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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犯概念的中国表达

邹玉祥 ∗

摘 要: 我国的行政犯概念虽源于德日刑法理论, 但只有在充分尊重立法背景和解释目的之
差异的基础上汲取域外观点中的思维精华, 才能对我国行政犯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助益。 既有研
究中针对行政犯的界定, 存在概念混用以及标准模糊的问题, 必须予以澄清。 行政犯与法定犯是
分属不同范畴、 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 应避免两者混同。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 应重构行政犯的双
重违法性标准, 将其理解为以行为具备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此种必要前提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保障。
对行政犯的解释只能在行政规范划定的区间内进行独立性评价, 必须分析前置法中的义务要求,
透过一般预防必要性和法益保护关联性的考察, 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过滤和筛选。 这种行政犯概
念相较于以秩序维护和非悖德性等为内核的行政犯概念而言, 理论争议性更小, 内涵与外延相对
更清晰, 更有利于提示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者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实质化判断, 避免将一般的行政
违法行为当作犯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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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概念或者定义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区分, 通过对被描述对象内涵和外延的明确, 从而使
人们对被描述对象的特征与适用范围形成基本共识。① “ 正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出在我们看来
性质十分不同的对象或者客体, 所以我们才需要大量的概念。” ② 行政犯这个典型的学理概念
在被创造之时就带有这种强烈的区分意识, 只不过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定法不同, 加之
不同学者的理论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同, 因此作为教义学解释结论的行政犯概念也不尽相同。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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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对行政犯的研究, 是在介绍外国学说时逐步展开的。③ 学界在引进、 学习的过程
中, 大量的教义学概念充斥在相关讨论中间, 部分概念难以与我国刑事立法现实相对应, 且
在学理讨论中经常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 与此同时, 在行政犯理论发展进程中, 学理上存在

的 “ 法定犯” 等近似概念与其不断交织, 两者之间的界限被有意或无意地消磨, 使得准确把
握行政犯的概念更为困难。

长期以来, 我国法学理论具有一种学习和效仿西方法学理论与思想的倾向, 形成了一种
追仿型进路,④ 行政犯概念及理论的引进与展开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既往的行政犯概念及
相关理论研究并不算匮乏, 但缺少研究成果向法治实践的转化, 原因之一在于, 其未能与我
国特殊的刑事立法以及法治实践之需要相结合。 如果说德国的行政犯概念主要在立法论层面
展开, 主要指刑法中的违警罪以及其他违反行政秩序应受行政罚之行为, 目的在于将秩序违
反行为除罪化, 而日本的行政犯概念主要在解释论层面展开, 主要指附属在行政规范中的刑
罚条款, 目的在于探索附属性刑法规范受制于刑法总则的范围, 那么, 我国刑法语境下的行
政犯概念所应承载的意涵与范围应该如何界定? 我国的行政犯理论应该具有何种目标定位?
着眼于哪些问题? 学界尚未对这些问题作出过清晰的回答。
目前, 在有关行政犯或法定犯的相关文献中, 行政犯的概念愈加模糊化、 边缘化, 理论

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较为随意且观点不一。 简单地以 “ 不具有道义违反性” 或者 “ 仅
侵犯派生的生活秩序” 等具有较强意识形态性和主观色彩的标准来界定行政犯概念, 不具有
科学性和可行性。 正如白建军教授所言: “ 在相关的学术争论中, 研究者各自心目中的样本
未必是一回事, 看似针锋相对, 实则自说自话。” ⑤ 作为行政犯理论研究的对象, 行政犯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直接决定了相关结论的准确性和适应性, 可以说, 提供准确周延的行政犯概
念是确保行政犯理论研究科学性的前提条件。 因此, 我们必须适时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辨
析, 在总结和反思既有研究缺陷的基础上, 进一步划定行政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只有在此
基础上, 才能推动我国行政犯理论研究走向精细化。

一、 行政犯概念的发展脉络与观点嬗变
行政犯概念的发展脉络与观点流变是个较为宏大的命题。 在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中, 对
行政犯概念的梳理性、 介绍性研究相当丰富, 相关的资料也颇为详实, 因此本文无意再对行
政犯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史展开全面系统的介绍。 为了能够明辨相关概念的内涵和价值, 突出
不同法域背景下解释目的之差异带给相关概念的影响, 下文仅以德国和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行
政犯概念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侧重在不同立法语境下的横向对比, 结合纵向视角历史性地
分析行政犯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发展, 总结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从而为我国行政犯理论研究提
供警示或参照。

( 一) 德国刑法理论中的行政犯概念与特点

③
④
⑤

参见甘雨沛、 何鹏: 《 外国刑法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05 页。
参见劳东燕: 《 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 , 《 法学评论》 2017 年第 6 期, 第 19 页。
白建军: 《 法定犯正当性研究》 , 《 政治与法律》 2018 年第 6 期,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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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行政犯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行政犯这一概念最早可以溯源到 18 世纪德国的 “ 警察犯” ⑥ 概念。 彼时, 由于警察权

的不断扩张, 警察机关可以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 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之行为加以刑事
处罚。 尽管对 “ 警察犯” 概念范畴及其与刑事犯的区别问题始终充满争议, 但 1871 年 《 德
国刑法典》 依旧将违警罪作为一种轻微罪纳入其中, 并在其法律后果中增设拘役刑。⑦ 这为
贯彻行政取缔之目的, 将轻微的行政秩序违反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提供了制度空间, 但也
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和反对。

被誉为 “ 行政刑法之父” 的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 ( J. Goldschmidt) 在此背景下提出了

“ 行政刑法” 之概念, 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存在质的差异, 应将行政犯从刑法中独立出来加
以规定。 他主张刑事法律与行政秩序是相对立的, 是两种目的不同、 职能相异的领域。 违反
刑事法律的行为被认为是刑事犯, 要求具有形式和实质的不法, 即不仅要违反法规, 还要具
有侵害法益的结果。 违反行政秩序的行为属于行政犯, 具有形式不法即可, 它仅是对行政意
图的违背, 未发生预期的好结果。⑧ 按照郭特希密特的观点, 行政犯在适用原则与适用程序
上均不同于刑事犯, 不仅应在实体上将其从刑法典中剔除, 在程序上也要适用特殊规则并将
其纳入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⑨

尽管前述法与行政相对立之观点以及行政犯与刑事犯具有 “ 质的差异” 之主张存在一

定缺陷, 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和批判, 但并不影响其理论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被广泛接
受, 即应将违警罪从刑法典中分离出去, 与其他秩序违反法共同组成行政刑法。 这也奠定了
郭特希密特之后的德国学者在讨论行政犯与刑事犯问题时的基调, 经过无数学者的修正和发
展, 为 1949 年 《 经济刑法》 以及 1952 年 《 秩序违反法》 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终在

1975 年的 《 德国刑法典》 中, 删除了旧刑法第 29 章的违警罪, 将其中部分比较严重的行为

升格为轻罪, 仍保留于刑法典中, 其余则归入 《 秩序违反法》 中, 实现了从形式上将违警罪


一类剔除, 只保存重罪与轻罪的区分。

2. 德国刑法理论中行政犯概念的特点

回顾行政犯概念在德国刑法理论中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 行政犯概念具有多重含义。 德国刑法理论中的行政犯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行政犯指的是违反行政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对标的是刑法中的违警罪。 广义的
行政犯是指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 除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秩序违反行为外, 还包括应处以行政
罚的一般违法行为。 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说: “ 德国学者首倡的行政刑法虽借刑法之名, 但就
 当前, 德国刑法理论中的 “ 行

