实施犯罪行为， 从
而导致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多个省市甚至是境外； 网络犯罪疑难复杂案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网络犯
罪的隐蔽性较传统犯罪有着显著提升， 办案人员取证难度大， 而且多数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案件并
不像传统犯罪仅侵害单一的法益， 它们通常会侵害多个法益， 从而导致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也给立
法者带来挑战。 再次， 二十一世纪的新兴犯罪更容易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 传统犯罪的犯罪手段相
对简单且指向性明确， 但是， 现在的大量犯罪存在着犯罪手段复杂多样、 犯罪指向性模糊的问题。
例如， 近年来频发的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随着电子商务、 物流技术的发展进步， 大量不符合
标准的食品、 药品流向全国各地， 极容易导致严重的危害结果且难以查清全部的受害者。 再如， 近
年来激增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该类犯罪所侵害的公民个人信息往往都是数以万计甚至更多，
如不久前刚发生的超星学习通数据库疑似发生信息泄露事件所涉及的个人信息就达到 1.7 亿条。 单
一刑法典在应对上述问题时显得格外捉襟见肘， 因为犯罪态势的快速变化意味着刑法典要及时进行回
应， 而单一刑法典又存在无法频繁修改的问题， 导致单一刑法典顾此失彼， 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变化与
犯罪发展。

因此， 我国的刑法典事实上正面临着外部协调不力， 内部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的内外交困的问
题。 与此同时， 刑法修正案的修法形式还受到了僭越立法权和修改频率过高与修改幅度过大的批
评。 正如日本的穗积陈重教授所说： “依据时势之变迁， 屡屡将有修正性质的法律编入法典之中。
如将此加入， 就会发生弊害……若频繁地修改法典之中的条文， 则就会搅乱日后整部法典的秩序。
因此人们就要具备识别法典其有效与无效部分之能力。”輦輲訛 所以， 如果继续坚持单一刑法典的立法模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赵秉志文， 第 189页。

輦輱訛 参见曹波、 于世淇： 《论新时代单一刑法典模式的辩驳与坚持》， 载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0 期， 第
82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穂积陈重书， 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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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参见陈兴良： 《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二元社会建构中的刑法修改》， 载 《刑事法评论》 第 1 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页。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周光权文， 第 48页。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周光权文， 第 48页。

式并继续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典， 就像是给破旧的衣服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补丁， 虽然在
形式上弥补了刑法典的漏洞， 但是难以解决刑法典的内部问题， 而且还会破坏法典的秩序， 导致法
典失去指引作用。

四、 多元立法模式的倡导

显而易见， 现行刑法所暴露出的问题大多是受社会高速发展的影响所致。 陈兴良教授很早之前
就提出：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 概念与文化的嬗变。”輦輳訛 这说明刑法典的制定必
然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相关联， 所以， 刑法再法典化也应当顺势而变， 不能墨守成规。 笔者认为， 我
国应当借助刑法再法典化的契机， 顺势从单一刑法典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转换， 这样既能根除单一刑法
典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也能使我国刑法有效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 还能契合我国刑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并非重蹈覆辙

有反对多元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 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 分散立法的模式， 由于立法思想
不统一、 立法方式不协调， 导致刑法典、 单行刑法、 附属刑法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冲突， 甚至给人以
杂乱无章之感， 影响了刑法施行的效果。輦輴訛

众所周知， 我国在 1997 年 《刑法》 制定之前就曾做过多元立法模式的尝试。 我国 1979 年颁布
的 《刑法》 基本上是以 1922 年 《苏俄刑法典》 为蓝本而制定的， 是一部统一的刑法典， 但是在刑
法典制定过程中缺乏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预判， 从而导致 1979 年 《刑法》 未能与改革开放所带
来的社会迅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相适应。 为了解决当时刑法典所存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1981
年 6 月 10 日通过了一部仅有四条的单行刑法， 由此拉开了我国刑法典与单行刑法并行的多元立法
模式的序幕。 立法者在不断地增加单行刑法数量的同时， 还在其他部门法律中附设了 130 多个附属
刑法条文， 可见多元立法模式的探索得到了立法者的肯定。 但是 1997 年 《刑法》 却将 15 个单行刑
法纳入新通过的刑法典中， 并将另外 8 个单行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也纳入了刑法典中， 与此
同时， 还将 1979 年刑法典所规定的 200 多个罪名增加到 400 多个， 以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 从而
又将我国 《刑法》 恢复为一部统一、 完备的刑法典。 有学者认为， 1997 年修改刑法恢复为统一刑法
典模式充分表明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盛行的多元立法模式， 在我国存在 “水土不服” 的突出问题。輦輵訛

但是， 笔者认为， 这样的判断过于片面。 虽然多元立法模式确实造成了我国该时期刑法适用的混
乱， 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 之所以会产生单行刑法、 附属刑法规范与刑法典相矛盾的问题， 主要是
因为我国当时的立法技术较为落后， 无法通过立法上的设计使单行刑法、 附属刑法规范与刑法典保
持协调。 如果继续采取多元立法模式还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进行立法研究， 而我国当时急需一部全
面、 系统的新刑法典， 社会需求未能给优化多元立法模式更多的时间； 相比之下， 单一刑法典模式
俨然是当时更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且更成熟的立法选择。 由此可见， 1997 年的刑法修订以解决单
行刑法、 附属刑法规范与刑法典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目的， 并未认真论证单一刑法典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 所以据此来说明多元立法模式在我国存在 “水土不服” 的问题并不具有说服力， 反而说明， 多
元立法模式的价值尚未被立法者完全发现， 还有待我国刑法学界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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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再采取多元立法模式不但不是重蹈覆辙， 反而体现了我国刑法典发展变化的否定之否
定规律。 我国 1979 年刑法典施行期间， 正因为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 25 个单行刑法， 才及时弥补了
刑法典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 “裂缝”， 及时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并满足了当时犯罪治理的需求。 而
1997 年 《刑法》 将此前的单行刑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增加罪名， 进行立法完
善， 可以说是推翻了之前的多元立法模式， 并由此使得我国刑法典更加科学有序。 现如今， 1997 年
《刑法》 暴露出了单一刑法典模式所存在的诸多弊端， 而多元立法模式却显得更具优越性， 当然也
不应认为再选择多元立法模式就是重蹈覆辙。 我们当前所选择的多元立法模式实际上已不再是之前
的多元立法模式。 由于立法技术的精进以及我国刑法学者对多元立法模式更深入的学习， 还有倍数
于之前的刑法学者建言献策， 如今再选择多元立法模式必将能够使我国刑法体系得到更科学的发
展， 推动我国刑法典的实效性更上一层楼。 如是， 从 1979年 《刑法》 到 1997年 《刑法》 修改再到现
今的刑法再法典化探讨， 说明了我国刑法典的发展变化其实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我们不应
将目光过分地停留在过去的多元立法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之上， 而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刑法再法典化
的问题。

（二）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

我国刑法再法典化的核心目标必然是要制定出一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内在结构严谨、 具有
生命力的刑法典。 日本的穗积陈重教授在 《法典论》 中指出： 法典并不能终止单行法， 社会千变万
化， 虽然颁布了法典， 但是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所以任何国家在法典编纂之后， 都会颁布多部单行
成文法， 规定社会的新事物。輦輶訛 日本明治六年 （1873 年） 3 月， 司法省奏请修订律例时也提到： “所
谓律之大纲， 不足以数尽万变罪状， 何况制度日日精进， 禁令月月更新， 不可固守旧例。”輦輷訛 虽然继
续坚持单一刑法典模式修改法典可以暂时解决刑法典当前存在的问题， 但是社会发展是永不停歇
的， 刑法典一经修订， 势必又会迎来新的修改问题， 单一刑法典模式的弊端无法彻底根除。 相较于
单一刑法典， 多元立法模式就更能够有效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 通过修改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规范
既能满足社会变化的立法需求， 又能避免单一刑法典模式下 “打补丁” 式的修法方式。

多元立法模式是指将原来单一刑法典的内容分为以刑法典为核心， 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相
补充的结构。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的刑法典应当将刑法总则的全部内容予以保留， 将刑法分则中关于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涉及经济、 行政法的罪名， 以及贪污贿赂罪
和 《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的恐怖主义活动犯罪规定在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规范中。 单行刑法作
为刑法典的补充， 有支持多元立法模式的学者认为， 可以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 毒
品犯罪等复杂领域的犯罪设立单行刑法， 但是没必要对少年、 军人这些特殊群体设立单行刑法。輧輮訛

笔者赞同该学者提出的对复杂领域的犯罪设立单行刑法的设想， 但是笔者认为， 对未成年人这一特
殊群体也应当通过设立单行刑法予以其特别保护， 就未成年人与军人在刑法上受到的立法保障而
言， 军人犯罪已经被系统地规定在了现行刑法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中， 而现行刑法关于未成
年人的刑法条文却散乱的分布在刑法的各个角落， 笔者曾经指出： “创建现代意义上的少年刑法，
应当成为我国今后少年司法改革和刑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輧輯訛 对未成年人设立单行刑法， 既能够

輦輶訛 参见前引譹訛， 穂积陈重书， 第 21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譹訛， 穂积陈重书， 第 50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李晓明文， 第 25页。
輧輯訛 参见姚建龙： 《论少年刑法》， 载 《政治与法律》 2006年第 3期， 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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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未成年人在刑法中的特殊地位， 又能够将有关未成年人的刑法规定进行系统梳理， 这也是将儿
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立法上的践行。 附属刑法规范则主要是保障经济、 行政等部门法规的有效实
施， 故应当具备依附性。 具体而言， 就是将现行刑法的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 和第六
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中涉及经济法或行政法的罪名重新合并， 形成这些相关立法中的 “附属
刑法”。 这些罪名受社会变化的影响较大， 为了保持刑法典的长期稳定， 将这些罪名从刑法典中分
离， 既有利于随着社会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罪刑规范， 又有利于行刑、 民刑规定的衔接。 由此可
见，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的刑法就像是一棵大树， 刑法典是树干， 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是树枝；
当刑法需要调整的领域不断增加， 这颗大树就越枝繁叶茂， 同时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 大
树上的枝叶也可以根据变化进行及时地修剪。 此外， 需要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领域， 那部分的枝叶
就更茂密， 刑法不应当过多介入的领域， 那部门的枝叶就应当随之稀疏。 只有长满枝叶的大树才方
便根据环境变化的具体情况进行修剪， 如果一棵树仅有树干没有枝叶， 当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进行
修剪时， 只能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劈砍， 既不经济也不灵活。

最后， 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较 1997 年修订刑法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不仅催生了许多新型犯罪， 也推动了一部分传统犯罪 “升级换代”。 人工智能、 元宇宙技术
等技术日新月异， 在未来， 科技的发展速度只会不断加速， 从而继续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加剧烈的改
变。 由此可见， 现代犯罪的复杂多样性与危害结果的难以控制性都意味着刑法 “大包大揽” 的单一
刑法典立法模式将难以为继。 对于那些新兴且复杂的领域， 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
见从而进行更为精细的立法， 这样才能对新型犯罪进行有效的治理。 如果继续沿着单一刑法典 “大
包大揽” 的立法模式走下去， 那么刑法典就会显得过于臃肿， 从而导致活动不便， 跟不上社会发展
的步伐。 如伊尔蒂所说， 那些仍然保留在民法典中的剩余规范， 就如同树干上的枯枝一样， 或迟或
早， 它们会从树干上凋落， 被调整具体事项或个别类型关系的整合性法律所吸收。輧輰訛 我们应当直面
单一刑法典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变化与犯罪发展的问题， 想要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中提升刑法
的社会治理能力， 就应该选择能够及时跟上社会变化脚步的多元立法模式。

（三）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更契合我国刑法未来发展方向

立法模式的合理性是相对的， 我国刑法典的立法模式经历了从统一到分散到再统一的过程。 应
当说， 单一刑法典模式与多元立法模式都各具优劣。 但也不难发现， 一国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定将
立足于刑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解决现行刑法之 “裂缝” 为目的。 因此， 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在作出
抉择时， 应当将立法模式是否契合我国刑法未来发展方向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第一， 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 特别是在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及 1997 年 《刑
法》 都相当突出地表现出了 “公法私法化” 的趋势， 在公私法融合的趋势下， 民事法变革中也出现
了从 “公法私法化” 到 “私法公法化” 转变的势头。輧輱訛 刑法作为二次保障法， 其目的就是保障部门
法的实施； 如果刑法继续坚持自我封闭， 那就无法有效地保障部门法的实施。 因此， 刑法不可能在
公私法融合的大趋势下独善其身， 我们必须站在我国社会变化与刑法典未来发展方向的角度选择与
其相适应的立法模式。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演变来看， 不仅民法典逐步由封闭走向共融， 刑法典
也出现了从孤立到扩张的趋势。 我国作为现代社会采取成文法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 长期学习其他

輧輰訛 参见 ［意］ 那塔利诺·伊尔蒂： 《解法典的时代》， 薛军译， 载徐国栋主编：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第 4 卷），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96页。

輧輱訛 参见姚建龙、 申长征： 《论民法的刑法化》， 载 《法治社会》 2020年第 5期，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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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及法学研究成果， 必然也将在形成理论框架基础、 实务操作方法的前提条件下
走各个部门法融合的道路。輧輲訛 因此， 刑法作为各部门法的二次保障法如果不积极地与各部门法融合，
刑法的罪刑规范就难以与其他部门法的规定相协调， 当部门法需要刑法 “出手” 时， 刑法却 “隐
藏” 了起来； 而当部门法不需要刑法 “出手” 时， 刑法却主动 “发动”。 如此一来， 便会导致刑法
丧失最后保障功能。 而采取多元立法模式能够促进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融合。 比如， 在启用附属刑
法规范后， 相关的罪刑规范直接规定在其他部门法律中， 避免对一个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同时，
附属刑法规范可以将行政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将与前置法的规定紧密关联， 进而解决了刑法与其他部
门法衔接不紧密的问题。

此外，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可以预见的是， 刑法的部分功能未来将被民法、 行
政法等其他法律逐渐替代。 例如， 我国当前正在不断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 非刑罚
性处置措施， 都体现了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 刑法作为二次保障法， 对
于某些特定事务应当主动 “放权”， 不必要认为只有规定在刑法典才能够实现规制的目的。 采取多
元立法模式可以让立法者充分认识到刑法立法是立法中的重要环节， 而非优先事项， 从而限制刑法
规范的扩张， 并促进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在司法上， 附属刑法规范能够减少刑法和其他
部门法规定的脱钩现象， 还可以明确犯罪的成立要件， 让司法工作人员与公众清晰地认识到罪与非
罪的界限。 但仍需强调的是， 笔者支持我国刑法采取多元立法模式是为了打破刑法的封闭体系， 使
得刑法能够更好地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 但这不意味着刑法要盲目追随部门法。 以民刑衔接为例，
虽然民法与刑法有着明显的融合趋势， 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二者在理念、 原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不能为了融合而将二者强行趋同。 一方面， 如上所述， 由于民法典与刑法再法典化之间具有显
著差异， 所以刑法再法典化绝不能盲目追随民法典； 另一方面， 虽然民法和刑法之间联系的日趋紧
密对推动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民事化、 解决我国轻罪化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刑法作为二次保障
法， 应当保持自己独特的评价标准。 例如民法中规定有无过错责任原则， 即行为人只要导致损害结果的
出现， 不论其是否具有主观过错都将承担侵权责任。 而在刑法中， 行为人的主观要件作为犯罪必备的
构成要件之一， 决不能被跨越。 所以无论民法与刑法如何融合， 刑法都要坚守自己应有的独立姿态。

第二， 无论选择何种立法模式， 保持法典的稳定性与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必定是我国刑法
发展持之以恒的追求。 日本的井田良教授认为， “区分刑法典与特别刑法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是， 刑
法典的修改往往容易受到政治性的关注， 而采取特别法既可以避免刑法典的修改发展成为一个政治
问题， 也能够应对社会变化进行敏捷的法律修改。 因此， 只要能够在特别刑法领域进行新的立法或
者法律修改， 就不要轻易修改刑法典。”輧輳訛 所以， 为了避免刑法典因应对社会变化而进行频繁的修
改， 刑法典除了可以保留总则条文， 还可以将自然犯大量地保留在刑法典中， 这是因为自然犯属于
相对稳定的传统型犯罪， 受社会变化的影响较小， 所以将自然犯保留在刑法典中不会破坏其长期稳
定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行政犯都从刑法典中剥离。 日本近年的几次刑法典的修改， 在刑法
典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现象却越来越普遍， 而且日本也有许多自然犯规定在特别刑法中， 例如劫持航
空器的犯罪、 绑架人质罪等自然犯并没有规定在刑法典中。 由此可见， 采取多元立法模式的刑法典
分则的内容， 并不是以自然犯与行政犯为区分标准， 而是以稳定性为标准， 对于罪刑规范相对稳定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輧輱訛， 姚建龙、 申长征文， 第 10页。

輧輳訛 参见 [日] 井田良： 《講義刑法学·総論》 （第 2 版）， 有斐阁 2018 年版， 第 56 页。 转引自张明楷： 《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
要问题》， 载 《国外社会科学》 2019年第 4期， 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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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应当规定在刑法典分则中， 对于罪刑规范受社会变化影响较大的犯罪则从刑法典中抽离。 如
此一来， 既不会对现有的刑法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又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刑法典的长期稳定， 还能
够及时应对社会变化而进行较为灵活的法律修改。

另外， 我国刑法近年的 “情绪立法” 问题受到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人员的大量关注， 其中包
括无视前置法的规定而贸然启动刑法予以规制的例子， 这其实是单一刑法典模式下的刑法与其他部
门法规定衔接不畅所导致的。 以醉驾入刑为例， 立法者在尚未认真地考虑相关部门法的规定是否得
到有效的贯彻与执行的情况下， 就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这虽然在客观上极大地减少了
酒驾的发生， 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刑法威慑优胜于其他法律的体现， 而是由于醉驾的入刑门槛较
低， 稍有不慎就可能构成犯罪， 而犯罪所带来的附随后果都极为严重， 如被剥夺或者限制某些权利
及从事某些职业的资格， 已经从事相关工作的亦将被终止职业资格， 其子女未来的政审也将受到影
响， 等等。 所以与其说是刑法威慑发挥了重要作用， 倒不如说犯罪附随后果威慑了醉驾。 另一方面，
在我国， 某个事务想要得到民众重视或信赖， 这件东西必须 “够格” 或 “够一定级别”， 否则可能
“不太被当回事”。輧輴訛 相比之下， 多元立法模式作为更能促进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紧密衔接的立法模式，
不仅能够让民众清晰明了地看到， 某一事务不仅有前置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也有刑法予以规制， 说
明该事务需要得到足够重视； 也能让民众看到罪与非罪的界限， 理解司法工作人员的处理结果； 最
重要的是， 有前置法的相关规定在前， 司法工作人员在适用附属刑法规范时必然要自问： 前置法的规
定是否足以惩罚行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法的冲动， 保障了刑法的谦抑性。

第三， 我国刑法必然以减少空白罪状、 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为未来立法的方向。 有人大代表
指出， 全面修订刑法必须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减少空白罪状的立法， 减少关于定罪的授权性
规定， 将罪刑关系明确化， 减少刑法立法在合宪性、 合法性方面的疑问。輧輵訛 空白罪状是指刑法中没
有具体地规定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 而是指明部分的犯罪构成要件由其他法律、 法规进行补充规
定。 由此可见， 我国刑法未来的发展动向必将是减少空白罪状的数量， 坚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然
而， 如果继续采取单一刑法典模式， 只会使得空白罪状的数量有增无减，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
技的进步， 法律所调整的领域数量将会不断增加， 其中不乏一些高精尖的特定领域， 随之所带来的
问题即是空白罪状的立法只会有增无减。 再加上单一刑法典模式下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
不畅， 罪刑法定原则将会进一步受到冲击。 有学者以生物安全法与刑法衔接为例， 明确提出， 由于
生物安全法涉及到众多复杂且专业要求较高的方面， 将罪刑规范直接规定在前置法中能够使得规范
的适用更加清晰明确， 减少空白罪状的产生， 并且能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指引功能与预防效果。輧輶訛 不
过， 不得不承认的是， 即使采取多元立法模式， 部分罪刑规范也仍需要依靠其他部门法的规定予以
补充， 只不过在多元立法模式下， 部门法所禁止的行为都能够在附属刑法规范中一一对应， 即使相
关部门法的规定发生调整， 附属刑法规范也能够随之进行改变。 如此一来， 不仅在形式上减少了空
白罪状的出现， 还有效解决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规定不协调的问题， 使得罪刑规范更加清晰明确。
这就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也限制了刑法侵入其他部门法所规制的领域， 并由此整合了刑法与其
他部门法的关系， 使之能够更加密切配合。

輧輴訛 参见柏浪涛： 《德国附属刑法的立法述评与启示》， 载 《比较法研究》 2022年第 4期， 第 115页。
輧輵訛 参见朱宁宁： 《应按照法典编纂理念全面修订刑法》， 载 《法治日报》 2022年 3月 11日第 7版。
輧輶訛 参见吴小帅： 《论刑法与生物安全法的规范衔接》， 载 《法学》 2020年第 12期， 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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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mulgation�of�the�Civil�Cod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does�not�mean�
that� the� re-c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China� should� follow�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ts�
codification�and�adopt�a�single�code�model,�but�should�be�rational.�We�should�be�soberly�aware�of�
the�differences�between�the�civil�code�compilation�and�the�recodification�of�the�criminal�law,�and�
choose�the�legislative�mode�that�can�best�meet�the�needs�of�the�development�of�the�times.�Since�the�
revision� of� the�Criminal� Law� in� 1997,�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re�and�more�problems�have�been�exposed� in� the� single�Criminal�Code,�which� seems� to�have�
fallen� into� the�predicament�of� internal� and�external�difficulties� and�even� if� it� adopts� the�way� of�
criminal�law�amendment,�it�is�still�difficult�for�the�criminal�code�to�adapt�to�social�changes�in�time,�
let� alone�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egislative� model� itself.� Under� the� reality� of�
ever-changing�social�development,� the�pluralistic� legislative�model� is�not�a “ retrogression” that�
ignores�the�lessons�of�the�past,�but�the�best�scheme�that�can�take�into�account�the�stability�of�the�
code� and�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And� it� is� also� more�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of�criminal�law�legislation�in�China.

Key Words: Civil� Code;� Re-codification;� Single� Criminal� Code�Model;� Pluralistic� Legislative�
Model

（责任编辑： 陈毅坚）

结语

面对民法典颁布所带来的法典化热， 刑法立法应当保持冷静和定力。 从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却没有纳入民法典独立成编来看， 未来的民事立法并非绝无颁布特别法的可能， 所以
刑法典也没必要强行追求单一刑法典模式。 刑法典立法模式的选择应从在所处的时代发展需要的角
度出发。 1997 年刑法修订时所处的时代急需一部新的刑法典整合杂乱无章的刑事法律规范， 所以单
一刑法典模式成为当时的最优选； 但是在社会正在高速变化的今天， 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单一刑
法典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片面追求单一刑法典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 也不符合各个部门法打破
壁垒走向 “公私法融合” 的动向， 多元立法模式似乎成为了更符合这个时代需求的选择。 因此， 毋
须认为我国刑法典从单一刑法典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转换是一种倒退， 而要深刻认识到这种转换实
际上是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典发展变化的否定之
否定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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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诉讼的法域、 类型及新发展

王 慧 邱歆菡 *

内容提要： 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中， 司法被视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 分析已有
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 不难发现气候变化诉讼的法律依据众多， 而且在有些国家原告可以
依据现行的任一环境法律提起气候变化诉讼。 从全球已有案件的领域分布来看， 气候变化
诉讼主要聚焦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保护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 气候变化影响
评估、 气候变化损害赔偿和气候变化金融等领域。 当下， 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成为全
球气候变化诉讼的新领域， 但是也面临被告选择、 责任份额划分、 域外国家责任追究和价
值冲突等难题。
关键词： 气候变化诉讼 法律依据 基本类型 人权诉讼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5

*王慧，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邱歆菡，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第 65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个人消费行为绿色化的法制保障研究” （项目编号： 2019M651457）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王慧： 《气候变化诉讼中的行政解释与司法审查》，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 2期。
譺訛 参见郑少华、 张翰林： 《论双碳目标的法治进路———以气候变化诉讼为视角》， 载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 4期。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最具挑战性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问题， 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在气候变
化应对过程中， 完备的法律制度被认为是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保障。 在气候变化应对法律体系中，
如何积极发挥司法的作用也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气候变化诉讼在全球范围发
展迅速， 司法的作用因此得到最大化的发挥。譹訛 为了服务和保障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顺利推进，
我国司法机关已审理了一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案件， 为未来的气候变化诉讼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譺訛 不过， 鉴于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气候变化诉讼具有多面向、 多维度的特征，
我国的气候变化诉讼仍有诸多待完善的方面。 本文试图从比较法角度描绘全球气候变化诉讼的图
景， 以期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样本。 下文有关全球气候变化诉讼的分
析以美国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为主。 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拒绝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议， 但是美国州
政府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积极作为， 美国的司法在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美国出现了全球数量最多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 美国法院在审理气候变化诉讼案件时所面
临的难题， 以及其解决相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值得我们观察和思考。

一、 气候变化诉讼的法域

虽然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理论上可能涉及所有的法律法规， 但是从美国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分布

53· ·



法 治 社 会 2022年第 5期

来看， 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主要基于环境保护法而展开， 在具体环境法律下又形成若干类型的案件
（见下表）。

（一） 依据 《清洁空气法》 （CAA） 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1. 环保型诉讼
环保型诉讼的代表性案例为清洁联盟诉 TXU 电力公司案 （Clean Coalition v. TXU Power），譼訛 在

该案中环保团体对几个公用事业单位提起诉讼， 要求禁止他们在其社区建造粉煤发电站， 理由是他
们违反了 《清洁空气法》 的施工前许可程序， 与 《清洁空气法》 保护公共健康和福利以及人口生产
能力的宗旨相违背。 虽然地区法院以缺乏主体管辖权为由驳回了该诉讼， 认为 《清洁空气法》 第
7604（a）（1）和（a）（3）的规定没有授权公民起诉， 但是该案作为环保型诉讼与气候变化应对密切相
关， 旨在控制粉煤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2. 国家车辆标准诉讼
国家车辆标准诉讼的代表案例是奥菲尔诉波士顿市案 （Ophir v. City of Boston），譽訛 在该案中原告

提起诉讼， 声称波士顿市要求出租车车主购买 2008 年或 2009 年或更高型号的车辆的做法， 不符合
《清洁空气法》 和 《能源政策和保护法》 的豁免条款而违法。 原告指出空气质量属于联邦的监管权
范围， 地方政府无权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 即 《清洁空气法》 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该
案对美国各州制定基于车辆标准的气候变化政策构成了限制。

表 1： 美国气候变化诉讼援引法律及其案例类型譻訛

法律名称 法律名称 具体案件类型

商业条款诉讼

第一修正案诉讼

第五修正案诉讼

其他宪法诉讼

行业诉讼

环保型诉讼

《清洁空气法》

《信息自由法》

《宪法》

各州州法

《国家环境政策法》

国家影响评估规则诉讼

《濒危物种法》 联邦普通法 气候变化损害诉讼

《清洁水法》 公共信托原则 气候变化国家义务诉讼

具体案件类型

环保型诉讼

国家车辆标准诉讼

危害结果诉讼

温室气体报告规则诉讼

联邦车辆标准诉讼

清洁能源计划诉讼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诉讼

气候变化与国家行动诉讼

可再生燃料标准诉讼

气候变化与濒危物种保护诉讼

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保护诉讼

譻訛 本表是笔者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萨宾研究中心气候变化诉讼数据库 （Columbia Law School, Sabi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Law,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Databases: http://climatecasechart.com/, 2022 年 7 月 1 日访问） 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
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世界气候变化诉讼案例库 （ LSE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Laws of the World Litigation cases: https: //climate-laws.org/litigation_cases, 2022 年 7 月 1 日访问）
整理而成。

譼訛 Clean Coalition et al. v. TXU Power, 536 F.3d 469, 472 n.3 (5th Cir. 2008).
譽訛 Ophir v. City of Boston, 647 F. Supp. 2d 86, 94 (D. Ma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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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害结果诉讼
危害结果诉讼的代表是公用事业空气监管集团诉环保署案 （Utility Air Regulatory Group v. EPA），譾訛

在该案中公用事业空气监管集团提交了一份诉讼请求， 寻求推翻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对美国环保署
大型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许可计划的支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环保署无权将 《清洁空气法》
解释为强制或允许一个设施的潜在温室气体排放触发 “防止严重恶化” （PSD） 和第五章许可要求。
不过， 联邦最高法院支持环保署的决定， 即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污染源对温室气体采用 “最佳可用控
制技术” （BACT）。 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环保署试图通过重构法定排放门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请求，
法院认为这将严重打击宪法的分权。 然而， 法院认为 《清洁空气法》 的文本明确支持要求对 “无论
何种污染源” 进行 BACT 的解释， 并认为将 BACT 应用于并非灾难性的温室气体是不可行的， 可能
导致机构权力的急剧扩张。 该案已成为美国气候变化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案例， 引发了诸多讨论。

4. 温室气体报告规则诉讼
温室气体报告规则诉讼的代表是美国石油协会诉环保署案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v.

