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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力市场竞争缺失的法律对策1 
 

李 升 
拜洛依特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简介 

包括电力在内的德国能源市场2的开放是一个以公法手段为载体，以欧共

体立法为推动力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始终贯穿的理念是引入竞争，打破垄

断。而电价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电力市场改革成果的晴雨表。所以电价持居高

不下3可以归咎于至今尚未建立起有效运转的市场机制。对此，立法者采用并强

化了一系列手段。本文中将这些法律手段划分为两类，即针对企业行为的手

段，与针对市场结构的手段。重点探讨各个法律手段的针对性及其与其他措施

之间的竞合关系。以期理清德国能源市场竞争法律的框架结构。 

                                                

二、针对企业行为的法律措施 

针对企业行为的措施是电力市场自由化之初就采用的法律手段。其中对电

网的竞争性监管始终是重心。在电网企业之外，针对发电和售电企业的行为则

主要依据《反限制竞争法》中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九条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

止规定予以控制。《联邦电力资费条例》中授权联邦和各州经济部的电价审批

已经废止。 

电网被认为是电力市场的竞争瓶颈。基于其自然垄断的特性，不适合在电

网领域内引入竞争。然而，纵向一体化的电力企业往往可以通过索取过高的电

网使用费用或拒绝电网接入等行为对上游和下游的市场竞争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而将其在电网的垄断优势扩张至发电和售电领域。德国针对电网领域的监管

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 1998 年至 2005 年的协议电网接入模式。依据 1998 年《能源经济法》

第六条第一款，电网运营人有义务允许其它企业接入其电网设施，所要求支付的

对价须与相对于其在类似情况下给予企业内部或其它关联企业的对价同等优惠，

电网运营人可以证明，基于设备运转或其它原因，该接入意图不可能或负担过重

的除外。这一条款的意义在于为电网接入奠定了请求权基础。电网接入准许因此

成为了通常情形，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方可被拒绝。拒绝的举证实行责任倒置，

即电网运营人须书面证明其拒绝接入是有理由的。此外，这一条款与 1998 年的

《反限制竞争法》新加入的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四项的内容是一致的。该项规定，

以下情形构成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如果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作为某类商品

或者工商业服务的供应者或者需求者，拒绝其它企业以合理对价进入其拥有的网

络或其他基础设施，导致另一个企业由于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原因无法在前置或

者后置市场上作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竞争者从事经营活动；但是，占市场

支配地位的企业能够证明因为运营条件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网络或其它基础设施的

 
1 文章内容节选自作者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关于德国电力市场竞争法律部分。 
2这里所指能源仅指通过电网与天然气管道传输的电力与天然气，2005 年能源经济法第三条第十

四项。 
32008 年德国电价平均为 14.33 欧分每千瓦时，超出欧盟平均水平百分之二十二，是欧盟内电

价 高的四个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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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使用不可能或者不可期待的除外。以上两个条款从法律层面规定了能否接入

的问题，然而具体的接入细节等则仍是以私法形式在三个所谓的行会协议框架内

达成的，4所以协议接入模式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 

  2005 年新能源经济法颁布，相对于 1998 年能源经济法 核心的变化体现

在由协议接入向规定接入的转变。事实证明在实施协议接入后的几年内虽然拒

绝接入电网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电网接入对价却未明显下降。依据上

述的《反限制竞争法》第十九条四款第四项联邦卡特尔局虽然可以对电网接入

对价进行事后审查，然而对于垄断程度极高的电网企业而言，其审查力度显然

是不够的。2005 年德国作为欧盟 晚实施行规定电网接入模式的成员国设立了

联邦网络局。该机构依据 2005 年能源经济法第二十三 a 条对电网运营人的所要

求的电网接入对价进行事先审核。审核的标准在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

一句中予以了明确的规定，电网接入的费用与条件须合理，非歧视且透明，并

基于其实际运营成本。在具体审核过程中，联邦网络局会参照一个有效率的，

结构类似的能源企业的成本构成来评判申请人提供的成本是否过高，然后考虑

是否将其申请的电网接入费用缩减。也就是说，不是每项被电网运营人记入的

成本都可以算入电网接入费用当中，为此在 2005 年颁布的《电网接入对价条

例》当中规定了具体的价格构成计算方法。依据《能源经济法》第一百一十一

条第三款联邦卡特尔局对电网接入费用不再行使管辖权，换言之，对于审核通

过的电网接入费用不可能再从《反限制竞争法》角度提出异议。由此避免了两

个机构同时对电网领域拥有发言权可能导致的判断冲突和法律不确定性。 
        第三个阶段是 2009 年 1 月以来开始实施的激励监管模式。上述以成本为导

向的电网监管模式存在一个漏洞，即在这种模式下电网运营人没有兴趣去提高

效率。相反他们更有可能将不必要的成本核算入电网接入费用当中，损害电网

接入人的利益。虽然监管机关可以对每项成本逐一审核，然而这势必造成监管

机构的超负荷与高昂的行政费用。因此，早在 2005 年的《能源经济法》第二十

一 a 条中就规定了成本导向的监管只是一种过渡模式，将于 2009 年被激励监管

所代替。2007 年 10 月 29 日，德国颁布了《激励监管条例》将这种监管模式的

进行了具体化。激励监管的优势在于使电网运营人可以提高运营效率中获益。

在电网，这一传统被认为不可能产生竞争的领域内，创造一个虚拟的竞争氛

围。首先是将电网运营人的收益与成本脱钩：联邦网络局经过全德范围内电网

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然后得出平均效率值。在一个为期五年的监管期间内为

每一个电网运营人制定其收益上限，作为其效率指标。电网运营人的成本若超

出该指标，则面临亏损，相反若能低于该指标，节余可以作为企业利润留存。

联邦网络局会在下一个监管期间内将该效率指标逐年提高， 终使得所有的低

效成本从电网接入费用中剔除出去。通过这种方式使各电网运营人之间产生效

率竞争，从而降低电网接入费用，达到降低电价的效果。 

三、针对市场结构的法律措施 

  针对企业行为的法律措施可以精准地抑制企业的竞争扭曲行为，然而却很

难全面解决电力市场整体失灵的问题。正如垄断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滥用市场

地位本身并非根源，而只是德国电力市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所产生的症状。 

（一）德国电力市场的高度垄断化问题 

                                                 
4 参与协会包括德国电力统一组织(VDEW)，德国联邦工业协会(BDI)，德国工业能源动力联合会

等（V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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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8年德国电力市场开放之前，德国整个电力工业是处于一种区域垄断的

状况之下。从1957年至1990年的五次《反对限制竞争法》修订中，这种电力的区

域垄断一直是被整体豁免的。1935年的能源经济法的序言甚至宣称电力领域的竞

争是对国民经济有危害效应的。直到1998年这一观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

于欧盟电力统一大市场的压力，德国放弃了传统理念，开始从开放电网入手逐渐

开放其电力市场。竞争对于从前的垄断企业则意味着风险。为了应对将至的竞争

挑战，1998年展开了能源企业并购高峰。在很快时间内，德国出现了EnBW，

E.ON, RWE 和Vattenfall四家能源巨头。相对全德范围内近900家的能源企业，仅

这四家企业就拥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发电装机容量，全部的高压和特高压输电电

网，以及大量的对城市公用供电公司或区域供电企业的持股。整个德国的电力市

场也按照这四家企业的势力范围被人为的划分为了四个规则管理区域，四巨头在

各自的规则管理区域内负责监控电量的供需平衡，补偿供电采购与高压电网内的

电压控制。从而在使德国电力市场无论在纵向上还是横向上都打上了寡头垄断的

烙印。这种市场结构也正是德国市场至今无法真正展开竞争的根本原因。 

（二）企业合并控制 

  通过合并控制可以对市场结构进行预防性的控制，避免原本相对独立的电

力企业经过集中产生恶化电力市场竞争条件的效果。属于卡特尔法合并监控范

围内的合并意图须在合并实施前在主管机关登记并由其决定是否准予合并。如

果该项合并“在欧盟范围内具有影响”则这里的主管机关是欧共体委员会。委

员会依据的法律则是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企业合并监控条例》。其余的合

并情形则由联邦卡特尔局依据《反限制竞争法》监控，前提条件是该合并意图

须达到该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模标准，即参与合并的企业在上一个营业年

度内全世界范围的总销售额超过 5 亿欧元，并且至少有一个参与合并的企业在

德国国内的销售额超过 2500 万欧元。5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三十六条第一

款，可以预见合并将促成或者巩固市场支配地位的，联邦卡特尔局可以决定不

批准该合并申请。具体审查市场地位产生或加强的过程包括两个步骤： 
  首先，要从地域上和产品上确定相关市场。相关产品市场是指从消费者角

度出发，根据产品的性能，价格和使用目的，相互之间可交换和替代的所有的

商品和服务的总和。相关地域市场是指相关企业出售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地理

领域，该领域的竞争状况充分相似，而且和比邻区域有明显的区别。电力产品

属于同质产品，按照质量区分的情形仅仅可能出现在绿色电力与煤或核电之

间，所以联邦卡特尔局在区分相关产品市场时，是以消费者是否有其它的获取

电力可能性为标准的。按照这个标准，德国电力的产品市场被区分为了电力批

发市场，和终端消费者市场，后者又被再次细分为大客户与小客户电力市场。

在确定地域市场时，联邦卡特尔局将电力首次售出市场与大客户市场的区域定

为联邦境内，而对于小客户市场则仍是以电网区域为界。 
  在确定完毕相关市场后，就可以确定该企业合并是否会在这一相关市场内

出现了或强化了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反限制竞争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了构成市场垄断地位的各种情形。 
  事实上，合并控制对于德国电力市场结构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8年开始的并购高峰中，联邦卡特尔局没有在任何一次合并案中作出禁止合

                                                 
5 2009 年 3 月生效的《减轻中型企业负担法》第八条在此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另一个参与

