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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许海霞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刑法学是最为精确的法学。而这样的精确不仅仅是教义学的缜密的逻辑推导，还应在建构
逻辑推导之前就以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价值基础奠基这样的逻辑大厦。这样的刑法学是教义
摘

学与刑事政策学融合的成果，能够成为这样的最为精确的学科。“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翻译到教义
学语言中就是犯罪论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刑罚论的“例外规律———量刑反制定罪 ”以及行刑论的
“刑事和解对教义学的价值回归”这样的一系列重大范畴。构成要件作为犯罪论体系最为基础的阶层，
对于犯罪成立的定型、区分、个别化、推定等诸多功能，使得追求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又必须
以之为入口( 本文以刑事政策的视角观察构成要件的理论沿革。进而介绍罗克辛教授以刑事政策为导
向进行建构引导的构成要件理论变革。最后对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教义学建构的结构和解构的范式进
行了初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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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德国刑法学家克劳斯·罗克辛在 1970 年 5 月 13 日柏林的演讲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刑事政策与刑
罚体系》一书中，提出“将刑法总论的体系建立在刑事政策的指导思路上： 构成要件所遵循的是法的明
确性原则……在违法性这一犯罪阶层，则依照各种特定的秩序原则，利用正当化事由来解决社会冲突
……紧接着就是答责性这个范畴了，该范畴所考虑的是可罚性”。在 2009 年，根据罗克辛先生在拉丁美
洲所做的演讲，形成了《构建刑法体系的思考 》这篇文章，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那次演讲以来德国刑
法教义学受到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刑法体系思维影响后的新变化 。这两个演讲对于刑法教义学来说是
革命性的，刑事政策必须根植于刑法教义学的体系之中 ，以刑事政策为导向努力构建刑法体系，尤其是
犯罪论体系，是罗克辛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有努力的内容，也获取了已为各国刑法学者承认的理论
［1］

成果

。

罗克辛教授所谓的“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刑法体系”，说到底就是在教义学的框架内追求刑事政策
的导向。在逻辑的分析上产生的几种可能的情况 ，基于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的结果 ，应当符合人们的一
［2］
般价值取向，所获取的结论也应当能够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 这样的结构中的刑事政策，被耶赛克称
［3］
作是“对逻辑的、教义学的演绎所起到的补充性的控制作用”，“重要的总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 。 刑法
体系，是在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建构的刑法理论成果的大厦 ，犯罪论体系对于刑法体系的影响则是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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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的。中国刑法的知识转型能否成功，不仅要形成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这样的犯罪论体系还必须能够
将中国的刑事政策价值导向融入其中 ，教义学的建构与刑事政策的导向应当融合在转型的中国刑法知
识中。没有教义学体系的中国刑事政策 ，容易成为政府运动式打击犯罪的附属品。 而没有刑事政策导
向的教义学体系，或许更加难以在中国的知识转型中立足。“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立足于犯罪学
的基础之上，饱含着刑事政策导向的追求，应当转译为教义学的语言。“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就是“合理
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在刑事政策话语体系中的转译语。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对于犯罪论整体的架
构应当是基于刑事政策导向的。犯罪论体系的每个阶层的体系性定位及理论内容 ，也必须在刑事政策
指导中展开。这样，就必须首先基于刑事政策考虑架构一个合理的犯罪论体系 ，在此基础上进而逐一研
究犯罪论体系的每一阶层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
一、体系性定位： 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与建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里，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应当融合，而不是各自孤立，独占山头。 犯罪论
体系，在传统教义学视野下的意义因各学者的不同建构而呈现出几种类型 。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评价
［4］
犯罪论体系是否妥当的标准应当是逻辑性和实用性 ，理想上应当达到“无矛盾的合理 ”这样的状态 。
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目标应当是给合理的 、与事实相适应的和均衡的判决以可能性 ，而如今的体系在实践
［5］
中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必须将该体系加以发展 。罗克辛教授则将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前提看
得尤为重要，概念性的秩序及明确性、与现实相联系以及刑事政策上的目标设定为指导这三个要素充溢
［6］
于犯罪论体系，成为有效益的犯罪论体系 。 至此，“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作为以刑事政策为指导的刑
法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呼之欲出 ，何为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为何需要有效益犯罪论体系？ 有效益犯罪

