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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惩治贷款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 如何认定行为人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 !存在不少分

歧。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 刑法规定推定说、
司法解释推定说、
主客观一致说。事实
上, 上述认识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需要重新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
科学认定应当紧紧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保证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联系; 允许被
告人提出反证。
关键词: 非法占有目的; 贷款诈骗罪; 司法推定
中图分类号: DF 6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0964( 2010) 06 0053 03

中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实践部门一致认为, 贷款

的解释 # ( 以下简称 ∀解释 # )进行推定。持这种观点

人在贷款过程中使用了虚假的方法, 但主观上没有
非法占有目的的, 属于一般的金融违法行为, 不构成

的学者明确指出,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便可推定
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的;

贷款诈骗罪。因此, 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

贷款后携款潜逃的; 未将贷款按贷款用途使用, 而是

占有的目的, 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违法行

用于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改变贷款用途, 将贷

为的关键。然而, 在办理具体的贷款诈骗犯罪案件
时, 司法机关经常面临着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

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 造成重大损失, 致使贷款
无法偿还的; 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隐瞒贷

难题, 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有无, 也往往是控辩双方

款去向, 贷款到期后拒不偿还的; 提供虚假的担保申

争论的焦点。因此, 如何认定贷款诈骗犯罪案件中

请贷款, 造成重大损失, 致使贷款无力偿还的; 向银

的行为人 有无非 法占有 的目 的, 具有 很强的 实践
价值。

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 数额较大的
。
3. 主客观一致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

一、
贷款诈 骗罪 之非法 占 有目 的认 定的 理论
之争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
学界存在分歧。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种不同见解。
1. 刑法规定 推定说 !。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主

[ 2] 170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们
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 。论者进一步指
出, 司法解释推定说 !运用一些 无法偿还 !、 拒不
[ 3]

偿还 !的事 实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
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非法占有目的

张, 只要具备 ∀刑法 #第 193条列举的 5种情况之一

这个 因 !与未返还这个 果 !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
应关系。仅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

的即构成贷款诈骗罪, 而不应再考虑其中的非法占
有目的。这 5种情况是: ( 1) 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

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虚假理由, ( 2) 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 ( 3) 使用虚假

二、
学界观点之评析

的证明文件, ( 4) 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或者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 在笔者看来, 刑法规

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 ( 5) 以其他方法诈骗贷
[ 1]
款的 。

定推定说 !显然欠妥。这是因为, 立法是主 观见之
于客观的活动, 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人类活动的无

2. 司法解释 推定说 !。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主

限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犯罪构成要件

张,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根据 1996年的 ∀最高人

行为本身都无法必然包含某种特定犯罪目的。可见

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第一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此为其一。其二,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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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推定说 !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按照 刑法规定
推定说 !的理解, 只要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采用了

实施了违禁行为的事实中, 推断出被告是否自觉犯
罪或具有犯罪意图, 如果被告未做任何辩解, 推断通

法定的欺诈手段取得贷款的就可构成贷款诈骗罪。

常成立

析言之, 只要行为人采用了下列法定欺诈手段之一

推定的适用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倡。陈兴良教授认

即可成立贷款诈骗罪, 实施法定欺诈手段就意味着
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换句话说, 这种观点

为, 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客 观行为推定行为
[ 5] 51
人的主观目的, 从而认定犯罪 !
。

是在主张, 构成贷款诈骗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具备非

司法解释推定说 !主张以客 观方面的表现作

法占有的目的。但在我们看来, 如果具备 ∀刑法 #第

为判断依据, 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基

193条 列举的 5 种情况之一 即构成贷款 诈骗罪的
话, 在立法技术上就完全没有必要将 以非法占有

本赞同 司法解释推 定说 !。但是, 司法解释推定
说 !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目的 !明文予以规定。其三, 在贷款诈骗过程中

其一, 一些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缺乏高度

采用了法定的欺诈手段取得贷款, 并不能得出行为
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结论。

盖然性的联系。详言之:
( 1)行为人改变贷款用途,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主客观一致 说 !同样值得商榷。这主要表现

[ 4] 51

。在金融诈骗犯罪的 司法认定中, 刑事

致使无法偿还贷款。

在: 它否定了刑事推定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难看

该基础事实并不能说明其主观上一定具有非法

出, 主客观一致说 !对刑事推定进行否定的理由有
两点: 一是基础事实并不能必然得出行为人具有非

占有的目的, 因为实践中存在不少为了顺利获取贷
款而虚构盈利性贷款用途但贷款到手后却用于其他

法占有目的这一结论。二是刑事推定违背主客观相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对这种行为一概视为行

一致的原则。但是, 在笔者看来, 论者所持的两点理
由都不成立。一方面, 基础事实并不能得出行为人

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妥当。
( 2)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贷款。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固然是刑事推定的不足。但

