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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司法实务对于认定诈骗罪的态度相当克制，理论上则不能仅是为司法

实务背书，而应该在重视实务立场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成立标准。无论是财产概念本

身还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限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效果有限，因此，应突出财产损失

这样的客观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就损失的判断而言，整体财产损失说的基本框架

值得维持，而在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则应对这一学说予以修正: 确定诈骗数额时，如

行为人所得与被害人损失不一致时，应以“素材的同一性”为标准; 以后以诈骗所得偿还前

一诈骗被害人时，应以“主体的同一性”为标准。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限缩诈骗罪的范围

意义重大，而犯罪成本也可能在必要时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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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务本身在诈骗罪认定上的克制立场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欺诈现象都客观存在，设置并认定诈骗犯罪也都理所当

然。而且一直以来，德日等国对于诈骗罪认定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比如在德国，

行为人原本不具备签订相应雇佣合同的基本条件，隐瞒了曾因财产犯罪被前公司辞退

的事实而在新公司取得独立采购员职位的，被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谎称书籍或杂志内

容，欺骗被害人购买根据其知识水平完全无法理解的专业书籍或者订阅相应的专业杂

志，或者谎称教材的内容导致为小学采购教材的被害人购买了完全不适合作为教材使

用的书籍的，都成立诈骗罪。① 在日本，在银行成功冒用他人名义开设存款账户的场合，

或者隐瞒了他人有非法入境目的，而将自己名义的登机牌让渡给该人的场合，都肯定了

诈骗罪的成立。② 与此不同，中国刑法实务却对诈骗罪的认定相当克制。

562

*

①

②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见王钢:《德国刑法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以德国司法判例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10 期; 王钢:

《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4 页。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 2002 年 10 月 21 日决定，刑集 56 卷 8 号 670 页; 最高裁判所 2010 年 7 月 29 日决定，刑集 64 卷

5 号，第 829 页。

DOI:10.14111/j.cnki.zgfx.2019.04.014



( 案例 1 乞讨诈骗案) 根据警方公布的案情，在南京地铁里行乞的人员中存在着大

量的所谓“职业乞丐”，这些人事实上并不属于因家庭极度贫困或者欠缺劳动能力而不

得不行乞的人员，相反，他们都具有正常的家庭和劳动能力，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出于

骗取他人同情而获得捐赠的目的，他们假扮行乞人员，日均收入在 400 元至 500 元不

等，甚至个别经验丰富的职业乞丐日收入能达到 1000 元左右。对于职业乞丐，根据《南

京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由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责令改正，并可处以警告或者 20 元

以上 100 元以下罚款③。
( 案例 2 假病假条骗工资案) 2017 年 4 月 11 日，北京市顺义区某派出所接到该区某

公司负责人李先生的报警称，一段时间以来，公司 20 多名员工用病假条多次请假长期

不来上班，照领工资，却在外单位另谋职业。面对警方调查，涉案员工承认提供的病假

条系花钱从小贩处购得。上述 20 余人共从公司骗取病假工资、福利等 35 万余元。④ 但

最终，检察机关并未对本案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而是作了不起诉处理。
( 案例 3 铁钉棺材案) 湖南省宁远县人孔竹清于 2015 年 5 月至 8 月之间将木质棺

材的半成品销往湖北省利川市，但其隐瞒了这些棺材的盖板、墙板系用铁钉拼接而成的

事实，反而宣称其所售卖的棺木是用整根木材打造而成。听信此言后，赵某等十七人购

买了孔竹清所售卖的棺材或配件，总计销售额为 225400 元。根据利川市的传统风俗，

安葬死者的棺材不能用铁钉连接拼凑木料。购买者发现不是“整墙整盖”的棺材而报

警。检方以诈骗罪对孔竹清提起公诉。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不成立诈骗罪，且被二审

法院维持。⑤

( 案例 4 假三金片案) 被告人熊漓斌等人合谋雇人将穿心莲片( 药品名) 包装进三

金片( 药品名) 的药瓶内，制作成假三金片。熊某某等人又制造了该药品系从桂林三金

药业集团公司内部取得的假象，将 180 件假三金片卖给柳州地区医药工业公司的莫明

新夫妇，共收货款 216000 元。最终，司法机关认定各被告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⑥。
( 案例 5 骗取住房补助款案) 2013 年底，严某因生意失败而欠吴某百万元的债务，

但不久严某家即被列入征迁的对象。因此，二人决定利用严某单身拆迁户的身份，吴某

找到自己的女友孙某，以孙某和严某假结婚的方法来骗取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助款还

债。孙某为此非法获得拆迁安置过渡费等钱款 4． 6 万余元。因村安置房仍在建造中，

尚未进入实物分配阶段，故孙某并未分到安置房。后由于严某的其他外债，债主到法院

起诉要求严某和作为其“妻”的孙某共同承担债务而案发。最终，司法机关认定三人均

构成诈骗罪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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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6 卖药案) 武汉广爱医院出于卖药目的，利用为村民提供优惠体检的机会，将

老年村民因机能退化引起的轻度供血不足蓄意夸大，进而在医生建议下有 40 人购买了

药物，总金额近 2． 7 万元。后经武汉协和医院相关专家判断，涉事医院开出的心血管功

能检测报告单数据真实性存在疑问。事发后，武汉市卫计委要求，对不合理诊疗开具的

药品，武汉广爱医院予以退费，并向体检村民道歉，相关责任人员被行政追责⑧。
( 案例 7 骗提公积金案) 文某、吴某以购买保障性住房为由，以夫妻名义共同申请提

取公积金 20 万元，因材料齐全获准提取。此后，当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稽

核提取业务材料时，发现二人系伪造结婚证、购房合同等资料骗取公积金。针对上述情

况，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责令文某、吴某于限定时间内退还其所骗取的公积金，并将二人

的诈骗行为通报其所在工作单位，列入失信黑名单。至于本案中涉及的中介人员涉嫌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和印章的犯罪行为，亦交公安部门处理⑨。
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以上案例都是较为明显的诈骗行为，理当按照诈骗罪处理。

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刑事司法实务对诈骗罪认定在总体上相当慎重。上述案

件的具体处理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几乎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如案例 6、7) 或明

显是选择性执法( 如案例 1 ) ; 二是虽按照诈骗定性却倾向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

罚”，未进入审判环节而被消化在程序之中( 如案例 2) ; 三是被起诉为诈骗罪但最终作

无罪判决( 如案例 3) ; 四是进入刑事审判环节但按照其他犯罪处理而未定性为诈骗罪

( 如案例 4) ; 五是以诈骗罪判决但值得进一步讨论( 如案例 5) 。在诈骗罪认定问题上，

现有的实务态度能否在刑法理论上获得适当的说明? 既有的刑法理论能否在实务态度

中获得必要的滋养? 两者应该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 这是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