其实质内涵以及德国的立法演进而言, 却指秩序违反法。” 

政犯” 一词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附属刑法中的行政犯罪, 也包括秩序违反法中的轻
⑥
⑦
⑧
⑨







警察犯属于学理上的概念, 在德国刑法语境下一般对应 1974 年 《 德国刑法典》 修改之前的违警罪。
参见林山田: 《 刑法通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17 页。
参见黄河: 《 行政刑法比较研究》 ,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1 页。
参见陈金林: 《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 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年第 5 期, 第 29
页。
参见黄明儒: 《 行政犯比较研究———以行政犯的立法与性质为视点》 , 武汉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5859 页。
黄明儒: 《 行政犯比较研究———以行政犯的立法与性质为视点》 , 武汉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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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违法行为。

第二, 主流观点中的行政犯概念及其理论是在立法论层面展开的。 郭特希密特在警察犯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行政犯概念, 意指那些仅违反了行政秩序但未侵害法益的违法行为, 其目
的在于将轻微的违警罪从刑法典中剔除出去, 将其与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共同纳入秩序违反法
 同样, 冯·李斯特 ( Von Liszt) 以及卡尔 ( W. Kahl) 等学者也提出违警罪属于纯正

当中。
 德国学者之所以创造

的秩序违反行为, 应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 由专门的法典加以规定。

行政犯或警察犯等概念并将其与刑事犯相对立, 是因为大部分德国学者是以社会偏差行为作
为研究对象, 试图在立法论上对不同的社会偏差行为进行定性和分流, 将这些社会偏差行为
归属到行政违法或者刑事违法当中, 进而适用不同的认定规则与惩罚措施。 尽管并不是所有
学者均赞同违警罪与其他刑事犯罪具有质的区别, 更有不少学者反对将行政犯从刑法中剔
除, 但相关的论证仍然没有超出立法论的逻辑范畴。
第三, 对行政犯性质的界定过于主观化。 学者们对行政犯界定的视角不完全相同, 且充

斥着解释者自身的价值判断。 比如主张 “ 质的差异论” 的希密特 ( E·Schmidt) 认为, 刑事
 而主张 “ 量的

犯与行政犯之区别在于道德非难的有无, 行政犯不涉及对伦理道德的违背。

差异论” 的耶赛克 ( Jescheck) 则认为, 行政犯并非全然是价值中立之行为, 在福利国家范
 目前德国的通说观点采用的是 “ 质量差异

围内, 秩序违反行为与伦理及法益紧密相关。

论” , 即在刑法的核心领域, 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具有质的差异, 在刑法的边缘领域, 两者
仅具有量的差异。 德国学者克劳斯·罗克辛 ( Roxin) 认为, 在一般领域中, 刑事违法与行
政违法之间主要存在量的区别, 而不是质的区别, 但是在刑法的核心领域中, 只存在刑事违
 然而对于何谓刑法的核心领域、 何谓基本的生活秩序等问题仍是仁

法而不存在行政违法。

者见仁, 智者见者, 用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去解释另一概念并没有使问题得到简化。
( 二) 日本刑法理论中的行政犯概念与特点

1. 日本行政犯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日本在 “ 二战” 战败后法律制度的更改以及经济社会的复苏, 基于管制社会中的

违法行为的需要, 规定在行政法规中的附属刑法条款数量逐渐庞大。 在此背景下, 日本的行
政法学者与刑法学者均参与到有关问题的讨论中, 但由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不同, 导致有关
行政犯或行政刑法的结论莫衷一是。
简言之, 行政法学者一般站在行政法的立场上看待行政刑法。 比如美浓部达吉认为, 行
政犯即是违反行政秩序之行为, 既包括应科处行政罚之行为, 也包括应科处刑罚之行为。 此
观点可称为广义的行政犯概念, 其理论目的在于为行政犯设立统一的行政刑法原则, 排除刑



















参见胡业勋、 郑浩文: 《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 法定犯的超常性》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年第 12 期, 第
40 页。
参见陈金林: 《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 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年第 5 期, 第 2829 页。
林山田: 《 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 ( 第 3 版) , 三民书局 1981 年版, 第 125-126 页。
参见林山田: 《 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 ( 第 3 版) , 三民书局 1981 年版, 第 116-117 页。
参见张明楷: 《 行政刑法概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0 页。
参见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 德国刑法学总论》 ( 第 1 卷) , 王世洲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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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总则的适用。 该观点是在立法论上展开的。 与此相反, 日本刑法学者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
属在行政法中的刑法规范, 认为行政刑法是行政法中有关刑罚方法的法规的总称, 属于特殊
刑法范畴。 刑法学者福田平认为: “ 不可否认, 为适应行政刑法的特殊性, 刑法的一般原则
需要修正, 但这种特殊性并不否定作为其基本性格的刑法性格, 行政刑法是刑法的特殊部
 这种狭义的行政犯概念仅指应被科处刑罚的违反行政义务之行为。 围绕

门, 属于刑法。” 

行政犯与一般刑事犯的区分问题, 发展出了以区分必要说、 区分否定说以及区分无意义说为
代表的学理观点。
区分必要说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 与其他犯罪相比, 行政犯之特殊性在于其不具有与
 反对者认为, 从历史发展

社会伦理的直接联系, 其由于被法律禁止, 才成为非难的对象。

的视角看, 两者之间并无差别。 因为伦理道德的内化与承认具有历史性, 现在所认为的刑事
 更有学者主张, 以抽象

犯也是由过去的行政犯转变而来的, 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的、 充满意识形态的标准区分行政犯与刑事犯无实际意义, 应以解释具体的刑罚法规为中
 尽管上述观点存在一定争议, 但理论出

心, 探讨如何在刑法总则中兼容行政犯的特殊性。

发点均在于从解释论角度将行政犯归入刑法领域, 并探讨行政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刑法


总则的适用来兼容其特殊性, 这是采取分散式立法模式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2. 日本行政犯概念研究的特点

与德国相比, 日本的行政犯概念研究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一方面, 日本行政犯概念主要在解释论层面展开, 体现了日本行政犯立法的特殊性。 由

于日本行政犯采用的是分散式立法模式, 应处刑罚的行政义务违反行为 ( 即狭义的行政犯)

被规定于行政法规的罚则中, 所以在理论上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行政犯的司法适用是否要遵
循刑法总则的约束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允许存在例外情况。 日本学界有关行政犯概念及其相关
理论的争议也均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故即便日本行政法学者所采用的广义行政犯概念与德国
刑法理论中的广义行政犯概念具有一定相似之处, 特殊的立法体例也决定了此种观点在理论
目的上并不具有去刑法化的内涵。
另一方面, 日本刑法学者在界定行政犯概念时, 一般将其与法定犯概念作等同理解。 比

如, 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 “ 法定犯又叫行政犯, 系指根据刑罚法规作为犯罪处罚时才受到
 牧野英一、 木村龟二、 大塚仁、 八木胖等学者也在相同或近似意义上适用

非难的行为。” 

行政犯和法定犯概念, 这使得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 围绕自然犯与法定犯之间性
质差异的 “ 社会伦理关系说” , 成为了区分刑事犯与行政犯的主要切入点。 比如, 牧野英一



















