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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刑法学的提出与国际海上犯罪的立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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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社会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涉海领域的犯罪将愈演愈烈，直接危及作为海洋

大国的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加之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法学的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加强海洋刑法学的研
究; 海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海上犯罪，其重点在于“国际”、“海上 ”犯罪，较之一般犯罪在法律适
用、行为方式、行为时空等方面存在明显区隔; 对于国际条约中所涉及的国际海上犯罪在国内的适用应
采取转化的操作模式，可考虑在刑法典中独立设置章节对其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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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浩瀚无边的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各类资源，浩瀚的海水中存在 80 多种元
2． 5 万余种植物，仅水产品便足以养活 300 亿人口。 自上世纪以来，人类对
素，生存着 17 万余种动物、
海洋的开发、利用、研究等活动日益频繁、活跃，伴随海洋开发活动的兴起，涉海领域的犯罪也日益猖獗，
涉海领域犯罪活动的多元化和海洋环境的特殊性 ，要求调整此种犯罪的刑法规范必须与之相适应 。
一、海洋刑法学提出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海洋面积有三百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但这种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的意识一直未受国人的重视 ，根本原因在于在几千
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主要利益均通过陆权就可得到 ，这是科技条件所限和中国地理形势所致： 中国西边
有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为天然屏障 ，东面是大海，在航海出现之前也是天然保护，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
对“外”防北方、对内控制关中中原为要的陆权理论 ，这一理论不但被认为在军事上有效，在经济上也未
［1］

形成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更无法形成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甲午海战前，陆权已不足以维护中

国利益，但是，虽然理论上知道了海权的重要性 ，却因为政治的落后在对日战争中被一击而溃。 从此救
亡图存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再后来，由于国内事务缠绕和国力的不够强大，在理论和实践上，海权都
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海洋经济和相关的造船等产业也
2009 年中国
迅速强盛起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海权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
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22072． 7 亿美元，而中国 GDP 达 33． 53 万亿元 （ 约合 4． 9 万亿美元 ） ，外贸经济已
占我国国民经济总额的一半左右 ，我国已成为一个高度对外开放和依赖外贸的国家 。可以预见的是，随
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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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洋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与海洋经济的勃兴相伴而生的是涉海领域犯罪的猖獗与泛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海盗犯罪一直是困
扰世界各国海洋运输安全的最大威胁 。据国际海事局海盗报告中心公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1 年，年度
全球海盗袭击事件，已连续三年突破 400 起，其中 2010 年为近 10 年海盗袭击数量最多的一年，与 2003
年持平，均为 445 起。2011 年的海盗行为虽下降 6 起，数量仍然高达 439 起，但这不代表该问题已得到
有效解决，只是通过各方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海盗问题罢了 。鉴于海盗日益猖獗，世界海事组织
（ IMO） 将 2011 年的世界海事日主题定为： 协调一致，应对海盗。 同时，海盗和气候变化也是 IMO 第 27
［2］
届会议的主题 。就中国而言，不论是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还是石油资源的进口 ，绝大部分要通过海上
运输来完成，中国进口石油的 80% 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全部进出口货物的 60% 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
的贸易和石油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六甲海峡的状况 ，而 1994 年到 2004 年期间，海盗活动最猖獗的
地区在印度洋的东部，即马六甲海峡和印尼海域，该地区一共发生了 1050 起海盗袭击案件； 在同一时
期，索马里海域仅发生 75 起。2005 年之后，印度洋东部的海盗案件开始逐年下降 ； 相反，印度洋西部的
2005 年到 2009 年共发生了 416 起案件，其中包括多起
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海域海盗案件却急剧上升，
［3］
劫持中国船员和船只的案件 。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政府更史无前例地派遣海军舰队前往索马里
海域和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除上述海盗对海洋运输安全的威胁之外 ，船舶碰撞、海洋油污、海上抢劫
等刑事犯罪造成重大人身及财产的巨大损失也同样威胁着世界各国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 ，如近年发生
的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石油平台爆炸泄油事故、大连新港输油管爆炸事故等便是例证 。
与上述涉海领域的犯罪日益猖獗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刑事立法存在两方面的滞后 ： 一方
面，受“重陆地、轻海洋”的传统刑事立法思维的影响，目前的刑事立法明显侧重于陆上犯罪的法律规
制，而较少从海上犯罪的自身特性出发寻求有针对性的立法规制对策 。因此，尽管我国拥有一万八千公
里的海岸线，但是现有的刑事立法体系却没有对海洋法益予以应有的保护和关注 ，进一步导致涉海领域
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以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为例，长期以来，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律
1997 年新刑法中虽然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用以囊括污染土
保护主要是依赖行政法与经济法 ，
地、水体、大气三个方面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但与海洋环境污染严峻的现实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海洋环境污染具体案件的司法裁量较为普遍化地表现出极度的司法宽容 ，对于
海洋环境犯罪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 ，认为海洋环境的保护主要由海洋局 、海监局等国家海事行政机关
负责，对海洋污染案件适用刑罚应当慎重 ，应当综合考虑，应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由此导致几乎所
［4］
有的危害海洋环境案件均未进入刑事诉讼过程 ” 。有学者统计，“我国海上各种溢油事故每年发生约
［5］
500 起，某些沿海地区海水含油量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 2—8 倍 ”
，但从 1997 年新刑法颁