二、诈骗罪的限缩认定路径及财产损失要件的强调

( 一) 限缩的理由

对于我国司法实务对诈骗罪认定采取的慎重、克制态度，理论上不应仅以国外做法

为标尺而单纯批评，也不应拘泥于对“诈骗罪”成立条件的表层理解而强硬反对。我国

对诈骗罪认定采取的限缩态度，总体上大致有如下理由: 首先，刑法规范上的原因。中

国刑法对诈骗罪规定了“数额较大”的要求，使得未达此程度的诈骗行为或者单纯导致

他人财产损失危险的行为不能按照诈骗罪处理，这也就排斥了在德日等国被认可的“等

同于损失的财产危险”概念。同时，由于《刑法》第 266 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

定”，使得诸如案例 4 这样的销售假药案件被直接按照特殊法条销售假药罪处理，没有

将这种同时侵害市场经济秩序与他人财产权不同法益的行为按照想象竞合处理。其

次，这与各国对于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有关。由于对“刑法最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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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特征的强调以及在交易型欺诈等场合对民事欺诈处理模式的青睐，也由于行政机

关在行政处罚方面拥有较大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诈骗行为最高可处以 15 日拘留

的规定，诸多实务案例在我国未按诈骗罪处理具有深厚的国情土壤。最后，这也与各国

的诚信体系的现实状况以及对犯罪圈划定的政策选择有关。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对此，刑事司法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如果试图

通过刑法的积极介入倒逼推动诚信体系的建立，有“强行以刑法推行道德”之嫌; 反之，

如果任由失信、欺诈现象蔓延，刑法却无动于衷而只能借助于道德自律的话，又可能陷

入“刑法越是不管国民诚信越差，国民诚信越差刑法越是没法管”的恶性循环。实务立

场表明其总体上选择了后者，这本身就体现了政策倾向及其背后的现实关照。
这样来看，实务上对于诈骗罪的限缩立场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处罚体制上的理由和

社会现实上的合理性，不容轻易否定。就研究者而言，能否从理论上为实务倾向找到依

据，既是对实务立场的一种评估和判定，也是对理论自身的检验和校正。
( 二) 通过行为对象和主观目的的限缩效果

理论对实践的衡量标准，只能是诈骗罪的逻辑结构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犯罪构成。
而在犯罪构成的意义上呼应实务状况、限缩诈骗罪的入罪范围，有不同的路径。

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是“公私财物”，不属于“财物”则不能成为诈骗对象。但事实

上，“财物”概念本身对诈骗罪法网的限缩功能十分有限。关于“财物”的含义，在刑法

理论上主要存在着纯粹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法律经济财产说三种见解。纯粹法律

财产说在我国并未得到学者们的明确支持，因此，我国学界主要是围绕后两者展开论

争，其中的法律经济财产说成为学界的主流立场，瑏瑠其主张除违法利益外，由法秩序保护

的整体上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就是财产。该说试图尽可能限缩“财产”范围的出发点本身

值得肯定; 不过，其否定民法上违法的利益也能成为刑法上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可能会

造成处罚漏洞; 而且，该说能否对中国当下实务予以有效说明也尚存疑问。实务中，在

谎称认识办案民警可以帮忙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取得金钱并占为己有的场合，人民

法院认定构成诈骗罪; 瑏瑡在将诱骗参与赌博的行为与赌博过程中的诱骗行为截然分开的

前提下，对于以打假牌方式“赢取”他人钱财的，瑏瑢或者设置圈套控制赌博输赢并从中获

取钱财的，瑏瑣都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诈骗罪。对截取贿赂的案件，研究者认为，“尽管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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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物属于赃物，但并不表明赃物在被追缴前其事实占有状态或所有权不受法律保

护。”瑏瑤对于骗取赌资的案件，主审法官则认为，“正是由于被告人客观上设置了不法原

因，进行了诈骗行为，被害人才产生了认识错误，处分自己财产，使自己的财产遭受损

失。”瑏瑥从“赃物在被追缴前其事实占有状态或所有权仍受法律保护”或者“被告人设置

了不法原因而导致了被害人的不法给付”的角度出发论证涉案财物属于诈骗的对象，实

际上都坚持了用法律经济财产说定义“财物”的基本框架。
但是，认为赃物在被追缴前“其所有权仍受法律保护”的根据不够明确; 认为被追缴

前的“事实占有状态受法律保护”，与法律经济财产说主张的原本含义是否一致也有疑

问。同时，无论是在截贿的场合还是在被骗参赌的场合，就将自己所给予的金钱用于行

贿与赌博这一点而言，财物处分人是确切地认识到的，在此前提下的给付就仍可谓“不

法”。在我国《民法总则》及《民法通则》并未明文规定不法原因给付( 委托) 制度以及给

付者( 委托者) 的返还请求权的情况下，认为财物处分人是因为遭受行为人的欺骗而实

施给付( 委托) 行为从而其财产仍应得到法律保护的观点，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通

过行为人设定了“不法原因”等理由而寻求对实务做法的理论说明，很大程度上是有了

结论之后的事后背书，其对于“法律经济财产”概念的扩张显而易见。立足于中国司法

实务的经济财产说主张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就是“财物”，其不仅能在财产犯罪领域杜绝

法外空间的出现，还存在着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即在刑法介入之前保护财物的占有状态

( 无论该占有是否合法) ，从而避免因公民不当行使自救权而可能出现的其他违法犯罪

行为。瑏瑦 经济财产说可以从刑法对民法的独立性或者不同部门法之间违法判断的相对

性中找到理论依据。瑏瑧 而且，只要认为刑法分则条文中的“公私财物”可以被解释为“公

私占有财产”而不等同于总则规定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之和，就可以化解经济

财产说主张可能与《刑法》第 92 条、93 条规定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概言之，法律经济

财产说在与当今司法实务的整合性上面临障碍，因此，指望“财产”概念成为框定诈骗罪

范围的第一道屏障收效甚微。
实务中主张因欠缺“非法占有目的”而不构成诈骗罪的见解十分常见，甚至成为否

定诈骗罪成立的标准配置和习惯用语。在前述案例 3 中，两审法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

立场而得出了无罪结论。在认定诈骗类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司法解释性文件强调

“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

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且列出了明知没有归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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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中华:《贪污贿赂罪疑难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4 页。
参见《王爱国诈骗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 分类重排本) 》( 刑事卷 6 ) ，人民法

院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94 页。
参见林东茂:《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1 页; 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9 页。
关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 1 期; 关

于刑法独立性主张的理由以及对刑法从属于民法主张的反驳，参见张明楷: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载《中国法

学》2005 年第 5 期。



而大量骗取资金、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等“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若干情

形，同时又认为，“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

归还就按( 金融) 诈骗罪处罚。”瑏瑨实际上，这不过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以推定非法

占有目的存在的具体情形”瑏瑩，并同时强调反证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例外性。在我

国刑法理论界，虽然也与日本刑法学界一样，一直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的主

张，瑐瑠甚至有学者提出“在诈骗罪中不适宜再沿用非法占有目的的概念”瑐瑡，但更多的主

张和实务一样，认可了包括诈骗罪在内的财产犯罪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具体而言，如