[ 日] 福田平: 《 行政刑法》 ( 新版) , 有斐阁 1978 年版, 第 42-43 页。 转引自张明楷: 《 刑法的基础观念》 ,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07 页。
参见 [ 日] 大塚仁: 《 刑法概说 ( 总论) 》 ( 第 3 版) , 冯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06 页。
参见 [ 日] 佐伯千仞: 《 刑法讲义总论》 , 有斐阁 1979 年版, 第 388 页。 转引自金泽刚、 黄明儒: 《 日本有关
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 《 政治与法律》 2004 年第 6 期, 第 153 页。
参见 [ 日] 板仓宏: 《 现代社会与新刑法理论》 , 劲草书房 1980 年版, 第 1 页以下。 转引自金泽刚、 黄明儒:
《 日本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 《 政治与法律》 2004 年第 6 期, 第 153 页。
参见曹菲: 《 刑事犯、 行政犯统一化之提倡———兼论涉及行政法规范的犯罪的故意认定》 , 《 时代法学》 2009
年第 1 期, 第 94 页。
[ 日] 野村稔: 《 刑法总论》 , 全理其、 何力译, 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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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木村龟二均认为, 刑事犯与自然犯是违法秩序与风俗之背弃伦理的行为, “ 法律对其进行
 而行政犯与法定犯本身不具有社会违反性, 法律对其规定是出于政策目

规范理所应当” ,
 其他学者或从行为人对行为的认知层面, 或从与社会伦理的相关度等层面, 对行政犯

的。

与刑事犯进行区分, 尽管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但其理论内核都是从自体恶与禁止恶这一自然
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依据发展而来。 因此, 有学者认为, 日本行政犯与刑事犯之区分等同于法


定犯与自然犯之区分。

( 三) 小结: 理性对待域外刑法教义学概念

纵观德国、 日本行政犯概念的发展脉络与观点变迁, 不难发现 “ 行政犯” 这一概念作为

精神过程的物化, 并不存在一个清晰明确的通用标准, 而是随着立法背景以及概念使用者对
客体理解的变化而变化。 前文提到, 概念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区分, 而概念又属于思维层
面, 立法上的变化以及学者自身价值立场与观察角度的选择必然影响到语言层面的定义, 从
而使被定义对象的内涵与适用范围仅能在特定的立法背景和区分标准下适用, 且并不排斥多
角度多层次的其他理解。

总地来说, 德国行政犯概念及理论是在立法论意义上为了实现 “ 秩序违反行为” 的除

罪化而被提出的。 其理论出发点在于通过形而上地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性质和价值,
从而在立法层面将秩序违反行为进行分流, 旨在能够明确地将部分秩序违反行为纳入行政法
当中, 而将另一部分交由刑法管辖。 因此在德国刑法理论中, 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分, 可以
被理解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 而并不是在刑法范畴内对犯罪行为的区分, 这也使得
行政犯概念一般采用较为广义的理解。 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各种学说, 比如目前的通说质量差
异说, 都蕴含着上述理念和目的。 与此不同的是, 日本行政犯理论及相应概念产生的根源在
于其特殊的分散式立法模式, 行政犯被普遍置于行政法律规范的罚则当中。 刑法学者对行政
犯的研究是为了在司法论上解决分散式的附属刑法规定是否要适用刑法总则并何时允许例外
的问题。 这种特殊的立法体例以及理论研究目的, 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刑法学者, 使其在解释
行政犯时更倾向于采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
综上所述, 对国外刑法教义学理论进行观点引进或反思批判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特定概
念或理论背后的逻辑内涵, 理性对待域外刑法教义学解释结论。 只有在充分尊重刑事立法差
异的基础上汲取各种观点中的思维精华, 才能对我国行政犯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完善提
供助益。

二、 我国行政犯概念的混沌与澄清
行政犯概念及相关理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被引入我国以来, 已有大量学者在此领域耕

耘, 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学者们对行政犯的理解差异较大。 当我们谈及中国刑法语境下










[ 日] 牧野英一: 《 重订日本刑法》 ( 上卷) , 有斐阁 1937 年版, 第 86 页。 转引自金泽刚、 黄明儒: 《 日本有
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 《 政治与法律》 2004 年第 6 期, 第 148 页。
参见 [ 日] 木村龟二: 《 新刑法读本》 , 法文社 1959 年全订新版, 第 215 页。 转引自金泽刚、 黄明儒: 《 日本
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 《 政治与法律》 2004 年第 6 期, 第 148 页。
至于行政犯与法定犯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能否将两者等同理解, 此处暂且不表, 将在下文中统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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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犯概念的界定时, 其实是对我国刑法分则某类罪名的抽象性概括。 运用准确、 简洁的语
言对此类罪名加以描述是行政犯概念界定的核心要义, 但迄今为止, 尚未有公认的清晰有效
界定。 有关行政犯的理论研究充斥着各种近似且含混不清的概念。 有的观点将行政犯与 “ 法
定犯” 等同, 将行政犯与 “ 自然犯” 相区分; 有的观点将行政犯与 “ 刑事犯” 相区分; 还

有的观点将行政犯与 “ 行政违法行为” 相区分。 在笔者看来, 既有研究中针对行政犯概念的
界定, 存在概念混用以及标准模糊的问题, 需要理论研究者对上述问题加以明辨。
( 一) 行政犯与法定犯概念的语义混同

通说观点一般认为, 对法定犯与行政犯以及自然犯与刑事犯的概念可以等同理解, 并经

常借用法定犯的性质与特征去描述行政犯概念。 比如, 有观点认为, “ 行政犯又称法定犯,
是指违反行政法规, 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情节严重的行为, 法定犯具有刑事和行政双重
 不仅如此, 张明楷教授同时认为, 自然犯 ( 也即刑事犯) 与法定犯 ( 也即行政

违法性” 。

犯) 存在多种区分标准, 可根据需要来择取标准。 总地来说, “ 违反基本生活秩序或者违背



伦理道德的, 属于自然犯; 违反派生的生活秩序或者没有违背伦理道德的犯罪是法定犯” 。

当然, 学界亦有观点认为, 行政犯与法定犯是分属不同层次、 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 不应完
 法定犯概念被扭曲和异化为行政犯概念, 导致两个概念既缺乏明确边界又没有实

全混同。
 在笔者看来, 若要明辨前述概念之

际内涵, 在刑法学意义上已丧失了独特的区分必要性。

间的关系, 就必须厘清各自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我国的实际
加以判断。

1. 法定犯的概念溯源



自然犯与法定犯最早的理论渊源可被追溯到罗马法关于自体恶和禁止恶的犯罪分类。

罗马法在对犯罪概念进行解构时, 融入了源于古希腊伦理学的恶性理论, 将犯罪分为自体恶
和禁止恶两种类型。 意大利著名法学家、 刑事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加罗法洛以自体恶和禁止恶
为根据, 认为犯罪并不仅仅是法律概念, 更应该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 他尝试提出一种犯罪
概念, 能够涵盖任何社会、 任何历史时期的犯罪行为, 而为了得到这一概念, 就必须在事实
 加罗法洛认为, 一个行为被公认为是犯罪的前提条件在于该行为

