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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世界主要国家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相比 ，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不轻。嫖宿幼女罪没
有否定幼女性“自愿”的无效性，没有把幼女称为卖淫女，不存在道德歧视和二次伤害问题。 嫖宿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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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幼女性权利的格外保护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根据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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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在题为《废除嫖宿幼女罪 谁在支持谁在反对 》一文中写道：“2009 年贵州习水公职
2011 年陕西略阳县多名村镇干部轮奸 12 岁少女，今年 5 月河南永城、浙江
人员嫖宿 10 名未成年少女，
永康官员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 ’…… 近年频发的此类案件，不仅因公职人员涉案而备受瞩目，更因其
［1］

中的受害女孩多不满 14 岁，而刺激着公众的道德神经。” 应当说，这些案件的发生和发酵，不仅在社
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引来了对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 ，有些人甚至向人大正式提出了要求废
除嫖宿幼女罪的议案。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表态更是火上浇油 ，社会上掀起了
一股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浪潮。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人士要求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理由是否存在 、根
据是否充分，以及我国刑法是否真的对幼女保护不力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做以下探讨。
一、与世界主要国家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相比 ，嫖宿幼女罪的刑罚设置适中
废除嫖宿幼女罪论者认为，我国嫖宿幼女罪规定的处罚过轻，不能很好保护幼女，应当把嫖宿幼女
按强奸罪处理。笔者认为这条理由是不成立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 14 周岁幼女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此条规定就是备受诟病的嫖宿幼女罪的法条 ，按此规定嫖宿幼女罪的处罚是 5 年以上 15 年以下有
期徒刑，且可以并处罚金。要衡量嫖宿幼女罪规定的刑罚是否过轻 ，我们不妨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对
于相关犯罪规定做一下比较研究 。英国没有刑法典，该国《1956 年性犯罪法 》规定：“与不满 13 周岁女
孩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重罪。”并在随后的法律中规定：“依《1956 年性犯罪法》被起诉的企图与不满 13
［2］

周岁女孩非法性交并被宣告有罪者的最高监禁刑期为 7 年。” 由此可知英国对性侵 13 岁以下幼女，
最高刑仅为 7 年，仅比我国嫖宿幼女罪规定的起点刑稍高 ，但是不到我国嫖宿幼女罪规定的最高刑期
15 年的一半。法国现行刑法典里有与我国嫖宿幼女罪相似的规定 ，其第 222 － 29 条规定“犯强奸之外
的性侵犯罪，针对 15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处 7 年徒刑并科 10 万欧元罚金”，第 225 － 12 － 1 条规定“以给
予报酬或者许诺给予报酬作为交换 ，要求、接受或获得与从事卖淫的未成年人发生性性质的关系，其中
包括偶然为之，处 3 年监禁并处 4． 5 万欧元罚金。 对未满 15 岁的未成年人实行本罪的，监禁刑加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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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罚金加至 10 万欧元。” 法国规定的刑罚与英国一样是 7 年，但是，罚金较重。 俄罗斯刑法典第 131
条规定：“对明知未成年的人实施（ 强奸） 的，处 4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剥夺自由。”第 134 条规定：“与未

满 16 岁的人实行性交和其他性行为，年满 18 岁的人与明知未满 16 岁的人实行性交、同性性交的，处 3
［4］
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 4 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这与我国嫖宿幼女罪规定的刑罚相去甚远。 日本刑法
典第 177 条规定：“以暴行或者胁迫手段奸淫 13 岁以上的女子的，是强奸罪，处 3 年以上（20 年以下 ） 有
［5］
期惩役；奸淫未满 13 岁的女子的，亦同。” 日本的起刑点没有我国的嫖宿幼女罪高，只是日本的最高
刑稍高而已。
与以上国家刑法相比，我国嫖宿幼女罪规定的刑罚不是过轻而是很重 ，比有些国家暴力强奸幼女规
定的还重，最少可以说是适中的。日本对奸淫 13 岁以下幼女按强奸罪定罪者起刑点仅 3 年，最高刑是
20 年，这是针对准强奸罪来说的。这也说明，即便按某些人要求的把嫖宿幼女罪按准强奸罪处理 ，在日
本也是没有死刑的。1999 年日本制定《处罚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童的法律 》来处理
与儿童卖淫有关的犯罪，对跟未满 18 岁童妓发生性关系的嫖客和介绍此类交易的皮条客的罪行加重了