果认可诈骗罪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实际上是“非法使自己财产

总量增加的牟利目的”瑐瑢或者“不法获利目的”瑐瑣，则通常很容易通过欺骗他人而致使其

交付财物的行为而肯定这种牟利或获利目的。即便像通说那样，将非法占有目的理解

为“不法所有目的”并认为其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两者构成，瑐瑤但与绑架罪场合

“勒索财物的目的”这样的间接目的犯形成对照的是，财产犯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属于

直接目的犯，相当于其主观故意的意志因素，存在与相应目的对应的客观要素。
在诈骗罪的场合，由于行为人实施欺诈而致对方错误交付的行为已然类型性地规

定了所追求的目的，只要客观上行为完成、交付财物的结果发生，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

“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利用”以及“自己对财物加以利用”的意思，即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

实现。这样，控方通过对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事实以及对于诈骗罪主观故意的证明已

经初步完成举证责任，辩方如欲反驳控方“行为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需要另外

的足够证据。如此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既可以缓解控方对主观要素的证明压力，也可

以有效避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过于依赖被告人口供的问题。而且，由于我国尚未建立

起真正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也由于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低仍是现实，被告人方反驳推定的

难度很大，成功率很低，其结论就是，在符合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场合，以欠缺非法占

有目的而出罪，只能限于所有权人将他人占有的自己财物骗回、债权人通过欺骗方式实

现债权等例外的场合。瑐瑥 一言以蔽之，试图通过“非法占有目的”来区分诈骗罪与借贷

纠纷等民事纠纷、民事欺诈之间的界限，瑐瑦更多可能是先有结论之后的描述性确认，缺乏

足够的操作性，在限缩诈骗罪成立范围方面的效果同样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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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01 年 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徐凌波:《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功能性重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 40 号为中心》，载《政治与法

律》2018 年第 10 期。
参见陈璇:《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之批判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王俊:《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意义: 基于对盗窃、侵占、诈骗的比较研究》，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 5 期。
车浩:《占有不是财产犯罪的法益》，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 3 期。
徐凌波:《论财产犯的主观目的》，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 3 期。
参见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载《法商研究》2005 年第 5 期。
参见付立庆:《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蒋铃:《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

的内容和机能》，载《法律科学》2013 年第 4 期。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9 页; 谢望原、赫兴旺主编:《刑法分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6 页。



( 三) 财产损失要件限缩功能的强调

能为限缩诈骗罪的成立范围明显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其客观构成要件的各个环节。
一般认为，诈骗罪的客观行为链条为“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财物处分人陷入认识错误

→财物处分人因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财物处分人向行为人或第三人交付财物→财物处

分人或被害人遭受损失。”不容否认，其中的“诈骗行为”“认识错误”“财产处分行为”等

要件都逐次承担筛选和过滤功能，这些要件的检验也都必不可少。不过，民事欺诈或者

债务纠纷等场合，在外观上也常可能符合前述的这些客观要求。所以，在对上述客观要

件实质性理解的同时，仍然需要强调，“财产损失”作为成立诈骗罪客观上所需的最后一

个要素，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中国《刑法》第 266 条未像德国刑法那样明确要求“造成财产损失”，但诈骗罪

规定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之中，且与盗窃罪或抢夺罪、敲诈勒索罪被立法直接或者通过

修正规定为可以由“多次”实施构成不同，诈骗罪入罪条件只有“数额较大”一种。由此

可见，诈骗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单纯的社会信用，其违法性也无从通过行为无价值获得

充分说明，而必须落实于被害人的财产损害之中。正因如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财

产损失”是成立诈骗罪既遂的客观要件，瑐瑧其发挥着征表被害人之财产遭受损失的作用，

系诈骗罪之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瑐瑨。
财产损失是诈骗罪法益侵害的具体体现，是本罪客观构成要件的最后一个链条。

只有在其他要件顺次齐备的场合，才需要进行财产损失的判断。比如，在认为价值判断

无法凭借认识能力检验真伪时，媒婆告诉急于结婚的男士愿意介绍一绝色美女而使得

男士付给优厚礼金，相亲时却发现此女乃庸脂俗粉的场合，因为美丑系价值判断并无真

假可言，故而媒婆也并未传递不实信息，欠缺刑事欺诈行为。瑐瑩 是否存在财产损失对认

定诈骗罪的成立范围有重大影响，而重视这一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既会克服过

度倚重“非法占有目的”要件在实务认定中带来的缺陷，也会为我国当下实务中限缩诈

骗罪认定的立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问题是财产损失的具体判断标准，尤其是在行

为人一方提供必要对价，或者是原本就未期待任何物质性对价的场合，何时能够肯定财

产损失。

三、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 修正的整体财产说的提倡

( 一) 财产损失的实质判断

是否任何违背主观意愿、由欺骗引起的财产转移都属于财产“损失”? 在德国，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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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05 页; 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Ⅰ》，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19 页。
参见蔡桂生:《论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及排除———以捐助、补助诈骗案件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9 期。
参见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146 页。类似场合，可直接以欠

缺欺诈行为为由否定诈骗罪的成立。



罪是针对所有权的犯罪，只要取得了对象物即告成立; 而刑法则明文规定诈骗罪是针对

整体财产的犯罪，要以财产损害的发生为要件，瑑瑠理论上也认为，诈骗罪是针对被害人

“净财富”( net wealth) 所实施的犯罪，其中“净财富”是指法律上的利益减去债务以后的

余额，如果被害人“净财富”没有受损，就没有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仅仅干扰被害人商业

自治的行为不足以构成诈骗罪。瑑瑡 所以，在出售衣裤时谎称裤子是纯毛的，对方虽并不

亟需这种裤子但觉得划算而买下的场合，德国法院和主流学说否定存在财产损失，因为

买者的财产只是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并未减少，而诈骗罪保护的是财产，不是单纯保

护如何处分财产，即所谓财产处分自由。瑑瑢

在日本，并未将诈骗罪规定为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而是与盗窃罪一样规定为基本

的取得罪，因此类似案件是否构成诈骗就存在整体财产减少说( 简称“整体财产说”) 与

个别财产减少说( 简称“个别财产说”) 的对立，后者又有形式的个别财产说与实质的个

别财产说的差别。在将价值 1 万元的商品谎称价值 2 万元而以 1 万元卖给贪便宜者的

场合，或者是具有领取工程承包款权限的承包人采取欺骗手段非法提前支取了工程款

的场合，日本的( 旧) 通说在将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交付( “财物等的丧失”) 本身理解

为损失的前提下，就会得出肯定财产损失的结论。这种彻底形式化理解财产损失的观

点，即所谓形式的个别财产说。瑑瑣 但是，一方面，“这实质上与财产性损失不要说并无不

同”瑑瑤，使得财产损失要件完全失去了限缩功能; 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将“交付本身即是

损害”这一说明予以彻底化时，诈骗罪保护的就不是财产，而成了纯粹的财产处分自由，

这可能会导致在实质上否定诈骗罪属于财产犯这一点，使其异化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的犯罪。事实上，中国当下的司法实务也未将纯粹的商业欺诈、经营性欺诈行为按照诈

骗犯罪对待。虚假宣传的场合，在我国通常会将其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受民事、经济