论体系如何构建？ 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刑事政策内涵是什么 ？ 这些问题都必须一一加以讨论。 但是，
这样的一些问题，只有追本溯源，从刑事政策学中汲取营养。
新社会防卫运动提出“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刑事政策口号，追求法治、人道和科学的指标，
［7］
意在更有效地打击犯罪的反应方式 。如果对于这样旗帜鲜明的刑事政策口号 ，以体系性定位的方式
与刑法教义学进行对接的尝试，首先反映在了犯罪成立的一般理论———犯罪论体系之中。 对犯罪反应
的合理组织性，客观上要求犯罪论体系的有效性 。打击犯罪是否合理的整个机制，首先就依赖于犯罪论
体系对于认定犯罪成立条件的有效与否 。这样的对接关系，使我们不禁联想到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思
想渊源，就蕴含在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之中 。也正因此，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内涵、必要性、构建方
略，在刑事政策学那里就能够源源不断地找到思想火花和理论支持 。
李斯特所树立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作为整体刑法中相互疏离的两股体系 ，罗克辛追求这样的两股体
系的融合。在教义学上认为是正确的、合乎推理逻辑的那些结论，在生活逻辑上有时是无法接受的，在
刑事政策上追求的价值选择，符合人们的生活逻辑，但却找不到形式逻辑的基础。 这样的冲突，在方法
论上不是根本的，“有效益”是人们的生活逻辑和刑法的价值取向，“犯罪论体系 ”代表着主要根据形式
逻辑推理的理论框架。在“犯罪论体系 ”这一框架上，进行价值选择的修整，实际上就是方法论上解决
这样冲突的途径，也是解决这一冲突的唯一出路。刑法教义学的传统范式存在的路径依赖 ，只有这样的
依赖被打破，才能够取得范式的更新。这样的更新，没有放弃体系性思考的方法，相反，却丰富了这一方
法的内涵。过去的体系性思考，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体系性思考 ，现如今却更新了形式逻辑基础上的价
值追求这一部分内容。因此，现在的体系性思考，是逻辑体系与价值体系的统一。逻辑体系和价值体系
在这里不是作为两个体系存在的 ，而是合一的一个体系。
有效益犯罪论体系，是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融合的入口 。构成要件理论和构成要件阶层，作为体
［8］
系性的犯罪论定型、罪刑法定保障功能的基础等作用的独立阶层 ，无疑是这样入口的第一性的部分 。
它先于违法性和有责性阶层，第一次面临教义学体系与刑事政策导向的冲突与对接 。消弭冲突、实现对
接的任务，也第一次落在了构成要件理论的结构与解构中去了 。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构，历史上经历过构
成要件从概念超越为理论、并进而一步步丰富和发展，在这背后的，就是自发的和自觉的刑事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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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身影。对于构成要件的解构，首要的是面临解释论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坚守 ，构成要件在这里是
作为刑事政策与刑法上罪刑法定之间的调和剂而存在的 。罪刑法定主义上的构成要件的解构，需要进
行构成要件机能上的解构和构成要件类型的解构 、构成要件该当判断的解构。
二、构成要件理论发展背后的刑事政策身影
有效益犯罪论体系要求构成要件的科学理论 ，现在的构成要件理论已经极为丰富和科学。 但在费
［9］
尔巴哈与斯求贝尔的争论那里，构成要件只是刚刚被当作刑事实体法概念的东西 。 构成要件从概念
超越为理论模型，则是贝林的创造性努力的成果。贝林的客观中性的构成要件理论认为构成要件是从
［10］
犯罪概念要素中抽出的观念指导形象 ，与犯罪类型有根本区别 。这样的思想根据被认为是基于罪刑
法定主义，然而却有点矫枉过正了，过于强调构成要件的客观性、记述性。仿佛在贝林那里，法官对于构
［11］
成要件的稍作主观影响、稍加规范理解的因素，都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根本违反 。 为坚守罪刑法定，
贝林模型中的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和有责性是彻底区分和各自独立 、互不影响的，因为犯罪的规范要素在
［12］
违法性阶层处理，犯罪的主观要素在责任阶层处理 。
这样的理论模型，对于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在构成要件理论里的矫枉过正 ，显然不久就被超越了。马
克斯·恩斯特·迈尔对贝林模型的最大修改在于 ，一方面他发现规范性要素并非全属于违法性阶层 ，提
出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 另一方面，拉近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 ，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认识根据，类似
于烟与火的关系。随后，麦兹格提出构成要件的内容应当承认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 ，更加拉近了构
［13］