布实施之后，尚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 。虽然有学者撰文指出，“对海洋环
境犯罪打击不力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无法可依 ’，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于涉嫌犯罪案件的人为滞留，
［6］
致使大量海洋环境污染案件并未被移交刑事制裁 ” ，反映出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偏差对其入罪的影

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现行之刑事立法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规定不具体 、不明确仍是污染海
洋环境行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极度宽容的主因 ①。虽然，《刑法修正案 （ 八） 》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其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
果”作为构罪必备要件的结果犯转换为仅要求“严重污染环境 ”行为犯或危险犯，体现了刑事立法的进
步意义，但遗憾的是仍未将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与其他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区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
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 ，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
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因而，针对海上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当在现
［7］
行刑法框架内作出适当调整，以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
①

与我国刑事立法未将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进行单独规定不同，根据污染之对象不同进行立法上区隔处理从而形成诸如污染海洋

罪、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等罪名的立法模式则可以说是国外立法之普遍趋势。参见高晓莹： 《海洋环
2011 年第 10 期。
境污染的刑法调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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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我国批准、加入的国际条约中所明确规定的某些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未体现 。如
针对海盗犯罪，我国《刑法》中并无相应的罪名，相应地，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的海盗行为的
国内刑法规制，目前只能采取通过分解海盗行为以比照刑法分则有关规定的办法对其适用刑法 ： 如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的作为具体海盗行为表现方式的“非法暴力行为”、“非法扣留行为 ”和
“掠夺行为”，可能触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罪、暴力危及
飞行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等，至于具体定何种罪名则要根据具体案件中海盗分子具体的行为方式 ，
判断其是否构成其他犯罪，然后根据罪数的理论和有关数罪并罚的原则确定其罪名和判处的刑罚 。 但
此种定罪量刑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如无法体现海盗犯罪的行为本质 、定罪量刑过程繁琐、对行为的
［8］
定性极易出错、不利于对海盗行为的打击等诸多弊病 。除海盗罪之外，像海上战争罪、暴力危及海上
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管道和电缆罪、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等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罪名都存在与