分析之外进行情感分析。

具有对道德的侵害性, 具体表现为对正直或怜悯这两种利他感情的伤害, 而这种被侵害的道
 与

德感又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道德情感, 这便是 “ 自然犯罪” 概念的核心。

此相对, 侵害了非基本道德情感的犯罪就是 “ 法定犯罪” , 它并非具有普遍意义, 只与特定


的国家和社会环境有关。

不难看出, 在加罗法洛看来, 自然犯概念是存在一定范围限制的, 并非所有悖德行为都

























陈兴良: 《 法定犯的性质和界定》 , 《 中外法学》 2020 年第 6 期, 第 1464 页。
张明楷: 《 刑法学》 ( 上) (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3 页。
参见谭兆强: 《 法定犯理论与实践》 , 华东政法大学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45-57 页。
参见陈金林: 《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 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年第 5 期, 第 2526 页。
参见张文、 杜宇: 《 自然犯、 法定犯分类的理论反思》 , 《 法学评论》 2002 年第 6 期, 第 33 页。
参见韩忠谟: 《 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 , 《 台大法学论丛》 第 10 卷第 1 期 (1980 年) , 第 20-21 页。
参见 [ 意] 加罗法洛: 《 犯罪学》 , 耿伟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2-45 页。
参见 [ 意] 加罗法洛: 《 犯罪学》 , 耿伟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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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称为自然犯, 只有侵犯正直或怜悯这两种基本利他感情的行为才是自然犯。 至于法定
犯, 他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 只是将其作为与自然犯相对立的概念使用。 这也就意味
着, 加罗法洛理论中的法定犯并非不具有悖德性, 它只不过没有侵犯到前述两种特殊的利他
感情, 对于非基本感情的侵犯, 比如对荣誉感、 贞洁感、 国家民族感等情感的侵犯仍属法定
犯的范畴。 因此,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在加罗法洛理论中, 法定犯与自然犯的区分标准是特
定的道德情感, 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伦理道德。 以加罗法洛的观点为论据, 主张法定犯与自
然犯之间乃至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在于道义违反性的观点并不具有合理性。 其次, 从
发生学意义上讲, 自然犯和法定犯这对基本范畴是在超脱实定法限制范围的意义上使用的,
两者的区分以承认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分离为前提。 加罗法洛对自然犯和法定犯的解读, 与其
说是前述概念的定义, 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 这一标准从犯罪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将
自然犯和法定犯区分开来。 而行政犯这一概念, 无论是广义行政犯概念, 还是狭义行政犯概
念, 都是以实定法为基础的, 以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刑法规范的具体规定为前提, 是对其中的
某类特殊规定所作的抽象概括。 因此, 行政犯概念与原初意义上的法定犯概念并不属于同一
范畴。

2. 行政犯与法定犯的界限

我国早期的行政犯理论研究深受日本刑法学理论的影响, 但部分学者在理论引进的过程

中可能忽视了立法背景的差异, 未考虑日本学界将法定犯与行政犯概念作等同理解的原因。
究其原因, 日本的行政犯多规定于行政法当中, 于是该法域的行政犯概念便可被理解为 “ 违
反特定行政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 。 这种解释刚好与法定犯概念具有某种重合性, 即此类犯
罪属于 “ 与特定国家或社会的具体立法相抵触的行为” , 因此可以说行政犯与法定犯存在种
 当然, 加罗法洛提出的法定犯概念的外延要比前述行政犯概念更宽泛, 不仅包括

属关系。

秩序违反行为, 也包括违反非基本道德情感的一般犯罪。 因此, 在这种特殊法域背景下, 可
 本文认为,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 应

以说行政犯均属于法定犯, 但法定犯不一定是行政犯。

将行政犯与法定犯概念进行区分, 因为行政犯与法定犯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
第一, 法定犯概念本属于犯罪学范畴, 其意义在于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进行分类, 从而制
定不同的犯罪治理对策。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概念是建立在承认自然法与实定法分离的前提基
础上的。 之所以产生自然犯具有伦理道德性的观点, 是因为在加罗法洛看来, 所有人在一般
情况下均能够通过生活经验对基本的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道德情感有所体悟, 自然犯具有
明显的道义违反性。 法定犯尽管也可能是对某种道德情感的违背, 但并非是对人尽皆知的道
德情感的违反, 对于犯罪人而言具有一定的超常性。 可见, 这种分类是一种侧重于从犯罪人
心理异常性的角度进行的犯罪现象分类。 而行政犯概念自始至终都属于实定法之下的一种犯
罪类别, 无论是采用广义行政犯概念, 还是采用狭义行政犯概念, 均是基于一个国家特定的
刑事立法体系而言, 没有实定法就不存在行政犯。 因此, 行政犯与法定犯原本分属于不同范
畴, 为了避免抹杀法定犯与自然犯原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两者不应该被完全混同。







参见谭兆强: 《 法定犯理论与实践》 , 华东政法大学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39-40 页。
这种观点在我国也有一定支持者。 参见孙国祥: 《 行政犯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1 期,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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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实定法之下的法定犯概念已经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 通说认为, 法定犯与自然犯

 然而在福利国家,

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具有伦理道德性, 法定犯并不涉及道义违反问题。

很难再将秩序违反与道义违反完全区分开来, 即使是那些看似属于法定犯范畴的犯罪, 在道
义可谴责性上也并不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犯要弱。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悖德性并
非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 这是一种重大的误解。 “ 法定犯并不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犯的一种
独立的犯罪形式, 而是与自然犯共享许多基本特征, 共同服从犯罪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内在发
 也即是说, 经过理论演绎后的自然犯与法定犯概念尽管突破了加罗

展趋势的犯罪类型。” 

法洛理论下的狭窄范围, 但依旧很难适应于刑法在时代发展中的新面孔, 其区分标准和意义
不再具有说服力。 此外, 不同于日本采取的分散式立法体例, 我国所有的罪名几乎都被统一
规定于刑法分则中。 我国的行政犯不能仅被理解为是对特定行政秩序的违反, 也并非与伦理
道德无涉, 立法例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在行政犯与法定犯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效仿他国结论。
第三, 在我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下, 不宜用法定犯概念替换行政犯概念。 从词源意义上
讲, 所谓法定犯, 意指因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构成的犯罪, 主要与以违反伦理道德等自然法意
义上的规范为前提的犯罪相区分。 然而, 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缺少自然法观念, 一直没有形
 在我国本土的法律文化背景下, 并没有所谓自然的或自然

成能够产生自然法的历史条件。

法的犯罪构成要件, 所有的犯罪都是法定犯。 直接将法定犯概念移植到我国的法律语境下会
产生一定困惑, 无法通过概念的文字表述得知其所要指涉的内容。 法定犯这一概念容易引起
混淆, 好似只有法定犯才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可知,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犯

罪, 都必须以刑法的明确规定为必要前提。 相比之下, 行政犯这一概念中的 “ 行政” 二字可
以凸显以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为必要前提, “ 犯” 又可表明其是作为刑法中的一种罪名, 能够
从字面意义上体现出行政犯所具有的双重违法性特征。 陈兴良教授明确指出, 应将法定犯中
 在笔者看来, 莫不

的 “ 法” 理解为行政法, 法定犯中的 “ 法定” 指的是行政法规的规定。

如直接以行政犯概念取代之。 综上所述,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 行政犯概念与法定犯概念存在
一定区别, 在有关行政犯的理论研究中, 应尽量避免行政犯概念与法定犯概念的任意替换。
( 二) 行政犯概念界定标准的澄清

界定行政犯的标准问题, 实际上与行政犯的性质、 行政犯与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区别
问题属于同一问题。 我国学者在界定行政犯性质时, 参考了大量的域外教义学解释结论, 比
 和日本的 “ 区分肯定

如源于德国的 “ 质的差异说” “ 量的差异说” 以及 “ 质量差异说” 

说” “ 区分否定说” 和 “ 区分无意义说” 等。 本文认为, 由于德国与日本在行政犯的立法背
景以及研究目的上均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不能直接照搬他国基于自身立法而得出的教
义学解释结论, 可资借鉴的仅是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应立足于我国刑事法律规定, 着眼于
