合并的企业之销售总额须不低于五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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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决定。直到2002年由于电力产业高度集中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时，才第

一次在E.ON/Ruhrgas案中禁止两家合并。至今涉及电力市场的合并案被禁止的

属于极少数。6相对大多数被准许的合并而言，德国的合并控制在应对电力市场

垄断结构方面确实只能算一支钝剑。 

（三）企业拆分 

  对电力垄断企业进行拆分是一种事后的，强烈的，针对企业或市场结构的国

家措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就已经对电力工业进行了拆分，中国也

在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对原国家电力公司进行了拆分。在欧盟条例和德国能

源经济法中，按照不同的强度，分别规定了四种拆分模式，要求电网部分在财务

上，信息上，经营上和法律人格上与母公司进行分离。这些拆分规定实际上是开

放电网的补充规定。它旨在将电网从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分离出来，使电网发挥

其公用设施的作用，从而使竞争成为可能。然而，这四种模式的拆分只是一种虚

拟意义上的拆分，电网的所有权仍就处于纵向一体化企业的手中。 
  欧盟近年来一直将德国甚至欧洲电力市场开放的不尽如人意归咎于过于上

述四种拆分手段的力度不够。因而将第五种也是 强烈的拆分方式的，即所有

制拆分作为了下一个欧盟电力统一大市场立法的重要目标。按照这种拆分模

式，所有母公司下可计入电网有关的资产都必须出售给第三人。成立一个独立

的，新的电网企业。由其负责执行电网业务的操作与管理，监控与维护电网管

道与设施，并负责电网建设投资。其余的发电，售电业务可依旧由原电力企业

保留。在欧盟内部对此意见分歧很大，反对的理由包括：首先，按照《建立欧

共体条约》第二百九十五条，欧盟没有权限干涉成员国涉及所有权的制度。其

次，依据《基本法》中基本权利部分任何一项国家对私人的干涉都必须符合合

比例原则才具备合宪性。因此对基本权利中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财产自由和第十

六条的职业自由的干涉的必要性是一个争论的热点。 

四、结论  

  在德国电力市场开放十二年后的今天，高度的垄断程度成为了 大的竞争

障碍。特别表现在发电领域的横向集中与各个环节的高度纵向一体化两个方

面。从开放电网，放弃电价审批到对电力企业实施拆分和合并控制等法律手段

的运用，也反映出了德国对电力市场竞争控制的从针对单个企业行为向针对整

体市场结构的转化过程。尽管各种手段在强烈程度，干涉目的和 后的效果等

方面各有迥异，我们却可以此对德国以公法手段来干涉市场竞争的路线图窥一

斑而见全豹。首先以强烈的专业监管作为先锋，通过规定电网接入权在垄断行

业打开一个竞争的突破口。此时《反限制竞争法》与专业监管之间的适用冲

突，应优先适用专业监管法。其后，《反限制竞争法》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全面

保护由专业监管所创造的竞争。一是通过事前的合并控制，二是事后的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禁止。而拆分企业手段因其对私人财产权利构成的强烈干涉，不适

合规定在普遍适用的《反限制竞争法》当中。类似规定仅出现在了《能源经济

法》中。 
 

（责任编辑：沈百鑫, 特约审稿人：毛晓飞） 

 
6仅有两例：BKarA. Beschl. vom 20.11.2003, B8-4000-Fa-84/03 – E.ON/Stadtwerke Lübeck; BKarA, 
Beschl. vom 12.09.2003, B8-Fa-21/03 – EAM Energie AG/ Stadtwerke Eschwege 



德国环境法法典编纂（三） 

——环境法法典化进程再次受阻
1
 

 

沈百鑫 

莱比锡大学博士生 

 

对现行众多的环境部门法进行法典编纂的努力在德国再次受阻。于十年之后

（经过上世纪 后十年的立法尝试，在 1999 年“突然”发现联邦政府在水管理和

生态保护上只有框架立法权而 终无果），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杂斗争，试图制

定一部象德国刑法典一样的环境法法典的努力再次失败，让关注环境法的人士有些

悲壮之意，有人称之为德国环境法的漆黑时刻。 

法典化努力再次受挫 

2009 年 2 月 1 日，联邦环境部长 Sigmar Gabriel 公布了环境法法典立法失败

的消息。对于关注者来说，这并不很突然。因为有关这个法典化进程一直都伴随着

争论，去年夏天考虑到拜仁州的选举，为此暂停法典制定进程，但这 终也不能改

变失败的结果。因为拜仁州依然坚持拒绝接受法典第一书（IVG），即使在去年秋

季对此再次举行了协调也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同十年前一样，失败也还是因为有些

人不愿改变已经熟悉的现有体制。环境部长 Gabriel 指责基督教联合党团 CDU/CSU

没有履行选举时作出的制订统一环境法的承诺。除了义愤与无奈外，人们还应当在

坏结果没来临之前寻找替代方案。 

争端根源 

这次的法典立法走得已经比较远了，法典中第二书到第五书已经在联合执政中

达成协议。争端只是限于第一书，即综合的项目许可（IVG），这被拜仁州谴责为

“闭门造车而成的怪胎”，而被联邦环境部长却赞美成要简化环境法的核心部分及

对中小企业的巨大减负释压：一个项目，一个审批机构，一个程序，一个许可。人

们至少在出发点上曾经是一致的，都认为执行一个完整而综合的程序来代替现有的

众多平行的许可程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分歧的是哪些项目应当适用此种程序。

象拜仁州所称的“怪胎”倒还不需要担忧，因为在污染防治法中至今已经存在这种

可能性，对一定的项目适用简易程序。对于已经审批通过的项目反正不需要执行综

合项目许可。所以说很少是因为涉及到简易程序适用领域的恰当分配，更多更原则

是因为关系到规定赋予各州可以自己决定哪些程序应当被执行的附加保留条款。这

样一种保留条款其实就是涉及到哪些权益是各州在联邦制改革进程中应该得到的，

而这种保留条款与集中规划的统一思想却又是相互矛盾的。 

                                                 
1 本文根据教授 Wolfgang Köck 的文章和联邦环境部的网上材料翻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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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水管理法和联邦生态保护法规定都是还需要由各州进一步细化落实的框架

性规定。作为联邦制改革的结果，如果联邦没有这些方面的新法规，将允许各州从

2010 年开始偏离现有框架法。这涉及到的竞争性立法权和偏离性立法权限。德国

宪法第 74 条规定了竞争性立法权限，这是通过 2006 年的联邦制改革新创设的立法

权限形式，具体列举规定了 33 个方面，其中第 28 项到第 32 项规定了狩猎，生态

保护和景观维护，土地分配，土地规划及水管理，这些都涉及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内

容。如果联邦政府 迟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这些方面还没有行使制定联邦的完

整规定的立法权，各州就有自己制定完整法规的权利。特别是在现行水法和生态保

护法上，联邦法层面还只是相对粗条的框架法，如果联邦没有实行自己在这方面的

权利，那么将会导致各联邦州各行其道的局面。而对于在宪法第 72 条规定的偏离

立法权，应理解为基于竞争性立法权基础上的。在宪法第 72 条第三款规定了各州

可以在狩猎，生态保护和景观维护，土地分配，国土规划，水管理，设立和关闭高

校这个六个领域有偏离性立法权，但在狩猎后面用括号补充规定了不涉及狩猎证的

权利，在生态保护和景观维护上补充规定了不涉及到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生物多

样性法规和海洋生态保护，在水管理领域补充规定了不涉及物质和设施相关的法

规，所以说各州的偏离性立法权也是有限制性规定的。 

后果 

综合性项目许可的愿望显然已经落空了，申请人现在只能一如既往的有义务向

多个主管机构在几个并行程序中提交信息及证明。而几年前就开始依照欧盟的综合

防治环境污染条例对相应法律进行的整合任务适用联邦污染防治法应用在设施许可

程序中，而且也逐渐应用在水法规定中。环境法法典立法失败的影响可能对于生态

保护法和水法的接下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这二个方面的竞争性立法权限与

偏离性立法权限都在宪法规定时, 联邦都有着过于乐观的估计。基于 2006 年联邦

制改革中规定的过渡性规定表明，各州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不再受约束于在水

管理和生态保护和景观治理方面的联邦的框架性规定，而可制定相对偏离性法规。

为给予联邦创造时机，促使联邦政府在水体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和景观维护的具体事

务上实现新创设的竞争性立法权力，这个过渡期在当时已经由宪法明确规定了。 

在环境法法典立法挫败后，在水法和生态保护法方面，联邦法规都没有完整规

则的法律，都只是框架性法规。要担心的是一些州可能利用这个真空时期，偏离现

今的框架法上的共同基础。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形，那时联邦政府将来需要付出

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进程。  

计划 B 

必须现在就紧急行动起来，还可以在这个立法期内通过立法程序制定这二个部

门法，同时阻止其它相冲突的企图。这是很好的实现计划 B的机会，因为二个法案

的制定已经相当成熟，且这种解决方式在政治上的代价也是相对低廉的。因此也相

对容易达成一致，因为反正在水法和生态保护法的宪法规定上各州还有一种偏离权

限。如果人们放弃这种可以马上制定联邦水法和生态保护法的机会，这将真是一种

更大的不幸。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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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内阁于 3月 11 日对于联邦环境部长 Gabriel 建议的三个独立的部门环境