惩罚，其监禁期 5 年，而这才是我国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 。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我国刑法关于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规定相比不仅不轻 ，而且是
很重的。那种认为只有我国有嫖宿幼女罪的规定 ，其他国家无此规定的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法国、日
本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只不过因为翻译的原因名称不尽相同而已 。
二、嫖宿幼女罪没有否定幼女性“自愿”的无效性，它的法理基础正是基于幼女“自愿”的无效性
最高人民法院及一些废除嫖宿幼女罪论者提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另一个重要的根据是：“嫖宿幼
女罪的规定，又间接承认了幼女可以‘卖淫 ’、具备性自主能力，这不仅不符合幼女身心发育状况，更与
［6］

强奸罪的规定存在逻辑矛盾。” 在笔者看来，废除论者提出的这个论据也是荒谬的 ，站不住脚的。
世界刑法理论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 ： 只有超过 14 周岁的人才具有真正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
力。因为低于这一年龄的儿童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均没有发育成熟 ，对于其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缺乏
必要的认识，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因而针对 14 周岁以下幼女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刑法
否定了未满 14 周岁幼女性“自愿”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即使幼女“同意”发生性行为，也仍然认为是违
背了幼女的意志。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强奸罪 （ 奸淫幼女 ） 正是基于此理论。 而笔
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同样是基于此理论 。
很多对设立嫖宿幼女罪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对此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 有学者认为：“由于嫖宿以幼
女同意为前提，这等于赋予幼女以性意思与意志能力 ，于是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在刑法上就体现出截然
［7］
对立的观点，即前者承认幼女的意思能力与意志能力而后者否定 。” 有学者认为：“如此一来就在幼女
意思能力的认定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 ：同样是幼女的‘同意 ’，在强奸罪 （ 奸淫幼女 ） 中被认定为违
［8］
背幼女意志，但在嫖宿幼女罪中却被认定为不违背幼女意志。” 笔者认为这些论者的致命错误在于：
他们认为既然是嫖宿幼女罪，当然也就肯定了幼女同意卖淫的意思能力 。 其实他们错误地把幼女有卖

淫行为当成了幼女有卖淫的意思能力 ，殊不知行为和意思能力并不是一个概念 ，正如准强奸罪 （ 奸淫幼
女） 的道理一样，准强奸罪否定的是幼女的性自主能力，但并不因此否认幼女有自愿的性交行为的存
在，只是这种行为的效力不受法律的认可，“自愿 ”行为和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质的法律概念。 笔者认
为，正是因为刑法否定了幼女有卖淫的自愿意思能力才对嫖客施以刑罚的 。否则，刑法为何不规定嫖宿
成年妇女为嫖宿犯罪，单独规定嫖宿幼女才构成犯罪？ 道理就在于成年妇女既有卖淫的行为也有卖淫
的意思能力，而对于幼女来说，虽然其实施了卖淫行为，但其却不具有卖淫的意思能力，所以刑法才对幼
女给予特殊保护。这和强奸（ 奸淫幼女 ） 罪中，幼女虽然实施了自愿同意的性交行为，刑法却否认其意
思能力，而给予“和奸”的男子定罪处罚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 14 周岁以下的幼女性交“自
愿”的无效性。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嫖宿幼女罪并没有否定幼女性交“自愿 ”的无效性，相反它的
法理基础正是基于幼女性交“自愿”的无效性，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 奸淫幼女） 二者不仅在逻辑上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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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而且它们的理论基础是统一的，它们同出一脉。
三、嫖宿幼女罪并没有把幼女称为卖淫女
有论者在谈到嫖宿幼女罪时说，该罪是对道德有“瑕疵 ”的幼女的歧视，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刑法对
幼女的保护不再是平等的，而是将幼女在道德上做了区分———“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对奸淫“良家
幼女”的行为仍按照强奸罪处罚，而对于奸淫“卖淫幼女”的行为，处罚力度与以往相比也大大降低。 也
有论者认为，把卖淫幼女称为卖淫女是对幼女的二次伤害 ，是不道德的。 笔者认为，这些论者的议论是
偏颇的。首先，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嫖宿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该
规定中并没有把幼女直呼为卖淫女 ，而仍称之为幼女，这和“奸淫幼女 ”中“幼女 ”二字的称谓是完全一
样的。“嫖宿”二字只是用来界定犯罪人（ 嫖客） 的行为性质的，并不是用来界定被害人幼女性质的，如
果有了“嫖宿”二字幼女就变成了妓女，那么奸淫幼女罪里有“奸淫 ”二字，被奸淫的幼女是否该被称为
“淫乱”之女？ 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良家幼女”之说？ 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便把嫖宿幼女中的幼女
称为卖淫女，也不能说是对幼女的歧视和二次伤害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