海盗罪相类似的处罚困境。与此立法问题相关联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相继批准加入了一些国际公
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以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
全非法行为议定书》，这些公约中有关涉海领域犯罪的规定大多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在实际司法执行
中，则适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由于我国《刑法》中并未就上述公约中的国际犯罪转化为国内立法 ，则
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放纵国际犯罪的现象 ，最终直接违反我国加入国际公约所应承担的义务 。
与刑事立法的滞后对应的是，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关于涉海领域的犯罪也大多集中于对某种具体犯
罪“就事论事”的研讨，比较典型的如对海盗犯罪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而成为热点，但多数学者的研究
成果仅仅围绕此种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立法建议等问题展开 ，而对于这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对刑法基
础理论影响的研究仍付之阙如，更缺乏以此为契机探求将涉海领域的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从
而形成海洋刑法学体系的理论设想 。
总之，涉海领域犯罪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阻滞 、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以
及防范和惩治海上违法和犯罪行为的实践需要足以确证海洋刑法学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
二、海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按照法理学界的一般共识，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是划分部门法的标准，依此逻辑，海洋刑法学要从
传统刑法学独立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支 ，就必须具备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 。
海洋刑法学所要规制的对象，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理解，即为“海上刑事犯罪 ”，即发生在海上的涉
及刑事法律的犯罪行为，部分学者更提出国内海上刑法与国际海上刑法的分野 ，前者的调整范围包括海
上交通肇事罪、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罪，海洋运输中的危险物品肇事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
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海上物流中的抢劫罪 、盗窃罪、诈骗罪、杀人罪和伤害罪等等。后
者的调整对象包括海上战争罪、海盗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管道和电缆罪、破坏大陆架
［9］
固定平台安全罪、海上贩毒罪、海上走私罪、海上恐怖主义犯罪以及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法等 。 由此
可见，上述学者对“海上刑事犯罪”的界定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犯罪形态，而
且包含国际犯罪形态，与此对应，“海上”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海洋 ，甚至可能包含海洋之
外的内湖、内水等水域。
很明显，将海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海上刑事犯罪 ”，其初衷或许是为了和“陆地犯罪 ”或者
“陆上犯罪”对应，这样的界定初衷或许在彰显海上犯罪与陆上犯罪之发生空间不同方面有其道理，但
是从学科体系建构角度而言则值得商榷 。因为仅仅从犯罪发生的空间环境出发，并不必然代表对两种
犯罪的刑法规制会形成不同，例如对于在海上发生的船员之间的盗窃罪 、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如果
并不危及国际海上交通安全，对其的处置与陆上发生的同类犯罪行为并没有本质区别 ，无论是从刑事立
法的规定还是从刑法基本理论来看 ，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将这样的犯罪行为纳入海洋刑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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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将导致其与传统刑法学形成交叉 、重叠，从而降低其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①。
笔者认为，
为区别于传统刑法学，
海洋刑法学的调整对象应界定为“国际海上犯罪”，其重点首先在于
国际犯罪，
即危害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区别在于，国际犯罪具有国际
而这种 国 际 性 表 现 为： “（ 1） 从 行 为 特 征 上 看，国 际 犯 罪 在 活 动 范 围 上 大 都 涉 及 不 只 一 个 国 家；
性，
（ 2） 从危害性质上看，
国际犯罪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而不仅仅是对某个国家及其公民的犯罪； （ 3） 从禁止规
范上看，
违反国际公约的禁止性规定，
是国际犯罪区别于国内犯罪的最显著的外部特征； （ 4） 从制裁规范上
看，对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具有国际性和强制性，前者体现为普遍管辖原则，后者体现为每一个国家都有
义务制裁国际犯罪，
并且都有义务与其他国家进行刑事合作，
协助对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完成制裁
［10］
”
国际犯罪的任务。
如果从调整对象的性质来看，
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就
国内犯罪而言，
它们的确是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对于严重的国内犯罪（ 如故意杀人罪） 来说，国家通

常情况下不会因为被害人的原谅而停止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否则国家的统治和权威将不复存在，而对
（
）
，
于轻微的犯罪 如国外的违警罪 来说 它们违反的也是国家的公共管理秩序，
因此，
从本质上讲，
国内犯罪
就是对国家的犯罪。相应地，
国际犯罪就是对国际社会的犯罪，
就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国际犯罪也完全可
如种族灭绝罪等，
表面上看起来，它们只是针对特定被害人或者特
以只在一国领域内针对本国公民实施，
定国家的犯罪，
但由于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该行为进行刑罚制裁，使得国际犯罪的危害具有超越特定
［11］
国家的特质，
因而国际犯罪是对国际社会实施的犯罪” 。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上述区别，使国际犯罪
具有了跨国性、
涉外性、
违反公约性的基本特征，并与国内犯罪形成了并列范畴。正是由于此种特殊的调
整对象，
导致对其的调整方法也与国内犯罪有别。对国际犯罪的调整适用的是国际刑法②，反之，对国内
犯罪的调整适用的是国内刑法，虽然学界对国际刑法的学科归属及其与国际法之关系存在诸多争议 ，但
大多数出身于刑法学的国际刑法学者均认可，“国际刑法既不应当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更不能归属于
国内刑法。它是由国际法的某些品格（ 在渊源方面 ） 和国内刑法的某些品格 （ 在内容方面 ） 相结合而造
就的一种边缘性的独立的法律制度 。这种法律制度独立存在的基础主要在于它所禁止的国际犯罪的特
［12］
殊性和制裁国际犯罪的特殊方式 ” 。除此之外，国际刑法最主要的两大渊源是习惯国际法规则与国
际条约，国际犯罪就是由它们所创设或者推动的犯罪 ，两者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前者不仅通过大量