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构成要件成为了违法性的存在根据
与旧构成要件理论的区分。

。 这样，就产生了所谓新构成要件理论

在现在一般看来，构成要件是刑法所禁止之行为类型 ，是类型化、定型化的违法行为。然而，对于构
成要件理论的理解仍有不同，一般则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的行为类型 ，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的所有实体
［14］

不法的内容

。也有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类型的观点［15］。 在这样的区分下，过去的贝林模型是

所谓的行为类型说，贝林的构成要件阶层是一种近乎夸张的独立 。
这样的构成要件的从概念到理论的发展 ，可以说是刑事政策价值导向在犯罪论体系中的自发的发
展。经由贝林———马克斯·恩斯特·迈尔———麦兹格的努力，犯罪论体系逐步形成和丰富了。在这里，
刑事政策的身影在于，作为价值判断的规范要素逐步渗入构成要件阶层 。 价值导向引导了构成要件的
实质化过程，贝林给予构成要件的太少，现在的犯罪论体系给予构成要件的更多 。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 作为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调和剂的构成要件理论
“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 。”李斯特的这句名言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紧张
［16］
关系 ； 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 刑事政策的价值导向，对于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和运用 ，必须
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进行。罪刑法定原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只具有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的任务，这
样的任务必然要求刑事政策价值取向局限于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也成为科学建构构成要件理
论和科学运用构成要件方法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有效益的犯罪论体系是灵活的，有血有肉的，也因此与
罪刑法定原则是有冲突的，有效益犯罪论体系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是否能调和 、如何调和都取决于构
成要件理论的担当角色。构成要件理论因此又被赋予了另一重要功能 ———作为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的
调和剂。
某种意义上说，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碰撞和交汇的过程就是构成要件理论发展的过程 。 罪
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刚性的构成要件 ，意在维护刑法的明确性。 贝林试图在构成要件阶层完
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决贯彻，筛去主观的、价值的这些可能依判断者不同而理解上有所变化的要素从
而使刑法各罪之规定以最本原的面目呈现在犯罪论的第一个阶层 。构成要件若仅是一种记述着对一般
人或法官而言较易于认识或确认之客观外在事实之要素 ，将最能够发挥构成要件之罪刑法定主义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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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能

。但是，这种带有“洁癖”性质的罪刑法定在现实中难免碰壁 。以僵硬的、语义范围狭窄的记述性

构成要件作为犯罪定型，来测量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可以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会使事实在与构
成要件的对接上发生困难。哈特指出，语言不能解决本身的“空框结构 ”的问题，语言在其核心概念之
外必然存在着模糊领域，而这个模糊领域如何理解适用就得依靠价值填充的工作 。 在构成要件具有特
殊的规范意味的场合，不确定此特殊的规范意味而单纯依据记述的要素之意味去结识的话 ，这就明显地
［18］

造成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范围的扩张
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是不现实的 。

。由此，贝林所希望在纯粹客观、记述的构成要件阶层保证罪刑

构成要件从客观性、记述性到容纳主观要素、规范要素的变迁，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对构
成要件理论进行打磨圆润的过程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求法官加以内容补充，而法官补充的基点必然会
受到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牵涉到对整个犯罪所应作的合理的反应即刑事政策的考量 。 过去的刑
事政策一般对刑罚体系起到补充作用 ，但却是游离在体系之外的，有违罪刑法定之虞。如果抛弃犯罪论
体系，抛弃构成要件，而从刑事政策角度考虑问题以谋求个案的正义 ，那么，这看似圆满的处理必然会带
来刑法学上的巨大灾难，会使我们的精确的刑法学重返偶然和专断的时代 。因此，只有在追求有效益犯
罪论体系之名下，以刑事政策价值导向重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才能既追求效益，也能兼顾罪刑法定
的要求。罗克辛教授在构成要件内发展出一套客观归责 ，克服了相当因果关系带来漫无边际的责任范
围的弊病，这种在构成要件层面进行类型化思考的方法 ，更符合法治国的要求。 同时，这些类型化的思
考，如可允许的风险等又是在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设定的 ，客观归责的引入使得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的
关系更为融洽。同时，“因为刑事政策是要求犯罪学思维的 ，将这种（ 犯罪学思维 ） 转化到实然或应然的
法律规则中乃是这样一个程序———对于重新树立社会的是非观而言，该程序的各阶段都是同样必要和
［19］
重要的” 。
因此，构成要件的理论解构，要求将构成要件作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价值导向的调和剂 ，构