法修订草案和一个法规清理法做出决议。统一环境法法典由于联盟党的坚持反对，

环境部长只能通过单独的部门法律来补救制定法典失败的后果，及时做出尽可能的

补救。由联邦内阁通过的草案重点是水法，生态保护法和辐射防治法。这些新法同

一起通过的环境法规清理法都属于原环境法法典草案的内容。首先应当强调制定水

法和生态保护法新法规的紧迫性。不能制定联邦内统一的新水法和生态保护法，从

下一年开始，真将导致这些领域的法律分离。这既不利于环境保护也不利于经济。 

所以作为方案 B，在水法和生态保护法上，联邦层面及时实现完整法规的立法

权，将避免各州制定自己完整的水法和生态保护法， 大可能阻止各州各法规的不

统一及相冲突。这对于德国的环境保护很有利，因为环境保护日益强调环境及环境

保护措施的统一整体性。比如易北河流经几个联邦州，各州水法都不一样，对于流

域统一管理将是巨大的挑战。其次也很有利于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已经成为德国出

口的重大支柱之一，如果在其国内都不能形成统一市场，那更谈何对外的市场扩

展，而现状是一个州的水务经营企业想在另一个州从事水务业，往往需要注意水务

管理上的不同规定，这导致更高的管理费用并使得投资更为困难。所以从经济和环

境协会来看，他们大都支持水法和生态保护法的统一进程的。同时在水法上，联邦

也有紧迫的义务去执行欧盟水框架条例及其它规定。 

对于辐射防护法主要是落实欧盟电磁场的防治的建议并补充现有规定，法律草

案规定一些相应的禁止使用，因为人工光照会导致更大生皮肤疾病的风险。环境法

规清理法，正象联邦政府已经在这届议会期所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清理法一样，包括

许多环境法上的小的修订和具体细化。 

这四个法律草案现在顺利提交议会，以使它们能在这届议会期内完成。联邦环

境部长呼吁联盟党能够在法案审议中能更具建设性，不再在单独的法律草案审议中

设置障碍。根据联邦环境部网站上的民意调查，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支持制定联邦范

围内统一的生态保护法和水法。 

 

（责任编辑：王葆莳，特约审稿人：常纪文） 

 



论德国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之影响 
 

王葆莳 

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基本权利影响国际私法的效力基础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是一国法律核心价值的体现，可以直接约束各国家机关。

基本权利的功能首先是一种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1 同时也构成一种客

观的价值判断，具有“客观功能”。2 这意味着，国家在任何措施和决定时必须

将基本权利作为一个客观价值加以考虑。3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解释，

只要这种活动属于“国家主权的行使”，就必须考虑基本权利。简言之，每种基

本权利都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益的主观功能，二是

约束国家机关，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客观价值功能。 
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要求法院处理私人法律关系时也必须考虑基本权利。4 

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客观功能在德国被称为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否定了“直接第三人效力”，但是接受了“间接第三人效力”的理论。
5 根据该理论，基本权利的效力扩展于整个法律体系，构成对全部私法和公法有

约束力的价值判断。6 无论处理公法案件还是私法案件，法院都不能做出违反基

本权利的判决。可见，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能对国际私法产生影响，是由基

本权利本身的品质和功能决定的。 
基于此种认识，德国学者拜茨克（Beitzke）和索内伯格(Sonnenberger)指出：

“一切法律都不得和宪法抵触，国际私法也是如此”。7费雷德（Ferid）提出：

宪法对于冲突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定冲突法时，冲突规范中的连

结点必须符合宪法；二是在适用外国法时，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不能损害宪法中的

基本权利。8也就是说，国际私法不是没有价值取向的中性法律，而是要受到宪

法的制约。这一观点在司法中也获得支持，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1982 年到

1985 年的一系列判决中，对德国国际私法进行宪法审查，宣布德国国际私法第

17 条和第 15 条由于违反男女平等原则而无效。9宪法法院的这些判决直接导致

了德国 1986 年国际私法改革。10  

                                                       

二、 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私法立法 

 
1 张翔.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J]. 法学研究, 2005, (3): 21. 
2 张翔.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J]. 法学研究, 2005, (3): 21. 郑贤君.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

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 (2): 35. 
3 张翔.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J]. 法学家, 2005, (2): 65. 
4 FRITZSCHE, K. PETER, Menschenrechte, Eine Einführung mit Dokumenten (2004), S. 47. 
5 BVerfGE 25, 256 (Blinkfüer Entscheidung); BVerfGE 42, 143 (Deutschland Magazin Entscheidung).  
6 DAMM, KARL-DIETER, Die Einwirkung der Grundrechte des Grundgesetzes auf das nach deutschem 
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 anwendbare ausländische Sach- und Kollisionsrecht (1993), S. 31. 
7 Vgl. BEITZKE, GÜNTHER, Grundgesetz und Internationalprivatrecht (1961), S.2. 
8 FERID, MURAD,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Verfassungsrecht und Kollisionsnormen, in: FS für Hans Dölle, 
Band II (1963), S. 133. 
9  宣布德国国际私法第 17 条无效的判决：Entscheidung des BGH v. 8.12.1982; BVerfG 8.1.1985, BGBl. 1985 I 
573, BVerfGE 68, 384; 宣布德国国际私法第 15 条无效的判决：BVerfG 22.2.1983, BGBl. 1983 I 525, BVerfGE 
63, 181. 
10 PIRRUNG, JÖRG, Internationales Privat- und Verfahrensrecht: Text, Materialien, Hinweise (1987), S.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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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出现了编纂和修订国际私法的浪潮，以使本

国立法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国家将宪法基本权利的贯彻作

为国际私法改革的重点目标。例如德国国际私法改革的政府建议稿指出：“很多

人将国际私法和实体法对立起来，认为国际私法是单纯的连结规范，这种看法造

成国际私法在社会价值上的贫乏；冲突法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致力于实现社会

政策中的价值和理念”。11  

（一）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直接影响 

1．男女平等原则 

德国《基本法》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禁止性别歧视。

据此，如果冲突规范在婚姻或者亲子关系方面以丈夫或父亲的国籍为连结点，就

会违反基本权利。即使按照丈夫本国法，妻子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更为优越，也不

能排除这一冲突规范的违宪性。因为根据基本权的客观价值面向, 国际私法本身

就需要接受基本权的审查, 而不需考虑法律适用的结果 
此种男女平等原则在德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的贯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

漫长的演进过程。德国旧国际私法（1900 年《民法施行法》）第 7 条-22 条规定

了国际家庭法，其中均以夫之本国法作为夫妻共同属人法，或以父之本国法为亲

权准据法。从当时的法律背景来看，这种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根据当时

德国国籍法，妻子结婚后自动获得丈夫的国籍，子女出生后也自动获得父亲的国

籍，因此父之本国法或者夫之本国法，就是当事人的共同本国法。二战后，虽然

《基本法》在第 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并且在第 117 条第 1 款宣

布，所有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法律从 1953 年 3 月 31 日起自动失效。但是这一原

则并没有在国际私法中得到贯彻，关于婚姻财产（第 15 条）、离婚（第 17 条）

和婚生地位（第 18 条）的冲突规范仍然以男方的本国法为连结点。当时的学者

认为，国际家庭法中以丈夫本国法为连结点并不直接导致对女方不利的结果，因

此平等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私法领域。12直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西班牙人裁决之后，
13国际私法领域才逐步接受了平等原则，并且将这一原则作为国际私法改革的首

要目的。 
在德国 1986 年国际私法改革中，立法者重申了基本权利对一国立法、行政

和司法的制约作用，认为国际私法的冲突法特征不能使它独立于基本权利的效力

体系之外，而是也应当受基本权利的制约。在此理念之下，所有有利于男方的连

结点都被中性连结点代替。例如在第 14 条中，婚姻一般效力适用夫妻双方所属

国法律或在婚姻期间 后所属国法律，只要夫妻一方尚具有该国国籍（第 14 条

第 1款），否则就适用夫妻双方惯常居所所在国或婚姻期间 后所在国法律，只

要夫妻一方的惯常居所仍在该地（第 14 条第 2款），或与夫妻双方以其他方式共

同拥有 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 14 条第 3 款）。立法者在这里采用了德国国

际私法理事会（Deutschen Rat für IPR）建议的“阶梯连结点”，以达到男女平

等的目的。其它有关结婚（第 13 条）、婚姻财产关系（第 15 条）和离婚（第

17 条）的冲突规范也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体现基本权利对连接点选择方面的效

力。 

2．未成年子女的 佳利益（Kindeswohl） 

                                                        
11 BT-Drs. 10/504. S. 25. 
12 RabelsZ 18 (1953), 119, 130.  
13 BVerG 4.5.1971, BVerGE 3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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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了未成年子女的 佳利益，这一基本权利也

对国际私法的立法产生重要影响。在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改革中，维护和促进子

女的 佳利益是立法目的之一，14立法者通过两个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新

国际私法在一些条文中规定了选择性连结点，即对同一问题规定多个连结点，以

便从中选择对子女 有利的法律适用之。例如第19条第1款规定，“子女的出身，

适用该子女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就其与父母一方的关系而言，也可以适用该

父母方所属国法律。如果母亲已婚，则子女的出身还可以依照第14条第1款所规

定的子女出生时支配其婚姻一般效力的法律确定；如果该婚姻因为死亡而早已解

除，则以婚姻解除的时间为准。” 只要若干个法律中的一个满足需要，就可以

适用该法律。此种选择性连结点有利于达到特定的、总体上更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的结果。 
其次，1986年德国国际私法在父母子女关系的确定、撤销和效力方面，均选

择子女惯常居所地作为基本连结点。例如第19条第1款规定，子女的出身，适用该

子女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第20条第2句，子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根据其惯常居

所地国法律撤销其出身。通过这些规定，可以适用惯常居所地法律对未成年子女

的特别保护，从而维护和促进了未成年子女的 佳利益。 

（二）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间接影响 

宪法基本权利影响国际私法的另一个途径在于，宪法基本权利可以通过实体

法间接影响国际私法立法。这种间接影响的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基本权利对民

法立法具有约束力，二是国际私法和实体私法在内容上具有对称性。由于宪法基

本权利对所有立法都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民事立法也必须符合基本权利规范之

内容、精神及价值判断，15所以第一个条件自不待言。就第二个条件而言，国际

私法本身就是作为国内民法的适用法而诞生的，所以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

制度都对它的国际私法有直接的影响。16 因此，如果实体私法的规定由于基本

权利的影响发生变更，此种变化也会相应的发生在国际私法领域。两者的变化虽

然不是同步，但常常是并行的。17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5款规定了对非婚生子女不得歧视，根据这一