对于假冒他人名义贷款情况多种多样, 有的确

是这种不足完全可以借助于其他的 制度设计来弥

实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也有的不具有非法占

补, 而且这点不足与其存在的实践价值相比是微不
足道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另一方面, 刑事推定

有目的, 对此必须慎重对待。比如, 行为人经营状况
不佳, 假借他人名义贷款致使自己经营的企业起死

的基本价值就在于通过考察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证

回生, 在贷款合同规定的期限归还了本息; 或者在规

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我们怎么能说推行刑事推定
制度会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呢? 事实上, 刑事

定的期限内归还了一部分, 余下款项制定了详细的
还款计划。这种行为由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

推定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这是因为, 非法占有目

的, 所以虽然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假冒他人身份是

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 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

一种欺诈行为, 但是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算, 所以
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

( 3) 行为人 向银行或 者金融 机构的 工作 人员
行贿。

行把握。也就是说, 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

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 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

占有的目的, 往往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司法机关

工作人员行贿很显然不能推断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

难以直截了当地做出 准确判定。针 对这一认定难
题, 有必要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予以解决。所谓推

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二, 不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

定, 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 基于某一确定的

由于实际生活中的案情复杂多样, 难免存在被

事实而推断另一不明事实的存在。刑事推定的法律
实质就在于改变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用证据直接证

告人之行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 但确实缺乏
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如果一概认定为具有非法占

明犯罪事实的做法, 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者仅凭直

有目的, 就会造成错案。比如凭借 无法返还 !、 拒

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 通过间接事实与待

不返还 !的事实来 推定出 行为人 具有非 法占 有目

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 从而得出待证事
实为真的结论。在实践中, 推定的使用早已被西方

的, 这在多数情况下, 进行推定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
科学的。但是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 我们并不一定

学者所肯定。如克罗斯和琼斯指出, 事实的推定, 由

能得出行为人 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的结论来。换言

于它是能够证明被告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 因而应
该对陪审团做出这样的指示, 即它有权从被告已经

之, 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 而非必要
条件。毫无疑问, 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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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质言之, 没有排除其他可
能而仅仅依据未返还的事实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 不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 势必会得出以偏
赅全的错误结论。

然而, 当行为人的行为具备 ∀解释 #所列以下基
础事实时, 则必须格外谨慎, 注意 综合考虑全面分
析 !: 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的; 改变贷款用途, 将贷款
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 造成重大损失, 致使贷款无

三、
本文之基本观点

法偿还的; 提供虚 假的担保申请 贷款, 造成 重大损
失, 致使贷款无力偿还的; 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

我们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的目的进

作人员行贿, 数额较大的。在认定这些基础事实的

行科学推定应紧紧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保证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具有高度

同时还应考虑是否存在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事实,

的盖然性联系。前文已论及, ∀解释 #对非法占有目

进而做出最后的科学判断。这些事实包括: 一是行
为人对到期归还贷款能力的认识情况。如果结合行

的采取的是刑事推定的方法, 但是该司法解释所列

为人的实际能力、
借款用途, 按照常理到期限应该能

举的某些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不具有高度的盖
然性联系。那么如何能既尊重司法解释又能做到认

够归还贷款的, 可以排除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如
果行为人对到期是否能归还贷款根本无所谓, 或者

定的科学性呢? 我们认为,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
综合考虑全面分析的认定模式。这是刑事推定的内

相信自己到期能够归还贷款根本不符合常情 ( 如寄

在要求, 这是因为 非 法占有 目的 !的外化 行为越

希望于 通 过炒 股或 违 法犯 罪 活动 获 利 归还 贷 款

多、
越全面, 则认定的准确度自然越高。还因为任何

等 ) , 则不能排 除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
为人对于贷款的使用情况。如果行为人取得贷款后

行为都作为系统而存在, 决定行为性质的是行为系

将之用于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但也许与借款合同

统的结构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亦即构成行为的

所规定的用途不同 ), 而这种生产 经营活动是有利
于还贷的, 一般来说就可以排除其具有非法占有的

任何因素本身或者外界环境因素本身都无法单独决
定行为的整体性质。所以说, 我们在判断行为人的

目的; 如果行为人使用贷款的行为不利于还贷, 甚至

主观心理状态时, 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 综合

还与还贷的宗旨背道而驰, 则一般可推定其具有非

考虑事前、
事中以及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
体判断。综合考虑全面分析的模式要求审判人员在

法占有的目的。三是行为人是否诚实还贷。如果行
为人按期归还贷款, 当然可以排除其具有非法占有

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 既

的目的。即使行为人到期未能归还贷款, 只要其确

要审查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又要审查对被告人有
利的证据, 针对被告人反驳能力不强的现实, 应该特