的国家实践（ 例如判例、法律规定等 ） 明确禁止某些国际犯罪，而且还通过那些对习惯国际法进行编纂
的国际公约来明确禁止该国际犯罪 。有的公约直接规定这些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措施并由专门的国际
刑事司法机构来适用，如《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而更多的国际公约则要求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将公约
所禁止的罪行予以犯罪化，而国内刑法则主要由刑法典、单行刑法等构成。
其次，国际海上犯罪作为国际犯罪的下位概念 ，当然具备国际犯罪的一般特征如侵犯国际社会的共
同利益、违反国际公约等，但与其他国际犯罪不同，国际海上犯罪由于其发生地域、表现形式的不同，其
所危害的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内容 、范围和程度也不尽相同，国际海上犯罪所危害的主要是与海上运输、
海洋作业以及船舶相关的各种国际海洋秩序的共同利益 。换言之，作为国际海上犯罪的第二个特征在
于“海上”，即发生在海域内的犯罪行为，海洋从其物理特性上看，是一个连绵不断、统一的海水水体，但
在海洋法上对海域则有较为明确的界定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海洋被划分为 10 个海域，
即内海、领海、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与群岛水域、闭海或半闭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
①

除此之外，海上犯罪与陆上犯罪的分野以犯罪发生的空间环境不同能否完全区隔清楚也值得商榷。例如，针对海洋环境污染的

犯罪，其污染来源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既有来自陆上之污染如工农业者任意排放污水，倾倒、弃置废弃物，经由沟渠、河流汇入海洋，也有
因海域工程而污染的，如利用海洋设施从事开采海底油矿、输送油及化学物质、排放污水或处置不当而导致化学原料外泄，造成海洋污
染，更有因海上处理废物以及来自船舶任意排放污水、油、废弃物或其他污染物质等造成的海洋污染。参见周成瑜： 《国际刑法暨海事刑
法专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213 页。上述犯罪行为，其行为地囊括了陆地与海上两种不同的空间环境，但却都应
归属于“海上犯罪”。
“国际罪行就是指国际刑法各渊源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参见李寿平著： 《现
② 国际刑法对国际犯罪调整的专属性为学界所公认，
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5 页。国际刑法学界久负盛名的巴西奥尼教授也认为： “过去的经验证明，一项
得到相当多的国家承认的多边条约中规定的罪行属于国际罪行。参见马呈元著： 《国际犯罪与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81 页。

110

阎二鹏: 海洋刑法学的提出与国际海上犯罪的立法规制

和国际海底区域。“无论是处于国家完全管辖下的海域，还是处于国家部分管辖下或国家管辖之外的
［13］
海域，都由海洋法加以调整，适用海洋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对“海上 ”范围的界定应采取国际社会
公认的海洋法的相关规定①。必须说明的是，在将海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国际海上犯罪 ”的前
提下，并不意味着“海上”之范畴仅局限于公海之上，原因在于，国际犯罪本身并不等同于普遍刑事管辖
权之确立，换言之，国际犯罪本身并不意味着只能是适用普遍管辖权规制的犯罪类型 ，尽管国际犯罪理
应具有侵犯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违反国际公约等内在属性，但在现实的国家主权之下，普遍管辖原
则被视为属地管辖原则与属人管辖原则的补充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性命题 ，与此对应的是，虽然依据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1998） ，可由设在海牙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 、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
略罪四种核心罪行直接进行审判 ，但对于其他国际犯罪则不能适用此一规则 ，且上述国际公约仍以各主
权国家批准、加入为前提，也就是说，即使对于危及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之国际犯罪而言 ，也并不意味着普
遍管辖权的当然确立。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对海盗罪成立时空条件的要
求，依据该公约之规定，海盗行为发生的地点是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区域 ，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规定是国际法上公海自由原则的例外 ，在公海自由原则之下，公海上的船舶是置
于其所属国家的排他性管辖之下的 ，此即船旗国管辖原则，但若彻底贯彻该原则，将导致侵害国际社会
共同利益与公海秩序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正是基于如此的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及《公海公
约》均将发生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贩卖奴隶行为、贩运毒品行为作为公海自由原则的“例外 ”情形，赋
［14］