EPA），譿訛 在该案中美国石油协会和天然气加工者协会分别向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请
愿书， 要求法院审查环保署 2014 年对温室气体报告规则的修订， 其对石油和天然气系统来源类别
的报告要求和保密性的确定进行了修改。 在公众评论期间， 对修订后的规则提出的批评包括： （1）
取消最佳可得监测方法（BAMM） 选项将使一些报告人难以遵守， 并可能在其他领域产生不利影响，
如新技术的发展。 （2） 修订后的规则要求报告人区分井型组合， 从而增加了气井完成和修复的报告
负担。 该案再次反映了美国环保署制定气候变化规则所面临的种种阻挠。

5. 联邦车辆标准诉讼
联邦车辆标准诉讼的代表是赛车爱好者和供应商诉环保署案 （Racing Enthusiasts & Suppliers v.

EPA），讀訛 在该案中请愿者认为环保署的如下做法违法： 将为越野比赛目的而改装某些车辆或发动机
的个人或为这些个人生产零部件的制造商视为违反 《清洁空气法》。 2021 年 12 月 6 日， 华盛顿特区
巡回上诉法院决定暂停执行奥巴马政府于 2016 年制定的相关标准———中型和重型发动机和车辆的
温室气体排放和燃料效率标准。 鉴于机动车排放对温室气体的贡献巨大， 该案对美国交通领域的气
候变化政策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6. 清洁能源计划诉讼
清洁能源计划诉讼的代表是拉斯布里萨能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诉环保署案 （Las Brisas Energy

Center， LLC v. EPA），讁訛 在该案中几家电厂和行业团体对环保署制定的新电厂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提
出质疑， 环保署根据 《清洁空气法》 第 111 条发布的拟议标准， 将新的化石燃料发电厂每兆瓦小时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定为 1000 磅。 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驳回了电力行业对环保署提议的新化石燃
料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限制的挑战， 认为时机不成熟。 法院认为， 这些拟议的标准不是受司法审查
的最终行动。 在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煤电厂一直是相关法律和政策的重要反对力
量， 该案的特殊性在于原告对环保署拟定的规则提出了挑战。

7. 可再生燃料标准诉讼

譾訛 Utility Air Regulatory Group v. EPA, 134 S. Ct. 2427 (2014).
譿訛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v. EPA, 65 Fed. Law. 21 (2018).
讀訛 Racing Enthusiasts & Suppliers v. EPA, No., 16-1447 (D.C. Cir. 2016).
讁訛 Las Brisas Energy Center, LLC v. EPA, No. 12-1248, 2012 U.S. App. LEXIS 25535, at *2 (D.C. Ci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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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燃料标准诉讼的代表是品尼高乙醇有限公司诉环保署案 （Pinnacle Ethanol， LLC v. EPA）。輥輮訛

该案由一批乙醇生产商提起， 挑战环保署确定哪些生物燃料符合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的标准。 环保署
相关规则规定， 在 2007 年 12 月 17 日之前开工的设施中用玉米生产的乙醇， 无需遵循 “可再生燃料
必须比汽油至少减少 20%的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 的要求， 后来环保署将豁免范围扩大到 2009
年 12月 31日之前开工的使用天然气或生物燃料作为能源的设施所生产的乙醇。 在气候变化应对过程
中， 能源替代特别是可再生燃料是重中之重， 本案凸显了相关政策的发展所面临的阻力。

8. 其他规则诉讼
这方面的代表是阿科玛公司诉环保署案 （Arkema Inc. v. EPA）輥輯訛。 该案主要涉及环保署为履行美

国在 《蒙特利尔议定书》 下的承诺而制定的法规。 《蒙特利尔议定书》 要求成员国逐步淘汰一系列
臭氧消耗物质的生产和消费， 包括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氯氟烃 （HCFCs）。 2003 年， 环保署为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氟氯烃生产和消费制定了规则， 允许配额在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转让一年， 或
通过基线信用永久转让。 2009 年 12 月， 环保署发布了一项管理 2010—2014 年信用额度的规则，
确定 《清洁空气法》 禁止永久性基线转让。 在诉讼中， 原告声称， 环保署 2009 年的规则使公司内
部的基线排放转让无效是不合法的。 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认为， 该规则具有非法的追溯性， 因为它
改变了根据 2003 年规则批准的交易， 而这些交易本应是永久性的。 因此， 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部
分撤销了 2009 年的规则， 并将其发回给环保署。

（二） 依据 《濒危物种法》 （ESA） 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气候变化给物种保护带来诸多难题， 特别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些物种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灭
绝。 基于此， 美国的不少组织基于 《濒危物种法》 提起气候变化诉讼， 这方面的代表是生物多样性
中心诉萨拉查案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v. Salazar）。輥輰訛 在该案中生物多样性中心 （CBD） 对六
个联邦机构提起诉讼， 声称它们未能保护濒危物种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原告认为联邦机构没有对生
物多样性中心在 2007 年提出的 “为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物种寻求联邦保护计划” 的请愿书作出回应。
该请愿书要求各机构审查所有受威胁、 濒危和候选物种， 以确定哪些物种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审
查所有联邦恢复计划， 以确保濒危物种能够适应变暖的环境； 并要求所有联邦机构执行濒危物种恢
复计划， 审查所有联邦项目的气候变化贡献， 并减轻对濒危物种的影响。

（三） 依据 《清洁水法》 （CWA） 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科学研究表明， 气候变化会对全球水资源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如何有效管理水资源是气候变化
时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 2009 年 5 月 14 日， 生物多样性中心在华盛顿州的联邦法院对环保署提
起诉讼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v. EPA），輥輱訛 声称环保署没有认识到海洋酸化对该州沿海水域的
影响。 该诉讼是根据 《清洁水法》 提起的， 该法要求各州确定未能达到水质标准的水体。 据该中心
称， 自 2000 年以来， 华盛顿州沿海水域的 pH 值下降了 0.2 个单位以上， 这违反了该州的 pH 值水
质标准。 原告认为被海水吸收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水变酸， 降低了其 pH 值， 这损害了某些海洋动物
构造生存所需的保护性外壳和骨架的能力。 受该案的影响， 环保署同意根据 《清洁水法》 发布全国
性的指导意见， 以帮助各州应对海洋酸化的威胁， 环保署就各州确定水域是否受到海洋酸化的威胁

輥輮訛 Pinnacle Ethanol, LLC v. EPA, No. 10-1106,2011 WL 1848260 (D.C. Cir. Apr. 26, 2011).
輥輯訛 Arkema Inc. v. EPA, 618 F.3d I (D.C. Cir. 2010).
輥輰訛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v. Salazar, 695 F.3d 893, 898 (9th Cir. 2012).
輥輱訛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v. EPA, 861 F.3d 174, 177-80 (D.C.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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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损害的方法以及各州如何帮助监测海洋酸化及其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征求意见。

（四） 依据 《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 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国家环境政策法》 在美国环境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控制政府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抓
手。 在美国联邦层面缺乏专门的气候变化法的背景下， 灵活运用 《国家环境政策法》 来实现气候变
化应对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塞拉俱乐部诉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案 （Sierra
Club v.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輥輲訛 在该案中塞拉俱乐部向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
交了一份请愿书， 要求审查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 （FERC） 授权在路易斯安那州建设和运营液化设
施以及管道和压缩设施的行动， 因为这些设施将导致国内天然气产量增加， 并造成环境危害， 包括
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五） 依据 《信息自由法》 （FIA） 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被人们寄予厚望， 因为及时准确披露气候变化信息有助于调动全社会的各种
力量。 加州诉环保署一案 （California v. EPA）輥輳訛 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要求提供
有关国家公路运输安全管理局 （NHTSA） 与某些官员讨论加州法规和豁免权的文件， 以及讨论这些
议题的某些会议和电话交谈记录。 NHTSA 辩称， 根据审议程序特权， 这些文件中有许多是免于披
露的。 负责此案的地方法官作出裁决， 认为一些有争议的文件不属于特权范围， 因此应当予以披露。

（六） 依据宪法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1. 商业条款诉讼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商业条款提起的气候诉讼案件的代表是洛基山农民联盟诉科里案 （Rocky

Mountain Farmers Union v. Corey），輥輴訛 在该案中工业和商业团体提起诉讼， 挑战加州的低碳燃料标准
（LCFS）， 声称该标准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 因为该标准干涉了州际商业。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
会于 2009 年 4 月通过了 LCFS， 其目的是在未来 11 年内将燃料的平均碳强度降低 10%。 美国燃料
和石化制造商协会、 美国卡车协会和消费者能源联盟认为 LCFS 违宪， 因为它歧视加州外的燃料，
并管制完全发生在加州以外的州际商业活动。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支持加州的 LCFS， 驳回了根据商
业条款提出的主张。

2. 第一修正案诉讼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提起的气候诉讼案件的代表是埃克森美孚公司诉希利公司案

（ExxonMobil v. Healey），輥輵訛 在该案中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马萨诸塞州总
检察长提出申诉， 要求法院禁止执行 2016 年 4 月向埃克森美孚发出的民事调查要求 （CID）， 并宣
布该 CID 违反了埃克森美孚在联邦和州法律下的权利。 原告声称该 CID 表明自己是马萨诸塞州有关
贸易或商业中不公平或欺骗行为的法规的调查对象， 而自己不可能违反该法规， 因为在过去五年中
没有在马萨诸塞州销售化石燃料产品、 经营零售商店或向公众出售任何形式的股权， CID 侵犯了其
在美国宪法第一、 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商业条款下的权利， 并构成了普通法下的滥用程序。

经过几轮上诉， 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埃克森美孚的上诉， 认为埃克森美孚对纽约总检
察长的索赔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总检察长已经结束了调查， 而且埃克森美孚在总检察长随后提起的

輥輲訛 Sierra Club v.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827 F.3d 36, 42 (D.C. Cir. 2016).
輥輳訛 California v. EPA: 385 F. Supp. 3d at 903 (N.D. Cal. 2019).
輥輴訛 Rocky Mountain Farmers Union v. Corey, 730 F.3d 1070 (9th Cir. 2013).
輥輵訛 Exxon Mobil v. Healey, No. 4：16-CV-469 (N.D. Tex. Filed June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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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法院执法诉讼中获胜。 法院还认为， 埃克森美孚未能确立一种合理的预期， 即有争议的行为 （司
法部长的欺诈调查） 会再次发生， 特别是在司法部长决定不对有利于埃克森美孚的裁决提出上诉
时。 此外， 埃克森美孚的宣告性判决请求并不构成对正在进行的违宪行为进行补救的未来救济要
求。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还同意地区法院的观点， 即既判力原则排除了埃克森美孚对马萨诸塞州总检
察长的索赔， 因为埃克森美孚可以在马萨诸塞州早期的州法院诉讼中提出其索赔。

3. 第五修正案诉讼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提起的气候诉讼案件的代表是圣伯纳德教区政府诉美国案 （St.

Bernard Parish Government v. United States）。輥輶訛 2005 年 10 月 17 日， 圣伯纳德教区、 路易斯安那州的
一个政府实体以及位于圣伯纳德教区或新奥尔良市下九区的不动产的私人业主， 根据美国宪法第五
修正案的征用条款， 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提起诉讼， 声称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在 2005 年 8 月 29 日
至 9 月初的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建造、 扩建、 运营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航道 （MR-GO）， 该航道大
大增加了风暴潮并导致他们的财产被淹， 此后在丽塔飓风 （2005 年 9 月 24 日） 期间也不可避免地
再次发生洪水。 由于风暴潮有可能在随后的飓风和严重风暴中造成洪水， 2008 年 6 月 5日， 陆军总
司令部决定取消对 MR-GO 的授权。 这是基于联邦宪法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 在气候变化背景
下这种财产损失会加剧， 该案的意义在于将政府的气候变化应对责任进一步推向讨论中心。

4. 其他宪法诉讼
除了上述基于美国联邦宪法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 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基于宪法提起的气候

变化诉讼案件， 如奥克兰大宗货物和超大尺寸码头有限公司诉奥克兰市案 （Oakland Bulk &
Oversized Terminal， LLC v. City of Oakland）。輥輷訛 在该案中， 码头开发商声称奥克兰市禁止在一个散装
货物运输码头进行煤炭作业的条例违反了授予开发商开发该土地权利的开发协议。 开发协议规定，
协议签署后通过的法规将不适用于该码头， 除非市政府根据实质性证据确定， 不适用新法规将对奥
克兰人民的健康或安全构成实质性危险。 市政府辩称， 开发协议允许其根据实质性证据对开发项目
进行监管， 以避免将项目的居住者、 使用者或邻居置于对其健康或安全有重大危险的状态。 虽然开
发商认为奥克兰市不能将气候变化归因于码头的运营， 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规模的问题。 但奥
克兰市认为，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质并不意味着社区不能或不应该考虑当地气候变化的影响。 加利福
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该市的主要论点。

（七） 依据联邦普通法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随着美国国会制定大量的环境保护法， 普通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但是气候变化背
景下普通法的作用逐渐被重视。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纽约市诉英国石油公司案 （City of New York v.
BP P.L.C.），輦輮訛 在该案中纽约市对五个最大的投资者拥有的化石燃料生产商提起诉讼， 要求其补偿为
保护居民免受气候变化影响而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的费用。 纽约市声称， 尽管多年来知道使用化
石燃料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并在大气中累积数百年， 造成严重伤害， 但被告仍生产、 营销和销售
大量化石燃料， 五名被告应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所有工业来源的碳和甲烷污染的 11%
以上负责， 被告还应对领导整个化石燃料行业的公共关系战略负责。 该市指控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伤害包括更频繁和更强烈的热浪、 极端降水和海平面上升。

輥輶訛 St. Bernard Parish Government v. United States, 887 F.3d 1354, 1358 (Fed. Cir. 2018).
輥輷訛 Oakland Bulk & Oversized Terminal, LLC v. City of Oakland, 321 F. Supp. 3d 986, 988 89 (N.D. Cal. 2018).
輦輮訛 City of New York v. BP P.L.C., 325 F. Supp. 3d 466, 471-76 (S.D.N.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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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纽约市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对气候变化的危害负责的诉讼请
求。 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基本上遵循了地区法院的裁决。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为， 在公
害、 私害和侵入索赔方面， 联邦普通法取代了该市的州法， 因为该诉讼将规范跨境温室气体排放，
尽管是以间接和迂回的方式， 而且州法索赔将进一步冒险破坏在防止全球变暖与能源生产、 经济增
长、 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之间达成的谨慎平衡。

（八） 依据州法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虽然美国联邦层面在制定气候变化法律与政策方面表现不佳， 但是美国的一些州在气候变化应
对方面表现极为积极， 成为美国气候变化法律和政策的一种独特现象， 有望助推美国联邦气候变化
法律与政策的发展。

1. 行业诉讼
行业诉讼的代表是英德科林斯公司诉帕特森案 （Indeck Corinth， L.P. v. Paterson），輦輯訛 该案原告是

一家 128 兆瓦的天然气热电联产厂的经营者， 要求推翻该州实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RGGI） 的条
例。 在起诉书中， 该公司声称这些法规是违宪的， 并且在没有得到州立法机构的必要法定授权的情
况下实施。 根据 RGGI 的规定， 该公司无法转嫁购买二氧化碳配额的费用， 因为它有义务与联合爱
迪生公司签订长期固定价格的电力合同。 因此， 原告声称， RGGI 应被宣布无效， 因为它从未被国
会批准， 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契约条款。

2. 环保型诉讼
环保型诉讼的代表是福斯特诉华盛顿州生态部案 （Foster v.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輦輰訛 该案中八名儿童向华盛顿州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要求州生态部向州立法机构建
议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以阻止全球变暖的浪潮。 初审法院指出， 无需改变该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限
制。 华盛顿州上诉法院推翻了 2016 年 5 月初审法院的裁决， 判令华盛顿州生态环保部在 2016 年底
前发布一项设定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最终规则， 并向州立法机构提出修改法定排放标准的建议。

3. 国家影响评估规则诉讼
国家影响评估规则诉讼的代表案件是塞拉俱乐部诉蒂哈马县案 （Sierra Club v. Cty. of Tehama）。輦輱訛 在

该案中， 一个环保组织提起诉讼， 指控蒂哈马县的总体规划更新违反了加州环境质量法 （CEQA），
特别是在其环境影响报告中误报了温室气体排放。 初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上诉中， 上
诉法院维持原判， 认为环境影响报告中量化此类排放的方法有大量证据支持。

（九） 依据公共信托原则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

公共信托理论在美国环境保护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是美国环境法生成的重要理论支撑。 斯维
特克诉华盛顿案 （Svitak v. Washington）輦輲訛 是一起要求宣告性救济的诉讼， 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保护
大气层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托义务， 并应为华盛顿州的儿童和该州的后代的最佳利益行事。 华盛
顿州上诉法院驳回了未成年儿童及其监护人为迫使华盛顿州加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提起的公共信
托原则诉讼。 上诉法院裁定， 这些诉求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 必须由立法机构来解决， 而且， 由于
没有具体指控的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行为， 国家被指控的不作为问题是不可审理的。

輦輯訛 Indeck Corinth, L.P. v. Paterson, (N.Y.S. Jan. 29, 2009).
輦輰訛 Foster v.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 No. 903B6-7, 2015 WL 5916933 (Wash, Oct. 8, 2015).
輦輱訛 Sierra Club v. Cty. of Tehama, Case No. C066996, 2012 WL 5987582 (Cal. Ct. App. Nov. 30, 2012).
輦輲訛 Svitak v. Washington, No. 69710-2-I, 2013 WL 6632124 (Wash. Ct. App. Dec. 1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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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气候变化诉讼的类型化

在全球范围内， 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 尽管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法律依据种
类繁多， 但是不难发现， 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目标主要聚焦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保护生物多样
性、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 气候变化损害赔偿、 气候变化金融等领域。

（一） 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气候变化诉讼

在数量众多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中， 通过诉讼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直是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
重要类型。 如前所述， 这类案件在美国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中一直占较大比例。 在欧盟， 针对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所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也是较为重要的气候变化诉讼类型， 其代表是圣戈班玻璃
德国有限公司诉欧盟委员会案 （Saint-Gobain Glass Deutschland GmbH v. European Commission）。輦輳訛 该案
的原告圣戈班是一家涉足世界玻璃市场的公司， 经营着欧盟 2003/87/EC 指令所调整的装置， 该指令
在欧盟内建立了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交易计划。 圣戈班向德国主管部门申请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该公司还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获得年度临时免费排放配额， 欧盟委员会拒绝了圣戈班的请
求。 2012 年 10 月 31 日， 圣戈班就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
驳回了该起诉。 2015 年 2 月 11 日， 圣戈班向法院提起上诉， 欧洲法院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圣戈班的
诉求。 在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所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中， 诉讼的争议点主要在温室气体监管
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展开， 被监管者通常对监管者的气候变化控制政策和规则提出挑战， 认为相关的政
策和规则缺乏合法性基础。

（二） 针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诉讼

科学研究表明， 全球变暖将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负面影响无
法得到根治的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予以减轻是气候变化诉讼的关注点之一。 这类案件的代表是马塔
图阿区姆多里委员会诉新西兰案 （Mataatua District Mdori Council v. New Zealand）。輦輴訛 在该案中原告
声称， 新西兰没有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违反了对毛利人的义务。 原告认为， 气候变化会对毛
利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带来各种不利影响， 新西兰政府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毛利人免遭相关
的负面影响。 针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诉讼主要针对政府， 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其
应尽的法律义务， 结果使得气候变化给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 针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气候变化诉讼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中，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被认为有助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有助于形成
气候变化的合作治理， 是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主要涉及政府和企
业， 前者进行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后者进行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有助于控制
其温室气体排放。 针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主要扮演了信息发布和传递功效， 这
方面的代表是托尔高平板玻璃有限公司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案 （Flachglas Torgau GMBH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輦輵訛 在该案中， 托尔高平板玻璃有限公司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请求获得

輦輳訛 Saint-Gobain Glass Deutschland GmbH v.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7 Reports of Cases before the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1 (2017), Case C-60/15 P.

輦輴訛 Mataatua District Mdori Council v. New Zealand 2016 WAI 2607 (MDMC claim).
輦輵訛 Flachglas Torgau GMBH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C- 204/09-14.0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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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7 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分配计划法相关信息和 2005—2007 年期间排放许可证分配的
信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相关信息涉密为由加以拒绝， 虽然环境信息通常在欧盟属于应当公开的
信息， 但是法院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拒绝提供信息的做法合法。

（四） 针对环境评估和审批的气候变化诉讼

1. 自然资源开采涉及的气候变化诉讼
这方面的代表案例是格雷诉规划部长案 （Gray v. The Minister for Planning）。輦輶訛 2006 年 1 月， 澳

大利亚百年煤业有限公司向规划部长申请批准在猎人谷建造一个大型煤矿。 新南威尔士州规划局长
作出了就砧板山煤矿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估进行公开的决定， 原告格雷对该决定提出了质疑， 由于百
年煤业有限公司没有对煤炭燃烧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也没有详细的温室气体影响评估。 澳大利亚
联邦法院支持了原告格雷， 指出该案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估存在问题， 因为没有考虑第三方燃烧煤炭
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法院强调， 对于有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 应根据
《1979 年环境规划和评估法》 适当考虑和评估项目的气候变化影响， 仅仅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提出气
候变化问题是不够的， 项目的提议者必须尝试进行精确量化。

2. 可再生能源项目涉及的气候变化诉讼
在全球变化应对中， 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被视为是解决全球变暖的理想选项， 一方面可以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能源。 但是，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实践中面临
不少法律障碍， 这方面的代表是耶兰德风电场诉西德文公司案 （Yelland Wind Farm v. West Devon）。輦輷訛

在该案中， 耶兰德风电场有限公司对英格兰西德文郡议会的决定提出上诉， 因为被告拒绝了在达特
穆尔国家公园边缘建造三个 266 英尺高的风力涡轮机的规划许可申请。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上诉， 认
为原告的提案对景观和视觉的不利影响是决定性的。 不过， 法院强调原告的提案确实有助于实现国
家气候变化政策目标， 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通过该案， 不难发现可再生能源项目固然
有助于气候变化应对， 但是发展这类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土地开发， 面临财产权保护等难题。

3. 气候适应性涉及的气候变化诉讼
全球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主要面向气候变化减缓， 即通过气候变化诉讼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近

年来， 基于气候变化适应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逐渐增多， 成为全球变化诉讼的新趋势。 这方面的代
表是德拉加齐汗水泥公司诉旁遮普省政府案 （D. G. Khan Cement Company v. Government of Punjab）。輧輮訛

2021 年 4 月 15 日，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维持了旁遮普省政府禁止在被称为 “面区域” 的环境脆弱地
区建设新的水泥厂或扩大现有水泥厂的通告。 一家水泥公司的老板对该通告提出挑战， 理由是该通
告侵犯了 《宪法》 第 18 条规定的贸易、 商业和职业自由的权利， 而且政府在没有充分考虑科学影
响的情况下就发布了该通告， 是不适当的仓促行为。 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挑战， 认为政府根据顾问
报告对新的或扩大的水泥计划可能导致地下水进一步枯竭和其他有害环境影响的考虑是适当的。 作
为审议的一部分， 法院强调政府需要坚持预防原则， 保护项目周围社区的生命权、 可持续性和尊
严。 此外， 法院承认有必要保护自然本身的权利， 并指出人和环境都需要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妥协，
这种和平共处要求法律将环境对象作为法律权利的持有者。 法院同时强调， 在政府决策中需要考虑

輦輶訛 Gray v. The Minister for Planning, Director-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entennial Hunter Pty Ltd [2006] NSWLEC
720 (′Anvil Hill Case′).

輦輷訛 Yelland Wind Farm v. West Devon BC [2007] PAD 13.
輧輮訛 D. G. Khan Cement Company v. Government of Punjab, 2021 SCMR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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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以及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法院认为， 只有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的适应措施， 才有
可能确保国家的水、 粮食和能源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 审理该案的法院指出， 该法院和全球各地的
法院在减少气候变化对我们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影响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需要在任何
时候都坚持气候正义， 使我们的后代免受气候变化的伤害。

（五） 针对气候损害的气候变化诉讼

气候变化诉讼过去主要针对政府， 要求其积极采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 鉴于政府气候变化政策
和法律不够有力， 不少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将目标对准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 这方面的代表是环境部
部长诉 PT卡利斯塔-阿兰案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v. PT KalistaAlam）。輧輯訛 2012 年 11 月 8 日， 印度
尼西亚环境部对一家名为 PT 卡利斯塔-阿兰的公司提起侵权诉讼， 指控其因开垦土地而造成损失，
其中包括碳损失。 原告认为被告导致的碳损失带来气候损害， 法院对印度尼西亚环境部的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

（六） 针对证券及金融监管机构的气候变化诉讼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之所以出现针对证券及金融监管机构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 是因为
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果不将资金从碳密度大的行业转向低碳行业， 现有的经济发展
模式便难以转型， 气候变化应对也就没有希望。 这方面的代表案例是哈佛气候正义联盟诉哈佛学院院
长和研究员及其他人案 （Harvard Climate Justice Coalition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
Others）。輧輰訛 在该案中， 哈佛气候正义联盟和哈佛学生个人对哈佛学院院长和研究员以及负责监督哈
佛公司捐赠基金投资的哈佛管理公司提起诉讼。 声称大学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资违反了其作为公共
慈善机构和非营利公司的信托和慈善责任， 因为这种投资导致了气候变化并且破坏了公众所面临的
安全、 健康的未来前景。 哈佛气候正义联盟以自己的名义并作为未来几代人的代表提起诉讼， 这里
的未来几代人包括尚未出生或太年轻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但其未来的健康、 安全和福利取决于目
前减缓气候变化速度的努力的下一代人。

审理该案的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认为学生个人没有资格根据他们的学
生身份要求对慈善资产进行管理。 法院指出， 哈佛大学对化石燃料的投资虽然干涉了个人权利， 因
为这削弱了他们在环境法等领域的教育， 而且哈佛大学对有关项目的资助扼杀了学术自由， 阻碍了
学生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交往， 但是这些影响对原告来说不是个人的， 因为许多其他学生也会受到影
响。 法院还认为既不应该承认这种拟议的新侵权行为， 也不应该扩大现有的法律主体， 允许原告代
表未来一代进行诉讼。

三、 气候变化诉讼的新发展： 人权诉讼及其挑战

气候变化诉讼虽然在全球发展迅速， 但是诉讼中原告遭遇挫败的不在少数： 大多数案件原告以
败诉收场。 为了扭转气候变化诉讼所面临的不利局面， 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被寄予厚望。 基于
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为人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打开了一个通道， 但是也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挑战。

（一） 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典型案例

輧輯訛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v. PT KalistaAlam,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No 651 K/PDT/2015 (28 August 2015).
輧輰訛 Harvard Climate Justice Coalition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 Others, 2016, Supreme Judicial Court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FAR-2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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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什加莱格里诉巴基斯坦联邦案 （Asghar Leghari v. Federation of Pakistan）輧輱訛

2015 年 8 月 31 日， 巴基斯坦的一位农民阿什加莱格里起诉国家政府， 认为国家政府没有执行
2012 年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实施框架 （2014—2030）。 原告认为政府应该进行气候减
缓或适应工作， 而政府未能实现其气候变化适应目标， 导致巴基斯坦的水、 粮食和能源安全受到直
接影响， 这种影响侵犯了他的基本生命权。 2015 年 9 月 4 日， 巴基斯坦的一个上诉法院批准了莱格
里的要求， 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决定性挑战。 法院援引国内和国际法律原则， 确定国
家在实施该框架方面的拖延和怠慢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院推断， 宪法规定的生命权和人类尊
严权 （根据 《宪法》 第 9 条和第 14 条） 包括享有健康和清洁环境的权利。 此外， 对这些基本权利
的解释必须遵循民主、 平等、 社会、 经济和政治正义的宪法价值， 以及可持续发展、 预防原则、 代
际和代内公平的国际环境原则。

法院指出， 尽管政府已经制定了气候变化政策和实施框架， 但在实施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进
展。 为了监督政策的执行， 法院指示几个政府部委各自提名气候变化协调人来帮助确保框架的实
施， 并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一份行动要点清单， 同时创建一个由主要部委、 非政府组织和
技术专家代表组成的气候变化委员会来监督政府工作的进展。 2015 年 9 月 14 日， 法院发布了一项
补充决定， 提名 21人加入该委员会， 并赋予其各种权力。 2018 年 1月 25 日， 法院注意到气候变化
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 指出在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 《气候变化政策实施框架》 中
66%的优先行动已经得到落实。 在解散该委员会后， 法院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 在法院和行政部
门之间建立了持续的联系。