法律规范的调整，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罪; 即便是在出售明显的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场合，此种经营性欺诈也会因《刑法》第 266 条“本法另有规定

的，依照规定”，而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理。这些也可谓是坚持对被害人财产损

失进行实质判断的体现。不过要强调的是，认定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时间点，是进行财产

处分之时，因受欺骗而伴随财产处分产生的法定请求权( 例如撤销合同的权利、返还请

求权或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等) 不能认定为是对被害人财产的补偿。这些权利旨在事

后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对认定诈骗罪的成立没有影响瑑瑥。
在交易型欺诈场合，司法实务也表现出了通过重视是否存在对价来判断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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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刑法》第 263 条( 诈骗) 第 1 款规定:“以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取非法财产利益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歪曲、隐
瞒真相引起或维持认识错误，从而损害他人财产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
参见［美］乔治·弗莱彻:《反思刑法》，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9-40 页。
参见前引瑐瑨，蔡桂生文，第 53 页。
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 1990 年版，第 619 页; ［日］福田平:《刑法各论》，有斐阁 2002 年版，第

250 页;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 各论) 》，有斐阁 2005 年版，第 255 页。
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弘文堂 2012 年版，第 203 页。
参见前引①，王钢书，第 219 页、第 46 页。



的倾向。如在利用酒托诱骗他人高额消费的场合，相应案例的注解特别指出，“某个行

为到底是真正的交易行为，还是借交易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可以通过被害人支付的对

价是否对等或不对等的程度来予以判断。如商品、服务与对价对等，或虽然不对等，但

这种不对等程度与合理对价相差不大，则可认定为是真正的交易行为; 如果商品、服务

与对价之间的不对等已远远超出正常交易中的合理幅度，则违背了交易行为所必需的

公平对价的实质，应根据实施行为的具体手段认定为相应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瑑瑦在这一

实务判决中，并没有以“若是没受到‘交朋友’‘谈恋爱’或将发生‘一夜情’的欺骗的话

则一定不会进行相应数额的消费”为由，直接将欺骗消费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在此

意义上，对于财产损失的判断也就并未采纳形式个别财产说，而是通过考虑是否存在实

质上的对价和交易行为来判断被害人是否存在财产损失，无疑是采纳了财产损失实质

判断的立场，具有明显的限缩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倾向。而在诸如前文案例 6 卖药案的

场合，实务中通常也并不按照诈骗罪处理，而是在购买者提出异议时退货了事，即按照

消费欺诈、经济纠纷解决了，其理由无非在于，相关村民被骗购得药品所支出的价钱与

此物的市场价格一致，在经济利益上相等，其纯粹的经济财产并未减损，因此不宜动用

刑法予以规制。在此，若从个人感受上看，购买者花钱购得无用之物，主观上可能感到

财产损失。不过，“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的法益侵害，为诈骗行为的违法性奠定基础，

理应有一个客观化的判断标准，而不应以纯粹的“主观感受”为尺度，否则，违法性判断

就会充斥着流动性，处在一种因人而异的状况之中。
( 二) 处分目的重大背离

1． 德日的经验

在德国，以有关挤奶机案的 1961 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为标志，发展出“支付对价场

合是否存在财产损失”的实质判断规则。案情是，挤奶机的中介商甲告诉客户乙，有挤

奶机廉价待售，乙信之，签下契约购得一挤奶机，事后得知这部机器并不比市价便宜，只

相当而已。甲于推销机器时，知道乙必须向银行借钱才可以支付价款，乙将会因此发生

财务上的重大负担。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单纯主观上的损失感受，还不能认

为是一种损害; 但被害人发生下列三种困境时，即有财产损害: ( 1) 行为人所履行或应当

履行的债务无法或者无法全部实现被害人订立合约的目的，或者无法期待被害人通过

其他方式对之加以利用; ( 2) 被害人为了与行为人订立合约或履行合约义务，被迫采取

有损自身财产的措施，尤其是不得不因此放弃其他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或者不得不进行

其他不利于自己的交易( 如支付较高利息向银行贷款、低价卖出自己的货物等) ; ( 3) 被

害人为了与行为人订立合约或由于合约义务，无法继续享有使其正常履行职责或者维

持与其个人情况相适应的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资金，缔约后经济活动自由大受限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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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大幅精简开支、只能保留最低限度的必要开销等瑑瑧。
这一判决被后来的实务界当成典范，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判决试图从客观

化立场上框定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及其范围，其给出的“被害人特殊困境”的三个标准，

实则是在坚持对财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的前提下，对“所得”与“所失”具体衡量之时，

将“被害人陷入特殊困境”作为“所失”的内容予以加算。其中，以上第一种情形提出的

标准，是存在行为人一方形式性“对价”时判断实质财产损失的具体尺度，即“无法或者

无法全部实现被害人订立合约的目的”。换言之，行为人通过欺骗行为使财物处分人对

于自己处分财物的意义陷入错误认识之中，以致财物处分人期望借助处分财物所实现

的目的完全落空。这种场合，也被称为“目的不达”“目的失败”，本文则概括为“处分目

的的重大背离”。对此，德国理论认为，在认定财产是否受到损害时不能仅根据财物处

分权人是否实现了其处分财物的特定目的，原则上，只有当未能实现可以客观化的、蕴
藏在具体财产处分行为中与经济价值相关的目的时，才可能认定财产损失的存在。单

纯的善意等其他目的，只能被认定为动机错误，不能被评价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瑑瑨

事实上，这仍然是从着眼于诈骗罪系属财产犯罪而不是保护处分财产之意志自由的犯

罪此一问题意识出发，区分了被害人的目的是与财产这一保护法益有关还是仅仅属于

动机而已，赋予了其在认定财产损害时的不同效果。当相应目的与财产法益密切相关

且这一目的因行为人的欺骗而未能实现时，可以说被害人因被骗而产生的认识错误是

“与法益有关的错误”，这种错误所导致的同意无效，基于这种错误而处分的财产就是

“财产损失”。
与此相反，如果相应目的无关财产本身而仅仅涉及背后的财产处分动机，这时被害

人因受骗而产生的错误就是“动机错误”，这种错误所导致的同意仍然有效，基于这种错

误而处分的财产就应该由被害人自负其责。同时，根据前述德国判例给出的标准，如果

被害人可以在无需额外付出时间或金钱的前提下将该物品转做他用，甚至原价出售给

他人的，则不应当认为存在财产损失; 如果被害人虽受骗购买了无法根据原初目的加以

使用的物品，但却可以将该物品转卖给他人的，在认定被害人财产损失时要扣除转卖所

能获得的价值。瑑瑩 如此理解的场合，在强调即便存在对价但若出现“处分目的重大背

离”时仍可成立财产损失的意义上，和实质个别财产说立场也有契合之处; 不过，在强调

计算具体损失数额时应该扣除“转卖价值”的意义上，与整体财产说的思考方法更为一

致。同样，在日本，近年来的有力观点认为，就财产转移本身存在同意的场合，之所以将

相关交易中的财产纳入保护范围，是因为这些财产系属达成交易目的之工具。即便是

基于欺骗而交付了财物，但在交付者据此达到了交易目的的场合，由于财产脱离交付者

之手而发挥了作用，其丧失就不应该被评价为财产损害。瑒瑠 因此，虚报年龄购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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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成年人出售的酒、书等物品，或者是伪造医生的处方而购买处方药等场合，无论是