宪法基本权利，德国1997年9月25日颁布了《改革亲子关系法的立法》，在实体

法律上对婚生子和非婚生子平等对待，并且废除了准正制度。18 实体法上的这

些变化在两方面引起国际私法的变革：首先，德国旧国际私法对婚生子和非婚生

子规定了不同的冲突规范，而1997年改革后的国际私法废除了对婚生子和非婚生

子的区分，对所有子女适用同样的冲突规范。如新国际私法第21条规定，无论婚

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他们和父母之间的法律关系都适用该子女的惯常居所地

国法律。第二，由于实体法上废除了准正制度，德国新国际私法中也废止了关于

准正的冲突法规范。 

（三）其它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基本权利 

无独有偶，其它国家在修改国际私法时，也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作为立法目

标之一，在国际私法中贯彻平等原则，特别是性别平等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 

                                                        
14 BVerfGE 60, 79, 88; 61, 358, 372. 
15 谭九生. 论宪法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效力[J]. 政治与法律, 2007（5）: 94. 
16 李双元. 国际私法（冲突法篇）[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6. 
17 KROPHOLLER, JAN,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einschliesslich der Grundbegriffe des internationalen 
Zivilverfahrensrechts, 6. Auf. (2006), S. 34. 
18 BT-Drucks.13/4899, 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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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葡萄牙 

葡萄牙 1966 年《民法典》第 14 条到第 65 条规定了国际私法，其中的国际

家庭法大多以男方本国法为连结点。19 1976 年 4 月 25 日新通过的葡萄牙《宪法》

在第 36 条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和禁止歧视非婚生子女。为了和新宪法协调，葡

萄牙对 1966 年民法典做出修改，在国际私法部分用夫妻共同本国法代替男方本

国法作为连结点，同时废除了针对非婚生子女的冲突规范。 

2．希腊 

希腊1940年《民法典》第4条以下规定了国际私法，其中的国际家庭法（第

14条到第22条）完全根据丈夫或者父亲的本国法来确定准据法。1975年颁布的新

《宪法》在第4条第2款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希腊立法者通

过1250/1982号法令设立了民事婚姻制度，并对国际私法进行彻底修改（1329/1983
号法令）。20 新的国际私法用中性连结点代替丈夫或者父亲的国籍，从而贯彻

了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原则。 

3．西班牙 

西班牙的旧国际私法规定在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8条以下。该法虽然

经过1836/1974号法令（1974年）的修正，但是并没有贯彻男女平等原则。21例如

在修订后的西班牙《民法典》中，夫妻人身关系仍然主要按照丈夫的本国法调整。

1978年生效的西班牙新《宪法》在第14条中规定了平等原则，并且宣布“所有和

宪法精神抵触的普通法律即行失效”。随后西班牙通过11/1981和30/1981两个法

令制定了新的国际私法。新的国际私法在婚姻缔结、婚姻无效、分居和离婚事项

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在其它事项上仍然保留了男方的优越地位。直到1990
年，西班牙通过了《关于贯彻性别平等原则的改革法案》，才在国际私法中全面

贯彻了平等原则。22 

4．意大利 

意大利旧国际私法规定在1942年《民法典》第16条到第31条，该法多处体现

了男方的优越地位。意大利1947年通过的新《宪法》在第3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平

等原则，在第29条第2款特别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

德国不同的是，在新宪法颁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意大利没有改革其国际私法，

国际家庭法中仍然以男方属人法为准据法。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司法机关先于立法机关提出国际私法的合宪性问题。

意大利宪法法院在1987年的一系列判决中，宣布那些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冲突规

范为违宪。23 这些判决促使立法者改革国际私法，推动了意大利1995年《国际

私法制度改革法》的制定。新国际私法第26条以下的冲突规范均用中性连结点取

代男方本国法，从而在国际私法中贯彻了基本权利。 

5．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于1991年12月23日通过了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对1999年7月8
日生效的《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典》之内容有重要影响。例如，宪法第53条第2
                                                        
19 Vgl. KRENZER, in: FS BENDA, S. 174. 
20 KREUZER, in: FS BENDA, S. 176. 
21 KREUZER, in: FS Benda, S. 176. 
22 RAU, IPRax 1981, 189.  
23 Corte cost. 5.3.1987 Nr. 71 Riv.dir.int.priv.proc. 23 (1987) 297. KREUZER, in: FS Benda, 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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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婚姻、家庭以及其它的非婚共同生活方式，皆由法律规定之”。这意味

着，非婚同居关系也受宪法保护。出于宪法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功能，国际私法

中必须对非婚同居做出规定。据此，新的《国际私法典》第41条规定，非婚同居

者的财产关系由其共同本国法支配，若不存在本国法，则适用共同居所地法。又

如，斯洛文尼亚《宪法》第54条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扶养、教育和管教权受国家

保障。据此，在法律适用中必须对这些权利加以特殊保护，只有当这些权利和维

护子女福利相冲突时，才能排除或限制此种权利。24 

三、 宪法基本权利和外国法的适用  

（一） 基本权利“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宪法基本权利对司法权力的约束要求法院的判决不能违反宪法基本权利，如

果适用内国法的结果违反宪法基本权利，需要通过违宪审查程序纠正，如果适用

外国法的结果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则需用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

适用。在适用外国法的时候，宪法基本权利常常作为“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

用以对外国法进行审查。 

很多国家在国际私法立法和实践中都承认基本权利的这种效力。例如在德国，

宪法法院通过西班牙人裁定中将宪法基本权利确立为公共秩序保留的审查标准，
25在该案中，一位住所在德国的西班牙男子想和一名德国女子结婚，女方曾经在

德国某法院通过判决离婚。根据德国冲突法，缔结婚姻能力分别适用双方的本国

法律，而当时的西班牙法律不承认离婚，并禁止其国民和曾经离婚之人结婚，因

此男方无法缔结有效婚姻。德国联邦法院认为：适用西班牙法律不违反德国宪法，

其理由是：（1）国际私法虽然应当服从宪法，但涉外法律关系已超出宪法的适用

范围，不能用宪法来审查应适用的外国法。（2）宪法作为公法只能属地适用，如

果要作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必须以冲突法指定适用内国法为前提。（3）国际私

法在适用顺序上优先于宪法，决定着宪法的作用范围，若国际私法指向西班牙法，

自然就排除了德国宪法的影响力。当事人不服，向德国宪法法院起诉。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推翻了联邦 高法院的判决，并且指出：德国国际私法本身，以及根据

国际私法适用外国法的结果都必须符合宪法，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在德国结婚，就

会违反德国基本法第 6 条第 1 款关于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因此适用西班牙法律

违反德国的公共秩序，应当排除。26在这里，宪法法院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

除了西班牙法的适用，从而肯定了当事人的结婚能力，维护了基本权利的贯彻。 
德国在 1986 年的国际私法改革中采纳了宪法法院的观点，新国际私法在第

6条第 2款明确规定：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与基本权利相违背时，不得适用该

法律。据此，宪法基本权利被“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成为德国法院用来确

定公共秩序的标准，可以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理由。 

（二）基本权利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的适用方法 

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法院审查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法规范本身，而是

外国法规范适用后的结果。当法院以“基本权利”为审查标准的时候，也遵循这

一原则。27这意味着，即使外国法规范本身违反德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不一

定会引起对基本权利的损害。例如当事人的本国法是伊斯兰法，按照伊斯兰法律，

                                                        
24 GEˇC-KOROŠEC, RabelsZ 66 (2002), 710, 726. 
25 BVerfG 4.5.1971, BVerGE 31, 58; IPRspr 1971 Nr. 39. 
26 BVerfG. 4.5.1971, BVerfGE 31, 58. 
27 MünchKomm/SONNENBERGER, 4. Aufl. (2006), Art. 6 EGBGB, Rn.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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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之后亲权由父亲单独行使，而无须考虑子女之 佳利益。此种法律规定本身

并不违反德国基本权利（子女 佳利益），只有在具体案件中，如果这一规定导

致子女的个人发展受到限制，才会违反公共秩序。28对于伊斯兰法中的Talaq（休

妻制度）也是如此，虽然该制度本身严重违反德国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原则，但是

如果妻子同意离婚，或者该婚姻根据德国法律也可以解除，那么就不存在对德国

基本权利的损害。29 
德国法院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内国联系

（Inlandsbezug）”。只有当案件和德国有确切联系（例如当事人具有德国国籍或

者在德国有住所），法院才会根据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30
 反之，如果案

件没有内国联系，或者内国联系极为微弱，那么即使适用外国法的结果违反了德

国的公共秩序，也不会被排除适用。由于“基本权利”比一般的法律原则或者公

共秩序更为重要，当德国法院将基本权利作为审查标准的时候，此种“内国联系”

的判断也有所不同。很多学者主张，如果涉及到基本权利，只要德国法院具有管

辖权，就可以认为存在内国联系。31其理由在于：（1）基本权利的保护并不限

于德国公民或者在德国居住的人，而是每一个处在德国主权之下的人。此种隶属

关系并不以在内国有住所或者具有内国国籍为前提。32只要德国法院具有国际管

辖权，就说明当事人已经隶属于德国的主权之下，具备了“内国联系”，此时德

国法院即受到基本权利的制约，不能做出有违基本权利的判决。（2）基本权利

既然是一种客观价值判断，它的效力就是绝对的，不应该由法院自由裁量，法院

不能以欠缺“内国联系”为由限制基本权利的贯彻。33  

（三）基本权利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的具体运用 

如前所述，基本权利对国际私法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国际家庭法领域，包括结

婚、婚姻关系、离婚、亲子关系和收养等方面。在这些领域中，平等原则、未成

年子女 佳利益和婚姻自由这几项基本权利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影响 为显

著。 

1．平等原则。如外国家庭法的适用结果不符合男女平等原则，法院可以根

据基本权利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例如在一个德国法院的判决中，案件的准据法规

定父亲对子女姓名有单独决定权，德国法院认为适用这一规定的结果违反男女平

等原则，不予适用。
34
 平等原则还要求在国际私法中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平