予各国普遍管辖权，可以认为，“船旗国管辖原则是基础，普遍管辖原则是补充，两者相辅相成 ” 。 由
此可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所以将海盗罪限制在“公海”上，其目的是为了规定普遍管辖权之需要 ，
但不代表发生在公海之外的他国管辖范围内的海盗行为就与该公约中规定之海盗罪存在本质区别 ，海
盗行为发展至今，码头、港口、旅游区乃至居民聚集区都成为海盗袭击目标 ，大量的海盗行为发生在一国
领海之内，这些海盗行为与公约中规定之海盗罪除犯罪地点之外并无本质区别 ，只不过基于尊重国家司
法主权的需要，无法确立普遍管辖权而已，这些海盗犯罪当然也具有侵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内在特
征，自然也应归属于海洋刑法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事实上，也有学者建议“将领海之内的海盗行为也视
［15］
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海盗犯罪” 。
1907 年《陆战法规与惯
目前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主要有： 1888 年《保护海底电缆公约 》、
1928 年《布斯塔曼特法典》、
1958 年日内瓦《公海公约》、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8 年
例公约》、
国际海事组织《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 》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以及区域性的各国为缔约方的其他 （ 相关 ） 法律文书
定书》、
等。上述相关法律文件涉海犯罪主要包括海上战争罪 、海盗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管
道和电缆罪、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海上贩毒罪、海上走私罪、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等具体罪名。
三、国际海上犯罪的国内立法模式设想
我国目前虽已批准参加了多项国际公约 ，但如前文所述，对于公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犯罪大多在国内
刑法中并无对应之罪名，而国际刑法的适用需要通过国内刑事司法来实现 ，如果不能将国际刑法中国际
［16］

海上犯罪刑事规范在国内法中刑事化 ，国内刑法就难以实现对这些犯罪的有效制裁
段如何确保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

。 因此，在现阶

对于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目前国际上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 ，前者认为国内法与国际法属
同一法律体系，持该主张的学者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优于国
内法。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问题，从“一元论”出发，国际条约可以直接在国内适用，这被称为“并入 ”
的适用模式。采行“一元论”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芬兰、波兰、俄罗斯和瑞士等。 后者则认为，国内法
与国际法属不同的法律体系，两者在效力上不具有可比性。 从“二元论 ”出发，则国际条约不能在国内
①

基于同样的理由，内湖、内水等水域发生的犯罪不应归属于“海上”犯罪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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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适用，只能通过成员国依据条约规定来废、改、立国内法的方式在国内间接适用，这被称为“转化 ”
的适用模式。 采行“二元论 ”的国家，主要是诸如英国、苏格兰、北爱尔兰、澳大利亚这样的英联邦国
［17］

家

。一元论与二元论所形成的两种逻辑进路即通常所理解之国际条约的“直接适用 ”与“间接适用 ”

模式。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则兼具上述两种方式： 我国大量法律规定
国际条约可以在国内直接适用，并规定了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条款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
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据统计，目前这种法律、法规
［18］

已约有 70 项

； 与此同时，根据国际条约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立法或者对现行立法进行修改也被我国立