该案是典型的以人权为基础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的成功案例， 对解决政府在气候变化危机中的
不作为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 该案除了关注气候变化背景下本国国民的生态环境议题， 还对其它国
家将人权原则纳入气候变化诉讼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该案中， 法院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正义， 认为国
家需要采取以人为本的气候变化政策， 气候变化是与人权密切相关的议题， 气候变化减损弱势人群
的权利， 政府应该公平公正地分享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负担和利益。 法院同时指出， 人权视角下的
气候正义富有挑战性， 因为气候变化往往超越国界。

2. 乌尔根达基金会诉荷兰案 （Urgenda Foundation v.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輧輲訛

2013 年 11 月 20 日， 非政府环保组织乌尔根达基金会及 886 名荷兰公民一起在荷兰海牙地区
法院提起诉讼， 状告荷兰政府没有遵守符合国际气候政策和科学要求的减排目标， 未对荷兰社会及
其公民尽到相应的义务， 需对减缓气候变化不力承担责任。 2015 年 6 月 24 日， 海牙法院判决认为
荷兰政府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 指出气候变化确实会给人民带来危害，
国家有义务保护本国人民免于受到这些危害。 海牙法院在判决中责令荷兰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作出限制， 2020 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应至少削减到 1990 年基准水平的 25%。

该案作为基于人权提起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 在气候变化诉讼案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为该
案首次实现了当事人在气候变化诉讼中直接援引人权法依据， 促使法院从人权视角来审理气候变化
纠纷。 这一突破不仅表明公民有权利要求本国政府对气候变化所引发的问题负责， 而且使法院可以
要求政府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该案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案件当事人， 而且对其它
国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带来启发。

輧輱訛 Asghar Leghari v. Federation of Pakistan, PLD 2018 Lahore 364 21.
輧輲訛 Urgenda Foundation v.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2015] Case C/09/456689/HA ZA 13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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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权气候变化诉讼的挑战

理论上， 国际人权法相比国际环境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诸多优势。 第一， 国际人权法的签
署国家较为广泛， 全球大多数国家均已加入各种人权公约， 相关公约的诸多义务规定已成为类似国
际习惯法的国际规范。 第二， 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个人针对国家的索赔权， 个人可以在国际法院针对
自己的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提出人权索赔， 有望通过证明相关国家未能有效监管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人
权受损而获赔偿。 第三， 通过扩大解释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保护条款， 有望将各种气候变化导致
的损害纳入其人权保护体系之中。 不过， 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也面临较多挑战。

1. 被告的选择
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在从事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 从而对全球变暖及其后果做出了贡献， 尽管

个人贡献的占比看似微不足道。輧輳訛 全球变暖的受害者在提起诉讼时会挑选被告， 他们通常会选择富
有的公司或国家， 以确保索赔的可行性。 然而国际条约的规定却会使受害者陷入一个僵局， 国际条
约通常为国家创设义务， 而不为公司或个人创设义务， 即非国家主体不直接受到人权条约的制约，
因为这些主体不是人权条约的当事方。 这也就意味着， 受害者无法基于人权条约向排放温室气体的
公司或个人提起诉讼。 当受害者转而选择起诉国家时， 国家通常又受到主权豁免的保护， 无法在国
内法院被起诉。

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因此陷入一种困境， 一方面人权公约主要约束国家的行为， 另一方面
国家却通常无法在国内法院作为被告被起诉。 人权公约为国家创设了诸多义务， 要求国家管理其境
内的诸多主体的行为， 非国家主体只有经国家管理才受人权条约的约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未来
需要明确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规范非国家主体的行为， 如此才能较好地解决受害者在气候变
化诉讼中所面临的被告难题。

2. 因果关系与责任份额
基于人权法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原告， 必须是因全球变暖遭受损害的人。 如果有人能证明自己

的生命、 健康或财产因洪水、 疾病或其他与全球变暖有关的因素而受到损害或破坏， 那么他就可以
成为该类诉讼的原告。 在这类诉讼中， 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两个层面的因果关系： 一是要证明人
权受到伤害是环境损害造成的结果； 二是要在损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即需要证明受害
者的人权受到伤害是由于损害者破坏环境的行为造成的。

在环境案件中， 当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之后， 其不良影响和结果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
来， 到那时已很难确定造成环境损害的确切原因。 即便原告能够证明环境损害影响了自己的人权，
也面临如何证明被告的行为导致了环境损害的问题。 即使受害者对环境损害的成因有一定的了解，
但由于特定的事件往往只是众多促成因素之一， 所以还是无法确定损害者的行为就是导致了受害者
人权受到伤害的唯一因素。 如果无法在损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 那么基于人权提起的气
候变化诉讼面临败诉的风险便会提高。

由于环境损害往往不是在某一个事件单独影响下发生的， 某个特定的事件和个体通常只是众多
促成因素之一， 因此难以归因于某个特定的对象。 在这种情形下， 共同引起环境损害的被告之间如
何进行责任认定和分配？ 其中面临如下难题： 第一， 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定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者
不可行， 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者包括但不限于个人、 公司、 政府， 在数量如此庞大且难以全部统

輧輳訛 See Eric A. Posner,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 155 University of Permsylvania
Law Review 192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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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参见周立波： 《气候变化与人权保护———基于环境法与人权法的理论考察》，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5期。

计的群体中进行责任分配几乎不可能。 第二， 在无法科学确定责任者的条件下， 法院要么无法确定
责任者的责任份额， 要么不准确地估算责任者的责任份额， 这会导致部分温室气体排放者受到过度
苛责， 即他们对于该环境损害没有多少贡献却赔偿较多， 而另一部分温室气体排放者却被纵容， 所
赔偿的金额远小于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这会造成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的结局。

3. 人权诉讼的国家域外义务难题
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为例， 该公约是联合国在 《世界人权宣言》 基础上通过

的， 其中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本盟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护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
人享有本盟约所承认的权利。”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该公约的落实会涉及域外适用问题， 因为温室
气体具有跨境特征， 其导致的损害不会限于某国的领土之内， 还会波及其他国家。 一国境内的温室
气体排放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影响全球， 给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的人权造成负面影
响。 温室气体的这种特性使得国家承担义务的对象似乎是全球公民， 但要求一个国家尊重和保护全
世界人民的人权不受侵害给排放者所在国施加了过重的负担。 而如果没有这样 “负担过重” 的规
定， 人权法无法在域外适用， 各国没有义务避免由于国家领土内的行动造成他国国民人权受害的情
形， 又会导致环境保护无从谈起， 受害者基于人权法寻求救济也无法进行。 气候变化应对中， 国家
域外义务的缺失会使得人权法在环境诉讼中很难发挥作用。

此外， 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大幅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
而其他国家不这么做， 那么， 气候变化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任何一个国家只对国内主体进行监管
或者起诉， 无法根本上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各国的合作才有望解决。

4. 人权诉讼的价值冲突难题
科学研究表明， 全球变暖已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 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根本威胁。

不过， 除了气候变化本身对于人权的冲击， 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同样有可能使人权
受到侵害。輧輴訛 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样一来温室气体
的排放虽然可以得到控制， 但靠相应行业维持生计的人就会受到影响。 比如， 政府出台了有关减少
森林采伐或加速森林再造的政策都可能影响依靠伐木维持生计之人。 一个国家在国内制定了严格规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后， 可能导致企业选择转移到国外、 国家内部工业大量转移国外的情况， 或
者企业投资研发排放控制技术、 抢占其他项目的资金， 这都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 给民众的
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要想摆脱这一困境， 国家在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时， 必须以尊重人权的方式
行事， 否则会带来新的人权损害。

5. 人权诉讼的正义难题
全球变暖的受害者分散在世界各地， 但主要集中在低洼岛屿和沿海地区的贫穷国家， 海平面上

升会导致这些地区遭受更频繁的洪水以及岸线侵蚀、 财产破坏。 全球变暖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因气
候变化而使土地不再适宜种植传统作物的农民， 容易受到向北方迁移的疾病影响的人， 以及依靠冰
川取水的人。 许多人会面临如下影响： 食品价格比原来高， 空调账单更高， 或者因更多的风暴遭受
更多的损失。 当下的气候变化诉讼主要是代表最贫穷国家的最贫困受害者提起的， 只有在这一类诉
讼成功的情况下， 富裕的受害者才会提起诉讼。 不过， 中产阶级受害者将有权获得比贫困受害者更
高的赔偿， 原因很简单， 中产阶级受害者比贫困受害者拥有更多可以被摧毁的有价值的资产。 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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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原告律师将向中产阶级和相对富裕的人转移。 气候变化可能会将财富从跨国公司重新分配给中
产阶级或相对富裕的受害者， 而公司则会把他们的成本转嫁给顾客。 随着产品成本的增加， 世界各
地的穷人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如果企业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那么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受益， 这些
人中大多数是穷人。 然而， 这些特殊的受益者并不是生活在今天的穷人， 而是生活在未来的穷人。
今天的气候变化诉讼将使当下的贫穷受害者受益甚微， 或者根本没有受益， 甚至使他们的情况更
糟， 因为许多人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

Abstract: In�the�process�of�climate�and�change�response,�justice�is�regarded�as�an�important�force�
in�climate�change�mitigation� and�adaptation.�The� existing� climate� change� litigation� cases� reveal�
that�there�are�many�legal�bases�for�climate�change�litigation,�and�the�plaintiff�can�bring�a�climate�
change�lawsuit�according�to�any�of�the�existing�environmental�law�norms.�Global�climate�change�
litigation� mainly� focuses�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limate� change� impact� assessment,� climate� change� damages� and�
climate�change�finance.�At�present,�climate�change�litigation�based�on�human�rights�has�become�a�
new�field,�but�litigation�is�faced�with�some�problems,�such�as�the�choice�of�defendant,�the�division�
of�liability�share,�extraterritorial�state�liability�attribution�and�value�conflict.

Key Words: Climate�Change�Litigation;�Legal�Basis;�Basic�Types;�Human�Rights�Litigation�

（责任编辑： 刘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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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法教义学体系

王 雷 *

内容提要：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均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作出决议行为。 业主大会决议事
项为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和共同管理事务。 业主成员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有机组
成部分， 业主成员权主要包括共同管理权、 知情权和监督权。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是业主行
使共同管理权的重要方式。 业主大会决议成立是判断其效力是否存在瑕疵的前提， 其要件
包括： 业主大会会议外观的存在， 业主委员会向全体业主发送会议通知或者公告并召集业
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实际作出决议； 业主大会决议满足多数决要求。 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或者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 属
可撤销。 不能因为业主大会决议违反管理规约而认定该业主大会决议行为可撤销。 业主大
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该决议无
效。 越权决议行为因未经有追认权人追认而导致终局无效。
关键词： 民法典 业主大会 决议行为 业主委员会 团体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6

引言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彼此之间因建筑物所有和使用关系而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为维持共同
生活或经营的和谐秩序， 需要妥当平衡业主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 业主利益与建设单位利益、 业主
利益与物业服务企业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物权编本着团体法思
维， 期望提高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组织程度和有序运转， 增强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制
度等团体自治规则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功能， 支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发挥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决议及管理规约等在业主自治和小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保障小区品
质， 防止区分所有建筑物加速折旧。 《民法典》 中业主共同决定的决议事项范围、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
委员会决议成立和效力制度等存在较大立法变化。 本文力图构建民法典中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法教义
学体系， 对现行民事一般法和特别法中关于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法律制度进行法律解释完善和体系化。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民法典》 中的参照适用条款
研究” （项目批准号： 20BFX103）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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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主体和决议事项

（一）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 均可作出决议行为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 《物权法》）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并非强行性规范， 是否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 完全交
给业主决定。 笔者曾建议将本条文修改为： “业主应当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 只有一个
业主的， 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 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 由业主共同履行业主
大会、 业主委员会职责。” 由此可以明晰该款前段的性质为行为规范和强行性规范。 当然， 从裁判
规范的角度看， 业主违反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行为义务时， 是否须承担 “继续履行”
的法律责任， 以及谁有权要求业主承担该责任？ 从法律责任可操作性的角度看， 此时无法实际给业
主科加继续履行责任， 只能使得业主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 即在围绕 《物权法》 第七十六条、 第七
十八条、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等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发
生诉讼时， 业主仍然需要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选出代表人以方便参加
诉讼。 相对比于业主委员会参加诉讼而言， 分散业主参诉的便利性程度更低。 如果业主在代表人诉
讼过程中未登记权利并推选代表人， 还可能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直接承受人民法
院已经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拘束。 即使从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相结合的角度看， 违反民事义务不一
定必然对应民事责任， 《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六条认可了此结论： 一方面， 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
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 未必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如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不可抗力， 一
般可以作为免责事由； 另一方面， 承担民事责任也并非均基于民事主体违反法定或者约定的民事义
务， 如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所规定的受益人适当补偿责任， 以及公平责任、 无过错责任等情
形。 义务人承担民法之外其他法律所规定的不利益也可以作为义务人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 这
也不影响规定民事义务的该行为规范同时作为强行性规范发挥作用。

民主决策的三大核心要素是决策主体的有效参与、 表决方式的多数决机制和决策过程的正当程
序规则。 “在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过程中， 公民们应该有充分且平等的机会， 来表达他们关于
最终结果的各种偏好。”譹訛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领域， 业主正是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实现民
主参与、 民主决策。 基于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 公司和公司股东均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公司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属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不同组织形式。 不同于公司股
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既是业主进行团体管理的组织形式，
又具有不同于业主的民事主体地位， 属于 “非法人组织” 这一独立的民事主体类型， 业主委员会具
有诉讼主体资格。譺訛 由于法人类型法定， 而 《民法典》 并未认可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的法人地位，
故可以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解释归类为 《民法典》 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的 “等” 非法人组
织。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均可在其决议事项范围内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管理规约约定作出决议行为。

为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的良好状态， 确保舒适的居住生活品质， 区分所有人之间存在围绕共有
部分和共同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必要。 区分所有人之间存在共同利益， 事实上形成一种共同体关
系， 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为自治性的团体组织， 具有浓厚的团体法色彩。譻訛 业主大会并非仅仅是

譹訛 [美] 罗伯特·A.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 曹海军、 佟德志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42页。
譺訛 参见王雷：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团体法思维》， 载 《当代法学》 2015年第 4期。
譻訛 参见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 （上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修订 5版， 第 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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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议， 业主大会还是业主团体的最高意思决定机关， 业主委员会则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常
设机构， 业主委员会的职责限定且由业主大会赋予。 有学者认为：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委员会， 也
可以不设立业主委员会。 ……是否设立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的一项权利。”譼訛 笔者认为， 作为业主团体
最高意思决定机关的业主大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业主委员会原则上均应属于必设机构， 业主委员会
还属于常设机构。 司法实践中， 多由业主委员会来行使相应诉权。譽訛 业主委员会在住宅小区业主的
共同利益遭受损害时， 有权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条、 第
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 业主委员会的诉权范围仅限于住宅小区内业主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遭受损
害的情形， 业主的专有权受到侵害， 应由业主主张权利。 业主委员会职责之外的业主共同决定事项
属于业主大会专属职责兜底保留范围。 业主委员会无权决定处理涉及业主共同财产权利的重大事
项。 业主委员会超越职责范围对外签订合同构成无权代表， 合同行为的相对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
业主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属于合同相对人应尽审查义务的范围， 相关合同行为未经业主大会追认， 应
当属于无效。譾訛 业主大会由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成， 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
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利， 履行相应的义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
规则》 （建房 〔2009〕 274 号） 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业主大会自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管理
规约、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之日起成立。” 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大会依法选举
产生， 履行业主大会赋予的职责， 执行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 接受业主的监督。

有学者 “不但赞同业主大会为一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观点， 而且主张可以原告和被告的身份参加
诉讼， 至于它无独立财产的问题， 可由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解决有关义务和责任的承受问题， 不能
因此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譿訛 有学者则认为业主大会本身仅仅是作为全体业主集体决策以及共同管
理事项的议事会议， 不具有实体性。 业主大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方具有诉
讼主体资格。讀訛 我国现代城市商品住宅小区， 陌生的邻里关系使得业主彼此之间形成一个陌生人社
会， 组织程度低， 如果无法通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方式行使选任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
管理权利， 就会使得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得以延续且得不到有效约束。 相对于物业服务企
业而言， 分散的业主个体属于弱势群体， 业主只有组织起来， 才会提高其与物业服务企业的谈判能
力， 并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 实践中，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比例不高， 无法有
效实际行使选聘、 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他共同管理的权利。 “要保障业主的各项权利能够得到实
现， 充分地尊重业主自治， 必须设立业主大会。”讁訛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共同管理权的组织
保障， 也是区分所有建筑物领域作出决议行为的法定主体， 业主经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
实现业主的自我决定， “只有那些服从决策的人， 亦即社团的成员， 而不是社团之外的人， 才能做
出具有约束力的决策”。輥輮訛 业主应当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 以提高业主的组织化程度， 完
善经由决议行为的业主团体自治。 在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七条坚持业主 “可以” 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规则下， 对未设立业主大会、 未选举业主委员会的业主， 就会存在汇集多数人意

譼訛 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 第三版 （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35页。
譽訛 参见 “徐州西苑艺君花园 （一期） 业主委员会诉徐州中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业管理用房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载 《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 6期。
譾訛 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1072号民事判决书。
譿訛 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 （上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34页。
讀訛 参见陈华彬：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224页。
讁訛 前引譼訛， 王利明书， 第 624页。
輥輮訛 前引譹訛， 罗伯特·A.达尔书， 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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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困难， 实践中只能通过逐户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

（二） 业主大会决议事项为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和共同管理事务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是关于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定义， 该条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
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
权利。” 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由多个权利组成的一个 “权利束”， 权利构成具有复合性特点， 存
在一元论、 二元论和三元论的不同立法例或学说。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包括专有权、 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 学说上也常把业主共同管理权称为业主成员权。輥輯訛

笔者认为需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同管理权的客体做进一步明晰。 针对共同管理权， 历史解
释的结论是： “业主对建筑区划内的共有部分的共同管理权。 即本条规定的， 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共同管理的权利。”輥輰訛 然而， 将共同管理权的客体限制为共有部分的做法并不符合体
系解释的结论。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对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并未限制于 “共有部分”，
而是通过该款第 （九） 项兜底规定为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可见， 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中的共同管理权及于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和共同事务。 例如， 业主基于共同管理
权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这就并非对共有部分行使管理权利， 而是对共同事务
实行民主管理。 有学者更为妥当全面地将共同管理权界定为： “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和共同事务从事
管理的权利”輥輱訛， “是管理共有财产和共同事务的权利。”輥輲訛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规定： “处分共有部分， 以及业主大会依法决定或者
管理规约依法确定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 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 （九） 项
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 ‘其他重大事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指导规则》 （建房 〔2009〕 274 号） 第十七条第 （九） 项规定： “业主大会决定以下事项： （九） 利用
共有部分进行经营以及所得收益的分配与使用”， 这就扩展了常见的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范围， 增强
了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的可操作性和涵括力， 也增强了本条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功
能。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 （八） 项将这种部门规章规则法律化。 司法实践中， 有法
院还认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属于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在不超过物价部门
核定的关于物业管理费用的收费标准前提下， 对于决定具体收费标准，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而非由业委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任意约定。輥輳訛 当然，
业主大会可以在管理规约中事先授权业主委员会在特定幅度限制内调整物业费。

从司法实践来看， 业主共同管理权的客体不局限于共有部分， 业主对专有部分的使用如果产生
负外部性， 影响到其他众多业主的利益， 也可能上升为共同事务， 可经由业主共同决定以对专有部
分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建筑物专有部分专有权的行使除了不得滥用权利外， 还要受到基于保护
小区业主共同利益的共同生活规则的制约。 从实践来看， 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
行使专有权应受到的限制外， 建筑区划内的业主也可以通过订立自治规则对业主专有权的行使进行
一定限制， 以维护小区业主的共同利益。 如管理规约中对业主就其专有部分进行租赁的控制， 对经

輥輯訛 参见梁慧星、 陈华彬： 《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第 7版， 第 200页。
輥輰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 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07页； 参见江平主编： 《物权法教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 3版， 第 180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譿訛， 崔建远书， 第 426页。
輥輲訛 前引譼訛， 王利明书， 第 617页。
輥輳訛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185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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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用房统一经营方式的约款， 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九条对 “住改商” 的约款， 根据 《民法
典》 第二百八十六条对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 拒付物业费等问题的约款； 等等。 此时究竟解释为管
理规约对业主专有权的限制， 还是解释为因业主专有权产生负外部性而转化为共同管理事务而受到
管理规约的限制， 这属于纯粹民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 不影响相应价值判断结论。 当然， 后
种解释结论与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 （九） 项更协调一致。 如果业主专有权未产生负
外部性， 业主共同管理权则不能任意介入干预专有部分所有权， 司法实践中有结合建筑物规划设计
情况， 认定管理规约等所约定的禁止封闭阳台条款无效的做法。

综上， 笔者认为从解释论上宜将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解释明确为：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
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权， 对共有部分和
共同事务享有共同管理的权利。” 由此可以明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同管理权的客体范围为区分
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和共同事务， 也与对业主大会共同决定事项体系解释的结论相协调。

（三）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是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的重要方式

业主对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享有权利的集合为业主成员权， 其不同于农民集体成员权。 农
民集体成员权属于包含多种权能的复合性权利， 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的核心是作为集体成员的农
民对集体财产的受益权。 农民集体成员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土地补偿费
的分配、 对农民集体所提供公共物品的受益、 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都是此受益权之体现。 农民集体成
员权中的受益权能是核心 （实体性质）； 参与管理权能是手段 （程序性质）。 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中的成员权则属于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下位概念 （一项权能）。 区分所有人因区分所有而产生
了共同生活关系， 必然需要共同管理共同事务， 而管理这些事务的成员权不能为专有权或者共有权
所包含， 故需成员权制度来保障专有权和共有权的物尽其用。 业主成员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有
机组成部分， 业主成员权又以共同管理权为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 业主成员权除共同管理权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一条后段） 外， 还包括另两
类很重要的子类型———业主知情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后一句） 和业主监督权 （《民法
典》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前段）。 业主知情权以民主决策中的信息对称为其法哲学基础， 业主应
该有机会去获得对公共事务的了解， 故在决议行为过程中就对应决议召集主体须遵循法定召集程序
并告知决议事项， 以便业主了解相关资讯并作出准备。 业主知情权能够保障业主获得供作决策参考
的关键信息， 充分的信息公开也能避免业主大会民主决策过程流于形式， 保障业主共同管理权更加
落到实处。 业主知情权指向的义务人除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外， 还包括物业公司等， 业主对小区
公共事务和物业管理的相关事项享有知情权， 可以向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要求公布、 查阅依法应
当向业主公开， 且确由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掌握的情况和资料。 业主知情权应限于建筑区划内涉及自
身利益或直接关系全体业主共同利益间接关系其自身利益的事项。 如司法实践中， 物业公司应当根
据业主管理规约、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和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后一句， 向业主、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提供对公共区域进
行出租经营的收支账目以供查阅。 业主管理规约中还可以进一步规定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
资料， 如 “产权人有权监督物业管理的收费情况， 并要求管委会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规定的期限公
布物业管理服务费用收支账目”。輥輴訛 业主委员会也应全面、 合理公开其掌握的情况和资料， 不过业主

輥輴訛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二中民终字第 13510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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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知情权也应加以合理限制， 防止滥用权利， 其范围应限于涉及业主合法权益的信息， 并遵循经
济简便的公示原则。輥輵訛

业主在参与决议行为过程中通过行使自己的表决权表达自己的选择， 规范化表达即为表决意思
表示。 业主通过业主大会表达对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事项的自主选择， 个体业主的表决意思汇
集成业主大会的团体多数决意思———业主大会决议行为。 那种主张业主大会决议行为不属于民事法
律行为， 而系所谓 “社团依赖意思机关形成社团意思的行为” 的观点輥輶訛 实为 “白马非马” 之论： 因
在对决议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过程中仍要借鉴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业主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也可
以作出决议行为， 业主委员会决议行为在成立和效力问题上同样适用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法律规
则，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为行文方便， 本文以业主大会决议行为为典型讨论对象。

二、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成立

（一）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成立的规范体系包括作为一般法的 《民法典》 和作为特别法和下位法的 《物
业管理条例》 中的相关制度， 后者对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议事方式、 会议形式、 召集程序、 管理规
约等均做出了详细规定， 这就需要妥当处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民事基本法律制度与特别法律乃至行
政法规制度之间的关系。 如对 《物业管理条例》 中有关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行为的相关详
细法律制度， 虽需尽量整合， 但不宜照单全收， 而应给 《民法典》 之外的特别民法留有充分发展空
间， 使二者相得益彰。 农民集体成员权与农民集体决议行为问题上也存在物权法律制度与特别法上
物权制度的衔接整合问题。

《民法典》 没有专门规定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 因为 《民法典》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了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 遵循何种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业主大会决议方可被认定已经成立？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至第十八条就业主大会会议形式、 表决规则及决定的约束力， 业主大会
会议类型和会议通知制度， 业主委员会职责与备案， 管理规约约定事项范围， 以及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等分别做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上段所述立法技术， 这些决议规则仍由物权法之外的特别法/行政法
规规定为宜。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成立须满足： 业主大会会议的外观存在， 业主委员会向全体业
主发送会议通知或者公告并召集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大会实际作出决议且满足多数决要求。 从议
事方式方面看， 未经召集程序而虚构的业主大会决议不成立；輥輷訛 从表决程序上看， 不符合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所规定多数决表决方式的决议行为不成立的情况。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成立是对其效力是否存在瑕疵进行判断的前提。 区分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
不成立与可撤销属于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法教义学体系中的疑难价值判断问题， 其他类型决议行为的
不成立和可撤销也均存在类似疑难。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应当遵循法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
出， 但并非任何违反法定议事方式或者表决程序的业主大会决议均不成立。 能够导致业主大会决议
行为不成立的瑕疵属于如前所述严重的程序瑕疵， 此时相关决议根本不存在， 法律评价上不能使之
“无中生有”。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中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方面的轻微瑕疵不应影响决议行为的安定

輥輵訛 参见 “孙庆军诉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 年第 12 期； 参见 “夏
浩鹏等人诉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1年第 10期。

輥輶訛 参见徐银波：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载 《法学研究》 2015年第 4期。
輥輷訛 参见陈广华、 顾敏康： 《业主大会瑕疵决定撤销制度之检讨及完善》， 载 《法学》 2016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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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显著轻微的程序瑕疵不会影响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 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中的瑕疵如果属于比
较严重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瑕疵， 则会导致业主大会决议行为可撤销， 此时相应程序瑕疵 “瑕不
掩瑜”， 允许决议主体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补救。

（二）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表决方式

业主集体决策过程中， 应该保证业主有平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选择， 这就要求决策过程中的表
决平等， 并以此作为多数决的前提。 业主表决平等的基数是业主人数和业主专有部分面积。 “任何
社团的政府满足了有效参与和表决平等的标准， 就是在有限的程度上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自身的统
治。”輦輮訛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 第九两条属于表决
基数的技术规则， 妥当协调了建设单位、 普通业主与大业主的利益关系， 有助于明晰专有部分面积
和业主人数两个表决基数规则。 同时， 将作为表决基数的建筑物总面积限缩为建筑物专有部分的总
面积， 更简便易算， 不违反立法本意， 也符合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的限缩解释结论。 “如果总面积包括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 而共有部分的公
摊面积很大， 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较少， 则业主投票时就难以达到 《物权法》 所要求的‘三分之二’
表决权的要求， 所以， 司法解释实际上采取了限缩解释的方法， 将总面积认定为专有部分总面积的
总和， 其规范目的在于判断业主表决权的表决能力， 有利于业主充分行使其共同管理权。”輦輯訛

业主大会决定、 业主委员会决定和业主管理规约均属于采取多数决决策机制且对全体业主都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行为。輦輰訛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限制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范围， 限于 “有关
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进一步规定： “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
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 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 “业主
大会、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 法规的， 物业所在地的区、 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 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 并通告全体业主。” 《物业
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至第十八条还就业主大会会议形式、 表决规则及决定的约束力， 业主大会会议
类型， 业主大会会议通知制度， 业主委员会职责， 业主委员会备案， 管理规约约定事项范围， 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等分别作出具体规定， 这些规则仍由物权法之外的特别法/行政法规规定为宜。