参见马克昌: 《 比较刑法原理》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89 页。
白建军: 《 法定犯正当性研究》 , 《 政治与法律》 2018 年第 6 期, 第 10 页。
参见陈兴良: 《 刑法的价值构造》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1 页。
参见陈兴良: 《 法定犯的性质和界定》 , 《 中外法学》 2020 年第 6 期, 第 1473 页。
德国有关行政犯与刑事犯区别的学说, 在我国一般应被视为判断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之关系的学说, 且我国
学者多是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前述理论。 笔者并不反对在讨论行政犯性质时对前述理论进行借鉴, 因为这些
理论中的理念与方法的确具有参考价值, 但必须明确的是, 前述理论在我国语境下属于对行政违法和刑事违
法区别的讨论, 不可不加区分地直接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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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刑法学理论对我国行政犯性质界定之标准, 反思其理论上的周延性以及实践指导意义,
唯有如此, 才能够推动我国行政犯理论向纵深发展。 经过笔者总结, 我国学界在界定何谓行
政犯概念时, 常用到以下几种标准, 均存在一定问题:
1. 道义标准

道义标准也叫伦理道德标准, 以行为是否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为判断依据。 持该观点的学

者一般将行政犯与法定犯作等同理解, 并认为违背伦理道德的是刑事犯或自然犯, 不违背伦


理道德的是行政犯或法定犯。

单就道义标准本身而言, 其内涵是极其模糊的。 如何根据伦理道德界定行政犯的范畴,
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相关标准严重依赖于使用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 依赖于其
在特定环境下的道德感知能力。 行为本身不存在绝对的道德与否, 比如当我们谈及杀人、 盗
窃、 抢劫行为具有道义违反性时, 其实是对该行为的社会意义进行评价, 而不是对该行为本

 因为杀人行为在不同的社会或者不同的情景中会具有完全不同的道德属性,

身进行评价。

比如在战争时期或者正当防卫时点上, 杀人行为不会被评价为违反道德伦理。 主张行政犯不
具有道德可谴责性的观点, 其合理性也只是基于解释者日常生活的经验罢了。
此外, 认为行政犯不具有伦理道德性或者伦理道德性较弱的观点并不周延。 法律是最低
限度的道德, 任何实定法都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 行政犯即使本身不具有道德性, 但在
被刑法加以禁止后就具有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性。 因此, 悖德性并非行政犯与刑事犯的主要
差异。 行政犯是一种特殊罪刑规范的集合, 而不是某个罪名, 部分行政犯的社会危害性以及
道义可谴责性并不比一般的刑事犯要弱, 比如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组织考试作弊罪等。 仅根据
具有较弱伦理性的个别罪名就推断行政犯在整体上具有弱伦理性, 这属于不完全归纳, 结论
并不具有科学性。 而且主流观点均认为伦理道德的标准是变化的, 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具有
 若用不清晰、 不稳定的标准界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概念, 将使行政犯概

易变性和多样性。

念失去实际的意义。

2. 行为性质标准

以行为是否存在法益侵害性为标准, 有观点认为行政犯在行为性质上不侵犯或不威胁法

 所谓法益欠缺性, 包含两层含义:

益, 仅是单纯的不服从, 行政犯具有 “ 法益欠缺性” 。

一是行政犯没有侵犯法益, 仅是对国家秩序的不服从; 二是即便通说认为行政犯侵犯了法
益, 但在证成逻辑上和理论上存在先天不足。 笔者认为其主要论据可凝聚成两点: 一是行政
犯几乎都是形式犯。 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以下简称为 《 刑法》 ) 第 133 条之一的危
险驾驶罪为例, 该罪名的成立并不要求发生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 二是法益概念本身排斥抽
象的法秩序, 反对法益的抽象化。
本文认为, 上述观点具有较大缺陷。 首先, 从论据的合理性上看, 尽管该观点与宾丁













参见黎宏: 《 刑法学》 ,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0 页; 马克昌: 《 比较刑法原理》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版, 第 89 页。
参见黄明儒: 《 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 《 现代法学》 2004 年第 5 期, 第 84 页。
张明楷: 《 法益初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39-340 页。
参见刘艳红: 《 “ 法益性的欠缺” 与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双重限缩解释为路径》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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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ding) 和李斯特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 但在立法背景和研究目的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宾
丁等人针对违警罪, 在立法层面上主张该类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 上述观点却在解释论层

面认为我国 《 刑法》 中的部分罪名不具有法益侵害性, 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并不在同一层面。
此外, 尽管宾丁主张行政犯仅是单纯的不服从, 不具有法益侵犯性, 但是他反复强调行政犯
的处罚依据在于防止对法益的威胁, 只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区分抽象的危险犯和具体的危险
犯。 不难看出这是现代意义上危险犯的理论先导。 所以, 无论是从论域范围上, 还是从实质

内容上, 宾丁的观点并不足以成为我国行政犯 “ 法益欠缺性” 主张的论据。 其次, 从结论的
合理性来看, 主张行政犯不具有法益侵害性, 不仅使行政犯的处罚范围肆意扩张, 也使其失
去了刑罚正当性。 这种法益欠缺性的标准既不能明确划定行政犯的范围, 也无益于指导和发
展行政犯解释方法。 最后, 法益概念本身并不排斥集体利益或秩序价值。 法益理论创立之初
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 法益侵害说” 能够取代 “ 权利侵害说”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法
益概念在解释国家利益或者宗教伦理方面更具有说服力。 凡是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都具有法
 刑法从消极的法益保护逐步转变为

益属性, 刑法从未以仅仅保护个人法益的方式存在过。

积极的犯罪预防, 从注重个人法益保障转向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体现了刑法对于
 秩序之所以成为秩序, 其背后一定具有其所需要保护的利益或价

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

值, 这需要解释者在肯定集体法益或秩序法益独立价值的基础上, 对保护范围进行合理诠
释, 而不是一味否定。

3. 法益侵害内容标准

该观点将法益分为基本利益和辅助性利益, 或将刑法分为核心领域和非核心领域, 认为

侵犯刑法的核心领域或基本利益的行为属于刑事犯, 侵犯非核心领域或辅助性利益的行为属
 至于如何划分基本利益与辅助性利益, 以及如何界定核心领域和非核心领域,

于行政犯。

学界存在较大分歧。 有观点认为, 核心法益具体包括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人身权和自由
 另有观点认为, 刑法的核心区域涉及个人生命、 财产法益, 在此区域内成立的犯罪只

权。
 还有观点认为, 行政犯大部分属于刑法核心领域的外围, 当然也有部分法益

能是刑事犯。


极其模糊或者渗透到核心领域的行政犯。

 还是 “ 法益侵害的性质标准” ,

 均

本文认为, 无论是 “ 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标准” ,

缺少统一性和明确性, 且主观色彩太过浓重, 过于依赖解释者的价值判断, 既无法起到限缩
立法的作用, 也无法清晰地界定行政犯的范围。 将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 国家法益截然区分
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个人法益不仅保护属于个人的利益, 背后也蕴藏了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为

























参见 [ 德]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 德国刑法学: 从传统到现代》 , 江溯、 黄笑岩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74 页。
参见周光权: 《 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 《 法学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第 24 页。
参见孙国祥: 《 行政犯违法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1 期, 第 50 页。
参见闻冬梅: 《 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区别基础》 , 《 学术交流》 2013 年第 9 期, 第 53 页。
参见王莹: 《 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 , 《 河北法学》
2008 年第 10 期, 第 30-31 页。
参见孙国祥: 《 行政犯违法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1 期, 第 50-56 页。
黄明儒: 《 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 《 现代法学》 2004 年第 5 期, 第 84 页。
孙国祥: 《 行政犯违法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1 期, 第 5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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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和平有序的生活所必需的基础价值。 与此同时, 社会法益与国家法益为个人法益的实
现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 何为基本秩序? 何为派生秩序? 难道国家福利和公序良俗不
属于基本秩序? 脱离了税收和公共福利以及社会管理秩序, 个人利益不仅无法得到保障且恐
怕要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德国学者耶赛克和魏特根早就提出, 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共
 可见, 法益是相