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中明明写着“儿童卖淫”的字样。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未成年人卖
淫的问题，日本有《处罚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童的法律 》，西班牙《刑法典 》第五章专
门规定了“诱使少女卖淫罪”，尼日利亚《刑法典》里有“介绍妇女或幼女成为普通娼妓 ”的表述，法国等
其他国家刑法里也有关于未成年人卖淫的词语 。对于这类人群，社会总需要一个词来表达，以便与其他
人进行界定，这仅是表达的需要，而不是道德的宣判，更谈不上二次伤害，各国专门立法保护卖淫儿童的
权利，何来歧视和二次伤害之说？ 再次，嫖宿幼女和奸淫幼女之所以处罚上有所区别，并不是对幼女本
身道德性质的区别，而是对犯罪人行为性质的区别。云南大关郭某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把幼女劫走实
施强奸，和贵州习水李某去娱乐场所嫖宿了一个幼女 ，两类犯罪的行为性质不同，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
性、社会危害性上都是有一定质的区别的 。强奸、奸淫幼女者的主观恶性要比嫖客的主观恶性大得多；
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更是有本质区别的 ，强奸犯等在学校门口拦截强奸幼女与嫖客去娱乐场所寻
找幼女嫖宿，这两类犯罪所引发的社会恐慌是有天壤之别的 。因而这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
的，我国刑事立法对这两种主观恶性 、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都不同的犯罪进行细分 ，分别立法是一种
立法进步，而不是相反。至于为了达到奸淫幼女的目的，给予幼女金钱、物质等来哄骗幼女与其发生性
关系，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奸淫幼女（ 强奸罪） ，这一点已经被最高法院等几部门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的第二十条解释为强奸罪了。
有人认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虽然对被告人进行了处罚，但也认可了幼女‘卖淫女 ’的身份，
［9］
这一标签是对幼女的极大侮辱” 。从本节论证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无根据的和非理性的，是不能作
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根据和理由的 。

四、嫖宿幼女罪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幼女性权利的格外保护
废除嫖宿幼女罪论者大多认为我国刑法体系对幼女性权利保护不足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刑法
对幼女性权利的保护是全方位的而且成体系的 。这体现在多个罪名中。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奸淫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款规定，不论幼女是否同意，在明知对方是
幼女的情况下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按强奸罪处罚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强迫不满 14 周岁的幼
女卖淫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条规定的是组织、强迫卖淫罪，是要通过对组织、强迫幼女卖淫者的严
厉处罚来保护幼女的性权利。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引诱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条款规定的是引诱幼女卖淫罪，是通过处罚引诱幼女卖淫者来保护
幼女的性权利。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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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这一款规定的是嫖宿幼女罪，是要通过打击嫖宿幼女者来保护幼女的性权利 。以上几个条款是专
门为保护幼女性权利而设的，这些条款通过对不同犯罪主体的打击 ，多角度、全方位的保护着幼女的性
权利。这在世界刑法体系中都是不多见的 。
有论者认为：“从其他国家刑法的规定上看，也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的，基本上是规定一个法定年
［10］

龄，同低于这个年龄的女童发生性关系都以强奸罪论处 ，也就是法定强奸。”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孤
陋寡闻和站不住脚的。日本关于奸淫幼女罪规定和我国的规定是最为相似的 ，日本刑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规定：“以暴行或者胁迫手段奸淫 13 岁以上的女子的，是强奸罪，处 3 年以上 （20 年以下 ） 有期惩役；
奸淫未满 13 岁的女子的，亦同。”但是，日本专门制定有《处罚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
童的法律》，按照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日本对嫖宿卖淫幼女不是按强奸罪来定罪处罚 ，而是按《处罚
有关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等行为及保护儿童的法律 》的规定处罚。 法国刑法则专门规定了利用未成年
人卖淫罪，法国刑法第 225 － 12 － 1 条规定：“以给予报酬或者许诺给予报酬作为交换 ，要求、接受或获得
与从事卖淫的未成年人发生性性质的关系 ，其中包括偶然为之，处 3 年监禁并处 4． 5 万欧元罚金。”第
225 － 12 － 2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监禁刑加至 5 年，罚金加至 7． 5 万欧元：1． 经常实行此种犯罪，或
者对多名未成年人实行本罪；2． 让未成年人利用为非特定的公众服务的通信网与犯罪行为人相接触的 ；
3． 利用其职务赋予的权威实施本罪的 ；对未满 15 岁的未成年人实行本罪的，监禁刑加至 7 年，罚金加至
［11］
10 万欧元。”
由法国刑法典的规定可以看出，嫖宿 15 周岁以下的幼女，是按利用未成年人卖淫罪定
罪处罚的，处刑 7 年，并不是按强奸罪定罪处罚的，和我国的嫖宿幼女罪名异实同。