等对待，如果继承准据法的适用结果剥夺非婚生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就违反了基

本权利，可以排除其适用。35 其他诸如继承人由于性别或者宗教信仰而在遗产

分配上受到歧视，36或者在结婚条件上对男女有不同规定，37也属于违反平等原

则之情形。 
2．未成年子女 佳利益。如果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不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

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效力排除其适用。这一基本原则常常出现在涉及伊斯兰法律的

                                                        
28 KROPHOLLER, JAN,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einschliesslich der Grundbegriffe des internationalen 
Zivilverfahrensrechts, 6. Auf. (2006), S. 250.  
29 OLG Frankfurt IPRax 1985, 231. 
30 ERMAN/HOHLOCH 11. Aufl. (2004), EGBGB Einleitung Art. 3-46, Rn. 19. 
31 LOOSCHELDERS RabelsZ 65 (2001), 476. 
32 LOOSCHELDERS, RabelsZ 65 (2001), S. 477.  
33 RAAPE/STURM IPR 5. Aufl, S. 217. 
34 LOOSCHELDERS, Art 6 EGBGB, Rn. 36. 
35 LG Stuttgart FamRZ 1998, 1627. 
36 LG Hamburg IPRspr. 1991 Nr. 142. 
37 OLG Köln 16.5.2001, OLG Frankfurt 18.1.2001, UF 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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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例如伊斯兰法中常常将亲权赋予男方，如果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一规定

不符合子女 佳利益，就会以违反德国基本权利为由排除该法的适用。38又如，

根据摩洛哥法律，如果母亲离婚后获得亲权，但改变住所后没有通知前夫，就会

丧失亲权。若这种规定的适用结果违反子女 佳利益和子女意愿，就会构成违反

基本权利。39 此外，在国际收养法中，如准据法国规定收养者必须无子女，该

规定在个案中也有可能因为不符合子女 佳利益而被排除。40 
3．婚姻家庭的特别保护。根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款，家庭和婚姻受

到国家的特别保护。这意味着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家庭和婚姻受到其他力量的

侵害。41 在国际私法中，如果准据法规定的婚姻障碍和基本法第6条规定的结婚

自由原则不符，就会导致违反公共秩序。例如以色列法律禁止不同信仰者的结婚，

伊朗法中结婚必须经过父亲同意，这些法律都有可能因为违反基本原则而被排除

适用。42 

四、 结论 

宪法基本权利基于本身的性质和属性，对于内国的立法者、司法者和行政者

都具有约束力。国际私法不能超越宪法基本权利，它的立法和实践也受基本权利

的制约。这既是宪法基本权利性质使然，也符合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

宪法基本权利效力主要发生在国际家庭法，在其他国际私法领域也有一定影响。

立法者在国际私法立法中需要考虑宪法基本权利，在国际私法中贯彻基本权利。

在适用外国法的过程中，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公共秩

序的具体审查标准，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责任编辑：周培之、陈一峰） 

 
38 BGHZ 120, 29; BGH FamRZ 1993, 1053; OLG Frankfurt FamRZ 1991, 730; OLG Zweibrücken IPRspr 1997 
Nr 84. BGH NJW-RR 1993, 962, 963. 
39 OLG Hamm 13.7.2000. 
40 OLG Zweibrücken NJW-RR 2001, 1372; AG Heidenheim IPRspr. 1996 Nr. 111. 
41 BVerfGE 6, 55, 76. 
42 BGH v. 12.5.1971, BGHZ 56, 180.OLG Hamm v. 26.12.1973, OLGZ 74, 103. 



德国保护非吸烟者的立法综述 
 

杨 娟 

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吸烟有害健康，这针对的不仅是吸烟者本人，而且还涉及到所有吸二手烟的人。

一支香烟点燃的时候，会产生包含 400 多种化学成分的烟雾，其中有许多都是世界

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或者可能致癌的物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吸二手烟导

致患癌症的机率比吸烟者本人高 20%，患心脏疾病的机率要高 35%。按照这个比例，

德国每年有 3300 人到 4000 人死于吸二手烟，其中大部分死于心肌梗塞。因此，在

公共场所对非吸烟者加以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非吸烟人群享有保障身体健康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吸烟者也享

有特定的行为自由。面对这样的权利冲突，法律应当何去何从？本文将从立法机

关的义务和现行法律规定两个方面，来介绍德国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立法义务 

（一）国内法上的义务：从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说起 

早在 1993 年，就有个人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原告认为，对非吸

烟者而言，吸二手烟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干扰，更是一种健康危机。根据德国《基

本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1 句和第 2 条第 1 款，非吸烟者享有健康权和人格发展权。

这两项基本权利都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公共场所局部性地禁止吸

烟，从而维护非吸烟者的利益。而现行法律规定远远不够完善，国家显然没有充

分履行它的义务。  
联邦宪法法院在 1998 年对此案做出了判决（BVerfG, 1 BvR 2234/97 vom 

9.2.1998）。判决首先明确，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国家机关不仅不得干预公民

的基本权利（消极不作为的义务），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受第三人的侵害（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立法机关有义务制定相关法律措

施，保障非吸烟者的健康不受他人吸烟的危害。 
但是原告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法院的认同。虽然国家机关负有保护公民健

康权和人格发展权的义务，但是立法机关在制定具体法律措施时拥有广泛的自由

裁量权，也正是这种裁量权保证了他们在立法时可以合理的权衡相互冲突的利

益。因此，只有在国家机关完全不作为，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们采取的措施明显不

够充分时，才能认定他们违反了《基本法》的义务。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首先，并不存在立法机关不作为的情况。恰恰相反，立法机关在权衡了吸烟

者的行为自由和其它法益之间的冲突之后，已经做出了许多规定，在特定领域完

全禁止或者部分限制吸烟。例如《客运机动车企业经营条例》（Verordnung über den 
Betrieb von Kraftfahrunternehmen im Personenverkehr）第 8 条第 5 款规定，只有

得到乘客的许可，才能在出租车内吸烟，第 14 条第 2 款第 8 项规定，任何乘客

不得在公共汽车的无烟区和有禁烟标识的出租车内吸烟。《火车管理条例》

（Eisenbahn –Verordnung）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其次，并没有证据表明，现有法律对非吸烟者的保护明显不足。姑且不论原

告提交的关于吸二手烟有害健康的医学研究是否可靠，就算是有科学依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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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在制定具体的规则时，也还是要考虑立法宗旨，要评判权利的优先性，要选

择合理的方式方法，并且对此享有广泛的裁量权。事实上，只要看一看现行法律

规定就可以发现，立法机关并没有偏离保护非吸烟者的宗旨。特别是在一些生活

领域，例如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吸二手烟的消极影响虽然不可能完全排

除，但法律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非吸烟者的健康。 

（二）国际法上的义务：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Tobacco Control Frame 
Convention） 

    2003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并于2005年2月28日正式生效。保护非吸烟者的健康不受他人吸烟的

危害是该公约的宗旨之一。根据条约第8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的立法机关应当在

它的权力范围内，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以防止非吸烟者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

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其他公共场所接触烟草烟雾。 
2003 年 10 月 24 日德国签署了这一公约，并于 2004 年 12 月 16 日批准通过。

据此，联邦和各州有权，同时也有义务，密切合作，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保护非

吸烟者的健康在公共场所不受他人吸烟的干扰和危害。 

二、立法现状 

虽然联邦宪法法院否定了立法机关没有充分履行义务的观点，但德国对非吸

烟人群的保护并未因此停滞不前。相反，纵观德国近年来的立法实践，已经做出

了许多改进。《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协定》的签订，也进一步推动了立法的发

展。就联邦层面而言，2007 年 7 月 20 日颁布的《防止被动吸烟危害法》（Gesetz 
zum Schutz vor den Gefahren des Passivrauchens），确定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

基本原则。同时，它还修改了已有的、分散在各个部门法中的限制吸烟的规定。

由于这些分散的规定为数众多，下文仅以新修订的《工作场所条例》为例，做进

一步说明。在立法之外，联邦公共卫生安全部还和旅馆餐饮业联合会签署了《非

吸烟者保护协议》，针对这些行业特殊的经营需要做出了特别规定。至于州层面

的立法更是数量众多。它们大都进一步细化了联邦《防止被动吸烟危害法》的规

定，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少突破，因此这里不再做详细介绍。 

（一）《防止被动吸烟危害法》中的禁烟令 

《防止被动吸烟危害法》的第 1 条规定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基本原则。

这些公共场包括：1）联邦和所有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所拥有的建筑设施，例如

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办公场所，教育机构、基金会等；2）公共交通设施；3）
候车（机）室。这些场所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做出禁止吸烟的提示，例如在

明显的地方悬挂可读的告示牌。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设定有明显标识的吸烟区。

相反，由于供私人居住的场所不属于公共场所，所以不受禁烟令的限制。 
对违法吸烟者，相关机关可以根据《秩序违反法》（Gesetzes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第 2 部分的规定处以相应的罚款。至于罚款的数额，这里

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与此不同的是，各州在自己的立法中，都明确规定了罚款

的数额。例如柏林市在 2007年 11月颁布了《防止公共场所被动吸烟危害健康法》，

其中第 7 条规定，对违法吸烟者可处以 100 欧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柏林州法还规