有学者建议应降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行使的条件， 降低业主共同决定的人数比例限制， 因为现
行法律规定的人数比例过高， 实践中难以达到， 反倒不利于业主大会团体决策的达成， 不利于实现
物权法物尽其用的立法目的。輦輱訛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采此做法。 笔者认为， 业主大会和
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低、 业主在团体自治中的参与程度低， 这都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实践中的重要
社会问题， 但不宜据此降低原 《物权法》 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表决人数或面积最低比例要
求， 否则不利于通过多数决充分集合多数业主的共识。 宜优化表决规则、 在网络社会探索表决权人
行使表决权的便捷方式、 提高业主组织的决策效率。 如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意思表示作
出的方式， 该规定当然适用于业主行使表决权环节。 又如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业主
大会会议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 业主委托表决方式。 再如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梯更新改造中支持作用的通知》 （建办房

輦輮訛 前引譹訛， 罗伯特·A.达尔书， 第 144页。
輦輯訛 前引譼訛， 王利明书， 第 631页。
輦輰訛 参见王雷： 《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 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 载 《中外法学》 2015年第 1期。
輦輱訛 参见王利明：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 载 《清华法学》 201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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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52号）中所指出的委托表决、 集合表决、 默认表决、 异议表决等表决方式。 为了进一步有效
使用维修资金， 宜明确有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应当优先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费用分摊。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降低业主大会决议表决比例后， 存在实质上的少数决， 有决
议正当性危机。 可能的化解之道是， 将该款与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做体系解释， 认定第
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背后对应了如下价值判断： 没有参与表决的业主同意该款第二句和第三句对应
形成的多数决意见， 属于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所谓法律规定沉默作为意思表示的情形。

（三） 能否通过缔结合同代替业主大会决议的作出？

作为一般法的 《民法典》 和作为特别法、 下位法的 《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了业主大会、 业主委
员会决议行为的成立要件。 作为各类决议行为的一般条款， 《民法典》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更是
规定了其一般成立要件。 决议行为与合同行为的成立要件迥然不同： 决议行为的成立强调程序性和
团体性， 合同成立突出当事人的合意性。輦輲訛 从法律规范逻辑分析角度看， 不能通过合同缔结代替决
议的作出。 但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輦輳訛 法律规范逻辑分析不能代替社会生活实践经验。

例如，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涉及全体业主共同利益， 鉴于这种共同利益的团体性特点， 属于 “有
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在不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关于物业管理费用收费标准前
提下， 对于具体收费标准及其调整， 应当经业主依照法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召开业主大会， 作出
决议行为， 共同决定， 而非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任意约定，輦輴訛 或者由个体业主与物业服务
企业私下协商。 实践中， 有些小区未设立业主大会、 未选举业主委员会， 或者难以召开业主大会作
出决议， 或者业主委员会基于自利等考虑拒绝召集业主大会会议， 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和符合法定人
数的业主分别签订合同确认调价， 或者符合法定人数的业主实际按照调价后的标准缴纳物业费。輦輵訛

此时能否推定调价成立， 并认定对全体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笔者认为， 对此需要作实质解释而非
形式解释。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的确属于强制性规定， 是全体业主对涉及共同利益事项实践
私法自治时的法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但当召开业主大会会议作出决议陷入不能之 “僵局”， 无
法期待通过法定程序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时， 物业服务企业退而求其次， 诉诸 “一对一” 的方
法， 与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业主人数分别签订合同确认调价， 或者有符合该
款规定人数的业主实际按照调价后标准缴纳物业费， 即可推定调价成立， 对小区全体业主具有法律
约束力。 理由在于： 决议行为是一种团体决策的民主机制，輦輶訛 法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都是汇集全
体业主共同意志的手段， 法定议事方式服务于多数决表决程序形成的团体意志， 以保障业主共同利
益。 决议是手段， 共同利益的维护是目的。 当无法通过决议行为这一议事方式， 转而采取谈判成本
更高的 “一对一” 合同行为的议事方式时， 只要确保集合起的是多数业主的真实意思， 就应该超越
议事方式的形式， 关注多数决的共同意志。 在不同议事方式的 “形式” 和多数决表决程序集合起的
团体共同意志这一 “实质” 之间， 认可后者显然可以破除决议行为议事方式的 “僵局”。

輦輲訛 参见王雷： 《论我国民法典中决议行为与合同行为的区分》， 载 《法商研究》 2018年第 5期。
輦輳訛 [美] 霍姆斯： 《普通法》， 冉昊、 姚中秋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页。
輦輴訛 参见景一鸣： 《北京世纪城小区时雨园业主不同意物业费上涨， 想维权后遭遇蹊跷事》， 载中国青年网， 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36306437843304837&wfr=spider&for=pc， 2022年 8月 25日访问。
輦輵訛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京 02民终 4152号民事判决书。
輦輶訛 参见王雷： 《〈民法总则〉 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 载 《当代法学》 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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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效力

（一）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可被撤销之情形

业主、 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 都是在同一小区共同生活的个体和群体， 在日常
生活过程中，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基于小区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等共同利益事项所作出的决议
行为应当产生法律约束力。 不过， “《公司法》 第二十二条与 《物权法》 ……第七十八条所规定的
决议行为效力判断规则不尽相同…… （后一条文） 侧重对业主大会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时的实体
权利救济， 对……业主大会决定本身因为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等带来的效力瑕疵规定付之阙如。
……立法论上适宜借鉴公司决议瑕疵的立法经验对……业主大会决定的效力瑕疵做出补充规定。”輦輷訛

业主大会作出的涉及小区业主共同利益的决定应当限于法律、 法规规定的决议事项范围并遵守法
律、 法规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或者
违反了法律规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的， 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关于审理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规定：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
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的， 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
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如业主大会作出的续聘物业公司决议并无同意票户数所占建筑面积的统计，輧輮訛

业主大会作出的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决定中未统计参选业主专有部分建筑面积，輧輯訛 业主委员会无
法提供业主大会决定对应的书面会议记录、 参会业主到场情况和签字确认情况，輧輰訛 业主委员会成员
上门征集业主签名时未如实告知签名对应的具体决议事项，輧輱訛 这些都构成程序违法， 业主有权要求
撤销。 笔者认为，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款赋予相关行政机关对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决定
的撤销权， 并不妥当， 相关决定是否存在可撤销的瑕疵关涉业主共同利益， 适宜交由业主自主决定。

业主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既包括实体权益受到侵害， 也包括程序权益受到侵害。 如业主大会作出
决定涉及的事项并非法定应由业主大会决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的事项， 而是限制或者剥夺某部
分业主合法权益的， 损害了业主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等， 受侵害的业主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
销。 此时究竟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基于决议侵害业主的合法权益而撤销， 还是根据
决议超出业主大会决议事项范围导致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而撤销， 这
属于不同的立法技术问题， 反映到司法适用中则对应法院审查职责限于形式审查还是及于实质审
查， 但对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安排并无价值判断结论上的根本差别。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是基于业
主共同利益而构建的团体秩序， 其存在于业主之间， 要否定这些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 就得推翻多
数决对应的业主表决意思。 业主表决权等程序权利受侵害时， 除非该表决权人意思表示瑕疵导致法
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无法实现， 否则表决权人意思表示瑕疵不影响业主大会
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行为的效力。 可见， 从解释论上， 应该对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所规
定的 “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做目的性限缩解释， 以适应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团体法特征。

輦輷訛 前引輦輰訛， 王雷文。
輧輮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3） 沪一中民二 (民) 终字第 1165号民事判决书。
輧輯訛 参见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扬民终字第 0801号民事判决书。
輧輰訛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6） 京 03民终 74号民事判决书。
輧輱訛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4） 三中民终字第 0539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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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主申请撤销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决议案件中， 业主和作出决议的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
应当分别承担何种举证责任？ 对此应作类型化分析： 一方面， 业主以程序严重违法为由， 要求撤销
业主大会决议的， 应当由作出决议的主体对决议作出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 业主
以侵害其实体性权益为由， 要求撤销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决议的， 业主应举证证明自己的合法民
事权益受到了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所做决议的侵害， 这种权益的侵害应是明确具体和个体化的，
而不应该是模糊抽象和概括性的。 理由如下： 依据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 适用的案由都是 “业主撤销权纠纷”， 但举证责任却有差别， 根本原
因不在于前一种情形对业主委员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而是业主委员会本来就负有此项作为义
务———保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程序合法， 其自应对已经履行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业主
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议侵害业主实体性权益， 这就违反了不作为义务， 应该由受侵害业主对
该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承担举证责任， 这同样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的一般规范。

决议行为的根本特征在于其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 决议结果对
团体全体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 为了维护团体决策的稳定性， 如果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议瑕
疵显著轻微， 则不宜否定其法律效力。 “一般而言， 决议行为程序上如果存在对决议结果会产生实
质影响的瑕疵， 则该决议可撤销。”輧輲訛 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二十
二条第二、 第三两款的规定，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的， 当属可撤销。 此处所谓召集程序包括会议召集人， 召集通
知发送时间、 方式、 对象、 拟议事项等； 表决方式包括参与表决主体、 参与表决人数、 表决权行
使、 会议记录及签署、 多数决机制等。輧輳訛

（二） 不能根据管理规约认定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是否可撤销

管理规约不同于公司章程。 公司决议行为违反章程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或者决议内容违
反公司章程的， 公司决议可被撤销。 但不能概言 “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或管理规约时， 业主得于决议后一定期间内请求法院撤销其决议”，輧輴訛 更不能说 “规约为业主团
体的最高自治规则……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决定、 管理人的行为等都不得与之抵触， 否则无
效”。輧輵訛 业主大会管理规约对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定无此效力上的控制力。 理由如下：

第一， 业主大会管理规约与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定均属于决议行为， 根据 《民法典》 第
二百七十八条， 均采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 不能根据一项决议行为审查判断另一项决议行为
的法律效力。 法律也未赋予业主大会管理规约高于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定的法律效力。 例
如， 管理规约是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就建筑物的管理、 使用与所有关系， 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自治规
则。 议事规则是有关业主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方式和范围的规则， 是业主的基本权利， 是表决权行
使的方式。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与管理规约均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 管理规约和议事规则
的效力无高低之分。 当业主大会同时通过的管理规约和议事规则出现了明显矛盾 （如就是否授权业
主委员会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存在不一致）， 笔者认为， 此时属于业主大会授权不明， 应认定为
未作授权， 相关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调整仍属于业主大会决定范围。 当然， 如果先后通过的业主大会

輧輲訛 European Condominium Law. Edited by Cornelius Van Der Mer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30.
輧輳訛 参见王雷： 《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征求意见稿） 第 4-9 条规定》， 载 《清华法

学》 2016年第 5期。
輧輴訛 陈华彬： 《业主大会法律制度探微》， 载 《法学》 2011年第 3期。
輧輵訛 前引輥輯訛， 梁慧星、 陈华彬书， 第 206页。

76· ·



民法典中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法教义学体系

决定和业主管理规约不一致， 则以通过在后的为准。
第二， 业主大会管理规约不同于公司章程， 总体上看， 公司章程所代表的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程

度远高于业主大会的管理规约。 有限公司股东所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以及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
发起人制定的公司章程都属于共同行为， 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经创立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
则属于决议行为，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不能制定公司章程， 只能修改公司章程， 因此公司章程
不同于公司决议， 前者的合意程度高于后者， 公司章程具有凌驾于公司决议行为之上的法律地位。
《公司法》 第十一条也规定了公司章程的普遍约束力。 而业主管理规约仅属于采取简单多数决通过
的业主大会决定， 其并非共同行为， 不具有当然凌驾于业主大会其他决定之上的法律效力。

第三， 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决议行为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规则 （《公司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和第八十一条）， 业主大会管理规约则不涉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议事方式、 表决程序等议
事规则事项， 属于独立的业主大会决定事项类型。 无法根据业主大会管理规约来判断业主大会或者
业主委员会的决定是否违反管理规约规定的召集程序或表决方式。 即使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决
定的内容违反管理规约， 也可以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这一完全法条来判断相关决定的法
律效力， 无须在 《民法典》 中做一般规定。

第四， 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问题上不能简单移植公司决议或者公司章程制度， 业主团体
治理致力于维护业主共同利益， 这与公司治理侧重于实现商业营利有根本不同。 从立法论上看， 当
前也没有必要参照公司章程将管理规约改造为业主团体根本自治法规。 有学者认为： “管理规约是
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 使用乃至所有关系的自治规则， 它如同公司的章程、 国家的宪法， 具
有业主团体 (共同体) 根本自治法规的性质。 我国管理规约的订立、 变更及废止， 应由目前的普通
多数决变易为特别多数决； 管理规约应对业主间的基础法律关系、 业主间的共同事务、 业主间的利
害关系的调节及对违反义务者的处置等作出规定。 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的决议、 管理人的行为
等， 不得与管理规约抵触。”輧輶訛 法律实践中， 管理规约大多表现为 《物业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所规
定的建设单位在销售物业前单方面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 《民法典》 与 《物业管理条例》 均未赋予
业主大会设立后必须另行制定管理规约或者修改临时管理规约的义务； 另外， 业主大会设立难、 业
主委员会选举难。 在这些背景下， 将管理规约赋予高于业主大会决定的法律效力， 反倒有可能造成
建设单位单方面制定的临时管理规约对业主的压制， 更为迫切的是解决业主大会设立难的问题。

（三）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的无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该决定无
效。 《民法典》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中已有相关规定， 不必再重复做具体规定。

业主大会决议无效制度中有一类特殊而又常见的无效情形， 是相关决议行为属于效力待定、 但
因未经有追认权人追认而导致终局无效。 如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 代表业主行使自治
管理权， 必须对业主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不享有自行选聘、 解聘、 决定是否续聘物业服务企业的
权利。 业主大会未明确授权业主委员会具体选定物业服务企业并直接与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故业
主委员会应在开展选聘工作时， 对参与竞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审查、 评议后， 须另行召开业主大
会， 向全体业主汇报相关情况， 并由全体业主对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事项作出最终决定。 业主大会
未作出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定， 业主委员会自行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不能体现业主大

輧輶訛 陈华彬： 《论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规约》， 载 《现代法学》 201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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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意志， 该越权代表合同应属无效；輧輷訛 相应地， 业主委员会未经业主大会投票而作出选聘物业公
司决议构成越权代表， 也属无效， 这种无效属于未经业主大会通过决议行为作出追认而导致的终局
无效。

当然，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划分属于业主大会决议行为领域的重要价值判断问题， 关
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根本规范目的， 业主大会的专属权利 （职责） 是不可转让及转授权的，
以防止不同权利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混淆及权利滥用， 防止业主委员会间接民主僭越业主大会直接
民主。 例如，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授权业主委员会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授权业主
委员会在物业服务合同到期或物业服务企业出现严重违约时终止物业服务合同、 “因业主大会自身
以外原因导致业主大会常设机构无法顺利换届， 原机构继续履行职责， 直至换届完成， 选举出新一
届常设机构”， 这些授权均属非法。輨輮訛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属于业主大会共同决定的事项， 如果议事规
则剥夺业主的自主决定权， 如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有 “未投票视为有效同意” 条款，輨輯訛 该条款违反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 该议事规则相应条款无效。

结语

私法自治原则在业主大会决议行为领域体现为经由业主自主选择、 作出表决意思， 实现集体决
策过程中的自我决定。 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法教义学体系的核心是业主大会决议法律制度的解释与体
系化。 从立法论上看， 业主大会决议成立和业主大会决议无效制度均可适用 《民法典》 总则编的一
般规定。 本文的一般性结论如下：

第一，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有利于提高业主自治的组织性和民主参与程度。 业主未设立业主大
会、 未选举业主委员会的情形下， 会存在汇集多数业主意志的困难， 可通过逐户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

第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同管理权的客体范围为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和共同事务， 这
也与对业主大会共同决定事项体系解释结论相协调。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
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权， 对共有部分和共同事务享有共同管理的权利。

第三， 业主成员权除共同管理权外， 还包括业主知情权和业主监督权。 可以对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 来理解 《民法典》 第
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后一句对应的业主知情权。 业主知情权丰富了业主成员权的内涵， 增强了业
主自治中的信息对称。

第四， 业主大会决议难的解决之道不是降低业主大会决议的表决人数或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要
求， 否则不利于通过多数决充分集合多数业主的共识。 宜优化表决规则、 在网络社会探索表决权人
行使表决权的便捷方式、 提高业主组织的决策效率。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降低业主大
会决议表决比例后， 存在实质上少数决导致决议正当性危机之虞。 可能的化解之道是， 将该款与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做体系解释， 认定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背后对应了这样一个价值
判断： 没有参与表决的业主同意该款第二句和第三句对应形成的多数决意见， 属于第一百四十条第

輧輷訛 参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江中法民一终字第 332号民事判决书。
輨輮訛 参见刘井玉、 梁菲、 杨晓琼： 《业主自治权的行使边界以及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探讨———北京市某社区业主委员会诉北京市

某区某地区办事处撤销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编： 《审判前沿： 新类型案件
审判实务 （总第 50集）》，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9页。

輨輯訛 参见薛源： 《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未投票视为有效同意” 条款的检讨》， 载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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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所谓法律规定沉默作为意思表示的情形。 此外， 当召开业主大会会议作出决议陷入不能之 “僵
局” 时， 可以例外地通过 “一对一” 合同行为集合法定多数意思， 以利于维护全体表决权人共同
利益。

第五，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 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
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的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为由， 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 业主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业主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既包括实体权益受到侵害， 又包括程序权益受到侵害。
管理规约不同于公司章程， 不能根据管理规约认定业主大会决议行为是否可撤销。

Abstract: Both� the� owners’ meeting� and� the� owners’ committee�may�make� resolutions�within�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The� resolutions� of� owners’ meeting� are�matters� about� common�
part�of�ownership�and�common�management�services.�The�owner�member�right�is�an�organic�part�
of�the�differentiated�ownership�of�the�building,�and�the�owner�member�right�mainly� includes� the�
right� of� common� management,�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right� of� supervision.� The� resolution�
behavior� of� the� owners’ meet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owners�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common�management.�The�establishment�of�the�resolution�of�the�owners’ meeting�is�the�premise�
to� judge� whether� there� are� defects� in� its� effectiveness,� and� its� elements� include:�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the� owners’ meeting;� the� owners’ committee� sends� a� meeting� notice� or�
announcement�to�all�the�owners�and�convenes�the�owners’ meeting;�the�owners’ meeting�actually�
makes� a� resolution;� the� owners’ meeting� resolution�meets� the� requirement� of�majority� consent.�
Resolutions�of�the�owners’ meeting�or�owners’ committee�that�infringe�upon�the�legitimate�rights�
and�interests�of�the�owners�or�violate�the�convening�procedures�and�voting�methods�prescribed�by�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shall� be� revocable.� The� resolution� of� the� owners’ meeting�
shall�not�be�deemed�to�be�revocable�because�it�violates�the�management�statute.�If�the�resolution�
made�by�the�owners’ meeting�or�the�owners’ committee�violates�the�mandatory�provisions�on�the�
effectiveness�of�laws�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the�resolution�shall�be�invalid.�The�act�of�ultra�
vires�resolution�is�invalid�in�the�end�because�it�has�not�been�ratified�by�the�confirmor.

Key Words: Civil�Code;�Owners’ Meeting;�Resolution�Behavior;�Owners’ Committee;�Group�
Law

（责任编辑： 张凇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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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助免责” 规则的限缩适用与体系协调

昝强龙 *

内容提要： 《民法典》 新增第一百八十四条确立紧急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则。 从该条制
定的历史来看， 救助人免责的规定具有明显的 “道德鼓励” 色彩； 同时， 它与 “通过过错
程度决定责任成立” 或 “通过法官裁量酌减责任承担份额” 的两种比较法模式均不相同。
基于紧急救助对无因管理制度的隶属， 有必要在遵循立法原意的前提下， 对规范效果的妥
当性加以检讨。 在适用范围上， 当存在职业救助、 救助人有错误的危险认知、 危险后果自
始不能消除等情形时， 救助人免责的规定自始需被限缩。 在外部体系上， 当紧急救助免责
规定与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规定形成规范竞合时， 存在归责标准的体系矛盾； 受助人事前
同意或事后承认适用委托的规定也与救助人免责规定相冲突。 “道德法律化” 之立法进程
若缺乏体系性与技术性关照， 势必导致解释学负担过重。 在漏洞无法通过解释填补时， 应
对立法原意形成突破。
关键词： 紧急救助 免责 无因管理 构成要件 体系协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新增了紧急救助人对被救助
人免责的规定， 其目的在于 “培育见义勇为、 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譹訛 从本条文义看， 不管何
种情形， 只要满足紧急救助的构成要件， 即可完全豁免救助人对本人赔偿责任， 这种一概免责的规
定， 在理论上并非没有争议。 赞成者认为， 第一百八十四条不承担责任的适用前提清晰、 明确， 不存
在法律漏洞， 法官不得背离立法者所设定的条件而对其进行限缩。譺訛 反对者则持限制免责的观点， 认
为赋予救助人完全豁免责任的做法有失偏颇， 要么通过限缩解释、 比例原则等方法限制救助人免责的
适用效果， 将救助人的免责行为限于重大过失以下；譻訛 要么在合适时机修改法条， 回复正确的道路。譼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编号： 2722022BQ018）。
譹訛 中国人大网：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修改稿）〉 修改意见的报告》，

http : //www.npc.gov.cn/npc/c12345/201703199ceef8445964e31a4ae4a3aca3cbd2dfs.s html， 2022年 8月 26日访问。
譺訛 房绍坤、 张玉东： 《论紧急救助情形下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 以 〈民法总则〉 第 184 条为分析对象》， 载 《比较法研究》

2018年第 6期。
譻訛 参见景光强： 《〈民法总则〉 中 “好人免责条款” 的评析与适用》， 载 《法律适用》 2018年第 11期； 王道发： 《论中国式 “好

人法” 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兼评 〈民法总则〉 第 184 条的理解与适用》， 载 《法律科学》 2018 年第 1 期； 王毅纯：
《民法总则中自愿紧急救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与适用规则》， 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譼訛 参见崔建远： 《我国 〈民法总则〉 的制度创新及历史意义》， 载 《比较法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陈华彬： 《〈民法总则〉 关于
“民事责任” 规定的释评》， 载 《法律适用》 2017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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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法视野来看， “紧急救助人非因故意、 重大过失不承担责任” 的规定已属责任最优待遇规则，譽訛

但我国立法者对这种人人互助的社会风尚显然更为重视， 以至于救助人完全免责的规定在比较法是
为孤例。 为此， 如何适用紧急救助的规定， 避免一概免责的效果与其他规则可能存在的体系冲突，
亟待在解释论上作出协调。

一、 立法史及比较法视野下的紧急救助规则

欲了解事物的真正面目， 需明晰其产生的渊源及其在类似事物的地位。 立法过程的纵向历史梳
理与国别视野下的横向比较分析， 将有助于理解 “紧急救助” 规则的规范定位。

（一） 立法进程的历史考察

从立法进程来看， 对紧急救助人归责经历着从 “重大过失担责” 到 “重大过失对重大损害担责”，
再到 “不担责” 逐渐变换的三个阶段， 其在立法史均有展现。 第一阶段的立法是让救助人就重大过失
承担民事责任。 紧急救助规定的雏形首次可见于 《民法总则 （草案）》 （三次审议稿） 第一百八十七条：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除有重大过失外，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阶段为救助人需就重大过失对受助人造成的重大损害承担责任。 于此， 救助人的责任受到
双重要件的限制， 它既要求救助人主观上存在 “重大过失”， 又要求受助人客观上遭受了 “重大损
害”。 该阶段的表现为 《民法总则 （草案）》 （大会审议稿） 第一百八十七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
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
损害的，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中， 因一些代表提出草案中 “但书” 的规定不能完全消除
救助人的后顾之忧， 对救助人的保护不够彻底， 建议修改。 随后法律委员会从举证责任、 是否存在
重大过失等方面对救助人特殊情况下承担责任的情形予以严格限定， 将这一条修改为： “因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受助人能够证明救助人有重大过失造
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 救助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草案修改稿第一百八十四条）譾訛

第三阶段则是紧急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阶段。 在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修改稿）〉 修改意见的报告》 中， 一些代表仍然提出， 草案修改稿
的后一句规定较草案规定虽作了进一步严格限定， 但针对的是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仍难
以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不利于倡导培育见义勇为、 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建议删除。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赞成这一意见， 建议删除这一内容。譿訛

由于之前个别案件舆论发酵后对社会救助风气的扭曲影响， 救助他人的激励曾被极大削减， 救
助行为引发的责任承担效果更加剧了这种寒蝉效应。 立法的介入由此成为矫正社会风尚的有效手
段。 从总体上看， 《民法总则》 乃至 《民法典》 的起草仍是在 “理性” 的规范框架内， 通过立法改
变社会风尚的激励不是太高； 与之相反， 在人大审议阶段， 人大代表等成员的外在道德价值输入法
律规范之中， 借助立法宣示改变社会风尚的 “入法” 激励表现得就更为强烈。 结果是， 某些凭借立

譽訛 参见 《德国民法典》 第 680条、 《日本民法典》 第 698条。
譾訛 中国人大网：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http://

www.npc.gov.cn/npc/c12345/201703/23e1fcfe184d401597d3b03a796e705.shtml， 2022年 8月 26日访问。
譿訛 参见前引譹訛， 中国人大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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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定程序介入到法典中的新增条款，讀訛 不仅表现出道德价值宣示的浓墨重彩， 而且成为保证立法
进程推进的 “妥协条款”。 欲借法律后果促进道德的净化， 需时刻警惕立法过度 “道德化” 的体系
冲突。 若纯属宣示性条款， 道德鼓励的介入无可厚非， 但是， 对紧急救助人归责的漠视与有意沉
默， 无疑在法律后果上加重了解释负担。

（二） 比较法下两种调整范式的比较

在比较法视野下， 紧急救助原属无因管理 （negotiorum gestio） 调整的范畴。讁訛 只不过我国将紧
急救助人的责任设立于 “民事责任” 章下， 实则削弱了 “无因管理” 章的具体内容。 无论是无因管
理人的紧急管理， 还是紧急救助， 指向的均是救助人 （紧急管理人） 的责任优遇问题， 二者并无实
质性差异。 鉴于事务管理中的 “紧急” 属性， 特别是在危险逼近的时刻， 第三人的主动介入于社会
整体利益而言是被期待的， 纵使其有时会为一些不当行为亦然： 因为在此情况下， 第三人并无充足
时间保持镇定的思考。輥輮訛 出于紧迫程度的考虑， 在无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而使本人遭受损害的体系
下， 管理人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观归责程度依紧急救助、 适法无因管理、 不适法无因管理的区分而有
所不同。輥輯訛 特别是在紧急救助的情形， 法律普遍给予受助人以责任上的优遇， 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
同而已。

比较法上关于救助人责任的调整模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紧急救助人的过错程度限制其
赔偿责任的成立。 《德国民法典》 第 680 条、 《日本民法典》 第 698 条均规定， 管理人仅对紧急管理
中的故意 （恶意） 和重大过失负责。輥輰訛 所不同的是， 《德国民法典》 将管理人责任的主观状态描述为
“故意和重大过失”， 而 《日本民法典》 将其设定为 “恶意及重大过失”， 整体上紧急管理人的责任
被限制在重大过失以上。 第二种是在责任承担上减轻紧急救助人的责任份额， 因而出现了法官可
“减轻责任” “酌情减轻” 的称谓。 《瑞士债务法》 第 420 条、 《法国民法典》 第 1374 条、 《意大利民
法典》 第 2030 条对此有所规定。輥輱訛 例如， 《瑞士债务法》 第 420 条第 2 款规定， 若管理事务 “旨在
使本人免于急迫危险者， 应减轻管理人的责任”。 《法国民法典》 第 1374 条与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030 条并未明确指出紧急管理存在的情形， 而是视事务管理的情况， 让法官 “酌情减轻” 或者 “降
低管理人过失” 所引发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民法典示范草案》 中并未在责任成立上对紧急救助上予以特别关照， 而
是倾向于采取在责任承担上予以豁免的第二种立法模式， 其第 V-2:102 条 “对违反义务所致损害的
赔偿” （2） 款规定： “在对管理人进行管理的原因以及其他情况加以考虑后， 在公平与合理的范围
内， 减轻或免除管理人的责任。”輥輲訛 之所以采取这种弹性的处理方式， 是因为紧急情况下的注意标准
可被第 V-2:101 条中的 “合理注意” 不证自明地吸收， 其准许非专业救助情形下救助人的过失存

讀訛 就 《民法总则》 最后审议时刻的新增条款中， 第一百八十四条紧急救助免责的规定、 第一百八十五条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
护的规定均体现了这种效果。

讁訛 See S.J. Stoljiar, Negotiorum Gestio, J.C.B. Mohr, Tübingen, 1984, p.141ff.
輥輮訛 Staudinger/Andreas Bergmann BGB § 680, Rn.1 (2015) ; Erman/Dorbis BGB § 680 Rn.1 (2011).
輥輯訛 黄茂荣：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1-32页。
輥輰訛 参见 《德国民法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670 页； 《日本民法典》， 刘士国、 牟宪魁、 杨瑞贺译， 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18年版， 第 170页。
輥輱訛 参见 《瑞士债务法》， 戴永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201 页； 《法国民法典》， 罗结珍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350页； 《意大利民法典》， 费安玲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75页。
輥輲訛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eds.),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CFR,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9, p.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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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輥輳訛 但即便准许过失存在， 它也是综合考虑后， 在公平、 合理范围内， 可选择地对管理人责任予
以 “减轻” 或者 “免除”， 而非在责任效果上一概 “免除”。