2009 年相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 》和《著作权法 》，从而使国内法
法机关所采用，我国于 2001 年、
的内容与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及中国入世承诺） 的规定实现一致。
将上述两种模式并行适用或许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的目的 ，但具体到国际海上犯罪而言，由于前述国
际条约中对相关国际海上犯罪只规定了罪名 ，并无相应之法定刑的设定，因此，对这些国际条约并无采
行直接适用模式的操作可能性，只能采用间接适用即转化模式。
对于间接适用模式中关涉国际条约中所规定之犯罪在目前国内刑法中的具体设置 ，理论自然可以
采行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是将国内刑法典中的相关犯罪条文进行修改 ，以对接国际条约之规定。 例
如，我国政府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签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与我国《刑法》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以及犯罪主体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2006 年 6 月 29 日《刑法修正案（ 六） 》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在原先的毒品犯罪 、黑社
为了与该公约对接，
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犯罪四种犯罪基础上 ，又增加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三类犯罪，关联到的具体罪名达到几十种。其二，是在国内刑法典中单独增加新的
罪名，从而与国际条约对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了“影响力交易 ”犯罪，即对非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职权行为 ，收取或者索取财物，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由于国内刑法典中并未规定此类犯罪行为，因此，2009 年 2 月 28 日
《刑法修正案（ 七） 》增加一条新规定，形成了一个新罪名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从而使《刑法 》规定的
犯罪行为与《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在犯罪行为方式与罪名上基本上保持一致 ①。
显然，上述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国内刑法典中是否已经有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具体犯罪 ，如果有，
则只需要在原有条文基础上进行修改即可 ，反之，则需要增加新的罪名。 具体到国际海上犯罪而言，如
前文所述，像海盗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等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并未设置对应的法条 ，因此，只能考
虑在现行刑法典中增加对应的新罪名 。当然理论上还可通过附属刑法、单行刑法的方式增加相应的犯
罪。就附属刑法与单行刑法而言，学界争议已久，不少学者提出增加附属刑法与单行刑法就某些需频繁
修改的犯罪类型尤其是法定犯，如经济犯罪与行政犯罪，可以适应这类犯罪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变化，
行政规制、经济管理活动也必然与经济生活对应而变动不居的特性 ，而“刑法属于司法法，司法法的最
［19］
重要的指导原理是法的安定性 ” ，从而将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分立亦可维持刑法典的安定

性。此一说法在理论上不无道理，但可能并未契合我国立法传统，在 1997 年新刑法颁行之后，截至目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在 1998 年颁布过一个单行刑法，相反，对刑法典的修改与完善主要是通过刑法修
正案的方式进行的，刑法修正案被视为刑法典的一部分，单一刑法典模式更符合我国的立法现实。 而
且，从世界范围来看，成文法国家即使采取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模式也只是局限于经济犯罪与行政犯
罪，而对国际犯罪统一、单独规定在单行刑法中的只有德国一国 ②。
综合上述因素，同时考虑到国际海上犯罪较之一般犯罪在侵害法益 、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方面的
①

当然，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洗钱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修改或者设定与目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仍有一定

差距，这是日后需要完善的。
②

为实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德国《国际刑法典》于 2002 年 6 月 30 日生效，在该法典中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规制国际犯罪的有

关实体性刑法规定移植于德国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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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将之直接规定在现行刑法典的某一章中 ，都无法完全涵盖其本质，因此，可以考虑在刑法典中
专设一章对国际海上犯罪进行规定 ，这也符合一般国家的做法，例如，《俄罗斯刑法典 》第 12 编专门规
定了“破坏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犯罪”，《法国刑法典 》在第二卷第一编中设专章规定了种族灭绝罪、其他
反人类罪； 《西班牙刑法典》在分则中规定了“危害和平和国家独立罪”、“海盗罪”； 《意大利刑法典 》分
则第一章规定了“对外国及外国元首之犯罪 ”等。 如此，在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可单独设立一章“危及海
上安全罪”，在这一章中具体规定海上战争罪 、海盗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管道和电缆
罪、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海上贩毒罪、海上走私罪、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等罪名，从而与国际条约
中的相关规定衔接。
参考文献：
［1］徐立凡． 陆权主导时代已经过去［N］． 华夏时报，
2005 － 08 － 04( 2) ．
［2］刘诗，黄泽慧． 2011 年全球海盗袭击事件分析及其应对措施［J］． 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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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ion of Sea Criminal and Regulation about Crime at Sea
Yan Erpeng
（ Law College of 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
Abstract： Crimes at sea increase along with human’s exploitation on marine resources． In addition，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study in China are left far behind，thus we need to strengthen study about sea criminal jurisprudence． The objects of sea crimes research are International crimes at sea，mainly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and“at sea”，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rimes on law，behavior，temporal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sea crimes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hould adopt the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and set independent chapter in
Chinese existing criminal code．
Key words： sea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ternational sea crime； legislatio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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