定，罚款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才正式实施。这就为市民和经营者适应法律提供

了一个过渡期。 

（二）《工作场所条例》（Arbeitsstättenverordnungen vom 12. Augus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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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Bl. I S. 2179） 

为了保护非吸烟劳动者的健康，德国于 2002 年 10 月在《工作场所条例》中

专门增加了相关规定。在现行的条例中仍然保留着这一规定。根据该条例第 5 条，

雇主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不吸烟的雇员在工作场所免受他人吸烟的危害。

但对面向公众的服务行业而言，例如旅馆、饭店，由于它们的营业性质和工作方

式比较特殊，因此雇主只需在不影响经营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即可。

根据这一规定，许多公司和公共机构都开辟了无烟区。 
值得一提的是，对非吸烟劳动者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吸烟劳动者的歧视。因

此在实施这一法律规定时，应当采取恰当的技术措施或者组织措施，不允许对吸

烟劳动者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公开侮辱或者控制吸烟的行为。 

（三）旅馆餐饮业联合会和联邦公共卫生安全部签署的《非吸烟者保护协

议》（Nichtraucherschutz in Hotellerie und Gastronomie, Vereinbarung zwischen 
dem Deutschen Hotel- und Gaststättenverband e.V. (DEHOGA Bundesverband) 
und de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und Soziale Sicherung (BMGS), 
vom 01. März 2005.） 

如果在旅馆和餐饮业强制实施禁烟，将会对这一行业的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经营者们坚决抵制法定形式的强制禁烟令。在这一背景下，联邦公共卫生

安全部和联邦旅馆餐饮业联合会签订了《非吸烟者保护协议》。 
这一协议的最大特征在于自治性。协议避免了强制性的禁烟令，但是要求旅

馆餐饮业联合会呼吁所有经营者积极采取防止吸烟危害的措施。同时，联邦公共

卫生安全部承诺在协议有效期内，放弃对旅馆和餐饮业制定禁止吸烟的法律。 
根据协议规定，旅馆餐饮业联合会应当采取的措施有：在宣传册和出版物中

提供相关资料和说明；组织博览会和成员大会等活动，提供咨询意见和信息；安

排先进单位交流实践经验；制定和推广保护非吸烟者的具体措施；建立统一的标

识体系，给提供无烟服务的经营者发放标识，以便他们张贴在经营场所的入口处；

提供技术指导和解决方案，例如通风换气技术。根据协议规定，截至 2008 年 3
月 1 日，90%以上的餐饮经营者都要提供面积至少达到经营场地 50%的无烟区。 

三、评论 

在德国，立法机关根据《基本法》中对基本权利的规定，承担保护非吸烟者

健康权的义务。但是在制定具体法律措施时，它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三权

分立的体制下，宪法法院的审查权是有限的，它不能命令立法机关做出特定的行

为，更不能越俎代庖，在判决中制定具体规则。随着德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立法机关保证非吸烟者在室内公共场所避免接触烟草烟雾的

义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可以说，该公约直接影响了联邦以及各州在 2007
年的立法。 

恰当的立法可以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如何在利益权衡中把握量度的尺度，

是立法机关必须面对的问题。纵观德国近年来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下面两个特

征。首先，在强调非吸烟者健康权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保护措施的适用范围——
大多数禁烟规定只针对室内公共场所，在私人领域和室外场所，吸烟者的自由并

没有受到限制。其次，讲究立法技巧。例如，针对餐饮业的特殊性，联邦公共卫

生安全部采取了和行业协会签订协议的形式，赋予经营者自治的空间，逐步实现

对非吸烟者的保护，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又如，柏林市保护非吸烟者的法律中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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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过渡期的规定，为公众了解和适应法律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中

国也在 2003 年 11 月 10 日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 2005
年 10 月 11 日批准通过。笔者希望德国的这些立法经验和技巧，能够对我国以后

的立法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和启迪。 
（责任编辑：周培之、王葆莳） 



浅谈德国银行信贷中的背信罪   
 

刘家汝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一、最新案例介绍 

  2009 年 2 月 5 日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德国柏林-汉诺威抵押银行股

份公司五名前董事的起诉，维持之前德国柏林地方法院对其作出的违反刑法第 266 条

背信罪的有罪判决。 
  一审判决中，德国柏林地方法院认定德国柏林-汉诺威抵押银行股份公司五名前董

事，于 1996 秋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作出的对 Aubis 集团发放 19.5 百万马克贷款的决

定，违反了他们对公司财产的照管义务，并造成了公司的财产损失，构成了德国刑法

第 266 条背信罪。并对该五名董事分别处以一年到一年零个月不等的自由刑，缓期执

行的决定。 
  近年来，德国司法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德国知名企业的董事，

监事纷纷卷入了涉嫌实施损害公司财产利益的背信罪案件中。比如在该案中，涉及的

企业是在德国金融界有广泛影响力的 Hypothekenbank AG，涉及的五名被告之一，

Klaus-Rüdiger Landowsky，就曾担任德国柏林基督教联盟（CDU）的党团主席一职。

再比如，在号称“德国历上最有争议的经济案件“的 Mannesmann 背信一案中，牵涉的企

业是德国传统的工业巨头 Mannesmann AG。而该案件中的被告之一，如 Josef 
Ackermann，现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可以说，因为近年这一系列的经济名人案

件，德国社会各界对背信罪给予了空前的关注。 
  而在德国刑法的理论界，对传统财产犯罪之一的背信罪的关注和讨论从来没有间

断过。赞成的人，认为背信罪是有效的防治公司高管利用职权或者其他的方式损害公

司财产的手段。而反对方者却认为，刑法第 266 条背信罪有或者接近违反德国宪法中

规定的法律条文确定性原则的嫌疑。德国的刑法学家 Schünemann 曾这样的描述德国刑

法第 266 条：“毫不夸张的说，刑法第 266 条是德国刑法分则中最深晦和最不含混不

清的一章。” 
  本文无意对德国刑法理论界就背信罪的争议展开讨论。早在 97 刑法颁布前，张明

楷教授就提出了在刑法分则中增加背信罪的建议。近年来，由于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的

公司高管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损害公司财产的现象，理论界中关于在刑法分

则中增设背信罪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试图通过对德国背信罪在银行信贷业的司法实

践，说明该刑法条款具有的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以供我国以后的相关立法参考借鉴。 

  二、背信罪的概况 

  德国刑法第 266 条规定：根据法律，官方委托和法律行为，有权处分他人财产或

者对他人负有义务而滥用其权利；或基于法律，官方委托，法律行为及信托关系有义

务管理他人财产权益，破坏其义务，致他人的财产利益遭受损害，处 5 年以下自由刑

或罚金。 
  背信罪保护的是他人的财产。一般的情况下，财产的所有权人亲自的实行对财产

所有权的四项权利，即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财产

所有权人也可以将其财产交给他人照管。比如现代的股份公司中，作为公司财产的所

有权人公司本身是一个法人，除了公司股东大会负责的涉及股东重大利益的事项外，

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依法实行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权。在所有权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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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离的情况下，专业的经营层因具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更有利于促使公司在激烈

的竞争中获得最大利润。但是，同时，由于他们对公司的财产具有的较宽泛的自主决

定权，也很容易侵害公司的财产。背信罪，区别于德国刑法中另一种财产犯罪，诈骗

罪的地方就在于，背信罪是从内部防止对他人财产的犯罪。而诈骗罪，则是一种外部

人实行的损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因为背信罪的该特点，其被视为德国经济刑法中惩治

公 司 高 管 违 反 义 务 损 害 公 司 财 产 行 为 的 重 要 条 款 之 一 。 
  虽然背信罪在经济犯罪中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作为传统的财产犯罪，并没有纳入

德国经济刑法典内。而是规定在德国刑法典分则财产犯罪一章中。现行的背信罪的雏

形是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刑法典中的背信罪。而实质内容却来自于 1933 年德国刑法修

改后的背信罪。1933 年的刑法修改中，立法者将滥用职权和违背信任两种行为都纳入

到了背信罪中。按现今学界主流的观点，滥用职权是违背信任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因

此，违反背信罪的行为，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在滥用职权的情况下），无效法律行

为和事实行为（在违背信任的情况下）。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构成背信罪的主体。可能的主体只能是对他人负有

财产照管义务的人。作为财产照管义务人，行为人对他人的财产具有一定的独立决定

权。而至于那些人才具有这样的财产照管义务和财产照管义务的具体内容，刑法中并

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需要参见刑法外的规定。 
  本条款保护的法益是他人的财产。因此，仅仅有违背财产照管义务并不能构成该

罪。还需要有他人财产损失的出现。过失不构成本罪。主观上行为人为故意。 
  比较日本刑法上的背信罪，德国背信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图谋性的犯

罪。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比如为自己或者第三人谋利，并不是构成该罪的必备要件。

换句话说，只要行为人故意违反了他的财产照料义务，因为该行为造成了他人财产的

损失，就构成背信罪。 

  三、银行背信中的主要问题-认定违反财产照管义务 

  德国刑法理论界对不同的背信案作出了归类，并加以研究。典型的背信案件有：

公务员背信案件，预算背信案件和公司法上的背信案件。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常

见。银行信贷中的背信属于公司法上的背信案件。 
  刑法理论和司法界一致的认可股份公司董事和监事作为公司财产照管义务人的身

分。股份法第 76 条第一款明确的规定了：董事会独自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他们对

外代表公司。股份法第 111 条第一款规定了：监事会监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董事会

和监事会在他们法定权限内具有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为应当以公司的利益为准。 
  在本案中，涉及大额的贷款决定，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德国银行中的贷款决