经上述考察后可发现， 我国紧急救助中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 既不是在紧急救助中采取重
大过失以上的注意标准， 也不是采取 “合理注意” 标准的同时赋予法官以更为弹性、 开放的责任减
轻效果。 为避免本人遭受不当干涉， 即便 “紧急” 的必要性要件需被严格满足，輥輴訛 以求在鼓励乐于
助人与避免过度干涉之间达成平衡， 但完全豁免救助人对本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效果， 仍面临着例外
规则的挑战， 僵硬的、 一刀切的立法结论在具体适用中随时面临被突破的危险。

（三） 小结

纵向的历史考察与横向的立法对比均表明， 我国紧急救助规定具有赋予救助人过度优待的嫌
疑。 鉴于本条为新增条款， 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还未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 不过， 这种完全免责
的规定既与德、 日 “非因故意 （恶意） 或重大过失不承担责任” 的规定不同， 也与法、 意、 瑞模式
下考虑救助人过失而减轻其责任份额的规范相异。 从立法的数次变更中可以看出， 立法机构 （法律
委员会） 曾负隅坚守以保住 “重大过失不免责” 的界限， 但终因在对社会美好风尚的热烈追求之下
而告妥协。 借法律规定实现社会风气的彻变， 未免让第一百八十四条负担不能承受之重。 与此同
时， “不承担责任” 所生效果的冲突与抵牾， 却需在体系内加以协调。

三、 检讨基准与批评框架

（一） 以遵循立法原意为检讨基准

救助人需以救助他人为目的， 那种借救助之名而行损害之实的 “假救助行为” 当然不能适用本
条， 因为， 不存在救助目的， 紧急救助的正当性便不复成立， 其本质为侵权行为。 如果在救助过程
中存在其他故意致害行为， 有时候需对救助行为和损害行为作分开评价。 例如， 如果故意致害行为
仅作为手段而服务于救助目的 （类似于紧急避险）， 那么， 就不需对作为手段的故意致害行为作有
责性评价。輥輵訛 同时， 如前所述， 若救助人发生认知错误， 紧急危险客观上不存在， 应该排除救助人
完全免责的优遇条款。 不过， 为激励救助人的积极救助行为， 依通常做法， 仍可在轻过失以下让救
助人免责。輥輶訛

因此， 救助人过错更多针对的是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由于紧急救助的高风险与不
确定性， 苛求救助人行为完全妥当并不现实， 在一定范围内让救助人免责已成比较法视野下的共
识。 但是， 对何种程度的过失应当免责， 本身仍有争议。 以德国法模式为代表的国家认为， 紧急管
理人在重大过失之前的范围内应予以免责。 与此相对， 采责任减轻模式的国家 （法、 瑞、 意） 对此
不以为然， 因为， 紧急管理只能减免管理人的责任承担份额， 但究竟如何减免， 实属法官自由裁量
的范畴。 例如， 在意大利， 管理人对事务所属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虽有减免规定， 但轻过失仍在责任

輥輳訛 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supra note 輥輲訛, p.2989.
輥輴訛 MünchKomm /Seiler BGB § 680 Rn. 1 (2012).
輥輵訛 此时可区分 “故意” 行为与 “恶意” 行为， 手段与目的在此截然二分， 例如为救助落水人员将其击昏。 至于作为手段的故

意致害行为是否得当， 则宜引入下述紧急避险法律效果的评价规则。
輥輶訛 类似的做法参见前引輥輴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7；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8； J觟ger

Schmid, Gesch覿ftsführung ohne Auftrag, Freiburg, Schweiz: Univ.-Verl, 1992, S.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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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评价之中。輥輷訛 由此观之， 紧急救助人虽享有责任豁免的份额优遇， 但如何控制免责与担责的
界限， 仍体现了不同国家法政策的衡量色彩。

反观我国紧急救助的规定， 一般过失范围以下免予承担责任在价值衡量上尚可接受， 但救助人
重大过失仍 “不承担责任” 则面临重大质疑。 重大过失的概念虽源于罗马法， 但究竟何为重大过
失， 并无广泛接受的定义。輦輮訛 总体而言， 介于一般过失与故意之间的重大过失要求行为人知道行为
的巨大风险， 并且客观上制造了风险， 与一般过失的规范效果相比， 重大过失的行为人具有道德上
的可谴责性。輦輯訛 救助行为本属受道德鼓励的高尚行为， 但因其严重违反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而具
有可谴责性， 两种冲突如何协调， 关系到立法价值判断的取舍。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无偿施惠性行为中， 因重大过失导致受惠人受损的， 现行法并非都将重大过
失与故意作同一效果处理。 例如， 在无偿委托与无偿保管合同中， 无偿受托人、 无偿保管人仅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时才对委托人承担责任。 与此不同， 赠与合同虽同为无偿行为， 但赠与人仅在故意不
告知或者保证赠与物之瑕疵时， 才承担赠与物瑕疵损害赔偿责任， 因过失 （包括重大过失） 不告知
物之瑕疵， 应推定赠与人不承担责任。輦輰訛 准此而论， 就紧急救助人因重大过失而对受助人承担责任
与否， 似乎都有据可推。 何况， 受助人对紧急危险情况下的救助需要更为迫切。 为此， 在立法原意
清晰的情形下， 仍不妨遵循其原意。 因而， 秉持 “非故意不当救助行为不承担责任” 的理念， 这种
不承担责任的规定是否会对现有体系形成冲突， 则需要从内部构成与体系协调的效果上观察。

（二） 以对无因管理的隶属为批评框架

自罗马法以降， 无因管理的规范设计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模式， 一种 “源自罗马法， 以一般
情况下的财产管理与信托的范式”； 另一种为 “源自近代自然法学派准合同理论的， 以紧急情况下
的社会互助作为基础的范式”。輦輱訛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 无因管理的对象既包括罗马法中为不在场的本
人进行诉讼和非诉讼上的财产利益管理， 也包括对他人生命、 健康进行救助的紧急管理， 学者威特
曼 （Wittmann） 称之为无因管理的功能拓宽 （Funktionserweiterung）。輦輲訛 因而， 就紧急管理的规定，
比较法上要么采纳承认一般财产管理， 赋紧急管理人以责任优遇的混合规定模式 （如德国民法典），
要么受自然法个人主义的影响， 采纳原则上否认一般财产管理、 例外承认紧急管理的模式。 与比较
法上多采混合规定的做法不同，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将紧急救助的范式抽离出来， 从而
与一般情况下的无因管理作区分处理。 这旨在通过免责规定鼓励见义勇为者无后顾之忧， 但实质上
扩充了无因管理的内在体系。

应当看到， 即便紧急救助人相比于一般无因管理人享有更多的优遇， 但除责任规范的其余规范
问题仍需无因管理法的补强。 也即， 在规范构成与法律效果上， 紧急救助仍受无因管理制度的限
制。 例如， “自愿” 意味着救助人对受助人不负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救助人在主观上首先需具有

輥輷訛 Cfr.Cesare Ruperto, La gestione d’affari altrui, il pagamento dell’indebito, e l’arricchimento senza causa (artt. 2028-2042)， Giuffrè,
Milano, 2012, p.18.

輦輮訛 英美学者甚至总结， 过分追求过失的内部细微分级， 徒增分析之迷雾。 See Olga Voinarevich, An Overview of the Grossly
Inconsistent Definitions of Gross Negligence in American Jurisprudence, 48 J. Marshall L. Rev. ( 2015); Edwin H. III Byrd,
Reflections on Willful, Wanton, Reckless, and Gross Negligence, 48 La. L. Rev. (1987).

輦輯訛 参见叶名怡： 《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 载 《法学研究》 2009年第 6期。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叶名怡文。
輦輱訛 吴训祥： 《论无因管理本人的偿还义务： 兼论 〈民法总则〉 第 183条第 2句的适用问题》，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 2期。
輦輲訛 Roland Wittmann, Begriff und Funktionen der Gesch覿ftsführung ohne Auftrag, C.H.Beck, 1981,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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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他人的意思 （管理意思）， 其救助目的在于结束紧急危险。輦輳訛 此外， 就该 “救助意思”， 救助人
还需具有相应的识别事务管理意思的能力或资格 （Qualifizierte Gesch覿ftsführungsabsicht）。輦輴訛 与行为能
力不同， 限制行为能力人同样可具有 “救助意思”。輦輵訛 除满足 “救助意思” 之外， 救助行为作为事务
管理承担意义上的 “管理行为”， 还须符合受助人真实或者可得推知的意思。輦輶訛 鉴于救助行为一般直
接针对受助人直接面临的财产或人身威胁， 特别是在救火、 救灾、 救人情形中， 可直接认定其符合
受助人意思， 而不允许受助人反对。輦輷訛

同时应注意， 被抽离的紧急救助范式内容仅限于救助人自己致损 （一百八十三条） 与受助人致
损 （一百八十四条） 的情形。 对于紧急救助中所发生的利益变动， 如费用、 报酬、 损失赔偿、 返还等
项目，輧輮訛 需援引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 救助人救助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费用， 原则上独立于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中的 “受益人适当补偿责任”， 可基于无因管理中的必要费用请求权而向受助人请
求全部求偿。輧輯訛 不过， 救助人主张必要费用补偿时需满足适法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也即， 救助行
为需符合受助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 否则， 即便在紧急条件下免除救助人对受助人造成的损害
之责， 但会因违反受助人意思而无法享有必要费用请求权。輧輰訛 由于本条的适用范围为救助人对受助
人造成的损害， 就救助人因自身过错所遭受的损害， 依据第一百八十三条 “受益人补偿责任” 的考
量因素进行处理。

在无因管理制度中， 管理人的过错被区分为事务管理承担的过错与事务管理实施的过错， 前者
决定一项事务管理行为是否为适法无因管理， 后者则决定事务管理过程中管理人的执行方法是否适
当。 依我国 《民法典》 第九百七十九条、 第九百八十条规定， 除本人意思违法或悖俗外， 管理人之
管理行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意思时， 构成事务管理的承担过错。 因而， 就管理行为是否符合
本人意思， 我国现有体系采纳的是 “符合本人意思+违法悖俗例外不予考虑” 的模式。 在紧急管理
中因情况紧急， 陷入危险的本人亟待他人的救助， 在没有办法作出有效判断时， 本人对管理人造成
损害的归责标准被降低， 该过错针对的是事务管理的承担过错。輧輱訛 将紧急救助纳入无因管理体系后，
紧急救助人享有的政策优遇直接针对的是事务管理承担过错的消除。 换言之， 只要救助人具有救助
意思 （管理意思）、 从事了救助行为， 就能享受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的政策优遇， 而不论紧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5。
輦輴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7。
輦輵訛 若实施紧急救助的为欠缺完全行为能力之人， 即便按照无因管理规定， 救助人也只有在满足非合同责任 （主要是侵权责任）

和管理人责任的双重归责要求时， 才承担责任。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6。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6。
輦輷訛 为此， 救助自杀者虽违反本人真实意思， 但仍应认定为正当的事务管理。 例如， 在 “曹桂华等诉闾志华损害赔偿案” 中，

被告跳河自杀时， 曹国军因见义勇为营救被告生命而溺水死亡， 法院基于公平原则， 判决被告承担责任。 参见江苏省海安
县人民法院 （2009） 安曲民一初字第 0333号民事判决书。

輧輮訛 就无因管理中具体 “恢复 （recovery）” 术语的介绍及重叠现象， 具体参见 Jeroen Kortmann, Altruism in Private Law: Liability
for Nonfeasance and Negotiorum Gest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1-83.

輧輯訛 此时还可能存在救助人因过失导致 “必要费用” 的扩大， 在德国法下， 紧急管理时管理人仍可获得重大过失范围之内 （执
行不当） 的费用补偿。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20。 我国紧急救助对于救助人采更优的待遇， 宜
将紧急救助人过失导致的费用也纳入偿还范围之内。

輧輰訛 紧急救助时违反本人 （受助人） 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时是否仍赋予其费用请求权， 理论上存有很大争议。 Bergmann 教授
及相关判例均支持在无因管理的框架下考虑管理人的权利。 但反对观点与此针锋相对， 例如， Dietrich 认为， 基于紧急管理
的一般思想， 应独立于无因管理的必要费用请求权赋予管理人以扩大的费用请求权； Ehmann 倾向于相同的观点， 并附加相
关限制， “危险情形必须可归责于本人”。 具体学说争议见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22。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 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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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下救助行为是否符合受助人的意思。

（三） 总结

遵循立法原意的检讨前提意在揭示免责规定可能存在的立法冲突， 而隶属于无因管理法的检讨
框架则不仅可确立不必要的检讨程序， 在无因管理法上的争议更会凸显这种 “立法瑕疵”。

四、 构成要件上的适用限制

为避免赋予救助人过度责任优遇， 导致鼓励救助与行为自由之间的价值判断失衡， 有必要在构
成要件上对紧急救助免责的规定进行检讨。 在将道德鼓励引入立法时， 为消除紧急救助规定引发的
体系冲突， 构成要件的准入性控制变得异常重要。

（一） 职业救助人的适用限制

是否给予职业人员、 专业人员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 （如消防队、 急救医师、 拖车公司） 责任
免除的特权， 需结合紧急救助的规范目的而论。 一般而言， 事务管理人在事务履行过程中需遵循理
性人的一般注意义务輧輲訛 或善良家父的注意义务 （diligenza）。輧輳訛 不过， 若说紧急救助免除责任的原因
在于救助人并没有太多时间来保持镇定的思考， 这似有道理， 但对于职业人员并不适用。 因为在紧
急情况下， 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人员或组织显然具有更高的危机处理能力。輧輴訛 同时， 既然过失标准
区分了一般理性人与职业人员的不同身份， 所以， 为保持体系协调， 职业人员参与的救助不应与一
般私人救助同等对待。輧輵訛 职业人员的紧急救助免责本应有更为严格的要求， 但本条 “不承担责任”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致使无法体现出这种差别待遇。

在解决方式上， 有观点认为， 鉴于职业救助获得市场化的救助报酬已成为共识，輧輶訛 职业人员也
有类似于职业保险的形式分摊救助不当所带来的损失与费用， 故在本条的适用范围上应当排除职业
人员、 专业人员的救助，輧輷訛 以此区分商业性的救助与纯民事化的救助。 例如， 在 “谭千雍谭千正与
邓菊香马世琼等生命权纠纷案” 中， 法院认为， 救助人 “不具有专业的救助知识， 实施的是合理的
救助行为”， “符合一般人的救助方式”，輨輮訛 即有区分职业救助与非职业救助的趋势。 总体而言， 从本
条的文义解释而论， 无法得出职业人员不能免责的结论。 即便职业人员在救助时如同撒马利亚人一
样， 未期待赔偿或者报酬， 但纵容职业人员的重大过失也显非一般法理所能容许。輨輯訛 因此， 更为妥
当的解释选择是， 限制本条对职业人员救助的适用， 或提高本条对职业人员的免责适用标准， 从而
使职业人员的重大过失可重新被考虑在过失责任的评价范围之内。

（二） 对 “紧急” 存在错误认知的适用限制

与一般的无因管理不同， “紧急” 意指受助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遭受了紧迫的危险。 参照 《民
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中有无侵权人的标准， 就危险的来源而言， 其既可源于自然风险， 也可产生

輧輲訛 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supra note 輥輲訛, pp.2988-2989.
輧輳訛 See Cesare Ruperto, supra note 輥輷訛, p.18.
輧輴訛 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supra note 輥輲訛, p.2989.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5； 反对观点参见前引輥輴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6。
輧輶訛 See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supra note 輥輲訛, pp.3033-3044.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5。
輨輮訛 参见 “谭千雍谭千正与邓菊香马世琼等生命权纠纷案”，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20） 渝 04民终 33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輨輯訛 英美法上对救助人责任的规定参见李昊： 《论英美法上的 “好撒马利亚人”》，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年第 4期； 郑丽清：

《危难救助者民事责任豁免研究： 以美国 〈好撒马利亚人法〉 为视角》， 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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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人的加害行为。 紧急危险的抽象判断标准为发生损害的高度可能性， 也即当损害的产生迫在眉
睫或者救助不能再被进一步拖延时， 便可以视为存在紧急危险。輨輰訛 同时， 鉴于我国紧急救助人不承
担责任的待遇相比于其他法域下紧急管理人的地位较优， 在鼓励救助的前提下， 可通过 “紧急” 要
件的限制来避免本条的泛用： 若无此时的救助行为， 更大的损害将会出现；輨輱訛 若不能满足上述条件，
便可认定紧急危险不存在， 从而不适用免责的规定。

如果事实上不存在危险， 而救助人对于 “紧急” 危险存在错误认识， 可否适用紧急救助的规
定， 理论存有疑问。 依德国通说， “紧急” 的危险必需现实存在。輨輲訛 但是， 亦有反对观点。 例如， 根
据瑞士债法典的规定， 客观真实危险的存在并非必要， 只要管理人对于该错误认识无过失即可； 同
时， 即便管理人对错误风险的认知存在轻过失， 也可享有责任减轻的优遇。輨輳訛 此外， 根据风险归责
原则， 若危险的表象由本人的过失惹起， 那么， 责任减轻的优遇无论如何都应适用于管理人 （救助
人）。輨輴訛 对于危险不存在的情形， 关涉紧急救助的规范目的。 特别是在我国现有规定之下， 一经认定
紧急救助， 完全无防御的受助人便充分暴露在不承担责任的救助人面前。 为保持救助人的待遇与受
助人的弱势情况相称，輨輵訛 在危险不存在的情形下， 应当认定 “紧急” 的前提要件不复存在， 继而依
据共同过失的原则在二人之间分配责任份额。

（三） 危险自始不能消除的适用限制

一如无因管理中不要求实现特定的后果， 作为特殊无因管理类型的紧急救助， 同样不需要在结
果上成功消除受助人所遭受的危险，輨輶訛 救助人只须以防御紧迫风险为目的实施相关救助行为即可。輨輷訛

需注意的是， 若救助行为自始客观不能为受助人消除危险， 对于该徒劳救助行为导致的受助人损
失， 救助人能否主张免予承担责任， 学界存有争议。 有观点认为， 由于救助行为不需达到消除危险
的效果， 故客观不能的情形与救助人免责的适用没有冲突。輩輮訛 也有观点认为， 应当引入救助人的主
观认知， 在救助人对后果的错误认知非因其重大过失导致时， 才可以适用责任优遇的相关规定。輩輯訛

事实上， 救助行为可否带来实际效果， 在紧急情况下非救助人所能预见， 判断救助行为能否消
除危险的不利效果不应转嫁于救助人身上。 在紧急情形下， 鉴于受助人存在被帮助的需要， 应防范
的是， 客观无救助能力人在紧急情形下对受助人的肆意帮助是否妨碍受助人的生存机会， 是否会影
响受助人本可享有的其他救助。 进言之， 客观救助不能的情形可否消除事务管理承担的过错， 并不
能武断地一概适用概括免责的规定， 此刻应引入一般社会意义的判断标准。 若依一般理性人的判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2； 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3； 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8。

輨輱訛 这被学者称为超越因果关系。 Vgl. Christian Wollschl覿ger, Die Gesch覿ftsführung ohne Auftrag: Theorie und Rechtsprechung,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6， S.278.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4； 前引輥輴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5； 前引輨輱訛， Wollschl覿ger 书， 第
278页。

輨輳訛 有反对观点认为， 条件必需严格限定为无过失， 轻过失足以排除责任减轻的适用。 参见前引輥輶訛， Schmid书， 第 156-157 页。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2。

輨輴訛 Erman/Ehmann BGB § 680, Rn.5 (2004).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 （Bergmann）， 边码 12。
輨輶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4； 前引輥輮訛， 施陶丁格民法评注（Bergmann）， 边码 11； 埃尔曼民法评注（Dorbis），

边码 5。
輨輷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5。
輩輮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慕尼黑民法评注 （Seiler）， 边码 4。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埃尔曼民法评注 （Dorbis）， 边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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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救助行为在客观上可被认可， 即便危险自始不能被消除， 也应允许救助人援引免责条款； 但
是， 若救助行为明显不符合一般理性人预期， 如用易燃材料救火， 此刻至少救助人的 “重大过失”
行为应排除在紧急救助免责范围之外。

（四） 小结

在构成要件中， 即便是采取 “重大过失” 不免责或责任减轻的立法模式， 上述争议情形的存在
仍不可避免。 特殊情形下的检讨， 只不过使得免责规定的适用冲突被进一步放大。 事实上， 经检讨
后发现， 为避免紧急救助不承担责任产生的冲突， 职业救助人的免责适用、 救助人存在错误的危险
认知、 危险后果自始不能消除等情形均需被严格限制， “不承担责任” 的规定在某些情形下被突破。

五、 紧急救助免责规定的体系效应

在无因管理中就 “本人” 的确认， 宜在事务管理完成之后， 通过 “利益之客观的归属状态加以
认定”。輩輰訛 与之相似， 受助人的识别同样对紧急救助的成立非常重要。 通常认为， 见义勇为针对的危
害既可能是自然风险， 也可能是正在施加侵害行为的加害人， 这导致紧急救助的成立可能会与紧急
避险、 正当防卫形成规范竞合， 因而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形下的责任规则作统一处理。 此外， 鉴于无因
管理中本人的 “承认” 涉及到委托合同的准用， 这种规则与委托合同是否存在冲突也需探讨。

（一） 紧急救助与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的价值冲突

若救助行为的目的在于防止、 制止第三人的侵害行为， 从规范上讲， 救助行为对侵害人、 受害
人均为有利， 可对这二者分别成立紧急救助。輩輱訛 举例而言， 侵害人因情绪失控而肆意破坏财物时，
救助人针对其行为的及时制止行为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救助， 但此时并不存在特定的受害人。 因此，
在防止、 制止第三人的及时侵害时， 救助人无论是对受害人还是对加害人造成了损害， 均能主张本
条责任减免的适用。輩輲訛 与此同时， 直接针对致害源的救助行为本身往往能成立正当防卫， 救助人亦
可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一条对侵害人主张免予承担责任。輩輳訛

前已说明， 在紧急救助中， 如果救助行为是为了防止、 制止第三人的侵害行为， 那么救助人的
行为可同时成立正当防卫。 如果承认防止、 制止行为在客观上对侵权第三人有利， 那么， 第三人的
真实意思并不重要， 对意欲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而言， 减少损害的行为就是救助行为 （客观利益
行为）， 侵权人则成为紧急救助情形下的受助人。輩輴訛 若采纳此种解释， 可发现， 相比于紧急救助人的
“不承担责任”，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正当防卫中的防卫人在防卫过当时仍需承担
适当的民事责任， 归责标准显然更为严苛。 规范竞合的效果是， 同一行为因适用正当防卫、 紧急救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黄茂荣书， 第 31-32页。
輩輱訛 例如， 甲开车撞伤乙的未成年儿子丙， 丁作为救助人将丙送往医院， 其间支付了交通费和医疗费。 就上述行为， 丁对甲、

乙、 丙三人均可无因管理。 同理， 紧急救助作为 “特殊类型的无因管理”， 同样适用这种分析模式。 案例及分析参见前引
輥輯訛， 黄茂荣书， 第 15-16页。

輩輲訛 也存在反对观点， 其认为紧急救助的责任规则仅针对受助人损害， 而非第三人损害。 此时， 若承认救助对加害人的正当性，
第三人 （加害人） 即受助人。 反对观点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条文理解与适用》 （下），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216页。

輩輳訛 若救助人实际上造成了受助人 （受害人） 的损害， 则只能适用紧急救助的免责规定。
輩輴訛 在制止侵害行为的时候， 制止行为应违反致害人的意思， 但一方面， 此时致害人的真实意思不值得保护， 制止行为对致害

人而言属客观利益行为， 宜认定行为对致害人的救助特性；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致害人无真实意思的情形， 如限制行为能力
人在精神病发作时而意欲伤害他人， 此时制止行为显然符合致害人的意思。 故无论如何， 均存在紧急救助与正当防卫重合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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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规定的不同而引发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 这种规范冲突显然是一种立法漏洞。
以上结论在紧急避险中再次得到验证。 在针对自然风险的情形中， 紧急救助往往可能是以牺牲

低阶层的利益而保护高阶层的利益， 因此， 紧急救助还能与特定情形下的紧急避险发生规范竞合。
例如， “大火熊熊之时， 为解救反锁于门内之小孩， 救助人以利斧破门而入； 又如， 为拯救溺水之
人时， 为避免双双溺毙， 救助人将受助人击昏施救之”。輩輵訛 可见， 避险行为若以牺牲本人 （受助人）
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为目标， 同时兼具救助目的时， 此时的构成事实既能成立紧急救助， 又能成立紧
急避险。 然而，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二条， 紧急避险人在采取措施不当或超过必要的限度而
造成 （受助人） 损害时， 仍需要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与紧急救助人 “不承担责任” 的待遇又是评价
不一。

由此可见， 立法者虽尝试以 “紧急救助人不承担责任” 的方式鼓励救助行为， 但因未考虑到体
系协调， 导致在规范竞合的情形下， 纵许紧急救助中的粗心大意， 而计较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中的
不当行为， 这当属体系矛盾、 立法疏漏。輩輶訛 更何况，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紧急状态并不弱于紧急
救助。 综上， 对单独抽离紧急救助基础范式的行为无可苛责， 但罔顾体系评价而强行免责的后果
是， 同一行为引发了不同的法律后果， 这一方面徒增无谓的竞合现象， 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法律的公
平、 正义要求。

（二） 受助人事前同意与事后承认的体系矛盾

为避免本条规定所导致的体系冲突， 应对救助人 “不承担责任” 的情形予以限缩。 如果救助的
过程中受助人对于救助行为明确表示同意或认可， 鉴于双方已经就救助行为达成合意， 理论上应按
照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责任标准， 也即非因故意、 重大过失不承担责任予以归责。 不过， 关于救助
行为的合意是否具有法律行为之拘束力， 理论上存疑。 因为， 所谓救助的给予往往表现为救助人纯
粹的单方面施惠， 受助人虽为同意， 但未在双方建立起受法律约束的合同关系， 救助人的行为仅为
情谊行为。 但是， 即便在情谊行为中， 同样存在着施惠人的责任减轻规则， 至于责任减轻是准用侵
权责任， 还是类推无偿合同， 则属调整路径的选择问题。輩輷訛 同时， 仍存在着扩展情形， 也即， 如果
受助人具有拒绝受助的意思表示能力却未作反对， 同样可将其视为同意救助行为的情形。 上述情形
中均不能适用救助人无条件免责的规定。 因此， 紧急救助的适用应限于受助人客观上无法同意的情
形， 具体包括受助人无意识、 情况紧急而无法征得受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以及受益人的拒绝
救助不值得考虑等情形。輪輮訛

对于救助人的不当救助行为， 受助人可否承认， 这再次关涉到体系协调。 就无因管理中的承认
效果， 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 既可溯及既往地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 （瑞士债务法第 424 条）， 也可
准用委托合同中的个别条款 （德国民法典第 684 条）。 我国 《民法典》 第九百八十四条目前采取了
无因管理准用委托合同的条款， 从而使得管理人的责任承担在最优程度上， 可达到无偿委托中 “非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不承担责任的情形。 不过， 无偿委托中受托人对本人损害的责任与紧急救助人
的归责标准仍存在差别。 若承认紧急救助隶属于无因管理， 这导致的后果是， 针对同一救助行为，
受助人本欲通过 “承认” 的方式赋予救助行为以正当性， 并对救助施以正面鼓励， 但承认导致的无

輩輵訛 例子参见邱聪智： 《新订民法债编通则》 （上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61页。
輩輶訛 类似的观点参见前引譻訛， 景光强文。
輩輷訛 就情谊行为致损的侵权与合同路径调整及责任减轻问题， 具体参见张家勇： 《合同法与侵权法中间领域调整模式研究： 以制

度互动的实证分析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420-434页。
輪輮訛 参见前引譻訛， 景光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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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委托的适用却使得救助人处于更为不利的情形： 救助人从不承担责任的待遇变成了 “非因故意或
重大过失不承担责任” 的待遇。 这种逻辑上荒唐的悖论， 显然是紧急救助免责规定所未能预见到
的。 更为妥当的做法是， 鉴于本条的规范目的在于鼓励紧急危险情形下的救助行为， 无论受助人承
认与否， 紧急救助人在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中享有的责任优遇不应因承认而降低。 此时， 受助
人承认的较大意义就在于， 救助人的不当救助行为被追认， 救助人据此可当然主张必要费用的返还。

（三） 小结

构成要件中的例外情形尚可通过限缩解释予以限制， 但体系视角下的冲突则无论如何不能通过
解释学方法予以避免。 因此， 在行为既符合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又满足紧急救助规定的情形下，
欲消解对介入行为的过度鼓励， 法官可采纳防卫过度、 避险措施中的归责原则对趋向于重大过失的
不当行为予以规制， 以此化解紧急救助条款与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规定之间的体系冲突。 而在事前
同意或事后承认的情形中， 适用无偿委托合同后， 救助人不能因事前同意或事后承认而处于更为不
利归责标准的情形。 这变相证明， 承认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 将严重导致法体系的紊乱。

代结论

罗马法时期受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及西塞罗关于友善义务的探讨， 基于维持城邦整体利益的考
虑， 无因管理之诉被设计为鼓励自愿帮助他人的制度。輪輯訛 不过， 在无因管理制度的教义学演化中，
基于道德考虑的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意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潘德克顿学派在重构无因管理时， 抛弃
了那种基于道德范式考量的 “人类互助理论”， 转而在规范要件中寻求以管理意思、 本人意思为核
心的规范基础。輪輰訛 与此同时， 受自然法学家沃尔夫 “准合同” 理论的影响， “紧急管理” 行为被认为
当然符合本人意思， 从而构成一般无因管理规则的例外， 紧急管理人享有的优遇被保持到现在。

与此进程不同， 《民法通则》 秉持的 “宜粗不宜细” 的理念致使无因管理的具体规定在我国先
天不足。 原隶属于无因管理分编的 “紧急救助” 规定， 因适逢 《民法典》 编纂的 “两步走” 策略，
而被不当放入了总则的 “民事责任” 章之中。 更为巧合的是， 这种单独抽离的做法受特定时期鼓励
见义勇为风气的影响， 意在改善世风日下社会风尚的 “好人” 立法思维得以介入，輪輱訛 救助人不承担
责任的规定顺势被写入立法。 当初无因管理的正当性理论上之所以拒绝 “人类互助理论”， 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后者只言明了行为动机， 却无法对无因管理的制度建构有所助益， 以至于无因管理的理
论发展呈现出 “去伦理化” 的技术性趋势。 与此不同， 我国紧急救助的这一规定呈现出相反趋势，
无因管理制度的先天不足致使紧急救助规定呈现出 “法律道德化” 的复归。 道德鼓励思想强势渗入
的结果是， 我国紧急救助责任规则不仅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模式迥异， 也使得法官丧失了考虑救助人
过错的弹性操作空间。

解释的目的在于寻求价值统一。 若秉持这种立法原意， 经检讨后发现， 职业救助人的排除适
用、 救助人存在错误的危险认知、 危险后果自始不能消除等情形均需被严格限制， 以此构成救助人

輪輯訛 Gunter Deppenkemper, Negotiorum gestio-Gesch覿ftsführung ohne Auftrag: Zu Entstehung, Kontinuit覿t und Wandel eines Gemeineu鄄
rop覿ischen Rechtsinstituts, V&R unipress, 2014, S.76.