同的生活秩序, 刑法在维护社会关系和保障和平秩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互作用的一个整体, 在价值体系上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螺旋循环体而不是金字塔结构, 不存在
客观的价值位阶, 将刑法或者法益划分为核心与非核心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4. 法益侵害方式标准

有观点认为, 行政犯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通过间接的方式侵犯基本法益, 行政犯只能指代

 尽管有论者认为我们应当告别伦理道德标准以及单纯的行政不服从标准, 但

抽象危险犯。

是在对集体法益或者说秩序法益的认识上, 其与 “ 行政犯具有法益欠缺性” 观点是相通

 认为 “ 行政管理秩序对应的利益或秩序本身不能成为法益, 仅是侵犯法益的媒介” ,



的,

对秩序的违反实际上是对秩序背后个人法益的威胁。

首先, 将行政犯限定在抽象危险犯的范畴不符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 我国 《 刑法》 分

则第三章中常见的行政犯, 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
公司、 企业债券罪等, 并不是抽象危险犯, 如此划分不具有立法依据。 该观点的支持者经常
将个人法益摆在集体法益之上, 主张在没有侵害或威胁个人法益的情况下, 不应认为犯罪成
立。 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 集体法益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出现大规模不可逆的社
会风险, 尤其是在金融管制领域, 部分金融秩序很难还原为某个或某类群体的利益, 不能仅
因未出现个人利益受损就消解掉秩序法益的价值。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 如果单独来看非常微
弱, 但当它们相互重叠、 连锁地发挥作用时, 就会导致社会发生不可逆的重大事态。 仅通过
 从实在法的角度

把握这一过程中最后的危险或者最显著的事态来进行规制是远远不够的。

看, 打击经济犯罪更具有保护集体法益而非个人法益的特征。

其次, 该观点以及 “ 行政犯具有法益欠缺性” 的观点均以否定秩序法益或者集体法益

为逻辑前提, 不具有合理性。 从实在法上看, 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秩序法益或集体法益具有
独特意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51 条规定, 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
社会的利益; 第 53 条规定, 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 这是宪法原则对集体法益、 超个人法
益的概括表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32 条规定,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
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 集体法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存在形
式, 拥有自己特定的主体和内容。 集体法益并不依附于个人利益, 不是个人法益的前置, 而

















参见 [ 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 托马斯·魏特根: 《 德国刑法教科书》 ( 上册) , 徐久生译,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 页。
参见陈金林: 《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 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年第 5 期, 第 37
页。
此处将对这两种观点中蕴含的秩序法益否定态度进行集中的回应。
陈金林: 《 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源流、 体系地位与行刑界分》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年第 5 期, 第 36 页。
参见 [ 日] 关哲夫: 《 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 , 王充译, 载赵秉志主编: 《 刑法论丛》 ( 第 12 卷) , 法律出
版社 2007 年版, 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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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

是独立的法益类型, 拥有自己独立的逻辑。

否考虑个体之间的共存。 集体法益也是建立在 “ 为了个人自由发展” 这一终极理念之上的,
但是其着眼点在于如何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个人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其特征在于不可分配
性, 无论是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还是经济秩序都可以被每个人平等地享有, 但却无法归属于
 否定集体法益的观点的理论前提, 实际上就是在消解或者质疑集体法益的这种正当

个人。

性基础, 这种立法论层面的争论不仅不符合我国特定的法制背景, 也无法为解释论提供直接
的依据。

5. 双重违法性标准

目前, 学界对行政犯的界定多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角度切入, 即主张行政犯是以违反

行政性法律规范为前提, 侵害法益达到一定程度的犯罪行为。 简言之, 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

 陈兴良教授指出, 所谓法定犯的 “ 法定” , 指的是行政法规的规定,

提的犯罪就是行政犯。


如果不违反前置性的行政法规, 就不存在行政犯。

前几种行政犯的界分标准或性质认定, 或是存在理论价值缺陷, 或是充斥主观价值以至
于过于模糊。 相比于此, 双重违法性标准更具优势。 批评者认为, 该标准对犯罪行为触犯的
法律渊源进行划分, 仅具有形式意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双重违法性标准不仅能够在客观
上通过侵害法源的双重性将其与一般的犯罪行为相区分, 更能够在实质层面凸显行政犯别具
一格的立法价值以及在解释中所具有的独特解释方法。 具体而言, 在立法论范畴, 双重违法
性标准并不执着于探究行政犯是否具有伦理道德性, 而是肯定行政犯的作用在于确证前置性

行政法律规范的效力, 从而引出 “ 何种秩序可作为刑法保护的对象” 这一核心问题。 在解释
论范畴, 双重违法性标准可以揭示此类犯罪以违反前置性行政规范为必要前提的特殊性, 为
行政犯的解释原则和方法提供思考路径。
因此, 本文认为双重违法性标准是较为可取的一种判断标准, 但是该标准也具有一定的
模糊性, 对如何理解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这一性质, 缺少理论界定。 例如, 有论者认为, 既
然刑法属于第二次性规范, 那么所有的犯罪都是在违反第一次性规范的基础上才成立的, 也
 另有论者认为, 行政犯不仅包含在刑法条文的罪

就是说, 所有的犯罪都具有双重违法性。

状表述中明确规定以违反行政规范为前提的犯罪中, 还包含在刑法条文中未明确规定但实际

上若犯罪成立无法脱离行政规范的犯罪中, 比如 《 刑法》 第 213 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
第 223 条规定的串通投标罪以及第 198 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罪等等。 尽管此类罪名并未规定以
违反行政规范为前提, 但如果脱离相应的前置法, 根本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相应罪名的犯罪构


成要件。

由此观之, 双重违法性标准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 主张双重违法性的各种观点均体现出

不同学者对何谓 “ 以违反行政法为前提” 存在不同理解, 所以得出的解释结论不尽相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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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仅就前述观点中所划定的行政犯范围之合理性予以评价, 进一步明确 “ 以违反行政法为前
提” 的具体内涵, 从而在理论上真正厘清行政犯的边界。

三、 双重违法性标准: 行政犯概念的中国逻辑
如前所述, 尽管不同学者均以双重违法性标准来界定行政犯的概念和范围, 然而得出的

结论各不相同。 笔者认为, 出现前述现象的原因在于相关论者对行政犯概念的核心———以行
政违法性为前提的双重违法性———理解得过于宽泛。 不难看出, 之所以同样根据双重违法性
标准却得出不同的行政犯概念外延, 是因为前述观点均将 “ 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的判断

转换成了 “ 能否脱离行政规范” 的判断, 即只要对构成要件的解读离不开前置性行政规范,
那么该罪就属于行政犯的范畴。 这种泛化理解双重违法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会导致行政犯
概念的范畴被无限放大, 必须对其予以合理限缩。
( 一) 双重违法性标准的重构