有诚实还贷款表现的, 一般也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反之, 如果行为人不仅客观上不能归

别强调仔细审查有关案件中是否存在足以排除行为

还贷款, 而且其主观上也不想归还, 或者对还贷抱一

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 排除合理怀疑。

种无所谓的态度的, 一般就可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

需要明确的是, 我们提出的 综 合考虑全面分
析 !的认定模式并 不违背 ∀解 释 #的精神 实质。在

的目的。
其次, 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刑事推定的一个

∀解释 #颁行不久, 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 ∀全国法
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 座谈会纪要 #。它强调:

根本特征是允许被告人反驳, 由刑事推定所得出的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既
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 也不能仅凭被

理为前提的。质言之, 确立和重视被告人反驳的权
利, 是克服刑事推定局限性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规则,

告人自己的供述, 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

是在为推定结论从或然性走向必然性飞跃提供规则

析。!这种对 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的

保证, 是刑事推定制度的应有之义。在英美法系国
家, 它们采用对抗式诉讼模式, 故而被告人的抗辩权

强调无疑是在突出综合分析的重要性。
根据 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形成具有高度

结论的正确性、
科学性是以被告人不反驳或反驳无

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与之不同的是, 我国对抗式诉

盖然性联系 !的要求, 我们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备

讼模式尚未完全建立, 该状况极不利于被告人抗辩

∀解释 #所列以下基础事实之一即可认定行为人具
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贷款后携款潜逃的; 未将贷

权的充分行使, 导致被告人与强大的国家强力无法
抗衡。就此意义而言, 对推定的刑事案件, 我国司法

款按贷款用途使用, 而是用于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

人员应该特别重视、
保障被告人予以反证的权利。

还的; 使用贷款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的; 隐瞒贷款去
向, 贷款到期后拒不偿还的。

( 下转第 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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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the System of Stock T ransfer in China and Its P erfection
HE D an, LIU Rong
( Co llege o f L aw and Comm erce, W uhan Institute of T echnology, W uhan 430073, Ch ina)
Abstrac t: S to ckho lder s' r ights transfe r system is the im portant component o f the system of the lim ited liability com pany. T he charac teris
tic o f person cooperation and property jo int o f lim ited liab ility com pany dec ides that transfer of shares wh ich must been restr icted.

In

Ch ina the lim ited liability com pany stockholde rs' righ ts transfer s' leg al sc ience theory and the leg isla tive practice is no t ve ry ma ture yet,
wh ich does no t adapt obv iously w ith the sta tus o f lim ited liab ility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 s'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im prov e
the fo llow ing aspec ts: firstly, asce rtaining the price when the stockho lde r doesn t' agree to transfer his stock purchase the sto ck; second
ly, im prov ing preem ptive r ight o f stockho lder, thirdly, im prov ing the sy stem o f sto ck repurchas ing; and lastly, ascerta ining the pr inc i
p le o f div iding the stock when the couples d ivorced.
K ey word s: L im ited L iab ility Com pany; stockho lder s' rights transfer; flaw;

leg isla tion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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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 eterm ining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in the L oan Sw indling C rim e
LU Sh i zhong
( L aw Schoo,l H enan N orm a lU niversity, X inx iang 453007, Ch ina)
Abstrac t: In the judicia l practice o f pun ish ing the loan sw indling crim e, the re are m any differences in how to dete rm ine the purpose of
illeg al po ssession. G enerally speak ing, there are several diffe rent understand ings: the presum ption by crim inal law, presum ption by ju
d ic ial interpre tation and the subjectiv e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objective. In fac t, the fo llow ing two aspec ts should be focused: high ly
bearing in basic facts and inferred results and allow ing the defendant putting fo rw ard to d isprov ing it.
K ey word s: purpose of illega l possession;

loan sw indling crim e; cr im ina l presum 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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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D istr ict of N o rth Caro lina, A shev ille D ivision,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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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ssed January 15,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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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llectual P roperty of the Buildings
ZUO Jin feng
( Co lleg e o fH um anities and L aw, Be ijing Institute o f C ivil Eng ineer ing and A rchitecture , B 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 t: T he bu ild ing is not on ly a sh ield for us to live, but a lso an art to appreciate. The author o f it can be g ranted by copy right
sam e as othe r au thors of artw orks. A d istinctive bu ild ing could be reg istered as the three d im ensiona l tradem ark w ithout infr ing ing other
righ ts. A unique building is able to g et des ign patent. T he In tellec tua l property o f arch itectu re shou ld be exp lored in orde r to prom ote
the innova tion.
K ey word s: a rchitecture; intang ible prope rty;

inte 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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