其实很多国家虽然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 ，并不意味着嫖宿幼女者就要按照强奸罪去定罪处罚 ，因为
这显然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更何况在一些国家娼妓是合法的，雏妓也是存在的，不可能把嫖宿幼女视
同强奸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中写道：“本意见所称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包括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三百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 ，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等。”从这个意见中罗列的罪名和罪条可以看
出，我国刑法可以使用的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罪名虽多 ，但是真正专为保护幼女而立的罪条并不
多，而嫖宿幼女罪就是其中的一条。因此，那种认为我国规定了嫖宿幼女罪，就是放纵侵害幼女性权利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规定嫖宿幼女罪是我国刑法对幼女的格外保护 ，是分层保护，不但不应废除，
而且应当升格，把它作为单独的一个罪条，从第三百六十条中独立出来，以便凸显它对幼女性权利的独
特保护。
五、对奸淫幼女行为打击不力，不能成为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理由
很多人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由于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司法机关可能会把奸
淫幼女的犯罪行为当作嫖宿幼女犯罪行为来处理 ，司法机关可能会因为徇私枉法而把奸淫幼女的行为
当作违反治安处罚的嫖宿行为来作无罪处理 。
应当承认这种丑恶现象在生活中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作为
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理由。司法腐败者可能把强奸当成通奸来处理 ，我们是不是要把强奸罪废除？ 司法
腐败者可能把贩卖毒品者当成非法持有毒品来处理 ，我们是不是要把非法持有毒品罪废除？ 答案显然
是否定的！ 司法腐败者可以进行腐败行为的地方很多 ，但我们不可能因此把刑法典废了！
一言以蔽之，对于处理嫖宿幼女犯罪行为时出现的司法腐败 ，我们应该加强司法反腐工作，加大对
徇私枉法者的查处力度，加强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加大民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而不是简单草
率地废除嫖宿幼女罪。在这一点上，人大法工委的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不能把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归咎
于立法，司法腐败应该去追究腐败者的责任 ，而不能以此为借口把保护幼女性权利的嫖宿幼女罪废除
了。一旦嫖宿幼女罪被废除，司法腐败者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仅不会按强奸罪去处理，而且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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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普通的的嫖娼行为进行非罪化处理 ，这绝对不是废除嫖宿幼女罪论者乐意看到的结果 。
六、废除嫖宿幼女罪会带来不良后果
有论者认为：“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对于幼女的保护十分不利。 为了加强对不满 14 周岁幼女的保
护，
预防侵害其权益的恶性案件发生 ，建议取消《刑法》规定的嫖宿幼女罪罪名，对嫖宿幼女的行为按照
［12］
《刑法》规定的强奸罪从重处罚，符合法定情节的，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笔者认为持此论者
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结果可能正好相反！ 试想一下，嫖宿幼女和强奸、奸淫幼女在行为性质有很大区

别的情况下，如果对嫖宿幼女者判 8 年有期徒刑，强奸幼女者也被判同样的刑罚，那么我们是不是又放
纵了暴力强奸犯呢？ 如果花钱去嫖宿“非处女 ”幼女和不花钱用暴力强奸或奸淫一个处女幼女判同样
的无期徒刑，那么嫖客干吗还付钱去娱乐场所找非处女呢 ？ 他们采用暴力强奸毫无抵抗能力的幼女岂
不更方便快捷？ 这样一来会不会纵容一些以破处为癖好者 、恋童癖者去祸害更多的良家幼女呢？ 由此
观之，把嫖宿幼女者和强奸、奸淫幼女者混为一谈，实施同样的处罚，不仅不利于对幼女的保护，而且会
使更多无辜的幼女遭受戕害。对于废除嫖宿幼女罪会带来不良后果 ，并不是笔者的杞人忧天，这是已被
实践证明了的事情。全国人大法工委曾在答复孙晓梅的提案中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1 年在《关于
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将强迫幼女卖淫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并规定对嫖宿幼女的，依照
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虽然这一《决定》体现了对受害幼女的特别保护，但是从《决定 》实施的情
1997 年修改刑法
况看，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实际判处的案件比较少 ，效果也很不理想。 针对这种情况，
时专门增设了嫖宿幼女罪。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时还表示，简单取消嫖宿幼女罪，恢复到 1991 年《关于严
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的按照强奸罪处理的做法，可能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从人大法工委答复的
内容看，这与笔者的担忧相吻合。人大法工委从实践出发，从历史出发，对废除嫖宿幼女罪持审慎和理
性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这要比那些一味地迎合民众而发表不理性意见的机关要值得肯定 。那些热衷