药品的规制还是书籍等的年龄限制，都与财物的分配毫无关系，其目的仅在于防止因误

用、滥用等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危害。所以，物品的交付，就不过是与对价的支付之间存

在交换关系而已，只要对这一点不存在错误，就不成立诈骗罪。瑒瑡 这实际上也是在实质

判断财产损失时采取了“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理论”。
2． 我国实践的运用

我国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也容易

解释我国实务中的一些做法。例如，像前文案例 7 那样的，单纯通过虚假手续骗提公积

金的行为较为常见。根据重大背离理论，这充其量只能针对手段行为按照伪造国家机

关证件、印章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就其目的行为而言，由于该住房公积金终究属于国家

为该具体个人提供的福利待遇，在被骗提时也只是公积金的存在场所发生了变化，国家

并不存在实质性损失，不成立诈骗罪。实务中责令骗提者在规定期限内退还取得的公

积金、将骗提行为通报其单位并列入失信黑名单、一定期限内不受理行为人及其配偶的

公积金提取申请和贷款申请等处理方式，足可给予其否定评价。
与此相对，国家建设并提供经济适用房的目的在于减轻国民住房成本负担，实现居

者有其屋的公益目标，但由于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使其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只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条件者方可申请。行为人为骗取经济适用房的居住利益，通过

提供虚假的申请材料使有权分配经济适用房的部门陷入错误认识之中，进而获得上述

利益，因此，将经济适用房分配给不符合条件者，国家的相关目的完全落空而属于“重大

背离”，可以肯定财产损失。不过要指出的是，在类似于案例 5 这样的“多一口人就多一

份补偿款”的场合，以“先结婚后离婚”( 俗称“假结婚”) 的方式骗得拆迁补偿款，或者在

以家庭为单位分得返迁房的场合( “一家分一套”) ，以“先离婚后复婚”( 俗称“假离

婚”) 的方式多分了一套返迁房，由于向有关部门提供的结婚证或者离婚证本身真实有

效，行为人也就符合相应的被分配资格。这样，有关部门在涉及法益的重要事项上就并

不存在认识错误，同时，国家“将相应补偿款或返迁房分给符合条件者的目的”也就没有

落空，从而就不存在财产损失问题。在本文看来，在前文案例 5 介绍的杭州骗取住房补

助款的案件中，行为人确实钻了政策的空子，但被欺骗者在尽可能完善分配政策的同

时，充其量也只可能主张对方存在民事欺诈，自身具有重大误解而申请撤销先前的补助

合同，行为人不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只有在不存在结婚或离婚的法律事实而虚构这

一事实，比如是近亲、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因而不允许结婚的场合，或者根本没有结婚对

象而购买了假的结婚证书的场合，有关部门误以为行为人确实结婚或者离婚从而符合

了相应资格，这种错误事关分配对象的资格进而关乎法益，由此会导致“将经适房、返迁

房或住房补贴等处分给符合条件者的目的”落空，以致产生财产损失。
对于前文所述的案例 3 即铁钉棺材案，能否将该案定性为诈骗罪取决于被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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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遭受到财产损失———这一点是二审裁定提到但一笔带过的。本案中，一则，每副“整

墙整盖”的棺材的售价大约在七八千元之间，但本案行为人实际所售卖的棺材的价值则

为三千元至五千元不等，客观上这些棺材“物有所值”，被骗者并没有以“整墙整盖”的

棺材价格购买; 二则，该案中的棺材购买者并非是丧葬家属，而不过是殡葬用品的经营

者，其购买棺材并非直接用于埋葬死者，尽管所在地区无人使用此种棺材，购买者仍可

将这些棺材转让给其他地区，使得该批棺材物尽其用。尽管为此可能需要付出交通成

本等额外费用，却难以认定存在被害人的“特殊困境”或者“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从

而就难以肯定购买者存在实质性财产损失。在最终结论上，本文的分析与该案二审裁

定一致，均认为其属于民事欺诈，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但本文是以客观上欠缺

财产损失为由的，这比以主张欠缺非法占有目的而出罪的二审裁定可能更有说服力。瑒瑢

同样，根据重大背离理论，在上述案例 6 卖药案中，只要药品本身是合格药，购买者又是

以市场价格购买的，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自由固然受到了侵害，但是，并非真实病人而购

买了药物不属于目的完全未能实现，即不属于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其购买药品的

目的是治疗疾病，而这些药本身并非假药、劣药，而是针对脑供血不足这一常见病的常

见药，在被害人发生脑供血不足时也能起到治病效果。同时，肯定购药者存在其他客观

上的“特殊困境”也存在困难。这样看来，将购药者的权益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民

事法律保护而不认定为诈骗罪，实践中的如此做法是可以获得理论上的支持的。
3． 单方给付场合的处分目的背离

与交易型诈骗不同，还存在处分财物一方并不期待对价，即单方给付类的诈骗。如

捐助、补助诈骗等情形。此种场合，前述“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理论”同样适用。“这种交

易目的，若是买卖就是寻求获得对价，若是捐献就是寻求实现所意图的社会目的。”瑒瑣在

募捐的场合，捐赠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钱物的所有权，则其捐赠的社会目的是否实

现，对于判断其有无财产损失至关重要。在捐助的社会目的未能兑现，捐助者的捐助行

为在客观上失去应有意义时，才能成立诈骗罪。瑒瑤 所以，将钱物捐给符合条件的受益人、
将钱物用于特定的用途等属于捐赠者的社会目的，对此进行欺骗就可以肯定财产损失。
比如声称将募捐来的钱或者出卖产品所得收入捐献给受灾群众，但实际上将钱或收入

交给父母或者据为己有，或者是将之用于学生的奖学金等的场合，都应肯定存在财产损

失，进而成立诈骗罪。瑒瑥 相反，利用他人的攀比欲望而欺骗一个原本就想捐款的人多捐

的场合，例如，被告人在向被害人征集捐款时，向后者展示了他伪造的其他人捐款数目

的名单，以激起被害人的攀比欲，后者果真支付了高额捐款。在这一案件中，德国巴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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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州高等法院以如果被告人不展示那个名单则被害人就不会支付这么高的捐款，因

而造成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为由，判决该案成立诈骗罪。这一判决遭到了主流学说的

一致反对，原因在于，捐款者本身的捐助目的并未落空，只是攀比欲望遭到利用，只要不

在损失判断上采取形式个别财产说立场，就应得出无罪结论。
受骗者并未期待对价的场合，实践中常见的是乞讨诈骗情形。如本文开头提到的

案例 1 那样，伪装残疾，谎称家中出事或遭灾等，通过博取他人同情而获得施舍、骗取财

物，有时甚至总额巨大，舆论上也存在着“职业乞讨行为算不算诈骗”的疑问。对类似行

为，德国和日本的判例都倾向于肯定诈骗罪的成立。而中国的司法实务则采取了克制

甚至消极的态度。例如，有法院判决认定捐赠诈骗只是违法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瑒瑦 虽