成要件一方面具有定型作用，要求不仅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甚至法无构成要件就无罪。 另一方面，现
实生活的发展，要求新的情况必须反映到构成要件中去 ，然而在罪刑法定原则限制构成要件的类推解释
的情况下，构成要件的立法设置中对于立法技术的要求和依赖就更为强烈 。
四、刑事政策导向的构成要件方法： 中国语境的解读
( 一) 立法论: 构成要件设置
从整体角度设定了构成要件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后 ，笔者再试图具体阐明不同类型犯罪构成要件设
置背后的刑事政策追求。通过立法者对不同构成要件的选择 ，能够彰显立法者对于犯罪的反应是怎样
合理地分配主要注意力的，刑事政策在构成要件运用方法上首先就体现在刑事立法技术上善于运用构
成要件的变换借以达到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目标 。 主要的构成要件方法包括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
置、身份犯的构成要件、持有犯的构成要件以及罗克辛教授所作的支配犯与义务犯的区分等 。
1． 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
现代刑事立法的重点仍然是实害犯 ，但是，为了法益保护周全的考虑，现代刑事政策出现了将可罚
性范围扩张的趋势，设置了危险犯的犯罪构成。 这是在“行为无价值 ”的观念主导下进行的立法操作，
是出于应对风险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挑战而设置的 。相对于实害犯的构成要件来说，危险犯的构成要件
对于刑事政策的意义在于堵截构成要件 ，可以堵截实害结果难以描述、行为人责任难以认定、新型重大
过失危险和有组织犯罪打击等犯罪类型构成要件可能出现的漏洞 。 但危险犯存在的问题是其“危险 ”
的认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没有客观的标准，给法官留下了大量依经验判明的空间。 并且，危险犯的实
质在于强迫行为人为没有出现的法益侵害负责 。 由此有学者提出了“危险刑法产生刑法危险 ”这一命
题。德国学者为防止危险刑法对公民生活的过度侵入而导致法治国的腐蚀 ，纷纷提出了以另外的途径
应对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的今天，危险犯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危险源的增加，损害结果呈扩大
和加重的趋势，由此在某些危险领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 ，一旦损害确实发生，其广泛性、严重性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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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严厉的刑罚也起不到减轻损失 、缝合公众心理损伤的作用。出于这样的担忧，立法者在实害犯之外，
又设置了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以对法益保护提前的方式，达到保证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安全的目的 。当
然，在设定危险犯这个问题上，应该牢记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危险的判定，如下将述，应该发展出一套
更为切实、可靠的标准，否则就会带来比放纵危险犯更为麻烦的犯罪界限上的混乱 。有效益的犯罪论体
系应当是张弛有度的犯罪论体系 ，在构成要件的立法设置这里也同样应当张弛有度 。
2． 身份犯的构成要件设置。
刑法中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有特定身份 ，否则不成立此罪，如贪污罪，要求行为人具有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身份对于行为人有出入罪、成立此罪或彼罪的效应，还有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效应，
而我们只在构成要件阶段考虑身份犯 ，也就是考量身份对于行为人是否构成罪 ，构成何罪的作用。身份
之所以能带来定罪上的区别，是因为从刑事政策角度看，行为人的行为与之所具有的身份具有紧密的联
系，同时又反过来对其身份的背后象征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损害 。如贪污受贿类身份犯罪，我国当前正
处于前所未有的以贪污、受贿为典型的权力寻租型犯罪高发期 ，权力寻租型犯罪已成为一个关系共产党
执政地位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在设计此类身份犯罪的构成
要件时，就要注意法网的严密、数额设置的精巧，既不能放纵犯罪，但又要为迷途知返而又危害不大的官
员留一条改过自新的路。譬如受贿罪，刑法修正案七在原有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外 ，再加上影响人受贿
罪，形成一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群，使玷污公务纯洁性的行为都逃脱不了法网的制裁 。
3． 持有犯的构成要件设置。
我国刑法规定了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等。持有是一种行为人与特定刑法禁止物品的控制 、支配状态，以该状态成立犯罪的就是持有犯
罪。至于持有是不是第三种行为方式 ，陈兴良教授认为，持有罪不是作为是明显的，但持有罪不是不作
为就在于，不作为的义务是特殊义务，只有特定人才有这样的义务，而持有的义务是一般义务，任何人都
［20］