于废除嫖宿幼女罪者可曾了解我国的这段立法史 ，可曾预料废除嫖宿幼女罪后的社会效果 ？
七、打击“开苞”犯罪的关键是准确认定奸淫幼女行为
有论者认为，当下一些腐败分子有“买处”心理，要严厉打击“买处”犯罪行为，所以要废除嫖宿幼女
罪。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 要严厉打击“买处 ”行为，其关键在于准确地区分奸淫
幼女行为和嫖宿幼女行为，而非废除嫖宿幼女罪。
一般而言具有“买处”心理的人，是要与处女发生性关系，他不大可能去一些有妓女存在的娱乐场
所买处，因为到那里几乎买不到。他们必然通过其他途径接触诱惑幼女以达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犯罪
人处心积虑与处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无论是否采用暴力，无论是否给予金钱、物质进行诱惑，无论幼女
是否同意，都是实质上的奸淫幼女行为，应按照强奸罪定罪处罚，而不能再按照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了 。
对于直接向卖淫组织者要求为其提供未满 14 周岁处女进行性交易的行为，或者在卖淫组织者告
知、暗示嫖客交易对象为未“开苞”幼女的情况下仍进行性交易的行为 ，都要按奸淫幼女行为处理，以强
奸罪定罪处罚。因为，贞操对于一个中国女性来说是有实际的心理和生理影响的 ，此时的幼女无论在生
理上或是在心理上都是纯洁之身 ，犯罪人的“买处”、“开苞”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生理上的性发泄 ，而
是为了满足扭曲的破处心理，无论是从犯罪人的心理上还是实质上都是要将一个天真稚嫩的纯洁之身
予以玷污和伤害，所以是实质上的奸淫幼女行为。此时的“嫖客付钱”并不能减少罪责，相反超额的“嫖
娼付款”倒是他们奸淫幼女的罪证，而采取其他方法诱奸幼女的犯罪人付出的物质 、金钱可能比“嫖客 ”
还多，因而，对于此种情形下的“嫖客 ”应该按强奸犯论处。 有关机关应该出台司法解释，对于针对 14
周岁以下幼女的“买处”、“开苞”行为一律按强奸罪 （ 奸淫幼女 ） 定罪处罚，而废除嫖宿幼女罪则是南辕
北辙。
对于在娱乐场所或经皮条客介绍或由幼女的父母安排 ，幼女卖淫在先或以此为生活来源的 ，嫖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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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碰到并实施非法性交易的行为 ，应该认定为嫖宿幼女罪。此类犯罪行为与故意强奸、诱奸幼女的行
为，无论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上都要低很多，对于嫖客来说 5 年以上 15 年以下的刑罚
已经足够沉重，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再加之以开除公职更使他们不敢轻易下手 。刑罚配置的公平、公正是
相比较而存在的，把不同质的行为按一样重的刑罚处理对犯罪人不公 ，异罪同罚有可能会引发犯罪性质
升级，对社会的防护也无益。
八、结语
综上所述，要严厉打击性侵幼女的犯罪行为，切实为幼女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关键在于准确界定
奸淫幼女和嫖宿幼女的犯罪行为 ，关键在于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嫖宿幼女的行为。可喜的是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中的第二十
条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笔者认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粗暴不计后果
地把嫖宿幼女罪一废了之。
相反，为了严打此类性侵幼女犯罪发生 ，不仅不应该把嫖宿幼女罪废除，而应当把它从第三百六十
条中独立出来，作为完整的一个法条，而不是隐藏在第三百六十条之中，以彰显国家、社会对打击此类犯
罪的立法态度。而对于针对 14 周岁以下幼女的买处“开苞 ”犯罪行为，有关机关只需出台一个司法解
释，
一律按强奸罪（ 奸淫幼女） 定罪处罚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刑网不仅更加严密，而且这种区分层次的对
犯罪分子的打击则更为客观公正 、准确有效，因而对幼女的保护会更好，对社会的防护也会更好，而一味
的重刑主义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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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exual Assault Crime concerning Young Females
Li Yongsheng1 ，Feng Yudong2
（1． 2．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If compared with punishment to 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of young girls in the main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e punishment to the crime of whoring with a girl is more severe． The latter crime does not deny the invalidity of the girl being “ sexual voluntary”，and the girl is not called prostitutes，therefore，there is no moral
discrimination and secondary damage． Sexual assault crime is an exceptional protection to young girls’sexual
rights． Thus，the ground to abolish of this crime can not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of young females；secondary damage；invalidity of being voluntary；ab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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