輪輰訛 关于无因管理中受自然法影响的准侵权理论、 倾向于不当得利的客观理论以及最近的 “作为从属关系的无因管理” 理论，
参见 Andreas Bergmann, Die Gesch覿ftsführung ohne Auftrag als Subordinationsverh覿ltnis: Die Rechtsinstitute der negotiorum gestio
in subordinationsrechtlicher Betrachtungsweise,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10, S.12-78.

輪輱訛 彭诚信： 《论民法典中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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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added� Article� 184� of�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rule� that� emergency�
rescuers�do�not�bear�liability.�From�the�history�of�the�formulation�of�this�article,�the�provision�of�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of� the� rescuers� has� an� obvious� color� of “ moral� encouragement”.�
Meanwhil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wo� comparative� law� models� of “ determining� the�
establishment�of� liability�by� the�degree�of� fault” or “ reducing� the�share�of� liability� through� the�
discretion�of�the�judge”.�It�is�necessary�to�review�on�the�premise�of�complying�with�the�legislative�
original� intent� and� the� scope� of� negotiorum� gestio.�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when� there� are�
occupational� assistance,� the� rescuer� has� the� wrong� perception� of� danger,� and� the� dangerous�
consequences�can�not�be�eliminated�from�the�beginning,�the�provision�of�the�rescuer’s�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should� be� limited�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external� system,� when� the� rule� of�
emergency� rescuer’s�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self-defense� and� emergency� risk� aversion�
provisions� form� a� normative� concurrence,� there� is� a� systematic� contradiction� of� the� imputation�
standard.� The� provision� that� the� recipient� agrees� beforehand� or� admits� the� application� of�
entrustment�afterwards�is�also�in�conflict�with�the�rule�of�the�rescuer’s�exemption�from�liability.�I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moral� legalization” lacks� systematic� and� technical� support,�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heavy� burden� on� hermeneutics.� When� the� loophole� can� not� be� filled� by�
interpretation,�we�should�make�a�breakthrough�in�the�original�legislative�intention.�

Key Words: Emergency� Rescue;�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Negotiorum� Gestio;� Constitutive�
Elements;�System�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 张凇纶）

不承担责任的例外。 更为根本的是， 救助人免责的规定与外部效应上与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经事
前同意或事后承认的委托之间存在解释学上无法弥补的矛盾。 此时应承认存在法律漏洞。輪輲訛 至此， 对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不承担责任的定论仍不免俗套： 对立法原意的坚持未能考虑到技术性与
体系性的整体关照， 即便立法原意清晰， 体系考量下的冲突唯有突破立法原意才能避免解释负担过
重。 也即， 在存在救助人过错时， 应通过体系解释容许对过错的规范评价空间。 就裁判技术而言，
这种评价既可参考无偿委托下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承担责任的适用规则 （德、 日模式）， 也可采
纳防卫过当、 避险不当或超过必要限度时 “适当的民事责任” 的做法 （法、 意、 瑞模式）。 值得关
注的是， 司法判决在援引紧急救助免责规定时， 往往会对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排除情形作特别说明，輪輳訛

可见， 司法适用的改变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輪輲訛 最近观点见崔建远： 《无因管理规则的丰富及其解释》， 载 《当代法学》 2020年第 3期。
輪輳訛 参见 “常承如与尹某 1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2019） 湘 0202 民初 3082 号一审民事判

决书； “谭千雍谭千正与邓菊香马世琼等生命权纠纷案”，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20） 渝 04 民终 33 号二审民事判决
书； 特别是在 “何某某、 冉某与冉某某、 彭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中， 因存在救助不当行为， 法院判定救助
人承担 50%的责任份额， 参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8） 渝 0242民初 4469号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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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强制性规定条款在行政协议无效认定

中的适用

张莹莹 *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法院可以适用民
法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由此产生了民法典中的强制性规定条款在行政协议无效认定中
的适用问题。 行政协议的本质属性是行政性， 不与行政法体系不相容是适用强制性规定条
款的基本前提， 强制性规定条款应改造为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作为行政协议的无效
情形。 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应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为实质标准，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构
成重大且明显违法而具有无效化行政协议之效。 由于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属于引致
条款， 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没有依据等行为为规制内容时， 就发生了强制性规定条款与
其他无效情形的竞合， 法院需要区分竞合情形选择不同的裁判依据。
关键词： 行政协议 无效认定 强制性规定 重大且明显违法 相容性
DOI： 10.19350/j.cnki.fzsh.202２.0５.008

引言

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纠纷案件中适用何种法律规范裁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行政协议的无
效认定即是表现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19〕 17
号， 以下简称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 一方面规定， 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情形的行政协议无效， 另一方面又明确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
行政协议无效。 这就意味着， 《行政诉讼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同为行政协议无效的 “裁判法规范”， “行政行为无效制度与民事合同无效制度相互整合， 共同构成
行政协议的无效制度”。譹訛 法院在判断行政协议是否无效时， 也多综合考虑行政行为无效规则和民事
合同无效规则。譺訛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 可以说为民法规范适用于认定行政协议无效提供了法律依
据， 但与此同时， “可以适用” 的表述亦让民法规范的适用充满了不确定性。 诸如 “是否所有的民
事合同无效认定规则均可作为行政协议的无效依据” “民法规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为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行政法总则制
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21&ZD19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陈天昊： 《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构造与完善———从 “行为说” 和 “关系说” 的争论切入》，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0年第 5期。
譺訛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湘 03行终字第 170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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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认定” 等问题理论上仍有探讨的空间。 本文拟以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③ 为分析样
本， 研究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下简称 “强制性规定条款”） 在行政协议无效认
定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并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强制性规定条款是否具有完全适用效力？ 二是
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是什么关系？ 三是强制性规定条款与其他无效情形发生竞合时如
何适用？

一、 民法典中的强制性规定条款解读

《民法典》 将强制性规定条款列为民事合同的无效事由意味着， 强制性规定的范围与民事合同
的效力呈现反相关关系， 强制性规定认定越严格， 民事合同的无效范围越小，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
间越大。 基于鼓励交易的取向， 从限缩民事合同的无效范围、 衡平公共秩序与私人法益保障的角度
出发，④ 民法学界对于 “强制性规定” 基本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 一是将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限
定为法律和行政法规；⑤ 二是将强制性规定的法源性质定位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管理性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合同依然有效。⑥ 争议的焦点在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 目前较为同质性的理解
是，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 或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
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此类规定不仅旨在处罚违法之行为， 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
上的效力。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 有学者做了进一
步的类型分析： 当强制性规定以特定合同主体资格、 合同行为本身、 特定缔约方式或公共利益为规
制或保护对象时， 一旦违反即导致合同无效； 而当强制性规定以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 特定对
象的行政管制或经营性秩序管制为规制对象或主要内容时， 即使违反也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⑦ 因
此，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意在维护公共利益，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意
在维护管理秩序。 法国对于法律规范的识别和分类即以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 因而并非所有的法律
规范均会影响合同效力， 只要合同没有侵害社会利益或个体利益， 就不具有导致无效的违法性。⑧

而当强制性规定条款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时， 是否亦遵从上述法源层级和法源性质的双
重限定规则呢？ 通过分析行政协议的相关案例可以发现， 强制性规定条款在行政协议的效力认定过
程中得到了普遍应用。 一种应用方式是以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行政协议无效， 另一种更为广泛
的应用方式是将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作为认可行政协议效力的理由之一。 但关于强制性规定条款的适
用限度， 则呈现混沌现象。 强制性规定条款是否必然导致行政协议无效？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能
否拓展至规章、 地方性法规乃至规范性文件？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性质是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
可以拓展至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条款与行政行为的无效认定标准 “重大且明显违法” 存

譻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 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譼訛 参见郭洁、 佟彤： 《〈民法典〉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理阐释》， 载 《政法论丛》 2020年第 4期。
譽訛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法 〔2019〕 254 号） 第三十一条规定： 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 但该

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 市场秩序、 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 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譾訛 《民法典》 虽未沿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关于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表述， 但未改变区分 “效力性” 与 “管理性” 强制性规定的精神内核。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 （下），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755页。

譿訛 参见茆荣华主编： 《〈民法总则〉 司法适用与审判实务》，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80-281页。
讀訛 参见李世刚： 《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机制———以法国经验为视角》，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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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关系？ 强制性规定条款与其他行政协议无效情形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 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
一步的分析。

二、 强制性规定条款在行政协议无效认定中的适用改造

“公法和私法在某程度内各有特殊性， 同时又在某程度内有共通性。 而在其具有共通性的限度
内， 可以说两者是当然适用共同的规律的。”⑨ 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共通的协议属性赋予了民法规范
在行政协议无效认定中的适用空间。⑩ 但就强制性规定条款而言， 其并不能完全奉行 “拿来主义”
直接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 而必须同时在强制性规定的法源性质与法源层级两个方面进行检
视与改造。

（一）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性质界定

1. 强制性规定应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分； 民法学界普遍认为， 只有效力性的

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民事合同无效。 对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 有学者主张无须做二分处理， 违反
强制性规定的行政协议应一律无效。輥輯訛 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
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对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仍有必要。 第一， 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必须适用而不能
依意思自治排除的法律规定， 但只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向合同效力， 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无效力
指向。輥輰訛 因此， 从理论上而言， 既然是在认定无效， 自然应是根据效力的相关规则来进行， 强制性
规定不宜扩大为与效力无关的强制性规定。輥輱訛 第二， 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
务目标的手段， 实现公共利益是行政协议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輥輲訛 行政协议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应
当秉持维护行政协议的稳定性、 限缩行政协议的无效范围这一价值取向， 不可盲目扩大使行政协议
无效的强制性规定范围。 如在 “沈英诉辉山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案” 中， 尽管被告违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 《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五条第三款 “征收农用地应办理征地审批
手续” 的强制性规定， 但法院未判决被诉协议无效， 而是以 “宅基地所在区域征地拆迁工作已经结
束， 房屋及地上物无法恢复到拆迁前的状态” 为由判决双方继续按照此协议履行。輥輳訛 第三， “违反强
制性规定的行政协议与行政协议追求的行政管理秩序不相容”、 “对强制性规定作二分处理会导致行
政机关逃逸依法行政的约束”輥輴訛 是反对将强制性规定做二分处理的核心论据， 但违反管理秩序和依
法行政原则并不构成行政协议无效的充分条件。 为了实现行政管理职能， 行政机关自当自我拘束并
自觉遵循各项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这并不意味着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行政协议将必然归于无
效。 行政协议的效力乃是一种法律价值判断， “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 依法行政与信赖保护的冲突
与妥协”輥輵訛 是认定行政协议效力的必经环节， 对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确认无效将明显损害公

讁訛 [日] 美浓部达吉： 《公法与私法》， 黄冯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03页。
輥輮訛 David H.Rosenbloom, Reflections on “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43:4, pp.381-396 (2013).
輥輯訛 参见江必新： 《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 载 《人民司法 （应用）》 2016年第 34期。
輥輰訛 参见李永军： 《民法典编纂中的行政法因素》，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9年第 5期。
輥輱訛 王贵松： 《行政协议无效的认定》， 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 5期。
輥輲訛 王学辉： 《行政何以协议——一个概念的检讨与澄清》， 载 《求索》 2018年第 2期。
輥輳訛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辽 01行终字第 34号行政判决书。
輥輴訛 参见余凌云： 《论行政协议无效》，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11期。
輥輵訛 章志远： 《行政法学总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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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 或者造成巨大社会成本支出， 或者订立协议程序轻微违法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违
法、 采取补救措施但保留协议的效力。輥輶訛 第四，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容易区分”
不应成为支撑 “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政协议均应无效” 的正当理由。 事实上， 完全可以将行政协议相
关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加以总结， 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2.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三种类型
一是明确规定违反或不具备某一条件的行政协议无效。 如 《城乡规划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规

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这类情形在实践中较
为少见。 二是明确禁止行政协议方式。 行政机关能否采取行政协议方式反映的是行政协议的 “容许
性”， 即行政协议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一种行政活动形式应用于行政管理实践。 根据依
法行政原则， 传统行政行为将 “法无授权即禁止” 奉为圭臬， 具备法律依据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
基本前提。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八条即规定， 没有依据的行政处罚无效。 行政协议则不同， 作为
政府职能转变的产物和新型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协议没有直接法律依据是常态， 不能用传统意义上
的依法行政理念来禁锢和扼杀行政协议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而要对传统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原则加以
修正， 以 “法无禁止即自由” 为原则。輥輷訛 也就是说， 行政协议方式虽然避免了一般行政行为所必需
的立法授权， 但应以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限。 在法律明确禁止采用行政协议方式实现行政管
理目标的场合， 选择行政协议方式实质上 “破坏了宪法上的分权体制”輦輮訛， 应当承担无效的后果。 国
内有不少学者亦对此持肯定态度， 即认可不具备容许性作为行政协议的一种无效事由。輦輯訛 三是指向
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等基本法律秩序或社会秩序。 如修改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 （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輦輰訛 第七条规定，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他人
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
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在 “光恒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西昌市
人民政府等行政协议案” 中， 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独家特许经营权许可合同即因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
争法》 第七条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判无效。輦輱訛 如果行政协议继续履行影响的仅仅是特定人的个别利益，
则一般不构成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也不会导致行政协议无效的后果。 如违反 《行政许可法》 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 未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签订行政协议， 只损害第三人的公平竞争权而不直接损
及公共利益， 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輦輲訛

（二）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改造

《民法典》 将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限定为法律和行政法规， 意味着违反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不会导致民事合同无效。 就强制性规定条款在行政协议无效认定中的适用
而言，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不应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才不致与行政法的体系不相容。

1. 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的依据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 地方性法规、 规章、 规范性文件与法律、 行政法规一道构成行政机关依法

輥輶訛 耿宝建、 殷勤： 《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行政案件的审理理念》， 载 《法律适用》 2018年第 11期。
輥輷訛 参见余凌云： 《行政法讲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266页。
輦輮訛 胡宝岭： 《行政合同争议司法审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2页。
輦輯訛 参见杨解君主编： 《中国行政合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77页。
輦輰訛 因接下来援引的 “光恒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西昌市人民政府等行政协议案” 判决作出时 《反不正当竞争法》 尚未修改， 为配

合此案例的引用， 故本文此处仍介绍修改前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条款。 2019年修改后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删除了本条款。
輦輱訛 参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川 34行赔初字第 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輦輲訛 参见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 鄂武东开行初字第 00022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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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的行为规范， 对行政机关都具有约束作用。輦輳訛 这就意味着， 行政协议不仅要遵守法律和行政法
规， 还应受地方性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约。 根据 《行政诉讼法》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法院审
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参照规章， 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并可
以引用规范性文件。 抛开法院对这些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审查权限不谈， 上至法律、 下至规范性文
件， 法院都是可以在判决书中援引作为论据的。 因此， 只要是法院在审查行政协议效力过程中可以
援引的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 原则上都可以作为强制性规定的法源， 而不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首
先， 对于地方性法规而言， 扩大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范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发展趋势之
一， 很多特许经营事务即都体现在地方性法规中。輦輴訛 且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大制定， 具有民主智慧
和程序合法性， 能够保证立法质量并彰显地方特色， 有助于行政协议的纵深发展。 其次， 我国当前
的行政协议立法主要通过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制， 二者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化， 也
更具操作性。 只要不与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应作为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的
依据。輦輵訛

《民法典》 之所以把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一方面是因为强制性规定以
公法规范为主， 不限制法源层级势必会对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产生消极影响；輦輶訛 另一方面， 则是因
为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 同时法院无权宣告规范性文件
不法， 因而拒绝适用。輦輷訛 行政协议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首先， 行政法与民法两个部门法在价值取向
上存在根本性差异， 行政法以公共利益为本位，輧輮訛 民法以私人自治为原则。 即便行政协议具备协议
属性， 仍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追求。輧輯訛 协议性与行政性共存的前提是协议性不违反合法性， 行政协议
是合法性基础上的意思自治。 如果行政机关违法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 则会影响行政协议的合法
性甚至导致行政协议无效。輧輰訛 因此， 界定强制性规定的法源不宜过分考虑对协议自由的消极影响，
而应以合法行政为根本任务和目标。 其次， 如上所述， 我国现行 《行政诉讼法》 和 《行政诉讼司法
解释》 有关 “参照规章” “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表明， 法院对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均享有司法审查的权力， 从而可以将违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过滤出去， 排除其对行政协
议效力的影响。

2. 违反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行政协议无效
违反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能否导致行政协议无效是关于法源层级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反对

者的理由主要在于： 一是基于鼓励行政协议的立场， 判断行政协议效力标准的 “法” 外延不宜过
宽， 以免行政协议动辄无效； 二是规范性文件本身是否合法还要打上一个问号。輧輱訛 对于第二个反对

輦輳訛 参见张向东： 《论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关系》， 载 《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 2期。
輦輴訛 目前有 11 个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台了特许经营条例， 如 《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 《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

许经营条例》。
輦輵訛 参见周明： 《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规则探究》， 载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 2018年第 6期。
輦輶訛 参见许中缘： 《民法强行性规范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53页。
輦輷訛 参见冉克平： 《论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私法自治———兼析 〈民法总则〉 第 153 条第 1 款》，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9年第 1期。
輧輮訛 叶必丰： 《行政法的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75页。
輧輯訛 Dominique Custos & John Reitz,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 58:1, pp.555-584

(2010).
輧輰訛 参见熊勇先： 《论行政机关变更、 解除权的行使规则——基于司法裁判立场的考察》， 载 《政治与法律》 2020年第 12期。
輧輱訛 张青波：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思路》，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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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根据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 法院有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加之行政
庭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査具有较大优势， 因而更能胜任对行政合同合法性的整体判断。輧輲訛 因此，
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顾虑可以通过法院的审查机制予以消解， 只将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作为
行政协议的无效依据。 对于第一个反对理由， 尊重行政协议的效力并避免动辄无效固然是认定行政
协议效力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但行政协议的行政属性决定了行政协议的签订、 履行等一系列相关
活动 “必须依法进行”輧輳訛。 既然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协议应予遵守的法律规范， 如果行政协议违反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隶属于合法有效并具有实质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就不能再盲目遵循审慎无效原
则。 如在 “今世缘有限公司等诉池州市建设委员会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认为， 被告未按照五部委
《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车等公共客运交通的意见》 的规定进行清理整顿与报请安徽省人民政府批
准， 故其与原告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无效。輧輴訛 基于规章的 “参照” 效力， 应当认为， 规章与规范性
文件具有同等地位， 本文不再赘述。

因此， 在行政协议场域下， 强制性规定条款应做如下改造：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政协议
无效 （以下简称 “新强制性规定条款”）。

三、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关系

根据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 不仅 “重大且明显违法” 的行政协议无效， 存在民事合
同无效情形的行政协议亦可能无效。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 民事合同的无效情形如违反强制性规定条
款与 “重大且明显违法” 标准是什么关系？ 前者是否天然构成 “重大且明显违法”？ 如上所述， 新
强制性规定条款由民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改造而来，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行政协议实际上同
时构成 “重大且明显违法”。

（一） 重大且明显违法是行政协议无效的实质标准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立基于 “行政法治理论” “公民抵抗权理论” 和 “正当防卫理论”，輧輵訛 认为行
政行为的违法瑕疵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处于无效力状态。 但依通说和各国的法例、 判例， “重大且明
显违法” 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认可， 即行政行为的内在瑕疵违反了重要法规且瑕疵的存在明显时便处
于无效力状态。輧輶訛 其中 “重大” 指违法的程度， 即 “行政行为违反重要法规、 欠缺本质要件” 輧輷訛， 到
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都无法为其解释与辩护的程度， 区别于轻微和一般违法。 “明显” 指违法程度
的可见性， 即行政行为的违法瑕疵一般理性人都可发现，輨輮訛 如此违反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以至于无
法期望任何人接受它的效力。 因此， 重大性是行政行为瑕疵的内部属性， 明显性是外部属性。

将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行政行为的无效标准， 是依法行政与公共利益博弈的结果。 一方面， 公
共利益是行政行为的基础， 公共利益的维护及提倡是行政行为的理由和动机，輨輯訛 因而， 行政行为不

輧輲訛 陈无风： 《行政协议诉讼： 现状与展望》，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4期。
輧輳訛 [英] 威廉·韦德： 《行政法》， 徐炳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25页。
輧輴訛 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3cff026fffd332af4c88eba740ee87bebdfb.html?keywords=合肥今世缘经济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20诉池州市建设委员会 &match=Exact， 2022年 1月 5日访问。
輧輵訛 参见金伟峰： 《无效行政行为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8-85页。
輧輶訛 [日] 盐野宏： 《行政法》， 杨建顺译，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14页。
輧輷訛 王贵松： 《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 载 《法学研究》 2018年第 6期。
輨輮訛 参见 [德] 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总论》， 高家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51 页。
輨輯訛 Filippo Borriello,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 Review of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Vol. 13:2,

pp.155-17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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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辄无效。 另一方面， 政府应当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輨輰訛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当行政
行为的违法瑕疵达到重大且明显程度时， 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可存续。 在二者的博弈之下， 行政行为
的无效情形实际上相当有限。 《行政诉讼法》 和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仅明确列举了 “实施主体
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和 “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三种无效情形， 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的无效事由主要体现为以下七类： 不具有主体资格、 没有权限
依据、 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 明显违反法定程序、 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
违背重要原则。輨輱訛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的规定表明， “重大且明显违法” 与民事合同的无效情形均具有
致行政协议无效之效。 但如果一言以蔽之， 重大且明显违法才是行政协议无效的实质标准， 民事合
同无效情形只有足以评价为 “重大且明显违法” 时才具有无效化行政协议的后果。 在 “樊某 1 诉新
绛县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即鲜明提出， 存在 “重大且明显违法” 情形是行政协议无效的
实质性法律标准， 具体情形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和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九十九条进行判断。輨輲訛 有学者还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为标准总结了行政协议
的无效情形： 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实施将
导致犯罪或者严重违法； 内容明显违背公序良俗； 实施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其他
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輨輳訛

（二）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1. 三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关系， 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 而是形成了以下三

种观点： 一是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表现形式。 有学者主张， “重大且明显违
法” 具有较高程度的包容性， 民事合同的无效事由均可作为 “重大且明显违法” 的具体情形。輨輴訛 二
是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是并列关系。 有学者将行政协议的无效情形归为三类， 即
“存在重大、 明显违法” “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 “损害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他人合法
权益”。輨輵訛 其中重大且明显违法体现的是违法标准，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体现的是公共
利益标准。輨輶訛 第三种观点是，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是交叉关系。 即需要区分违反
强制性规定条款的程度是一般违法还是重大且明显违法， 只有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构成重大且明显
违法时才会导致行政协议无效。 有学者指出， 如果只是一般性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则不宜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輨輷訛 另有学者提出， 行政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一定无效， 需要
区分是否严重违法。輩輮訛

輨輰訛 Nathan S.Chapman & Michael W. McConnell, Due Process as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21:7,pp.1672-1807
(2012).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輧輷訛， 王贵松文。
輨輲訛 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晋行终字第 650号行政判决书。
輨輳訛 参见梁凤云： 《行政协议案件适用合同法的问题》，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 1期。
輨輴訛 参见王敬波： 《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3期。
輨輵訛 参见郭修江： 《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对 〈行政诉讼法〉 及其适用解释关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理解》， 载 《法律适用》

2016年第 12期。
輨輶訛 参见宋明： 《论行政机关的协议撤销权》，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20年第 10期。
輨輷訛 参见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课题： 《行政协议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2期。
輩輮訛 参见步兵： 《行政契约履行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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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区别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都体现为违法， 但二者违法的表现形式、 出发点与评价

体系均存在显著区别。 第一， 二者 “违法” 的表现形式不同。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属于形式上的违
法， 强制性规定的法源层级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新强制性规定条款无此限制）， 法源性质体现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重大且明显违法属于内容上违法， 指违法瑕疵不仅重大而且明显， 是否 “重
大” 且 “明显” 违法则取决于具体情形的分析。 进一步说， 强制性规定条款关注法律规范的层级和
性质， 一般从外部视角即可判断； 重大且明显违法关注违法程度， 通常须从内部视角加以分析。 第
二， 二者的出发点不同。 强制性规定代表的是公共利益， 设置强制性规定条款的出发点是以公共利
益 “消解私人基于私法自治而享有的契约自由”輩輯訛， 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干预。 重大且明显违
法反映的是违法程度， 其出发点是依法行政理念， 因而， 即便行政协议着眼于公共利益， 也不能逸
脱依法行政的约束。 因此， 如果从价值衡量的视角观察， 强制性规定条款反映的是契约自由让位于
公共利益， 重大且明显违法则意味着公共利益让位于法治。 第三， 二者分属不同的评价体系。 重大
且明显违法确立伊始就作为传统行政行为即单方行政行为的无效标准， 因而， 其评价的对象是行政
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行为， 如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程序是否合法。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则是
评价合同效力的私法准则， 自然指向合同 （协议） 行为。 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大且明显违法与强制性
规定条款是并列关系， 可以分别用来评价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与协议性， 因为行政协议的效力评价应
当基于整体视角，輩輰訛 不能割裂开来。 双阶理论所遭遇的解释困境也正源于此。輩輱訛

3.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以上三点区别并不排斥二者在内容上的融会贯通。 重大且明显违法是结果层面的判断标准， 具

有很强的包容性。 只要满足 “重大” “明显” 要件，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就能归类于重大且明显违
法范畴。 关于 “明显” 的判断， 如果有关合法或违法存在疑义， 行政行为的瑕疵就不 “明显”。 如
上所述，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是肉眼可见的形式上的违法， 满足 “明显” 要件。 事实上， 不仅是违
反强制性规定条款， 违反任何位阶的法律规范都在形式上满足 “明显” 要件。 “重大” 违法在形式
上体现为违反重要法规， 内容上体现为欠缺本质要件。 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是否满足 “重大” 要件
的核心在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重要法规和本质要件。 与行政协议有关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对行政协议的效力具有直接影响并具体体现为明确规定违反即无效、 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禁止行政
协议方式三种情形， 均满足以上要求。 因此， 不仅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会导致
行政协议无效， 地方性法规、 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亦然。 也就是说， 不仅违反强制性规定条款构成
重大且明显违法，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同样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而如果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性质指向， 违法尤其是违反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政协议是否无效， 则需要进行一般违法和重大
且明显违法的区别判断。