不是完全没有，但进入刑事程序乃至按照诈骗罪处理的确属少见。瑒瑧 对此，有人认为，靠

博得同情取财，施舍人认识错误不明显，其往往具有两种心理: 真有困难我乐于帮助，如

果并不困难我给点也无妨，这和诈骗受害人的心理有所区别。而且，受害的数额往往是

由受害人决定。还有人认为，乞讨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微不足道，行为方式等可以为社会

所容忍，因而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另一方面，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与行为刑法的要求，在刑

法分则未明文规定可以对违法所得累加计算时，不宜累加计算以犯罪论处。瑒瑨

在本文看来，一则，被害人有所怀疑时仍可以肯定其存在“认识错误”，没有理由将

认识错误局限为“深信不疑”; 二则，这种乞讨诈骗的总数额常常很大，而诈骗罪的犯罪

对象并不必然要求特定性。刑法分则中诸如多次走私未经处理、多次逃税未经处理、多
次贪污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规定，都应理解为注意规定、提示性规定而非新的法律规则

创设; 否则，由于我国刑法中没有“多次诈骗”规定，若是完全不允许累计，结果就是任何

形式的多次诈骗，只要每次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均无法按照诈骗罪处理，这无疑会

造成明显的处罚漏洞。同时，允许针对同一法益主体的多次诈骗数额进行累加，却不允

许将不同被害人的受骗数额累加，表面上虽可抬出接续犯、徐行犯的理由，瑒瑩但从整体的

法益侵害角度讲，既难以得出徐行犯必须以“针对同一法益主体实施为必要”的结论，也

缺乏实质上的均衡性和合理性。
同理，冒充乞丐者的乞讨行为，完全不同于利用他人的攀比欲望而欺骗一个原本就

想捐款的人多捐的场合，其会使得捐款者对于财物给付对象的属性发生错误认识，误以

为一个不需要捐款者需要捐款，这会导致其捐款目的的“重大背离”，所以，难以否定诈

骗罪的成立。这种欺诈性乞讨虽通常每次达不到较大数额，但综合起来则可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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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通过刑法理论上的徐行犯概念加以说明。瑓瑠 一方面认为“捐赠诈骗完全符合诈骗罪

客观构造中的欺诈行为、认识错误、财产处分和财产损失等要件要素”，另一方面又从结

果的客观归责出发，并认为“在纯粹利他的捐赠情况下，应当承认被害人自我答责，从而

排除诈骗罪的可罚性”，瑓瑡实际上是对财产损失概念及其认定采取了纯粹事实性理解，进

而几乎否定了这一要件在限缩诈骗罪成立上的作用，同时又以客观归责理论框架下“被

害人自我答责”为依据，将被害人教义学的内容过度地侵蚀到行为刑法的基本构造之

中。在本文看来，实务中很少将乞讨诈骗、捐赠诈骗等行为按照诈骗罪处理的现状，难

以从刑法教义学上寻找根据，充其量只能从刑事政策上寻找理由。与其认为这种欺诈

性乞讨的“行为方式可以为社会容忍”，不如说，这种行为在中国司空见惯，出于司法成

本或者“法不责众”等考虑而只得选择性执法罢了。
( 三) 修正的整体财产说的提倡

在中国，对于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判断标准，少见有人明确主张形式的个别财产说，

主要是实质个别财产说和整体财产说的对立，前者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瑓瑢后者为刘明

祥教授。瑓瑣 确实，如果像传统的整体财产说立场那样，单纯比较被害人失去的东西与客

观上得到的东西而完全不考虑被害人的交易目的的话，会过于限缩诈骗罪的范围，不利

于被害人的财产保护。在判断得失衡量时需要比较的，固然是“被害人所得到的”与

“被害人所失去的”，只是，在“得”与“失”的衡量中，需要将“处分财产的基本目的未能

实现”即“重大背离”作为“失”的一个子项予以加算。至于所涉及的目的是否“基本”或

“重大”，应该在是否关系财产法益的意义上加以考量，在肯定财产终究是作为达成目的

之手段而存在的前提下，判断受骗者所认识到的“财产交换”是否已经实现，或者处分财

产所欲实现的“目的”是否达成。其中的目的，不同于诸如攀比等促使行为人处分财产

的内心起因这一纯粹“动机”，而是一种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目的，也就是客观的目的。在

如此限定的情况下，也就可以避免重大背离理论“判断标准不明确”、“决定性目的不清

晰”瑓瑤等缺陷。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理论，又可称为目的失败理论、目的落空理论，实际

上就是通过重要的目的是否实现来判断客观上的财产损失是否存在。“社会目的的落

空被视为认定损失时一并考虑的因素，如果目的实现了，因为被害人财产减损是通过其

有意义的经济上或社会上的投入而有意识地导致了没有对价的财产减少，所以在确定

财产损失时，应规范性地考虑社会目的的实现，不存在财产损失。反之，如果目的落空

了，则存在可以视为规范上的损失。”瑓瑥结合存在对价的场合一并考虑，在因对方的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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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处分财物并获得了相应对价时，通常应该否定财产损害; 只有在客观上，由于遭

受欺诈而导致与处分财物的目的、意义相关的重大目的未能实现，或者是不得不经受额

外的负担进行不利处置时，才可以有限地肯定这种财产损害。并且，至少在后者的场

合，财产损害的数额应该仅限于额外的负担或者是不利益处置的差额。本文将以上主

张称为“修正的整体财产说”: 由于是就被害人的得失进行的直接衡量，也就维持了整体

财产说的基本框架; 由于将“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作为“失”的内容，也就是对传统的

整体财产说进行了修正。
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和实质个别财产说都强调对财产损失的实质判断，因此在存在

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两者也都会得出肯定财产损失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但

是，两者仍存在不同:

第一，从思考方法上来看，两种学说存在着路径差别: 前者是将诈骗罪理解为针对

整体财产的犯罪，认为原则上整体财产没有减少就不能肯定财产损害，但在被欺骗者的

财产处分目的发生重大背离时例外肯定损害的发生; 后者则将诈骗罪理解为针对个别

财产的犯罪，原则上肯定个别财产的转移和交付即为财产损害，但又认为，在被害人的

错误与财产没有实质的关联时要排除在外。瑓瑦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之成立要件的规定是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这一规定与德国刑法的主要区别是，并未在法条中明文要

求“财产损失”; 与日本刑法的主要区别是，并未明文要求“使他人交付财物”。由于上

述差异，无论是认为诈骗罪系对整体财产造成损害之犯罪的观点，抑或坚持诈骗罪乃侵

犯个别财产之犯罪的立场，都确实存在着可以自圆其说的可能。不过，一则，由于我国

学界大都认为“财产损失”系本罪法益遭受侵害的征表，乃本罪之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

素，所以，完全可认为我国刑法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没有实质差异。二则，如果认为诈骗