定一般按其贷款的数额，有三种可能：首先，小额贷款由主管的业务员自行决定。中

额贷款需要经由信贷委员会审查决定。大额贷款需在信贷委员会审查后交董事会批

准。在本案中，其贷款额超过了 500000 马克，因此，贷款决定的审批权掌握在董事会

的手中。 
  银行贷款决定是一种风险业务。因为，存在贷款申请人不能偿还其贷款或者支付

银行的利息的可能。所以，贷款批准人，在本案中即董事会，就要在作出决定时认真

而谨慎的审查贷款人申请人的清偿能力，将可能的风险减到最低。 
  构成背信罪，除了认定行为人违反其财产照料义务外，还需要认定财产损失和其

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故意要素。但是本案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

对公司的董事违反刑法第 266 条种规定的财产照管义务的认定。在 2000 年和 2001 年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认定信贷业务中公司董事违反刑法第 266 条的财产照管义务问

题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具体的区别反映在银行信贷法第 18 条对认定背信罪中违反

义务的意义上。银行信贷法第 18 条规定了信贷决定人的了解信息和检查信贷申请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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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情况的义务。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交其经济状况的详细资料。在 2000 年的判决中，最

高法院的法官认为，该审查程序上的义务，只是作为认定刑法第 266 条违反财产照料

义务时参考要素。而在 2001 年的判决中，却被视为重要的依据。如果公司董事，严重

的违反了信贷法中规定的审查形式要求，因此造成了公司的财产损失。那么，就构成

了刑法第 266 条规定的背信罪。 
  对于以上两个不同的法院判决，理论界颇多微词。 
  总结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首先，刑法第 266 条保护的法益只是

他人的财产。这里，就是银行股份公司的财产。刑法第 266 条并不直接保护，公司股

东或者其他人的财产利益。而银行信贷法所保护则是社会公众的财产利益。因此，这

个角度上来讲，两个法律条文保护的法益并不一致。那么，如何的能将为信贷法 18 条

的违反，作为违反刑法第 266 条规定得财产照管义务的依据呢？其次，最高法院的判

决中要求的“严重违反信贷法第 18 条”使本来就很不确定的背信罪规定，更加的难以

确定。依照什么标准，有谁有权确定达了刑法意义上的“严重”的程度？ 
  就如何的确定背信罪中违反财产照管义务的问题，德国的刑法学家提出了不同的

方案。其中个人认为正确，并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德国刑法教授 Hillenkamp 在
80 年代初提出的，在认定背信罪中违反财产照管义务时，首先要考虑，是否存在阻碍

犯罪构成要件的被害人同意。背信罪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损害其所照管的他人的财产。

财产所有权人，有权支配和处分其财产。不仅包括了有利的，而且还包括了对其财产

不利的行为。因此，如果财产照料人按照所有权人的意思，做出了不利于财产的行

为，这并不构成刑法上的第 266 条。因为，这时存在所谓的阻碍犯罪构成的同意。联

系银行信贷案例。按照此理论，首先要考察的是，财产所有权人，这里就是银行，是

否明确的规定了信贷审批人遵守信贷法中的程序义务。其可能规定在合同或者公司章

程中。如果，银行有不同于信贷法中的审批要求，那么，应当以银行的意思为准。 
  其次，如果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照管义务的内容没有明确作出意思表示，这种情

况下，行业惯例和商人的谨慎义务对认定是否违反财产照管义务有重大意义。在某些

时候，这种商人的谨慎义务在法律中有直接的规定。比如，旨在保护公司的财产利益

的德国股份法第 93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就对股份公司董事在履行职责时的谨慎义务作出

了如下的规定，即：公司的董事在履行其管理职责时，对公司负有一个正常的，有良

知的经理那样的管理义务。因此，在本案中，需要判断银行的董事是否违反了法定的

注意义务，并造成了公司财产的损失。虽然，德国股份法中对董事注意义务的规定也

是以保护公司财产为目的。其和刑法第 266 条所保护的法益一致。但是，这里需要注

意德国股份法上对注意义务的规定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对注意义务的判断具有个

案性。其取决于公司规模的大小，公司涉及的行业，董事的职责范围。而在信贷案

中，银行的董事违反的只是信贷法第 18 条的信息和检查义务，也就是说是一种程序上

的义务。该义务并不直接的以保护公司的财产利益为目的。因此，并不能作为判定违

反刑法第 266 条财产管理义务的根据。如果公司的董事，基于客观的事实，有理由相

信，其信贷申请人具有极佳的偿还能力。那么，在他对申请人偿还贷款和利息的可能

性以及风险认真的考虑后，做出的违反法定程序义务的贷款决定，并不构成违反背信

罪中的财产管理义务。 

  四、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背信罪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中，存在一

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规定过于的空洞，不确定性很强。会

消极地影响公司的发展。因为，公司的高管在其行为时，由于不能预见其法律后果，

担心承担相应的刑法责任，不敢做出具有风险的决定。我国以后的立法应引以为戒。

此外，通过对德国公司法上的背信罪的研究，还可看到：一方面，基于公司所有权和

《德国法青年通讯》2009 年第二辑（总第三辑），第 52 页 



刘家汝：《浅谈德国银行信贷中的背信罪》 

 

《德国法青年通讯》2009 年第二辑（总第三辑），第 53 页 

经营权分离的性质，通过刑法的手段保障公司财产利益不受公司经营层损害的必要

性。另一方面，刑法作为二次调整法，与其他法律领域具有紧密地关系。刑法上背信

罪的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立法完善，都依赖于刑法外，在公司高管损害公司财

产的情况下，特别是公司法的发展。 
 
 

（责任编辑：熊琦） 



流浪汉强行留宿火车站行为的刑法对待1 
 

熊 琦 

德国弗莱堡大学博士研究生 
德国马普外国国际刑法研究所 Research School 研究人员 

 

2006-2007 年间，德国曾发生一名沾染毒瘾的流浪汉在遭到铁路部门拒斥的

情况下，仍屡次占用火车站的行李存放箱强行过夜的事件。依照德国刑法第 123
条，该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因而遭警检机关追诉。诉至地方法院后，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非法侵入住宅罪名成立。地方法院将该被告人每次非法侵入

住宅的行为分别科处有期徒刑一个月，并认定该被告人共实施了 36 次犯罪行为，

最终酌定总刑期为 9 个月。 
近期，本案上诉至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等法院后，该院将一审判决发回

重审，理由是量刑过重。该院认为，一审被告人的行为确已构成犯罪，科处短期

自由刑并无不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本案的数个犯罪行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非

常紧密的联系中所产生的，且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危害，因此，与其认为该行为具

有危害性质，莫如认定该行为具有骚扰性质。因此，该被告人不应被科处高达 9
个月的总刑期。州高等法院给出的意见认为，在重审过程中宜研判，被告人是否

有根据刑法第 64 条之规定送往毒瘾戒除收容机构之可能。 

本案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一、 德国刑法中，凡牵涉到具体罪名时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首要

地是基于犯罪的形式定义，即个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的。德国

刑法对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基本等同于对法益侵害的认定，而在具体个案中，法

益侵害的认定又依赖于符合实定法上的犯罪成立，超出实定法范围之外的笼统的

“社会危害性”一般不起到直接的参考作用。德国刑法对犯罪学或刑事政策学意

义上的“社会危害性”的考虑，多局限于立法或学理研究阶段，进入司法领域后

则不能对具体的犯罪成立标准起到越俎代庖的作用。这一点和我国在刑法总则中

特以第 13 条“但书”的形式规定了“社会危害性”对认定犯罪的关键性作用很

不相同。该特点在本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州高等法院对该行文的定性，已经偏

向于认定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危害行为”，而是一种近似于社会治安骚扰

行为的举动。按照我国刑法的习惯，此类行为很有可能根据刑法总则第 13 条的

但书而被认定为属于治安案件范畴，因其所蕴含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没有达

到犯罪行为的门槛。可以说，我国刑法对罪与非罪的把握，以社会危害性的存在

与否为前提，而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认识，又可以超越具体的法条规范，从一般

性的社会意义上加以把握。由本案可以看出，州高等法院固然明确表达了该行为

在社会危害性的量方面的不足额，却仍然明确肯定了其构成犯罪，这是由于该行

为完全符合德国刑法第 123 条第一款之构成要件（未经允许在经营场所停留，经

主人要求仍不离去），且是一个违法而有责的行为。可见，德国刑法对行为的定

性一般不依赖于刑法规范之外的因素，而直接以规范因素来加以衡量。而根据刑

                                                        
1 该案卷宗编号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Beschluss vom 09.03.2009 1， Strafsenat | III-5 Ss 

7/09 –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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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范，一个违法有责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般也就是一个侵害法益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犯罪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也能得到合一。当然，德国刑法并非

对规范之外的社会危害性的量完全不加以考虑。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相当性”

原理即是一个例证：当某行为所引发的社会危害极为轻微且不违背一般社会日常

行为的框架时，可以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德国刑法的通说在论证其为什么

不构成犯罪的时候，仍然是将社会相当性纳入构成要件的解释学范畴内考虑的，

归根结底，脱离刑法规范而宣布一个（形式上）符合犯罪概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是德国刑法所认可的模式。 