由此可见，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重大且明显违法具有同质性。 当行政协议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 法院既可以直接依据 《民法典》 判决行政协议无效， 也可以将其解释
为重大且明显违法， 并将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作为无效判决的法律依据； 而当行政协议违反
地方性法规、 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 法院只得将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作

輩輯訛 陈国栋： 《行政协议审判依据的审查与适用———76号指导案例评析》，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3期。
輩輰訛 Amitai Etzioni, The Fusion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3:1, pp.53-62 (2017) .
輩輱訛 参见于立深： 《台湾地区行政契约理论之梳理》， 载 《中外法学》 201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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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裁判法依据。 如在 “荣享置业有限公司诉新抚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提出， 被告于拍
卖公告发布之前先行与原告进行协商， 使原告于挂牌出让开始之前即了解了涉案土地使用权价格的
相关信息， 违反了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规定的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故依据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判决涉案协议无效。輩輲訛

新强制性规定条款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也回应了其与行政法的相容性问题。 某种私法精神原则
或者其他方面能够渗入到公法之中， 首先必须与公法保持某种契合度， 就是渗入到公法中的私法能
够与公法保持自洽， 至少不会与公法的本质和内容相排斥。輩輳訛 民法规范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
反映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 但渗透成功的前提是适用民法规范不会与行政法不相容， 否则会破坏行
政法自身的制度架构。 之所以要考虑相容性的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 行政协议虽以合同为表现形
式， 但以行政性为本质属性， 更与民事合同存在根本区别， 二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 因此， 如果
适用民法规范将导致与行政法的原理和规范体系不相容， 则需要摒弃民法规范或者对民法规范加以
修正， 以消弭这种不相容性。輩輴訛 在强制性规定条款的适用上， 一方面必须修正为新强制性规定条款，
即纳入所有层级的法律规范， 体现合法性对协议性的干预； 另一方面， 为限缩行政协议的无效范
围， 仍需将强制性规定的性质限制为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 而如果不问民法规范与行政法的相容性
问题， 一个可能的后果即是引发结构性冲突。

四、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其他行政协议无效事由的竞合

不管是强制性规定条款还是新强制性规定条款， 本质上都属于 “引致条款”輩輵訛。 所谓 “引致条
款”， 是指其不能单独判断行政协议的效力， 而必须追溯和结合有关强制性规定， 才能对行政协议
的效力作出具体的判断。輩輶訛 因此， 当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体现为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
时， 就发生了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其他无效事由的竞合，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以前者还是后者作
为认定行政协议无效的裁判依据。

（一）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没有依据的竞合

没有依据是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情形之一， 其中 “依据” 指 “法律
规范依据” 而非 “事实依据”。輩輷訛 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没有依据的竞合体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将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视为强制性规定本身。 根据强制性规定的一般理解， 《行政诉讼法》 第七
十五条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如在 “金丽萍诉昌江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认为， 作
为本案被诉房屋征收协议依据的征收决定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因此涉案房屋征收协议没有依据。 依
照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故此房屋征收协
议因违反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輪輮訛 法院
的判断逻辑在于，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涉案协议属于行政行为且因
征收决定无效而没有依据， 违反了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即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故依据

輩輲訛 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辽 04行初字第 96号行政判决书。
輩輳訛 张淑芳： 《私法渗入公法的必然与边界》，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4期。
輩輴訛 参见余凌云： 《行政契约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10页。
輩輵訛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下册）， 王晓晔、 邵建东、 程建英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588页。
輩輶訛 参见王利明：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载 《法律适用》 2012年第 7期。
輩輷訛 参见梁凤云编著： 《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606-607页。
輪輮訛 参见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赣 02行初字第 28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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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判决涉案协议无效。 二是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为禁止行政协议方式。 如
根据 《土地管理法》 第二条， 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
偿。 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因此， 行政机关未经征收而
以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的方式转让土地的行为构成非法转让土地， 为 《土地管理法》 所不许。 这
种情形下签订的行政协议既因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而构成 “没有依据”， 同时也因违反 《土地管理法》
而满足新强制性规定条款。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没有依据竞合的本质是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的竞合。 第一类竞合的
问题在于， 既然行政协议没有依据， 完全可以直接依据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认定其无效， 而
不必大费周章将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作为强制性规定， 进而依据新强制性规定条款认定行政
协议无效。 因此， 第一种竞合实际上属于 “假竞合”， 法院不应再引入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作为裁判
依据。 第二类竞合涉及民法规范的适用顺序。 民法规范可以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并不意味着
其与行政法规范在适用顺序上可以 “平起平坐”， 行政协议本质上的行政属性决定了适用民法规范
必须以公法没有特别规定为前提。輪輯訛 在 “谢飞拉等诉大祥区人民政府征收协议案” 中， 最高人民法
院也明确提出， 审理行政协议案件， 应当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 只有在没有行政法律规范
规定的情况下， 才适用与行政法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民事法律规范。輪輰訛 因此， 对第二种竞合而言，
法院可以直接以 “没有依据” 为由认定涉案协议无效， 而没有动用新强制性规定条款的必要。 法院
的相关表述应为： 涉案协议没有依据， 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依据 《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判决
确认涉案协议无效。 也就是说， 没有依据和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发生竞合时， 将 “没有依据” 这
一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足矣， 作为民法规范的新强制性规定条款则应当 “退居二线”。

（二）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超越职权的竞合

超越职权与没有行政主体资格不同， 前者的主体是行政机关， 超越职权的行政机关依然具有行
政主体资格； 后者一般指向超越授权范围的法律、 法规、 规章授权的组织， 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
行政相对人签订的行政协议多因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没有行政主体资格而被判无效。輪輱訛 超越职权
常与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发生竞合。 如在 “温中全诉宽城住建局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认为， 有
的建设相关手续系其他部门的职权， 涉案协议仅约定由被告负责办理建设相关手续， 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輪輲訛 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超越职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 是否行政机关超越职权
签订的行政协议必然落入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的涵摄范围？

超越职权的行政协议存在无效可能已成共识， 其既有违职权法定原则也有损公共利益与公共秩
序。 如有学者提出， 行政机关超越法定职权签订的行政协议仍属于行政协议， 只不过应当是无效的
行政协议。輪輳訛 但是， 超越职权并不必然导致行政协议无效， “行政合同的无效规则必须权衡信赖保护
和法治国家的需要”輪輴訛， 有时信赖利益保护应超越依法行政要求取得优先地位。 这是因为， 相对人不
具备准确识别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与否的能力， 不能一概让相对人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买单。 民事
合同亦是如此，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并非全都无效， 无效的只有同时违反禁止经营规定

輪輯訛 参见陈新民： 《中国行政法学原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85页。
輪輰訛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行申字第 6880号行政裁定书。
輪輱訛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9） 最高法行申字第 68号行政裁定书。
輪輲訛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冀 08行终字第 167号行政判决书。
輪輳訛 参见沈福俊： 《司法解释中行政协议定义论析———以改造 “法定职责范围内” 的表述为中心》， 载 《法学》 2017年第 10期。
輪輴訛 [德] 汉斯·J.沃尔夫等： 《行政法》 （第二卷）， 高家伟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第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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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恶意串通为无效缘由的强制性规定

法律规范名称 效力级别 相关规定

《招标投标法》 法律 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投标人以
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中标无效。

《拍卖法》 法律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竞买人之间、 竞买人与拍卖
人之间恶意串通，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拍卖无效。

《政府采购法》 法律 第七十七条第二款： 供应商与采购人、 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
意串通的， 中标、 成交无效。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定》
部门规章 第二十五条： 中标人、 竞得人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中标或者竞得

的， 中标、 竞得无效。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供应商与采购人、 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
意串通的， 中标、 成交无效。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 规范性文件
第四十九条： 投标人、 竞买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中标、 买受结果无
效；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 提供虚假文件隐瞒事实
的； （二） 采取行贿、 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中标或者买受的。

《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
牌管理办法 （试行）》

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四条： 中标人、 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隐瞒事实、 恶意串通、 向主
管部门或者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中标或者竞
得的， 中标、 竞得结果无效。

的合同而已。輪輵訛 同理， 只有超越职权的行为同时违反关于职权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 才能牺牲相
对人的信赖利益， 判决行政协议无效。 也就是说， 超越职权与新强制性规定条款是交叉关系， 在超
越职权与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重合的部分， 超越职权能够作为行政协议的无效情形； 构成超越职
权但不满足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的部分， 行政协议并非无效。 因此， 基于超越职权对行政协议效
力影响的不确定性， 应当避免以超越职权作为认定行政协议无效的依据， 而代之以适用新强制性规
定条款。 当然， 法院仍应指出超越职权这一违法行为， 只是不将其作为认定行政协议无效的理由。
法院的相关表述应为： 涉案协议超越了被告的职权， 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构成重大且明显违
法……

（三）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恶意串通的竞合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輪輶訛 在
行政协议实践中， 恶意串通行为并不鲜见， 其体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勾结， 并必然造成国
家利益、 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受损。 我国行政法学者也多将其归入行政协议的无效事由， 认为行
政机关与私人恶意串通缔结的行政契约因存在明显且重大违法瑕疵而无效。輪輷訛 司法实践亦普遍持肯
定态度。 如在 “冯业敏诉滠口街道办事处行政协议案” 中， 法院认为， 原被告在原告的第二处房屋
已获得安置补偿， 且明知案外人冯雷等三人的房屋均在拆迁红线范围之外， 仍就该房屋签订涉案协
议， 存在主观上的故意， 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 签订的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 涉案协议无效。輫輮訛

事实上， 很多与行政协议有关的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恶意串通的行政协议无效， 这些规定恰属

輪輵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条。
輪輶訛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四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輪輷訛 参见蔺耀昌： 《行政契约效力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119页。
輫輮訛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鄂 01行终字第 1155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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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rovision�of�the�Supreme�People’s�Court�on�Several�Issues�concerning�the�Trial�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Case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court� can� apply� civil� law� norms� to�
determine� the� invalidity�of�administrative�agreements,�which�gives� rise� to� the� application�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in� the� Civil� Cod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validity�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s� administrative� nature� and�
not�being�incompatible�with�the�administrative�law�system�is�the�basic�premise�for�the�application�
of� the�mandatory� provision,�which�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viol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mandatory�provision” as�the�invalid�situation�of�the�administrative�agreement.�The�determination�
of�invalidity�of�an�administrative�agreement�should�be�based�on�major�and�obvious�violation�of�the�
law.�The�fundamental�reason�for�the�application�of�the�violation�of�the�mandatory�provision�of�the�
validity� is� that� it�constitutes�major�and�obvious�violation.�Since “violation�of� the�validity�of�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is� an� induced� clause,� when� the� validity� of� the � mandatory� provision� is�
governed�by�such�act�as�unwarranted�act,� the�concurrence�between� the�mandatory�provision�and�
other� invalid� circumstances�will� occur� and� the� court� needs� to� distinguish� the� concurrence� cases�
and�choose�different�judgment�bas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Determination� of� Invalidity;� Mandatory� Provision;�
Major�and�Obvious�Violation�of�the�Law;�Compatibility

（责任编辑： 卢护锋）

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第一种类型， 由此产生了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恶意串通的竞合。 （详见
表 1） 在这种情形下， 显然无论法院依据 “恶意串通” 还是新强制性规定条款都可以得出行政协议
无效的结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任意选择裁判依据。 违反新强制性规定条款与恶意串通
同属于民法规范， 二者竞合的解决方案可以参照民事合同无效认定规则。 在民事合同的无效认定当
中， 强制性规定条款作为引致条款具有间接性和适用上的复杂性， 因而往往在其他规则无适用空间
的前提之下才得以适用； 如果有其他更直接更具体的规则存在， 则当然排除其适用。 在新强制性规
定条款与恶意串通发生竞合之时， 亦应优先适用恶意串通这一直接的无效缘由。

结语

行政协议是干涉行政到合作行政发展的产物， 但仍以行政性为本质属性， 属于 “高权行政” 范
畴。 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应当遵从公法框架内的统一判断原则， 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实质性标
准。 民事合同无效事由能否导致行政协议无效取决于其是否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从而与行政法的
理念和行政协议的特性不相抵触。 但需要注意的是， 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模糊性仍然是不可回避的理
论和实践难题。 对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而言， 正确的出路在于明确列举各类行政协议的无效情
形， 构建专属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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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至今日， “双 11” “双 12” “618” 等节日早已成为了网购狂欢的代名词， 促销期间各大电商
平台通过价格申报、 最低价格承诺譹訛 等方式避免商家先涨后降的套路， 这种商家让利多销、 消费者
获得可观折扣的双赢做法推动着网购交易量的水涨船高。 回顾 “双 11” 等网购促销规则的变迁， 从
诞生之初简单的 “全场 5 折、 全国包邮” 演化到如今 “跨店满减、 购物津贴、 定金膨胀、 叠加优
惠” 等复杂模式，譺訛 其中 “定金+尾款” 的预售模式现已成为 “双 11” 促销规则的主力军。 这种模式
是指消费者在促销活动期间购买商品时先行支付一笔数额不等的定金， 在促销活动正式开启后再支
付尾款， 同时实际支付的定金用于折抵更大数额的商品价款， 俗称 “定金膨胀”。譻訛 在此预售模式
中， 其规则也往往会规定， 消费者若因自身原因未如期支付尾款， 其已付定金均不予退还， 即 “定
金不退” 条款。譼訛

这一条款乍看并无问题： 消费者通过给付定金获得了额外的优惠， 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和风

网购促销预售模式中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

汪 洋 刘 硕 *

内容提要： “定金+尾款” 的预售模式业已成为当下网购促销时的惯行做法， 在预售模式下
普遍设置的 “定金不退” 条款面临着含义模糊、 与消费者反悔权冲突、 隐蔽地侵害消费者
权益等问题。 网购促销预售模式中的 “定金不退” 条款应被认定为违约定金。 该条款对消
费者不甚公平合理， 无法通过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 即使维持其效力， 定金罚则的适用也
应考虑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以及参照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 消费者反悔权与 “定金不
退” 条款存在法律评价冲突， 而且该条款的实际效果未必满足商家利益和条款设立目的。
关键词： 定金不退条款 违约定金 格式条款 消费者反悔权 网购促销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5.009

*汪洋，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硕， 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譹訛 例如在 《2021年淘宝网双 11招商规则》 中， 淘宝要求参与双 11活动的商家在申报商品价格时该价格必须满足近 30 天内最

低价并且在商家报名后至活动结束期间一律不准提高价格。
譺訛 参见 《“双 11” 十年： 除了折扣变复杂， 还有这些变化……》， 载南方周末网， www.infzm.com/contents/141203， 2022年 2月 19

日访问。
譻訛 例如采用预售模式购买一件 800 元的商品， 消费者可能需要支付一般不超过商品价款 20%的定金， 假定为 100 元， 但消费

者提前交付的 100元定金往往可以折抵 150元的商品价款， 这样消费者后续只需要交纳 650 元的尾款， 相当于享受了 50 元
的优惠， 此外， 如果叠加其他的 “满减优惠、 店铺红包” 等活动， 消费者所享受到的优惠可能更多。

譼訛 参见 《2021淘宝 618预售招商规则》 “六、 交易退款规则”、 《天猫预售业务管理规范》 “（三）、 定金规则”、 《天猫国际预售
业务管理规范》 “第十二条 定金管理”、 《京东开放平台预售管理规则》 “3.2.4”、 《拼多多预售业务管理规范》 “4.4定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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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 《订金定金难分清， 优惠规则烧脑， 明天真为 “剁手党” 捏把汗》， 载 “新京报” 公众号， https://m.sohu.com/a/203471690_
391294/， 2022年 2月 19日访问。

譾訛 参见 《“618” 反套路攻略： 交了定金的也能退！》， 载 “法治厦门” 公众号， https://www.sohu.com/a/470188405_121106994， 2022
年 3月 28日访问。

譿訛 参见陈自强： 《违约责任与契约解消》， 元照出版公司 2018年版， 第 216页。
讀訛 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68页。
讁訛 参见史尚宽： 《债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511-512页。
輥輮訛 当然在定金场合也会存在定金充抵部分价金的情况， 这是网购交易中定金的常态， 但这种充抵往往需要得到交付定金一方

明确的意思表示甚至双方的合意。 参见崔建远： 《合同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26页。
輥輯訛 参见姚明斌： 《论定金与违约金的适用关系》， 载 《法学》 2015年第 10期。
輥輰訛 参见李国光等：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理解与适用》，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04页。
輥輱訛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872页。

险， 也是合同法上定金罚则的具体适用。 但是仍有几个问题有待探讨： 第一， 网购实践中 “定金”
与 “订金” 等概念常常被混淆使用，譽訛 不同术语指涉对象究竟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
称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六条的定金， 还是预付款等其他性质的金钱质？ 第二， 消费者可以通过
支付尾款后要求退款或退货的方式变相退还定金，譾訛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可被简单规避的 “定金
不退” 条款实益究竟在何处？ 同时， “定金不退” 条款能否通过传统民法上的一般效力规制体系的
审查以及格式条款订入控制与内容控制阶段的审查？ 第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以下简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消费者在网购交易中享有七天无理由退
货的权利， “定金不退” 条款是否与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兼容？ 消费者在预售场合能否行使七天无
理由退货权？

基于上述问题， 本文分为以下三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针对 “定金不退” 条款进行性质认
定； 第二部分从格式条款角度对 “定金不退” 条款进行订立控制和内容控制的审查； 第三部分分析
“定金不退” 条款与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是否存在法律评价矛盾， 从而对 “定金不退” 条款的正当
性进行再考察。

二、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教义结构

合同一方当事人交付一定数额金钱给另外一方， 其交付目的为何， 所交付的金钱性质是什么，
实为合同解释的问题，譿訛 也是之后判断该条款是否有效的前提。讀訛 本文尝试从 “定金” 与 “订金” 的
概念辨析以及定金类型两个方面对该条款进行解释。

（一） “定金” 抑或 “订金”？

依通常理解， 定金可分为违约定金、 成约定金、 立约定金、 解约定金、 证约定金五种类型，讁訛

不同定金类型的具体含义与功能各不相同， 担保债务履行、 证明合同存在、 解除权行使的对价等等
不一而足。 与此不同， 订金则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其性质可能类似于预付款， 构成所
谓金钱债务的提前履行；輥輮訛 也可能构成一种所谓的 “失权约款”， 比如实践中常见的 “因违约解除合
同后， 守约方可没收预付款” 约定就是剥夺合同解除后违约方的价款返还请求权；輥輯訛 还可能构成对
方需履行某种义务的对价， 例如饭店订包间交付的订金就实为饭店保留包间的一种对价， 饭店对此
订金不得进行扣押。輥輰訛 可见订金的含义仍需结合当事人的具体约定、 交易习惯等来判断。

就网购交易而言， 判断当事人交付的金钱属于上述的 “订金” 还是 “定金” 时， 首先可以倚仗
的是合同的文字词句， 因为文义解释是合同解释的出发点。輥輱訛 当事人使用 “定金” 这一表述时可倾

网购促销预售模式中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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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参见李贝： 《定金功能多样性与定金制度的立法选择》， 载 《法商研究》 2019年第 4期。
輥輳訛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第九条： “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订金不退、 预售商品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自行解释商品完好、 增加限退条件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輥輴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 （二）》，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794-795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李国光等书， 第 403页。
輥輶訛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的定金应该限定为 “违约定金”， 因为就其他的诸如解约定金、 立约定金等来说， 其未必存在定金罚则

的适用空间， 但鉴于实践中一般比较容易混淆的是违约定金和其他的订金、 保证金等， 此处专以违约订金进行论述。 对于
其他定金类型来说， 如果能够认识到它们的具体含义也可比较容易做出区分， 后文也会对此进行分析。

輥輷訛 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使用自动信息系统发布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应当被视为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实践中争议极大。 认为应当
被视为要约邀请的观点可参见孙良国： 《合同成立时点的确定与合同法的价值判断———“以夏伟诉亚马逊卓越擅自删除订单
案” 为例》，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薛军： 《电子合同成立问题探析》， 载 《法律适用》 2021 年第 3 期。
认为应当被视为要约的观点可参见蔡立东、 关悦： 《网络消费者恶意缔约的司法应对》，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年第 5期。 也有观点认为， 至少在消费者合同中此种商品或服务信息应被推定为有约束力的要约， 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50页。

向于将其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定金， 而当事人在合同中若表达为 “订金”， 将其解释为法律上的定
金则需更为慎重。 现实中， 市场参与者未必能够认识到 “定金” 一词背后的法律意义， 对于处于弱
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尤其如此；輥輲訛 而许多时候商家使用 “定金” 替代 “订金” 的表述， 并非是认识
到两者之间的差别， 而是为了符合市场监管总局有关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
定》 第九条輥輳訛 所进行的一种法律规避行为。 当事人约定的是 “定金”， 但其具体表述则更接近于其
他的保证金、 失权约款等， 也不能将其视作法律上的定金。輥輴訛 可见， 真正区分的关键仍在于当事人
就所应交付的特定钱款所作出的约定是否能体现定金的本质特征， 即区别于其他金钱质的定金罚
则：輥輵訛 交付定金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时，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金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 应
当双倍返还定金。 如果合同双方约定内容体现不出上述定金罚则， 一般不能认为其构成法律上的定
金。輥輶訛 由于所有采取预售模式的网络购物格式合同都会明确写明 “消费者若不按期支付尾款定金不
予退还， 商家若不按时发货定金加倍返还”， 因此应当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定金。

（二） 何种定金类型？

一般认为， 定金可分为违约定金、 成约定金、 立约定金、 解约定金、 证约定金五种类型， 不同
定金类型所起到的功能各不相同， 例如违约定金通过没收所交付的定金或双倍返还定金的定金罚则
起到了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 而解约定金则是以丧失定金为代价从合同的约束中摆脱出来， 并无担
保功能。

网购预售中的 “定金” 是哪种定金类型？ 首先需要判断网络购物合同在定金交付之时是否成
立， 也就是说， 合同成立的时点是提交订单之时、 交付定金之时、 交付尾款之时还是商品发货之
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 《电子商务法》）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电子商务
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 用户提交订单成功合同便成立，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同时不得以格式合同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 可见， 无论商家所发布的商
品或服务信息构成要约抑或要约邀请，輥輷訛 也不论当事人是否另有约定， 消费者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
时点均不得晚于消费者支付价款之时。 实践中为了避免争议， 大部分电商平台在服务协议中都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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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輮訛 具体可参见 《拼多多用户服务协议》 4.3、 《唯品会服务条款》 8.合同成立、 《当当交易条款》 2.合同的订立、 《京东用户注册
协议》 三、 3。 此外， 淘宝、 天猫等阿里系网购平台虽没有就合同成立时点做出明确规定， 但根据 《淘宝网超时说明》 《天
猫交易时效规定》 《天猫物流时效管理规范》， 买家在提交订单后一定时间内未付款交易则自动关闭， 此时买卖双方都未受
该订单约束， 合同尚未成立； 而买家付款后卖家如果未按时发货将负有额外的超时赔偿， 此时并无额外的商家确认订单的
流程， 认为合同已经成立更加合理。

輦輯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韩世远书， 第 841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讁訛， 史尚宽书， 第 511页。
輦輱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韩世远书， 第 840页。

合同成立时点做出明确的约定， 一般也是以买家支付价款为准。輦輮訛 但是预售场合下消费者事先支付
的定金并非商品货款的全部， 此时定金可否被理解为《电子商务法》 第四十九条的价款？ 如果不将
定金解释为 “价款”， 则在消费者交付定金时买卖合同并未成立， 此时所成立的应为买卖合同的预
约。 如果做此理解将会面临两方面困难： 第一， 消费者在交付定金时成立的是买卖合同的预约， 如
果消费者之后又支付尾款的话， 那么商家发出订立本约的意思表示体现在整个交易过程的哪个阶段
呢？ 最有可能的是商家发布支付尾款页面可被解释为商家发出订立本约的意思表示， 消费者随后支
付尾款则成为消费者订立本约的承诺。 但这样也会面临新的问题， 即此时定金只能被理解为立约定
金， 从其性质上来说属于预约的违约定金，輦輯訛 而预约中双方当事人所负义务应为订立本约的义务，
那么， 此时立约定金也应是针对订立本约的义务设置定金罚则， 这与针对消费者支付尾款义务与商
家按时发货义务的 “定金不退” 条款明显不符。 第二， 如果认为交付定金时买卖合同尚未成立， 那
么整个交易流程就存在一个预约、 一个本约以及四个意思表示， 这远比直接认定买卖合同已经成立
复杂得多， 并无任何实益。 因此， 当消费者就所欲购买商品向商家交付定金时认为商品买卖合同已
经成立更为合理， 那么此时所交付的定金就不可能是为了担保合同成立的立约定金。

该定金是否是成约定金呢？ 两者结构上确有相似之处： 如果定金并未交付， 那么合同也就不能
成立。 但是， 成约定金作为德国法上的固有制度，輦輰訛 实质上属于合同的成立要件， 将其作为一种定
金的独立类型却并无定金罚则等规范可供适用， 此种认定意义较小不做过多讨论。 而该定金是否有
可能是解约定金呢？ 解约定金从表面上看适用定金罚则， 但双方当事人以丧失给付的定金或双倍返
还定金为代价来行使解除权， 实质上应看作双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輦輱訛 此时定金罚则的适用与
合同当事人是否违约无关， 但网购预售模式下定金罚则的适用明显以买方违约 （未按时给付尾款）
或卖方违约 （未按时发货） 为前提， 因此这里所说的定金应当属于违约定金。

三、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审查及适用限制

总体而言， 民法的效力规制手段可分为适用于全私法的一般效力规制手段和适用于特别领域的
特殊效力规制手段。 本文首先就传统民法上的一般效力规制体系对 “定金不退” 条款展开效力审
查， 随后从格式条款规制角度对 “定金不退” 条款进行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审查。

（一） 传统民法上的一般效力规制体系

传统民法奉意思自治、 合同自由为圭臬，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无瑕疵， 其内容法律一般不
进行过多干涉， 其有限干涉手段体现在公序良俗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强制性规范及暴利行为规则
等等。 具体到我国法上， 民法一般体系中进行效力规制的手段主要有公平原则 （《民法典》 第六
条）、 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 第七条）、 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六条至
一百五十一条）、 强制性规定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公序良俗 （《民法典》 第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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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 （上）》， 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99页。
輦輳訛 参见曾大鹏： 《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与体系定位》， 载 《法学》 2011年第 3期。
輦輴訛 参见贺剑： 《〈合同法〉 第 54条第 1款第 2项 （显失公平制度） 评注》， 载 《法学家》 2017年第 1期。
輦輵訛 参见 [德] 汉斯·布洛克斯、 [德] 沃尔夫·瓦尔克： 《德国民法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162页。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贺剑文。
輦輷訛 参见苏永钦： 《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0年卷。
輧輮訛 参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9号）。
輧輯訛 例如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印发 2018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 方案的通知》 （国市监市 〔2018〕 67 号）

中就明确提到： “认真及时查处混淆 ‘定金’ 与 ‘订金’ 的违法行为。”
輧輰訛 在各种网购节日与促销活动进行前， 电商平台会事先制定好活动方案， 明确具体的玩法规则， 商家可视自己的情况决定是

否报名， 这些玩法规则实际上也将构成后续活动期间所达成的各种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 商家只是就具体的优惠幅度、 商
品价格等进行申报修改。

十三条第二款） 等。 首先就欺诈瑕疵等意思表示瑕疵事由而言， 欺诈与胁迫的构成要求较为严格，
在正常的网购交易中一般不会出现， 消费者通常更不会与商家进行通谋虚伪或恶意串通之行为。

就显失公平而言， 从条文表述、 立法机关意见輦輲訛 以及学界的有力观点輦輳訛 来看， 既考虑主观要件
又要考虑客观要件的 “二元说” 成为主流观点， 即显失公平需要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利用对
方劣势， 同时还需最终达成的结果构成显失均衡的状态， 此处的 “优势” 包括 “结构优势” 与 “个
体优势”，輦輴訛 而商家相对于消费者在信息、 知识、 经济地位等方面具有天然性的结构优势。 结构优势
相较于个体优势的特殊性在于可以进行 “事实推定”， 否则 “利用优势” 需体现为当事人一方明知
其所具有的优势并有意利用这一点， 换句话说， 合同内容的 “不均衡” 实际上是判断当事人有无
“利用” 行为的标志。輦輵訛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过程中， 经营者对其优势状况一般知情， 因此如果
双方达成的合同内容不公平可被合理认为构成显失公平。 但是此时适用显失公平规则并不妥当， 因
为 “定金不退” 条款属于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手段可被视为显失公平规则的进一步具体
化制度，輦輶訛 适用更加具体特殊的格式条款规制手段要远比适用更为一般化的显失公平规则的论证负
担小。 同理， 较之显失公平更为抽象的公序良俗、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应直接适用。