罪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就更容易将单纯的财产处分自由理解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

这既存在着贬损诈骗罪财产犯性格的风险，恐怕也与我国实务上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

刑事诈骗的立场难相融合。鉴于以上两点，立足于将我国刑法中的诈骗罪理解为针对

整体财产犯罪的整体财产说，其基本框架是需要维持的。
第二，就具体诈骗数额认定而言，在肯定了财产损失的场合，实质个别财产说会将

被害人交付的所有财物都作为诈骗数额，由此体现出其个别财产说的特征; 而修正的整

体财产说则会将行为人一方提供的对价等犯罪成本进行必要扣除———如后所述，这一

点已经部分地为我国司法实务所实践，由此维持了整体财产说的框架。就结果而言，修

正的整体财产说肯定的数额通常会比实质个别财产说要小，这也会在实质上起到限制

入罪和限制处罚的效果。
总体说来，检验标准恰当与否，有追求理论的纯粹性或者关注实践的操作性两种维

度。本文在判断损失与否的理论设定与具体损失计算的实务操作上，都坚持修正的整

体财产说标准，这种立场既会因坚持了诈骗罪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这一基本框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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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理论支持，又因能在实务上发挥限制处罚范围的功效，与我国现行的实践做法合

拍，因而理应获得实践认同。

四、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诈骗数额认定的限缩

在实务上具体该怎样认定诈骗数额、何时能够进行相应扣除，对诈骗罪的犯罪圈划

定与法定刑选择会产生影响，也是检验修正的整体财产说能否行得通的关键所在; 而修

正的整体财产说在认定诈骗数额时是否一概允许扣除也需要考察。
( 一) 素材的同一性与犯罪成本扣除

在行为人通过欺诈的个人所得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明显不符时，如何计算行为人

的诈骗数额? 比如，使用伪造的 45 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在北京移动通信公司的不

同代销点购得移动电话 SIM 卡 45 张后出售给他人，这些 SIM 卡被使用后，造成恶意欠

费人民币 20 余万元。瑓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 条规定，“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

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其中，使用不真实的身

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的主体与造成电信资费损失的主体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是同一个

人，但本案判决表明，即便两者并不具有同一性，只要使用不真实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

手续的欺骗行为与其后所导致的资费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在欺诈行为

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必定会造成这种损失具有“明知”的场合，就可以将损失结果归于行

为人的欺诈行为。在将诈骗罪理解为取得罪的同时，并非以诈骗行为人实际取得的财

产数额，而是在可以肯定行为人所追求的非法利益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间具有“素材

的同一性”( 即两者必须是由同一个财产处分行为所导致的，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瑓瑨的场

合，以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犯罪数额。本案明确凸显出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

诈骗罪认定中的重要意义。
同样，在骗取被害人赌资的过程中，如果在场的其余参赌者也会跟在行为人后面赢

钱，就会造成行为人实际谋取到的非法利益即犯罪所得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数额不一

致的情况。对此，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作为诈骗犯罪实施人，明知在场群众跟在他们

后面进行“赌博”会赢钱这一必然结果，但为了掩盖诈骗的实质，没有阻止并且认可了其

他人参赌。客观上，被害人的损失系被告人等人的犯罪行为导致; 主观上，被告人对被

害人因受骗而将财物交付给第三方是明知的，至少具有间接故意。因此，被告人应当对

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负责。瑓瑩 法官的评析尤其指出，“被告人为了完成诈骗所付出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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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物等对受骗人而言并非都具有意义，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被告人的经济损失。本

案中，被告人为了不使自己的骗术被揭露，明知在场群众跟在自己后面赢钱也不予阻

止，进而造成被害人更大的财产损失，其所付出的这一成本更是对被害人而言没有任何

意义。”瑔瑠以上法官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分析完全符合前述“素材的同一性”规则，

而且，在犯罪成本能否从诈骗罪犯罪数额之中扣除的问题上，该分析还提出了这样一个

判断规则，即“该成本对被害人而言是否有意义”，这一点值得重视。这一判断规则完全

可以通过修正的整体财产说获得说明: 在行为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人而言没有意义时，

就不能作为被害人“所得”的内容衡量在内。根据这样的规则，在利用酒托欺骗他人高

额消费的场合，犯罪成本是被害人所实际消费的红酒等物品，其终究难以说成是对被害

人而言毫无意义，按照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将其实际价值在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更为恰

当，并且这也是一种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实务中，已经有判决明确打破了犯罪成本不予扣除的所谓惯例。比如，被告人偶然

发现街头药贩以对半价格回收药品，即持母亲和妻子的医保卡，并将妻子年龄由 50 岁

改为 80 岁，以帮助家属代配药的名义，先后在 20 多家医院就诊，配取了价值 4． 1 万余元

的药品。之后，被告人除将一小部分药品给其家属服用外，把其余价值约为 3． 2 万元的

药品转售给他人，共获得药款 1． 6 万元左右。对于以上转售与他人的药品，按照医保制

度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个人支出的费用不到药费的 20%，上海市医疗保险局则支付了剩

下的 25600 元。瑔瑡 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除去行为人作案期间其家属正常使用的药物

支出的医疗费之外，其余部分，包括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查获的部分药品，都应认定为骗

取的药费，作为犯罪数额予以认定。而人民法院则认为，在家中备置一定数量的药品是

一个普通家庭的正常现象，并且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可行的标准来衡量到底备置多少数

量的药品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才是合适的、正常的，因此，对于这部分药品来说，其不

能被纳入到行为人的诈骗数额之内。质言之，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就其转售给他

人的那部分药品而言的。此外，行为人是在支付了一定对价的情况下从医院取得药品

的，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转售的那些药品是行为人按照何种比例自费支付的。
所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人民法院认定行为人系按最高 20%的比例支付

了药品的费用，进而认定行为人转售了价值约为 3． 2 万元的药品，上海市医疗保险局支

付了其余 80%的费用，共计约 25600 元。瑔瑢 行为人为了非法占有医药费，而不得不个人

支付其中一定比例的费用，其实质就是犯罪成本。本案人民法院在计算诈骗数额时，不

但将被告人家属实际使用的药物扣除在外，也将被告人放置于家中既可能用于家属治

病使用、也可能准备日后贩卖的药品费用扣除在外，更是将被告人为了购买药品而不得

不个人支付的部分也排除在外，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其打破了“犯罪成本不予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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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常做法，在保证被害人的损失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素材上的同一性的前提下，更多地

着眼于医疗保险局的实际损失而确定犯罪数额，可称为是( 修正的) 整体财产说的归结。
( 二) 主体的同一性与犯罪数额扣除

实践中常会出现涉及不同法益主体的各式各样的诈骗如何认定犯罪数额问题。比

如，被告人余某某和杨某以租车名义，将窦某某的一辆汽车租走，伪造了窦的身份证明

和轿车手续，以 5 万元价格在某寄卖行将该车典当，余某某分得 2 万余元。后窦向余、
杨索还该车。余因无钱取回该车，遂又以租赁汽车使用几天的名义，向其朋友陈某某租