二、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倾向于轻刑主义，这一点是德国刑事政策的一贯

要求，在实践中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德国刑法学家耶赛克的观点认为：在

必要的限度内，刑罚越少越好；在可能的限度内，自由刑只有作为最后手段时才

可使用。本案中，一审法院将该被告人的每一次犯罪行为单独科处一个月自由刑，

即是此项原则的体现，因为一个月是德国刑法所规定的自由刑的最短刑期。适用

短期自由刑对较轻微的犯罪行为进行威吓，是符合轻刑主义原则的。州高等法院

也认定这种科刑的思路并无不妥，但对总刑期的计算提出了异议。可见地方法院

的判决未能做到将轻刑主义贯彻始终，这项原则无论在分别计算单个行为的刑期

还是计算总刑期上，都是应该贯彻的。另一方面，德国刑事政策一贯主张，刑罚

的适用必须兼顾报应与预防，尤其是特殊预防。体现在本案中，依法判处被告人

自由刑，即是报应的体现。而根据他的个人情况，将单个行为自由刑的幅度降到

最低，以求取得社会效果和个人回归社会的兼顾，尤其是州高等法院所建议的将

被告送往矫正毒瘾机构的措施，更是一种再社会化的考量。 

三、 德国刑法实行刑罚与保安处分双轨体制，更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犯罪

预防任务，更有利于满足公众对社会安全保障的需求，也更有利于被判刑者本身

的矫治。但德国刑法界对保安处分的适用是谨慎而自我限制的。这是由于，一部

分保安处分具有剥夺自由的性质，如本案中的毒瘾戒除矫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

和监狱一样会对受矫治人员的自由进行限制。而保安处分和自由刑不一样，其判

处不以行为的罪责为限，更多地出于预防的考量，因此有被滥用的可能。为了避

免这种滥用，德国的刑罚执行法第 9 条规定，收容于社会治疗机构应征得被矫治

人及该机构负责人的同意，否则这样的收容就有违宪的嫌疑。故此，州高等法院

在发回重审之时，仅以建议的口吻提及重审法院对于判处保安处分的可能性进行

研判。这种对待被告人的自由权高度的谨慎与重视的态度，是德国刑法值得学习

的一个特点。 

四、 罪数形态，即行为单数与行为复数的认定与量刑之间的关系应考虑

到实际情况。本案一审法院将单个行为分别科处刑罚，然后计算出一个总刑罚的

过程，是认定行为人的 36 次强占行李存放箱的行为为 36 次犯罪行为，即作为

36 个“行为复数”加以看待。按照德国刑法第 53 条第一款及第 54 条第二款的

规定，对（自由刑）总和刑的限制只是不得超过单个刑期的总和，并低于 15 年。

本案中，因为牵涉到的行为多达 36 种之多，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相当大，

因为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每一行为单独科处 1 个月刑罚，则总和刑只要不高于

36 个月都不违反德国刑法的规定。从这个角度观察，一审法院宣告的 9 个月总

和刑已经不算严苛了，但二审法院从行为的认定上仍提出了异议。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数个犯罪行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非常紧密的联系中所产生的，这意味着该

36 个行为构成的不是 36 个“行为复数”，而是一个以继续犯形态出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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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数”，认定这一点对量刑可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根据德国刑法第 52 条第一

及第二款，对“行为单数”的处罚以“从一重断”为限，不再分别科处刑期然后

叠加计算总和刑。由是观之，则认定该 36 个行为行为单数与行为复数，两者间

的理论最高科处刑罚之差竟高达 15 倍之多（前者理论上最高为 1 年，后者理论

上最高为 15 年），可见“继续犯”作为一个罪数形态，对刑法的意义是非常重要

的。然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1994 年的一项判决又否认了继续犯的理论基础，虽

然德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最高法院的判决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因此，本

案的二审法院并未直接提出“继续犯”这样一个概念，只是在原则上提醒重审法

院注意本案的量刑应考虑到实际情况，即 36 个行为之间紧密的时空联系。这可

以理解为司法实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妥协。 

 

（责任编辑：周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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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法学交流活动信息介绍 

2009 年德中法学家协会（DCJV e. V.）海德堡地区中国法律系列报告之二 
——国际法与世贸法专题 

 
2009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4 点 

地点 
Hörsaal, Juristisches Seminar an der Univeristät Heidelberg 

Friedrich-Ebert-Anlage 6-10, 69117 Heidelberg 
 

报告一：中国的缔约权的宪政化 
报告人：陈一峰 
报告语言：英语 

报告人简介： 
陈一峰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国际法博士研究生，目前正在马普比较公法与国际法

研究所做访问研究。他同时还担任《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的主编。主要

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法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国际法实践。 
 
报告简介： 
条约实践是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历史的来

看，中国的缔约权的宪政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报告将关注两个层面，一是中

央和地方关于缔约权的分权；二是中央缔约权上各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 
 

报告二：中国加入 WTO 后国内立法及司法体系变革 
报告人：徐梦瑶 
报告语言：英语 

报告人简介： 
徐梦瑶，海德堡大学 LL.M.法学硕士，图宾根大学国际公法（特别是国际经济

法）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图宾根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教授 Prof. Dr. Nettesheim。 
 
报告简介： 
报告将就中国加入 WTO 后国内立法及司法体系之变革进行总结。中国经济法

制体系的变革与加入 WTO 的过程是互动的，而在 WTO 的最终加入对其法制体

系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自己对 WTO 的承诺，中国目前在立法和

司法上做出了广泛的调整。报告将对这些变革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讨论嘉宾 
Rainer Grote 博士 LL. M. (Edinburgh) 

马科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特聘顾问 

海德堡大学讲师 
 

在线报名表请见： 
http://www.dcjv.org/  Veranstaltungen  Heidelberger Vortragsreihe 

或邮件报名至：jalx007@google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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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德国法青年通讯》作为留德法学学生学者自主创办的电子刊物旨在分享

对德国法的研习心得，介绍德国法最新动态，立足德国法学习对欧洲法的发展

以及国内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加以关注，从而跨域时空以文会友，一起绘制

一张德国法研究的学科及地域分布图，共同培育一方讨论与交流德国法学知识

的小田园；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对德国法、欧洲法感兴

趣的旅德华人及华人团体、国内的教学及科研机构、企业、法律服务机构及新

闻媒体通过《德国法青年通讯》了解相关咨询及比较法研习成果，立法及实务

发展——从而为民间的中德比较法研究、法律实务、法律文化交流，以及非法

律专业人事了解和理解相关交流动态提供便利。 
 
《德国法青年通讯》欢迎留德及曾经留学或访问德国的法学专业学生、学

者、司法界、律师界等实务界人士为我刊投稿。稿件要求如下： 
1. 建议在五页以内，以三两页短文为佳； 
2. 原则上不须添加脚注，必要说明可以使用破折号或者括号简要注明，

若引注纷繁不以脚注形式则有碍顺畅阅读时，可参考《《武大国际法

评论》注释规范》； 
3. 考虑到我刊读者群除法学专业人士外，还有许多非专业人士或者无留

德背景者，因而建议投稿文字流畅、体谅读者跨学科背景、由浅入深

者为佳； 
4. 考虑到涉及术语翻译，建议稿件参照国内主流专业翻译，出入之处可

以在括号中加以（简要辨析）； 
5. 投稿内容建议针对德国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思想发展及时事案

例，或者立足德国法来介绍和比较欧洲法、其他欧洲国家相关制度或

判例，投稿亦可立足于国内法律制度、立法动态、法律实践、法律思

想发展及时事案例，与德国法或者欧洲法进行比较； 
6. 投稿应条例清楚，兼有引文和总结者为佳； 
7. 考虑到译作的特殊属性，《德国法青年通讯》并不便发表，但投稿人

能够自行承担相关版权问题并承担校对责任且译作确实对国内相关立

法工作确有很大借鉴意义者《德国法青年通讯》编辑部可以另行考

量； 
8. 投稿若为已经发表或者通过互联网发布的文章（例如律师为律所撰写

的 Newsletter 节选或者个人专业博客文章），同样需要符合前述要

求，且需要自行承担相关著作权责任并声明原载于哪一刊物或者互联

网地址，并告知最初刊载该文的刊物或者网站征得对方书面许可（可

通过邮件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投稿人选择将原稿件进行缩略和

加工以避免不要之法律纠纷； 
9. 对于打算或者能够预见到文稿将来要发表到刊物或者互联网上的，建

议参照前款要求将没有脚注的缩略稿进行投稿，以既不影响另行发表

又可与《德国法青年通讯》编辑和读者进行顺达之交流、互动为宜。 
 
此外，《德国法青年通讯》也愿意汇总和推荐国内及德语区内有关中德／

中欧比较法研讨、实务界交流以及中德友好社团和德国教学科研机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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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的信息与回顾报告，并愿意汇总和推介在德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

法律方面的文献信息或者在中国期刊发表的涉及中德法律比较方面的文献信

息，并期望通过收集及介绍前述两类信息为读者参与相关活动，关注相关文献

提供便利。 
 
在此我们特别欢迎对德国法有研习者能向本刊提供自己的作品，分享一些

平时的关注与思考——通过写作加以梳理、通过与编辑研讨改稿加以润色、通

过收集读者的反馈加以反思和完善；《德国法青年通讯》虽然无法为投稿者支

付稿费，但是相信通过《德国法青年通讯》可以记录和鉴证自己关注与思考的

存在、通过《德国法青年通讯》可以结识更多新的朋友，来开启一扇扇门，搭

建一座座桥。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有兴趣愿意拿出业余时间一起参与电子刊

物编辑的学友与我们联系。 
 
投稿请通过邮件以.doc和.pdf格式把投稿用附件发送至：

deguofatongxun@gmail.com。 
投稿的格式模板请参见：

http://sites.google.com/site/deguofaqingniantongxun/zhenggaoqishi/tougao  
 
 
 
 
 
 
 
 
 

版权声明 
 

本电子刊物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供学习参考之用。本刊稿件版权属于原作

者，其著作权、以及本刊物封面设计与版型设计之保护参照相关法律。引用本

刊所刊登之文章请注明作者信息及稿件出处；其他使用以及相关问题的研讨与

意见交换请直接与相关文章原作者联系。 
 
基于本电子刊物创刊之目的，转发本刊物或者在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复制和

转发本刊物下载链接或刊物主页以及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本刊物者，皆不得附加

其他商业性条件或者用于商业性目的。转帖或者转发自行建立的下载链接时，

须注明 
本刊物的原始下载地址： 
http://sites.google.com/site/deguofaqingniantongxun/xia-zai-de-guo-fa-qing-

nian-tong-xun  
或刊物主页地址： 
http://sites.google.com/site/deguofaqingniantongxu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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