“定金不退” 条款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作为转介条款， 将公法管制
内容引入私法关系之中， 用以实现整个法律秩序的和谐统一。輦輷訛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网络商品和服
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第九条规定， 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订金不
退、 预售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自行解释商品完好、 增加限退条件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
理的规定。 但是这一文件性质上属于部门规章， 并不属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的 “法律、 行
政法规”， 而且目前业已失效。輧輮訛 并且本条提到的是 “订金” 而非 “定金”， 市场监管总局对此一直
有意识地进行区分，輧輯訛 不存在扩大解释的可能性。

市场监管总局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还规定， 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作出免除
或部分免除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
款和服务费用、 赔偿损失等责任。 这里的 “退还货款” 可否包含消费者所给付的定金？ 结合上下
文， 这应指合同解除后的给付返还义务， 而违约定金具一种损害赔偿的预定， 两者在性质上属于不
同的概念。 通过对传统民法上一般效力规制手段的审查， 可发现 “定金不退” 条款可通过其中的大
部分规制手段， 而其他存疑的规制手段因其性质而不适合用于此处， 一般效力规制体系在面对 “定
金不退” 条款时较为无力。

（二） 格式条款的效力规制体系

网购合同都是由商家与电商平台预先拟定好的格式合同，輧輰訛 适用特殊的效力规制手段， 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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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参见汪洋： 《消费者合同中价格条款的法律规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 5期。
輧輲訛 参见苏号朋： 《定式合同研究》， 载 《比较法研究》 1998年第 2期。
輧輳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使用 （一）》，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242页。
輧輴訛 See Robert A. Hillman & Jeffrey J. Rachlinski, “Standard-Form Contracting in the Electronic Age”,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77, no.2 (2002), pp.477-486.
輧輵訛 意识到网购交易与现实交易的区别的同时还应认识到这种区别往往具有相对性， 即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的时

候， 人们对网络世界的接受程度会逐渐提高， 甚至与现实生活几乎无差别， 这意味着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对网购交易的
规制程度可能会越来越趋向于与现实世界保持一致。 但至少在今天， 这种区别还是客观存在的。

輧輶訛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皖 13民辖终 38 号民事裁定书；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2021) 豫 0184 民初 4250 号民
事裁定书；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 京 0491 民初 23781 号民事裁定书；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19) 浙 0192 民初 962 号民事判
决书。

輧輷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2017) 京 0114民初 2286号民事裁定书。
輨輮訛 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 (2020) 豫 0323民初 196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条款的规制体系可分为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輧輱訛 需要逐一审查。
1. “订入控制”
“订入控制” 对格式条款提供者施加了提示说明义务， 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格式条款不应成

为合同内容， 现行法规范包括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
条。 具体来说， 提示义务指格式条款提供方应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到格式条款的存在， 是否构
成 “合理方式” 一般认为需要考虑外观、 提醒注意的方法、 清晰明白程度、 提醒注意时间以及提醒
注意程度等因素具体判断；輧輲訛 说明义务则是格式条款提供者应相对方的要求进行说明， 使其能够正
确理解格式条款内容， 如果对方未提出要求， 则并无此义务。輧輳訛

网购交易往往在私人场所进行， 思考时间较为充裕， 同时并无导购人员施加现实上的心理压
力， 消费者似乎更能从容地阅读合同的相关内容。 但不容忽视的是， 网购页面本身极其繁杂， 广
告、 商品信息以及合同其他相关条款往往充斥其中， 要想分辨出其中的格式条款颇为不易， 电子屏
幕本身尺寸较小客观上也增加了阅读难度。 虽然没有导购人员所给予的心理压力， 但各大电商平台
往往会采用 “限时秒杀” “前 100 位支付尾款者获额外优惠” 等方法给消费者带来一种 “我如果不
马上付款就会吃亏” 的感觉， 消费者无暇阅读相关条款内容。 此外， 人们操作鼠标或手指点击屏幕
上的 “我同意”， 与现实交易中签字或掏出现金相比， 从事后种行为往往更为慎重。輧輴訛 上述特征构成
了网购交易与现实交易的重要区别，輧輵訛 意味着在判断网络商家是否合理履行提示义务时， 要结合网
购交易的特殊性。

商家是否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实际上是格式条款的呈现方式是否妥当的问题， 可具体分为字体
要求、 所处页面位置、 浏览是否为必经程序、 特别提醒等几个方面。 就字体要求来看， 商家常常会
将重要的格式条款进行加粗、 下划线标识、 不同颜色标注等处理，輧輶訛 目的在于使费者在浏览相关信
息时能够较为容易地有所注意； 如果整个协议大部分内容都进行了加黑、 下划线处理， 则不得认为
已合理履行提示注意义务。輧輷訛 在网购促销期间， 商品详情页面与购买页面相较于平时充斥着更多的
不同颜色显示的广告、 促销消息， 五彩斑斓的界面下 “定金不退” 条款很难与其他内容区分。 关于
所处页面位置， 部分商家将相关格式条款置于商品详情内容的末尾，輨輮訛 但许多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
并不会完整浏览商品的所有信息， 相关格式条款被忽略的可能性较大， 笔者认为将 “定金不退” 条
款放置于定金价格旁边显著位置方为妥当。

有关浏览是否为必经程序， 指的是显示相关格式条款是否是完成整个网络购物流程的必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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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2020) 湘 1302 民初 63 号民事裁定书； 河北省武邑县人民法院 （2020） 冀 1122 民初 745 号
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 (2016) 粤 5203民初 13351号民事裁定书。

輨輰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2017) 沪 0104民初 8272号民事裁定书。
輨輱訛 例如淘宝将 “我已同意定金不退等预售协议” 相关内容放置在确认订单页面之中。 参见 《刚刚！ 工商总局回应双 11 预售

“定金不退” 霸王条款要查处》， 载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204494657_99916761， 2022年 3月 28日访问。
輨輲訛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2020) 闽 0211 民初 3395 号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17) 粤 0606 民

初 12703号民事裁定书。
輨輳訛 参见薛军： 《电商的法律规制： 原则与思路》， 载 《光彩》 2016年第 12期。
輨輴訛 参见马辉： 《格式条款规制标准研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年第 2期。
輨輵訛 参见解亘： 《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 载 《法学研究》 2013年第 2期。
輨輶訛 参见贾东明主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16页。
輨輷訛 参见杜景林： 《合同规范在格式条款规制上的范式作用》， 载 《法学》 2010年第 7期。
輩輮訛 参见马一德： 《免除或限制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载 《法学》 2014 年第 11 期； 马宁： 《保险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范体

系》， 载 《中外法学》 2015 年第 5 期； 贺栩栩： 《〈合同法〉 第 40 条后段 （格式条款效力审查） 评注》， 载 《法学家》 2018
年第 6期。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輨輵訛， 解亘文。

节。 例如， 消费者在部分网购平台进行注册时， 一种情况是可以通过点击超链接访问到相关用户协
议的具体内容（Browsewrap）， 这意味着消费者即使不浏览用户协议也可完成注册， 用户协议的具体
内容有很大概率被忽视掉。輨輯訛 另一种情况则是消费者必须要浏览完相关用户协议的内容并点击 “我
同意” 的选项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Clickwrap），輨輰訛 相比之下， 后者则为必经程序。 “定金不
退” 条款应放置在消费者完成购物的必经程序中， 实践中许多商家会将其显示在商品详情页面或确
认订单页面，輨輱訛 如果对其提示注意义务施加更高的要求， 也可采取单独弹窗确认同意的方式进行。
其他的特别提醒诸如 “如您对协议有任何疑问， 可向平台咨询” “请务必审慎阅读、 充分理解各项
内容” 等说明，輨輲訛 属于商家对提示注意义务有更高要求， 法律可不去过多干涉。輨輳訛

2. 内容控制
“定金不退” 条款性质上是附随条款， 即使尽到足够的注意说明义务， 消费者因为短视心态等

认知局限， 往往只会关注商品的价格与性质而忽略此种远期风险条款，輨輴訛 因此就需要 “内容控制”
派上用场。 格式条款的 “内容控制” 就其规范对象来说一般适用于附随条款而非核心给付条款。輨輵訛

在网购合同中， 消费者所主要关注的中心往往集中于商品价格、 折扣力度、 商品性质与质量等， 对
于其所交付的定金后续是否退还的风险往往并未过多关注。 故此条款应归入附随条款之列而受到内容
审查。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七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强调， 不允许制定对消费者来说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明显不利的条款。輨輶訛 但无论是 《民法典》 的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不合理地免
除或减轻自身责任等条款”， 还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 “不公平、 不合理规定”， 本身都过于抽
象。 学界有力观点认为可以发挥任意性规范的范式作用， 看格式条款内容是否过于背离相关任意性
规范的实质性内容太远。輨輷訛 可颇为棘手的是， 我国现行法上并无针对网络购物合同的任意性规范。
有学者认为， 可以根据合同当事人类型、 合同类型、 所限制的当事人权利、 义务、 责任是否决定合
同性质、 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 商业惯例、 所影响权益的重要性、 风险控制因素、 第三人利益考量
等若干因素来判断。輩輮訛

首先， 预售模式下的网购合同属于消费者合同， 鉴于消费者在信息获取、 谈判能力等处于结构
性的弱势地位， 合同本身的合意度并不高， 因此对于合同均衡度的要求应远高于其他商事合同。輩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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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輰訛 参见崔建远： 《“担保辩” ———基于担保泛化弊端的思考》， 载 《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12期。
輩輱訛 参见张忠野： 《论私法自治下定金罚则的有限适用》， 载 《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 9期。
輩輲訛 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 （2019） 川 1523 民初 909 号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 （2019） 豫 0122 民初 10168 号民

事判决书；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浙 01民终 6904号民事判决书。
輩輳訛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 京 0491民初 19112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802 民初 2766 号民

事判决书；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辽 04 民终 38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19） 京 0491 民初 14554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 京 0491民初 5229号民事判决书。

輩輴訛 广州互联网法院 （2020） 粤 0192民初 33690号民事判决书。
輩輵訛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 京 0491民初 5435号民事判决书。
輩輶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16） 粤 0106 民初 19907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018） 京 0101 民初

18264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20） 粤 0303民初 43461号民事判决书。
輩輷訛 当然此种情况本身诉至法院的数量就偏少，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消费者与商家在私下协商的过程中商家出于维护声誉、 快速

解决纠纷的考虑往往愿意退回定金， 还可能是因为各大电商平台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已经化解了大部分此类纠纷。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黄薇主编书， 第 1137-1138页。
輪輯訛 参见前引輩輱訛， 张忠野文。

其次， 违约定金在现实交易中往往起到担保债务履行的功能， 但这种保障力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天然
存在强弱之别： 接受定金一方可以凭借其所收定金来实现或部分实现其债权， 就定金这一部分不用
担心对方出现丧失偿债能力的情况； 而给付定金一方若要保障自己债权防范违约， 则需倚仗定金罚
则的威慑作用， 但在对方出现破产、 责任财产不够清偿等情况时债权仍可能无法实现。輩輰訛 这一不均
衡的情况具体到网购合同中， 则对作为给付定金一方的消费者本身就含有不公平的因子。 并且， 商
家在 “双 11” 等网购节期间达成替代交易更为轻松， 此时商品往往也并未包装或运输， 消费者不付
尾款导致交易结束对商家并不会造成实际损失， 没收消费者给付的定金无异于加重了消费者的责
任。 综上， “定金不退” 条款对消费者来说不甚公平合理， 其效力不应予以维持。

（三） 有效场合前提下 “定金罚则” 的适用限制

“定金不退” 条款无效这一结论与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具有较大出入， 以此来宣布每年数以亿计
的网购合同中 “定金不退” 条款统统无效， 其变革成本也不容忽视。 比起大刀阔斧地统统清除， 另
有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则是在坚持 “定金不退” 条款有效的前提下， 借助其他手段来限制 “定金罚
则” 的适用， 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地位平等。

有效确定定金类型是定金罚则适用的基础。輩輱訛 如前所述， 网购预售模式下所交付的定金应为违
约定金， 原则上应适用定金罚则。 司法实务中， 大多数案例为消费者给付定金后因商家违约而请求
双倍返还定金， 包括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輩輲訛 未按期发货、輩輳訛 商家采取措施导致消费者无法付款、輩輴訛

商家违反价格承诺輩輵訛 等， 也有部分案例为消费者给付定金后因自身原因无法受领或未支付尾款等而
仍请求返还定金。輩輶訛 从已有的司法案例来看， 消费者因自身原因违约仍请求返还已支付定金的未见
法院反对，輩輷訛 甚至连商家违约消费者请求双倍返还定金的， 法院也颇为慎重， 往往以定金数额过分
大于实际损失、 定金约定未采书面形式甚或不说明理由而直接判决返还原付定金。 实际上， 违约定
金的定金罚则并非针对所有违约行为都一体适用， 至少对于一些轻微的违约行为， 例如晚发货 1 分
钟等， 对买卖双方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并不适用定金罚则。輪輮訛 在决定是否适用定金罚则时， 除了判
断业已存在的违约行为是否在定金条款所涵盖的范围之外， 还需判断违约行为是否已构成根本违
约。 具体而言， 如果违约行为是迟延履行、 拒绝履行的， 视违约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决定是否适用定
金罚则： 如果违约行为是不完全履行， 未构成根本违约的不适用定金罚则、 构成部分根本违约的部
分适用定金罚则、 构成全部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才完全适用定金罚则。輪輯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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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輰訛 参见姚明斌： 《〈合同法〉 第 114条 （约定违约金） 评注》， 载 《法学家》 2017年第 5期。
輪輱訛 参见前引輪輰訛， 姚明斌文。
輪輲訛 此权利也被学者称为 “反悔权” “撤回权” “无理由退货权” “后悔权” 或 “任意解除权”。 笔者认为， “反悔权” 的表述比较

符合该制度的目的， 故采用此表述。

在网购预售场合下， 消费者所给付的定金可以充抵部分商品价款， 此时消费者所负债务应为按
时支付尾款， 未按时支付尾款属于迟延履行， 需要判断其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对于像 “双 11”
“618” 这样的网购节来说， 其支付定金与支付尾款的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 消费者在支付定金后往
往需要在特定的某一天之内完成尾款支付， 但其可能因为自身原因忘记及时支付尾款， 事后想起时
支付通道已经关闭， 此时消费者的迟延支付若未超过合理的期限， 很难对商家构成实际损失， 大量
交易频繁发生的促销节日中个别交易的迟延也在预料之中， 因此消费者迟延履行若未超过合理期限
并不构成根本违约， 无定金罚则的适用空间。

如果消费者在支付定金后并无支付尾款的打算， 在违约形态上属于拒绝履行， 鉴于价金支付义
务是主给付义务， 此时可认为构成根本违约， 原则上适用定金罚则。 但法院仍不愿意适用定金罚则
的考量可能是认为消费者未支付尾款对商家并不构成实际损失， 此笔交易失败后商家在促销期间可
以轻松地转卖给其他消费者。 违约定金本身具有损害赔偿额预定的性质， 当实际损失过低甚至不存
在损失时， 还可类推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 法院可根据商家损失情况来决定是否酌减以及酌减
多少。輪輰訛 此时申请酌减需要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輪輱訛 商家并无较高的证明负担， 一定程度上对双方的
利益进行了平衡， 不至于过分偏袒消费者而忽视商家利益。

综上所述，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审查需经过合同法上的一般效力审查与专门的格式条款效
力审查。 合同法上的一般效力规制体系在面对 “定金不退” 条款时较为无力， 而从格式条款的效力
规制体系出发， “订入控制” 手段基于线上交易的区别对商家的提示说明义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在 “内容控制” 方面， 基于消费者合同对均衡度的倾斜、 定金保障力度的天然强弱之别以及商家实
际损失与消费者承担责任的不对等等理由， 可以合理地认为 “定金不退” 条款未通过格式条款的效
力审查， 应为无效。 如果认为无效的变革成本过大， 另外一条可供采取的路径则是在承认 “定金不
退” 条款有效的前提下限制定金罚则的适用。 在消费者迟延支付尾款未超过合理期限时， 因不构成
根本违约不可适用定金罚则； 在消费者无意支付尾款的情况下， 原则上可适用定金罚则， 但因为此
时商家并无过多损失， 可类推适用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予以调整。

四、 “定金不退” 条款的正当性再思考

如果将视野放在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下， 可以发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消费者的
反悔权与 “定金不退” 之间存在法律评价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冲突可否被化解？ 商家与网购平台设
置 “定金不退” 条款时有其目的与考量， 这些目的与考量可否站得住脚？

（一） “定金不退” 条款与消费者反悔权的关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针对远程交易所达成的买卖合同赋予了消费者反悔的权利，輪輲訛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七日内退回商品、 解除合同且无需说明理由， 经营者应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已支付价款。 假设一种情形： 消费者 A 于 “双 11” 之际在网购平台上向商家 B
购买了一件衣服， 给了定金 100 元， 在定金交付之后尾款支付日之前又不想要这件衣服了， A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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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輳訛 例如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第九条提到， “网络集中促销组织者不得设置预售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格式规定”； 此外，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 〈武汉市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的通知》、
《重庆市 〈电子商务平台落实法定责任行为规范〉 的通知》 等也有类似的规定。

輪輴訛 反对观点参见刘凯湘： 《论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消费者反悔权———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25 条的理解与司法适用为重
点》， 载 《法律适用》 2015年第 6期。

輪輵訛 有学者明确指出消费者反悔权应当于商品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才能行使， 参见杨立新： 《非传统销售方式购买商品的消费者
反悔权及其适用》， 载 《法学》 2014年第 2期。

輪輶訛 参见李适时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346页。
輪輷訛 参见王洪亮： 《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 载 《法学》 2010年第 2期； 孙良国： 《消费者何以有撤回权》， 载 《当代法学》

2011年第 6期； 董新凯、 夏瑜： 《冷却期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载 《河北法学》 2005 年第 5 期。 针对消费者反悔权也有
反对观点， 反对者主要认为消费者反悔权会扼杀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自主善意行为、 鼓励冲动性消费、 诱发消费者机会主
义行为等等。 参见白江： 《对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模式的反思》， 载 《法学》 2014年第 4期； 靳文辉： 《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反
思与重构———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 载 《法商研究》 2017年第 3期。

輫輮訛 See Directive 2011/83/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1 on consumer rights.
輫輯訛 例如， 根据 《淘宝超时说明》 的相关规定， 买家如果已经付款， 等待卖家发货， 此时买家申请退款的话， 对于除虚拟、 定

制等特殊商品外， 交易记录较为诚信的买家且数额不超过 500 元的， 退款立即成功； 除此以外， 卖家可以选择拒绝， 而此
时买家也可以再次提出申请或请求淘宝客服介入。 实际上， 商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支持买方的退款要求。

輫輰訛 参见葛江虬： 《论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以适用 〈合同法〉 条文之解释为中心》， 载 《清华法学》 2015年第 6期。

可以依据消费者反悔权要求商家退还定金？
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判断的是消费者反悔权是否适用于网购预售领域。 从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的文义来看， 反悔权适用的场合本来就是网络、 电视、 电话等远程交易领域，
未就网络预售进行额外的规定， 而且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就预售领域适用无理由退货制度表达了坚决
的支持立场，輪輳訛 所以网购预售场合消费者应享有反悔权。輪輴訛 然而依其定义， 消费者反悔权的行使期间
应当自收到商品之日起计算， 消费者可否在收到商品之前或是商品发货前行使反悔权呢？輪輵訛 就立法
意旨来看， 反悔权主要是为了解决在远程交易领域信息不对称、 不真实所导致的消费者选择权遭受
侵害的问题。輪輶訛 部分学者也认为， 在远程交易中各种不当的商业实践以及消费者信息上的弱势地位
使得消费者的意思形成自由受到实质性影响， 但是区分哪些是受影响的消费者和哪些不是受影响的
消费者极为困难， 因而赋予所有远程交易中的消费者无理由解除合同的权利。輪輷訛 这种与实际真实意
思的不符合不仅仅只在收到商品之后才能意识到， 消费者完全可能在交付商品价款后就从其他信息
渠道得到了更多的真实情况， 因此没有理由将反悔权限制在收到商品之后行使。 欧盟关于消费者保
护的最新指令， 便是将服务合同场合下的消费者反悔权规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輫輮訛 另外， 消费
者还可以在支付尾款收到货物后退货， 此时定金与尾款一同归还到消费者手里， “定金不退” 条款
实际上无法阻止消费者请求退还定金。 如果消费者可以在商家发货之前行使反悔权， 双方的交易即
告终结， 节省了商家的包装费用、 运费等成本， 对商家来说未必不利。 同时， 应当规定反悔权行使
期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截止到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的第七天， 这也符合实践中的通常做法。輫輯訛

因此消费者通过预售模式交付定金后， 可以借助无理由退货制度解除交易关系， 拿回已付的商品价
款。 “定金不退” 条款与消费者反悔权存在明显冲突， 而消费者反悔权除法律规定与当事人就某些
性质上不适宜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明确约定外， 不得加以排除，輫輰訛 在未被排除反悔权的领域内，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不应维持。

（二） 商家与网购平台的动机与利益质疑

既然 “定金不退” 条款可被消费者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即支付定金与尾款后要求退货返还全
款） 规避， 而且实践中商家出于店铺声誉等考虑通常也愿意退还定金， 那么商家与网购平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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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不退” 条款的动机与利益为何？ 就网购平台而言， 其核心诉求是提高网购促销活动期间总的
交易额， 这是各大平台之间激烈竞争的生存需要使然， 同时网购平台也依据交易额多少来按比例收
取服务费， 交易量越大自然费用也越高。 因此， 各大网购平台有动力拉长促销战线、 创造更多的网
购节日， 预售模式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 对于商家而言， 预售策略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
先， 预售模式将促销活动期间延长， 会刺激更多的消费需求； 其次， 网购节日对于商家来说不仅是
价格战， 更是品牌地位的攻防战， 预售模式会将已被定金圈住的消费者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推广者，
从而提高品牌的关注度与曝光度；輫輱訛 再次， 预售模式本身属于复杂促销规则中的一环， 这种促销规
则客观上会造成一定的价格歧视，輫輲訛 即熟练掌握规则并花费时间的消费者享受到的折扣会更多， 而
其他对规则不甚熟悉或不愿意花精力浪费在研究这些规则的消费者们往往会直接下单， 为商家带来
更多利润； 最后， 更为重要的是， 预售模式让商家可以通过定金数量来比较精准地预估不同商品的
需求量， 更加合理地备货， 降低库存风险。輫輳訛 因此， “定金不退” 条款的作用体现在即使消费者在交
付尾款后仍有权退货， 但是该条款本身就构成一种潜在的威慑力， 使得这部分购买意愿不强烈的消
费者担心失去定金不会在此时选择放弃交易， 当他实际收到货物后， 可能又改变主意不会选择退
货， 交易在这种拉锯中得以完成。

但是， 笔者对 “定金不退” 条款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存疑， 主要原因是： 一是， 借助 “定金不
退” 的潜在威慑力完成的部分交易能够给商家带来一定利润， 但同时不能忽视那些发货后仍坚持退
货退款的消费者给商家造成的包装仓储物流等成本， 前者未必一定高于后者； 二是， “定金不退”
条款能够促成交易的前提是消费者在收到货物之后对货物本身的性质、 功能等回心转意， 只是一种
美好的愿景， 实际也可能是消费者对货物更加失望， 交易无法挽回； 三是， 根据 “双 11” 等促销活
动的基本规则， 预售模式往往适用于第一阶段的促销， 预售结束后往往是第二阶段的直接打折促
销， 这样整个促销活动期间就可以前后被分为预售活动期间与正常活动期间。 商家需要凭借第一阶
段预售活动期间整体的交易量来预估第二阶段正常活动期间的需求量， 从而精准备货。 但是这种预
估同时需要考虑消费者毁单的风险， 包括发货前消费者退款的风险与到货后消费者退货的风险。
“定金不退” 条款的设置使得商家在第一阶段中获取的交易量数据排除了消费者退款的风险， 从而
其预估极有可能出现失真的情况， 除非消费者在第二阶段也同样排除这种退款风险， 即发货前一律
不准退款， 但是商家出于店铺声誉、 同行竞争等考量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因此， “定金不退” 条
款对商家利益维护来说并不重要， 即使没有该条款的存在对商家利益来说也不会造成影响。

结论

市场规制法针对网络市场的规制方案可分为准用模式、 改良模式和重建模式， 分别代表了完全
照搬、 部分调整与推倒重建三种不同的路径，輫輴訛 具体调整对象的不同意味着调整手段也应随之有所
变化。 当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由线下转移到线上时， 这不仅是交易场所发生了变更， 双方的
缔约能力、 商业模式等也会显现出全新的面貌。 传统民法中的一些制度如果不区分适用场景直接照

輫輱訛 参见 《“双 11” 的数学题为什么越来越复杂》， 载南方周末网， www.infzm.com/contents/195146， 2022年 3月 28日访问。
輫輲訛 参见 《盖楼鄙视链走红， “双 11” 的套路能不能简单点》， 载南方周末网， www.infzm.com/contents/162890， 2022年 3月 28日

访问。
輫輳訛 参见储红艳、 张钦红： 《定金预售模式下网络零售商定金与订货量决策研究》， 载 《上海管理科学》 2018年第 2期。
輫輴訛 宋亚辉： 《网络市场规制的三种模式及其适用原理》， 载 《法学》 2018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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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促销预售模式中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

（责任编辑： 张凇纶）

Abstract: At�present,�the�pre-sale�mode�of “deposit�plus�final�payment” has�become�a�common�
practice� in� online� shopping� promotion.� The “ non-refundable� deposit” clause� generally� set� up�
under� the� pre-sale� mode� is� faced� with� some� problems,� such� as� vague� meaning,� conflict� with�
consumers’ right�to�rescission,�covert�infringement�of�consumers’ rights�and�interests,�and�so�on.�
The “non-refundable�deposit” clause�in�the�pre-sale�mode�of�online�shopping�promotion�sh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deposit�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his� clause� is� not� fair� and� reasonable� to�
consumers�and�cannot�pass�the�examination�of�the�effectiveness�of�the�standard�terms.�Even�if�its�
effect�is�maintained,�the�application�of�the�deposit�penalty�should�consider�whether�it�constitutes�a�
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 and�make� reference� to� the� applicable� judicial� discretion� rule� of�
liquidated�damages.�There�is�a�conflict�of�legal�evaluation�between�consumers’ right�to�rescission�
and�the�clause�of “non-refundable�deposit”,�and�the�actual�effect�of�this�clause�may�not�meet�the�
interests�of�businessmen�and�the�purpose�of�setting�up�the�clause.

Key Words: Non-refundable�Deposit�Clause;�Deposit� for�Breach�of�Contract;�Standard�Terms;�
Consumers’ Right�to�Rescission;�Online�Shopping�Promotion

搬到网络领域， 可能会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深层次不公， 定金制度即是一个例证。 更好的思路是应
该立足于具体的调整场景， 仔细辨析其与传统情景的区别， 以决定是否有必要改变已有的法律规
制手段。

网购促销场合下 “定金” 根据其具体内容应定性为违约定金。 在上述解释的基础上， “定金不
退” 条款并无违反合同法上一般效力审查手段的情况， 但是就格式条款效力规制体系而言， 因消费
者合同对均衡度的倾斜、 定金保障力度的天然强弱之别以及商家实际损失与消费者承担责任的不对
等等原因， 可以认为其不符合消费者领域格式合同的实质正义要求， 效力审查并不过关。 如果不坚
持无效， 另一条路径为定金罚则的适用应视消费者违约行为是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 同时也要结合
经营者的具体损失来决定是否予以适当酌减。 此外， “定金不退” 条款的正当性考察还需从消费者
后悔权以及经营者的动机利益等角度进行再探讨。 如果依据其规范意旨将消费者反悔权起算点前移
至合同签订之后， 从而将整体期间延长， 那么， 在支付尾款前允许消费者退回定金比到货后退货退
款更加具有效率。 对于商家来说， 其维持 “定金不退” 条款主要的动力在于该条款构成一种潜在的
威慑力， 防止购买意愿不强烈的消费者放弃交易。 但是， 借助 “定金不退” 的潜在威慑力完成的部
分交易所带来的利润未必大于商家因其他失败交易所付出的交易成本， 该条款的作用也可能只是一
种美好的幻想， 而且还会导致商家对预售第二阶段需求量的错误预估。 “定金不退” 条款的效力，
至少在网购促销场合下不应被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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