得其汽车一辆。当晚，余将该车以 1． 9 万元价格在前述寄卖行典当，并用此款将之前典

当的窦某某的汽车赎回退还。经鉴定，被典当的陈某某的车价值人民币 26590 元。在

这一案件中，一审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的方法，诈骗他

人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 26590 元，数额较大，已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予以认可。瑔瑣 对

于具体犯罪数额，相关分析指出，在车主追索下，被告人既已赎取前车归还车主，则只以

未赎取汽车的金额计算犯罪金额，之前的诈骗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瑔瑤 在此，该法院

的处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1996 年 12 月 24 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9 条的规定展开的。但这一现在已经废止的解释在实质上可能欠缺

合理性: 其一，前一诈骗的客观行为已经完成，非法占有目的难以否认，诈骗已然既遂，

若允许其数额在最终犯罪数额中扣除，则将这一逻辑彻底贯彻时，就理应认为，案发时

已经全部归还诈骗数额的，无论数额多大，即因“犯罪数额为零”而不按照犯罪处理，这

显然并不妥当。其二，在盗窃等场合，行为人盗窃得逞之后返还财物的，一概仍按既遂

处理，而只是将返还行为作为量刑情节; 何以在诈骗场合就能够将已经归还的数额扣

除? 这显然缺乏足够理由。
但是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区别对待: 其一，在针对同一被害人实施两次以上诈

骗即诈骗对象是同一被害人时，由于法益主体具有同一性，这一司法解释的观点以及司

法实务中的做法可以通过整体财产( 减少) 说获得说明( 如采纳个别财产说，则对于该

司法解释的态度只能寻求刑事政策上的理由) 。其二，在针对不同被害人分别实施诈骗

的场合，则应该根据法益主体的不同而确定法益侵害的内容和程度，计算诈骗数额。事

实上，在将前次诈骗得来的财物抵押给另外的被害人而诈骗其财物的所谓“连环骗”场

合，实务判决已经体现出诈骗数额应该累计计算的立场。瑔瑥 同样，像前述案例那样，利用

后一次针对其他被害人诈骗所得的财物来偿还前一诈骗被害人的场合，采纳形式的或

者实质的个别财产说时自不必说; 即便采纳整体财产说，由于财产权的法益主体不同，

而评价法益侵害的有无及其程度应以行为完成时而非裁判时为标准，也就只能认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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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需要独立评价的、无法抵消的法益侵害。这种情况下，针对前一法益主体的财产

权侵害已经完成，在确定诈骗数额时将其计算在内才符合刑法教义学的要求，至于已经

用后面诈骗的财物“堵上了前面的窟窿”这一点，应该是在整体法益侵害计算之后的量

刑情节。就此可以看出，( 修正的) 整体财产说并非主张任何场合都对诈骗数额进行

“整体”计算，而是主张整体的得失衡量以法益主体的同一性为前提。实务做法中的政

策考量应尽可能融入到刑法教义学的范畴之内，而不应随意以“有利于被告”的名义突

破教义学的框架。
( 三) 对价足以补偿损失时的重大背离

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实施欺骗的行为人所支付的对价完全可以补偿被害人的纯粹

经济损失，但被害人的财产处分目的出现了重大背离。此时，若主张彻底的整体财产

说，会认为既然被骗者所获得的对价与其处分财物的经济价值相当甚至可能更大，就应

认为财产损失为零，从而不成立犯罪; 而若是采取实质个别财产说，会就所处分财物的

实际价值肯定财产损失。修正的整体财产说也会因为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而肯定财产

损失，但其数额如何计算? 为避免得出“存在财产损失但具体损失数额为零”的荒诞结

论，本文认为，此时认定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较大”，适用最低档法定刑即可。这是

本文主张和纯粹的、彻底的整体财产说的区别，也是在重视“重大目的背离”的前提下所

可能得出的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强调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于诈骗罪的总体犯罪圈框定，需要与一国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同时又不能

与民事欺诈完全对立起来，对此，我国现有司法实践既有值得重视、认同的地方，也不乏

值得反思之处。就刑法研究者而言，既不可能完全无视司法实践的运作而自说自话，也

不应完全受制于司法实务的做法而单纯为其背书，应该是在结合本国立法、本国制裁体

系以及本国司法现状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认定标准，为实务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作为财产犯之基本类型的诈骗罪，其构成要件定型性应该维持，不可能单纯

为维持诚实信用原则而对并未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欺诈行为定罪。在此前提之下，但

凡能够肯定符合了诈骗罪客观行为链条的场合，原则上就应肯定诈骗罪的成立，除非存

在“欠缺非法占有目的”等阻却事由。实务上对于诈骗罪认定的克制立场具有一定理由

和现实合理性，而在对诈骗罪的限缩路径中，对行为对象“财产”的限定作用极为有限，

也不应夸大非法占有目的对诈骗罪认定的影响。应尽可能地从客观上限制诈骗罪的成

立范围，尤其应该重视“财产损失”作为客观上最后一个检验环节的作用。
第三，鉴于我国刑法对财产犯罪及所配置的法定刑偏重的现实，在损失认定及其所

影响的犯罪认定和法定刑选择上，要采取( 修正的) 整体财产说，既考虑行为人支付对价

的事实，又重视被害人“处分目的的重大背离”，以便将纯粹侵犯了被害人自由意志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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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背信行为排除在诈骗罪的犯罪圈之外。据此，将案例 1、案例 2 的行为按照诈骗罪处

理，都不存在刑法教义学上的障碍; 而案例 3、5、6、7 则因并不存在财产损失而不构成诈

骗罪。至于案例 4，从教义学的角度讲完全可能符合诈骗罪的成立条件，具体处理和对

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以及对《刑法》第 266 条“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理解有关，

在认为存在按照诈骗罪认定的情形时，仍应按照修正的整体财产说计算诈骗数额。
第四，计算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时，要根据行为人追求的非法利益与被害人财产损失

之间是否具有“素材的同一性”来确定具体的诈骗数额; 还要根据诈骗受害人是否具有

“主体的同一性”来判断之后骗得的财物偿还之前诈骗的被害人之财产损失的犯罪数

额。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具有限缩诈骗数额的重要功能，而犯罪成本一概不予扣除的做

法也已经为实务所突破。

Abstract: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is quite restrained in determining the crime of fraud．
In theory，it cannot be endorsed only for judicial practice，but should clarify the constituent
standard for the crime of fraud on the premis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on of
practice． Ｒegardless of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itself or the intention of illegal possession
subjectively，it has a little impact on limiting the punishment scope of the crime of fraud．
Therefore，the role of objective elements such as property los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fraud． In terms of the judgment of loss，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overall property loss theory is worth maintaining，while in the case of major deviation from
the purpose of disposal，the theory should be amended: whe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fraud，if the income of the perpetrator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ss of the victim，‘consistency
of the source’should be taken as the standard; When repaying the victim of the previous
fraud with the proceeds of the fraud，the standard should be‘consistency of the subject’．
The revised overall property theory has significance in 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 crime of fraud，
and the cost of the crime may also be deducted when necessary．

( 责任编辑: 白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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