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不能被降格理解为罪刑规范的解释需要参照行政规范, 两者最大的
区别在于: 前者意味着行政违法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而后者并不具有这种强制性的限
制。 如果部分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需要参考行政规范, 并在特殊情形下可能得出具有双重违
法性的解释结论, 但由于其概念范畴并不以行政规范为限, 其解释结论也完全可因法益保护
之需要而使其违法性突破行政规范之界限, 则不能称其为行政犯。 此类罪名最大的特点在
于, 尽管构成要件与行政规范高度重合, 但在立法上并未采用任何行政规范的原理和技术,
也没有设置任何的附属性条件。 刑法规范与行政规范仅是在形式意义上存在重合, 在行为类
型和违法性判断方面, 刑法均可独立进行评价。

比如, 《 刑法》 第 223 条串通投标罪等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尽管需要借助于行政规范的

内容进行辅助性的理解和判断, 但行政法规的内容仅属于犯罪认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串通投
标罪等立法并未规定以违反行政规范为前提的犯罪, 解释者完全可以理性运用体系解释与目
的解释等方法, 在立法文义射程范围内寻求有利于法益保护的最佳方案, 而不必拘泥于行政
规范的限制。 例如, 对串通投标罪犯罪主体的理解, 如果严格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
法》 的规定, 即仅将招标人限定为提出项目、 进行招标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以及参加科研项
目投标的个人, 那么将导致不当限缩本罪打击范围的结果。 因此, 通说认为, 应将第 223 条
中的招标人与投标人解释为 “ 主管、 负责、 参与招标、 投标事项的人” 。 这一解释结论更符


合 《 刑法》 的条文逻辑, 也更有利于实现法益保护, 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由此可知, 不是所有需要参考、 借鉴其他规范的刑法规范都属于行政犯, 否则在法律规

范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刑法分则当中的所有罪名几乎都是行政犯, 因为很少有相关罪名能够完
全脱离于法律规范体系, 完全不需要借鉴来自其他规范的内容和价值从而达到自给自足。 法
律中的诸多条文并不是单纯的并列关系, 而是以多种方式相互指涉, 只有透过它们的彼此交

 刑法中的大部分罪名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都必须借鉴、

织及相互合作才能产生一个规范。







参见张明楷: 《 刑法学》 ( 下) (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833 页。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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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其他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 在与其它规范的相互融合中才能形成一套具体的社会行为规
范。 几乎所有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都需要或多或少地参考其他法律规范中的概念的意义
和价值, 但这种意义和价值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来说, 仅属于犯罪认定的充分条件而不
是必要条件。 如果把这些罪名也纳入到行政犯的范畴内, 不仅会使行政犯概念过于泛滥从而
失去理论界分价值, 还会导致不当限缩这些罪名规制范围的结果。
因此, 本文主张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应以行为具备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这种行政违法性
一般是因行为违反抽象的行政规范, 也有部分是因行为违反了具体的行政行为, 但无论是何
种行政违法样态, 都要求该犯罪行为从静态上看必须具有行政违法以及刑事违法两种违法属
性, 更要求在动态的入罪评价逻辑上以行为具备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行政犯在本质上属于对
行政违法行为的再评价, 因为行政规范为行政犯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行为类型框定了
解释范围, 刑法需要根据规范违反的关联性以及法益保护的必要性在此范围内对违法行为进
行合理的评价。 相比于刑事犯而言, 行政犯具有刑法评价的间接性。 行政犯的成立要求行为
首先具备行政违法性, 一般以违反行政规范为前提, 这也就意味着对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
解释不可超出前置法的范畴。 比如在 《 刑法》 第 286 条之一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罪中,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理解就不能超出前置法的规定范围,

仅能够在 “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的范围内进行筛选, 而不能够突破,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


要求。

( 二) 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的判断

双重违法性结论的得出并非显而易见, 必须经过把前置性规范与刑法规范进行反复对比

的过程, 将可能成为前置性规范的具体内容与刑法的具体规定相结合, 从而判断 “ 非法” 或
者 “ 违反” 等类似表述是否具有补充构成要件的意义。 必须明确的是, 并不是在刑法分则条
文中只要出现 “ 非法” 或者 “ 违反” 字样的罪名都属于行政犯。 在部分罪名的罪状设置中,
“非法” 或 “ 违反” 等相关概念并无实际意义, 不具有构成要件的补充或限定机能, 对构成
要件的解释无需也无法参照前置性规范。 比如 《 刑法》 第 385 条第 1 款规定中的 “ 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 , 此处并不需要参考任何前置性规范, 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均属于本罪的犯罪行为类型。 在这些规定中, “ 非法” 并不
是要指明补充规范的范围, 而只是强调行为本身的非法性, “ 即使删除这些法条中的 ‘ 非


法’ , 也不影响法条的含义” 。

在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进行判断时, 必须将目光往返于前置性的行政规范与刑法规范之

间, 探索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是否受制于前置法的规定, 且这种束缚是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
保障。 不能仅靠阅读法条时的感觉, 否则就可能歪曲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 比如, 有观点认
为, 《 刑法》 第 288 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第 1 款中的 “ 违反国家规定” 仅具有表明
 在笔者看来, 这种观点对

未经许可的违法表征意义, 即使删去后依然不影响犯罪的认定。

于本罪中前置法内容的理解并不到位。 该款规定, “ 违反国家规定, 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










参见邹玉祥: 《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以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为中心展开》 ,
《 东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0 年第 5 期, 第 75-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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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 站) , 或者擅自占用频率, 干扰无线电通讯” , 情节严重的构成本罪。 本罪当中的 “ 违
反国家规定” , 不仅表明未经授权的违法性, 更具有限制犯罪成立条件的实质作用。

根据 《 中国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 以下简称 《 无线电管理条例》 ) 第 14 条以

及第 27 条之规定, 并非所有未经批准的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 ( 站) 、 无线电频率的行为都属

于犯罪行为, 国家规定为一些例外情况预留了制度空间。 此外, 根据 《 无线电管理条例》 第

72 条、 第 73 条和第 75 条的规定并结合 《 刑法》 第 288 条的具体表述可知, 即使取得行政许
可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比如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 辐射无线电波
的非无线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行为, 即使获得行政许可, 依然属于违反 《 无线
电管理条例》 的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的当然可按照犯罪处理。 《 刑法》 第 288 条中的 “ 擅
自” 必须结合 《 无线电管理条例》 这一 “ 国家规定” 的具体内容来理解, 它包含了两层含
义: 一是未经许可的擅自使用行为; 二是经过许可的擅自违法使用行为。 由此可知, 若要全
面理解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犯罪构成, 必须结合 《 无线电管理条例》 的内容加以
明确, “ 违反国家规定” 具有指明补充规范的构成要件意义。
( 三) 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之意义

行政犯的概念界定尽管不直接影响具体罪名的司法适用, 但对行政犯概念的运用或者对
行政犯本质的理解, 透露着解释者对行政犯的解释前见, 这种解释前见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解释结论的得出, 因此行政犯概念的研究并非仅有抽象的理论价值。 当前刑法理论对行
政犯概念的界定正是因为忽视了这种实践价值, 导致多数结论过于抽象, 在实践层面贡献甚
微, 所以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行政犯的概念逐渐被模糊化、 边缘化。 由于传统观点未能正确理
解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内涵, 未能注意到行政犯的成立需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导致部分刑
法条文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往往不遵守 “ 无先而后” 的逻辑规则, 在超出前置法规定甚至在
没有前置法的情况下冒然制定或适用相关罪名, 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本文提出的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的双重违法性标准, 能够更好地突出行政犯的评价逻
辑, 有助于对行政犯的理解和适用。 在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当中, 行政违法性是刑事违法性
的前提, 对其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顺序, 更应该研究的是行政违法性对刑
事违法性的影响作用及大小。 对行政犯的解释, 必须分析前置法中的义务要求, 透过一般预
防必要性和法益保护关联性的考察, 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过滤和筛选。 既不能冒然超出前置
法的范畴对违法行为加以认定, 也不能机械化解读前置法规范, 将行政违法行为无差别地进
行犯罪化处理。 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更加能突出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特性, 使对行政犯的
研究深入到双重违法性的内部, 探索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 掌
握行政违法性对犯罪认定的影响方式和界限, 从而服务于行政犯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以 “ 天津赵某持枪案” 为例, 该案在一时间饱受争议, 不少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刑法中