具有这样的义务

。

持有犯在构成要件上所起到的刑事政策功能在于 ，某些犯罪的重罪无法证明或者难以证明时 ，至少
可以以轻罪给予处罚。如非法持有毒品罪往往是贩卖毒品罪的准备行为 ，贩卖毒品罪无法证明时，以非
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刑，也能够打击贩卖毒品犯罪。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罪
后存续状态，在无法证明或者难以证明行为人成立贪污贿赂犯罪时 ，这样的持有状态入罪，就能够在刑
事政策上达到合理打击犯罪的目标 。有学者指出，纵观各国刑法对于持有犯罪的规定 ，可总结为两种类
型，或是作为实质预备犯规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的独立构成要件 ，或是就重大法益侵害直接危险的持
有特定物品的行为、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的持有特定物品或者仅针对具有特殊法律义务的主体设定
［21］
少量持有构成要件，这样的构成要件也是一种堵截构成要件 。
( 二) 解释论: 目的论的解释方法
运用构成要件实现有效益犯罪论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 ，便是对构成要件进行目的论的解释方法 。
司法者在定罪活动中，对于行为的定性是一个从犯罪事实到刑法构成要件的涵摄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样的涵摄过程不是机械地进行的 ，而必须依赖刑事政策的作用，在解释上基于法益保护的目的而扩张
或者限缩构成要件的涵括范围。在形式上，这样的解释方法导致了犯罪率的升高 ，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
的破坏。进而，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调节规则以限制宽泛性的解释 ，如社会相当性原则、轻微性原则，在概
念内部做程度性的划分以限缩进入犯罪圈的事实 ，如“暴力”，只有持续的妨碍才称得上，轻微的妨碍则
不算。进一步，罗克辛教授提出，“寻找法律的工作，要远远多于那种通过逻辑上的推论过程 ，对已经在
细节上确定的法律加以归类性运用的工作 。更准确地说，这种工作是在法定规则范围内所做的进一步
的具体化，并且，在立法者对目标概念的创造性完善工作中 （ 也就是体系化的发展过程 ） ，这种工作本身
也就是在信条外衣下的刑事政策 。因此，信条性的解释任务就已经要求了在目的论和刑事政策方面的
体系化。因此，在解释意义上应当作为现行法律来理解的东西 ，就表现为立法者对刑事政策的目标概念
所做的让人能够理解的继续思考的结果 。在这个范围内，已经存在的法律和应当那样的法律并不是对
［22］
立的” 。应该赋予法官像立法者那样在有意识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法律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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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理适用的结果，刑事政策中讨论的信条学是在更贴合现实 、更多样化、更以结果为导向的意义上对
立法的空白或缺漏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必须还是有界限的，不能无视立法上的明确规定，为达到符合
司法者心中的正义的结果，而随心所欲地根据刑事政策挑选超越立法边界的解释方法 ，在此，信条学仅
仅只能向立法者呼吁。这样一种解释方案，广泛地消除了忽略具体案件的正义性 ，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
性，体系性引导和价值评价正确性的各行其是等这些威胁体系性思想的危险 。
目的论的解释对于有效益犯罪论体系起到辅助作用 。但目的论解释由于超越了刑法文本，而是合
目的的，与时俱进地发展法律文本语词的含义 ，能够保持刑法适用的合目的性。 因此，目的论的解释方
法需要设定其前提，即存在一个明确规定或者公认的刑法目的 ，根据解释者对刑法目的的理解，依据不
［23］

同的路径对刑法文本或者具体用语进行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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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Constitutions and Criminal Policy
Xu Haixia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is the most accurate legal science． And such precision is not only the
careful logical deduction dogmatics，but also the reasonable organization for the reaction of crime as a value
foundation based such logic building． Such criminal law is the combination of dogmatics and criminal policy
theory，which constitutes the most exact subject．“Reasonable organization for the reaction of crime”in dogmatics language is a series of important category such as the theory of crime “benefit crime theory system”，the
theory of punishment “exception rule-sentencing counterspell condemnation ” and the theory of execution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f dogmatics value regressio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the most basic ceass in the
crime theory system，with regarol to the functions to finalize，distinguish，individualize，must be the entrance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riminal theory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the criminal policy perspective to
observ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theory evolution，and introduces Professor Luo Kexin Who tood criminal policy as the guide to theory of the constructive element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criminal policy in China’s criminal law dogmatics construction structure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Key words： r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response to crimes； crimes and criminal policy science doctrine； benefit
system of criminal theory； constitutiv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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