“枪支” 概念的解读上, 主张对刑法中的 “ 枪支” 不应严格按照部门规章进行认定, 而应以
 然而, 这种限缩解释路径并非最佳方案, 非法持有枪支

具有 “ 显著杀伤力” 为界定标准。

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 我们不能仅凭所谓法益来倒推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 而应首先根据前
置性行政规范的要求对其进行解读, 再对比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之间的规范目的差异, 在行




参见王钢: 《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认定》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4 期, 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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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行政违法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评价。 本文认为, 此类案件的根本问题在于裁判者并未能
分析出具体罪名背后的规范目的与行政规范的要求有何不同, 而不在于枪支认定的标准。 实
际上, 在笔者看来, 本案采用的枪支认定标准并无问题, 因为 《 刑法》 第 128 条非法持有枪
支罪要求犯罪的成立首先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 以下简称
《 枪支管理法》 ) 仅仅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标准, 还不能直接据以判断何为枪支。 我们不可
能在每一起非法持有枪支案件中都让法院个别化地判断被告人所持枪形物是否达到足以致人
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 这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 而且也会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更会
给全国的枪支管控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因此必须将目光放在其他的法律文件中, 以便寻找
出合适的枪支认定标准。 《 枪支管理法》 第 4 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主持全国的枪支管
理工作, 于是公安部规定的 《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 和 《 枪支致伤力
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 就成为了前置性法律规范群当中的补充性规范, 为 《 枪支管理法》

第 46 条提供注脚和依据。 尽管前述两文件的法律效力层级较低, 但其合法性以及解释力毋
庸置疑, 因此, 一旦满足前述标准, 就可以认定特定枪形物属于刑法上的枪支。

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上的评价已经结束了, 恰恰相反, 刑法禁止的不是 “ 枪” 这个物品

本身, 而是 “ 非法持枪” 的行为状态, 因此必须进一步分析刑法禁枪的理由何在, 其与行政
管理规范有何不同。 笔者认同车浩教授的观点, 即刑法规定的枪支的危险性不在于枪支本身
 行政法上出于

在抽象意义上具有引发伤亡的危险, 而在于持枪者所能支配的客观的危险。

严格管控枪支、 保障社会安全的目的, 严格按照统一标准查处违法枪支, 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刑法禁枪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保护枪支管理秩序不受破坏来避免持枪行为给公众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重大威胁。 因此必须综合考量行为人持枪的具体情况, 根据枪支动力的不同, 进
一步对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进行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估。 《 关于涉以
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 法释 〔2018〕 8 号) 正
是意识到了刑法评价与行政法评价之间的差异性, 所以并没有在枪支认定的标准上推倒重
建, 而是选择了在涉及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案件中, 根据枪支外
观、 致伤力大小、 用途、 行为人主观方面等要素对 “ 持枪” 这一事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
价, 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行政犯是指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的犯罪行为, 对此概念的理解应注
重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行政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 它具备所有犯罪行为的共有特征
———法益侵害性。 对行政犯的理解不能与法益保护原则相割裂, 必须要基于法益保护的必要
性来划定犯罪的打击范围。 第二, 行政犯的成立以行为具备行政违法性为前提, 因此, 在罪
状中一般会直接或间接将构成要件的部分要素委托给前置性规范进行补充, 具有刑法评价的
间接性特征。 这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保障, 而不是简单地对行政规范具有借鉴参考意义, 故对
行政犯的刑法解释只能在行政规范划定的区间内进行独立性评价。 这种行政犯概念相较于以
秩序维护和非悖德性等为内核的行政犯概念而言, 理论争议性更小, 内涵与外延更清晰, 更
有利于提示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者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实质化判断, 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
为当作犯罪行为处理。




参见车浩: 《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6 期,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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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区分行政犯与刑事犯 ( 或自然犯) 的学说, 都难以提供永久令人
满意的答案。 伴随着行政法规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以及法益概念的抽象化进程, 传统观念所
采用的法益侵害性标准和非悖德性标准已经无法发挥自身价值。 同样, 双重违法性标准也可
能会在刑法规范以及行政规范的修改变化中失去界分价值。 在刑法的补充修正中将前置法的
参照性内容完全纳入刑法规范中, 或者因行政规范的改变使得 “ 违反国家规定” 等内容彻
底失去实际意义也并非没有可能。 以 《 刑法》 第 339 条为例, 其第 1 款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
废物罪当中的 “ 违反国家规定” 在 2020 年修订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 以下简称 《 固体废物防治法》 ) 生效之前, 是具有构成要件的补充功能的, 可以说该
罪原本属于行政犯。 因为结合原 《 固体废物防治法》 第 24 条、 第 25 条以及第 78 条的规定
可知, 并不是所有将境外固体废物进境倾倒、 排放、 处置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对进口的
属于经过批准的、 可用作原料或可以无害化方式利用的固体废物进行倾倒、 排放、 处置等行

为并不违法。 然而, 在新修订的 《 固体废物防治法》 生效后, 国家将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 未来, 凡是在境内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的行为均属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处置, 且第 2 款
规定的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这就导致了第 339 条中的 “ 违反国家规
定” 与 “ 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 堆放、 处置” 成为了同位语, 失去了对其进一步解
释的必要性, 也使该罪丧失了成为行政犯的资格。

在笔者看来, 尽管立法背景的变化可能导致某些现阶段的行政犯失去作为行政犯的核心
特征, 但区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双重违法性标准本身并不会随着立法变化而被淘汰, 其内涵
和外延依然是清晰明确的。 退一步讲, 即使将前述历经立法变化的罪名纳入行政犯的范围,
用行政犯的相关理论去解释此类犯罪也不会出错。 因为基于行政犯的本质要求, 解释者必须
将目光往返于前置规范和刑法规范之间, 将构成要件内容置于行政规范和刑事规范组成的整
体法秩序中, 在前置性行政规范中寻找与法益侵害关联性相关的限制性条件, 从而避免行政
规范或行政秩序直接成为刑法保护对象。 “ 违反国家规定” “ 非法” 等表述, 为行政犯构成
要件的细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这些表述有自身的特定价值, 需要
解释者认真对待, 而不能轻易得出即使删掉也不影响法条含义的结论。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in China originates from the theories of

criminal law from Germany and Japan, it can be helpful to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ad-

ministrative crime in China only by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thinking from foreign viewpoints based on
fully respecting the differences of legislative background and explanatory purpos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such as mixed concepts and fuzzy standards,
which must be clarified. Administrative crime and legal crime belo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 the double illegality standard of adminis-

trative crim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necessary premise that the
223

法制与社会发展

act has administrative illegality, and this necessity is guaranteed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rimes can only be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within the range defined by administrative norm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oblig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pre - law and filter and screen the administrative illegal acts through the investiga-

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general preven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legal interest protec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cept of order maintenance and ethical transcendence, 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crime
is less controversial in theory,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are relatively clearer.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pting judg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make substantive judgment on administrative illegal acts and avoid treating general administrative illegal acts as crime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Crime; Double Illegality; Administrative Illegality; Statutory Of-

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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