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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诈骗罪若干问题及实例评析
　　　　屈学武

[摘要 ]本文主要研讨了下述四方面内容 :一是有价证券诈骗罪的基本构成 ;其次是国外相关犯罪规定

及其评介 ;再次是对有价证券诈骗罪本身的认定及其牵连犯处理问题。包括 :“使用 ”伪造或变造的国

家有价证券的定性、有价证券诈骗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伪造及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有无确定的仿

制、变造的“摹本 ”或“底本 ”之争 ,等等。最后 ,本文通过“涉嫌触犯本罪与他罪的个案 ”解剖的方式 ,进

一步探究了本罪适用过程中的诸种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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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证券诈骗罪 ,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
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 ,进行诈骗活动 ,数
额较大的行为。

一、本罪构成特征

1997年 3月 14日通过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 197条第一次规定了本罪。其构成特
征如下 :

1. 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双重客体 ,即国
家以国家名义发行的有价证券的管理秩序及公私
财产权益。犯罪对象是国库券或其他国家发行的
有价证券。国库券 ,是指财政部发行的 ,用以弥补
财政收支不平衡 ,印有一定面值和发行时间、规定
期限、届时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国家发行的其
他有价证券 ”,是指国库券以外的国家发行的、券
面所示财产权利务必是实际持券者才能兑现的法
律凭证。如财政债券、金融债券、国家建设债券、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保值公债 ,等等。显然 ,企业
发行的股票、债券、金融票据等不属于这里的国家
有价证券。

2. 在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行为人务必实施
了下述一种或多种行为 ,即 :

第一 ,使用了伪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
其他有价证券 ,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

第二 ,使用了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
其他有价证券 ,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

值得说明的是 , (1)所谓“国家发行 ”,在此理
所当然地限指“中国发行 ”的有价证券。这样理
解 ,不仅符合我国刑法用语的惯例 ———即所谓国
家 ,均属限指中国 ;也符合我国刑法对外国国家内
容的明示性规定。例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之类
罪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而这里之“国家 ”,显然仅

指中国。其后的分裂国家罪、背叛国家罪、颠覆国
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以及分
则其他章节中的毁坏国家重点植物罪、非法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等等“个罪名 ”中的“国家 ”,

无一不是限指中国 ,绝不包括外国。反之 ,在谈及
外国时 ,我国刑法更不可能以“国家 ”概称之 ,而是
直截了当地称其“外国 ”。例如《刑法 》第 10条、第
102条的规定即是。据此 ,我赞同有学者谈及的
“由于应当将外国发行的有价证券排除在刑法第
197条的有价证券之外 ,所以 ,对使用伪造、变造的
外国有价证券诈骗财物的 ,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的
观点。[ 1 ] (2)虽然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都是虚假
的国家有价证券 ;但其逆定理却不成立。就是说 ,

虚假无效的“有价证券 ”未必都是伪造、变造的有
价证券。例如过期无效或作废的“有价证券 ”,虽
属虚假的“有价证券 ”,却非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
因而 ,本罪所要求的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 ,

只能是伪造、变造而出的 ,不含作废的有价证券。
有鉴于此 ,使用作废的有价证券行骗的 ,不能构成
本罪 ,诈骗数额较大的 ,可按《刑法 》第 266条的规
定 ,按一般诈骗罪处理。 ( 3 )这里所谓“使用 ”、
“诈骗 ”,是指行为人隐瞒事实真相 ,即其隐瞒了其
有价证券系伪造或变造的假券的基本事实 ,以虚
假的国库券或者有价证券 ,从事兑换现金、有偿转
让、合同抵押、抵充货款、抵销其他债务等非法活
动。

值得强调的是 ,按照刑法本条的规定 ,本罪属
于数额犯 ,即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国家发行
的其他有价证券 ,进行诈骗活动 ,必须达到“数额
较大 ”才能构成本罪既遂。对此 ,我们认为 ,可以
参照 2001年 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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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考虑
本罪的起刑点。根据该项“解释 ”第 47条的规定 ,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
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在 5000元以上的 ,应
予追诉 ”。

3.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任何年满 16周岁以
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均可成立本罪主
体。

4. 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犯罪。与任何诈骗犯
罪一样 ,实施此类行为者 ,一般都有“非法占有公
私财产 ”的故意 ,虽然刑法本条未对此做出明确规
定。

二、国外相关犯罪规定评介

1. 英国。英国《1968年盗窃罪法 》第 20条第
(2)项所规定的“骗致有价证书行使罪 ”中 ,含有
相当于我国的有价证券诈骗罪的行为规制。该法
第 20条第 (2)项规定 ,“以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利为
目的 ,或者以给他人造成损失为目的 ,以欺诈手段
不诚实地骗取对有价值的证明文书生效的 ,应当
经公诉程序判罪 ,处以不超过 7年的监禁 ;制造、
接受、认可、变更、删除、毁坏有价值的证明文书的
一部分或者全部 ,并在任何单据或者其他材料上
签名或者盖章以使之成为或变为或者作为有价值
的证明文书的 ,应当被视为以欺诈手段不诚实地
骗取有价值的证明文件的生效 ”。同条第 (3)项又
规定 ,“所谓欺诈 ,指在事实或者法律面前 ,行为人
之言行具有欺骗性 (无论是故意还是轻率 ) ,包括
欺诈行为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来说均具有现实的欺
诈意义。对这里的“有价值的证明文书 ”,该法规
定其为“创造、转移、放弃、让与财产权利 ,或者授
权支付货币或者交付财产的文件 ,或者证明创造、
转移、放弃、让与这种权利 ,交付货币、交付财产或
者确认义务的文件 ”。由此可见 ,正发行、流通着
的有价证券 ,显然属于“有价证书 ”,而“以使自己
或者他人获利为目的 ,或者以给他人造成损失为
目的 ,以欺诈手段不诚实地骗取对有价值的证明
文书生效的 ”行为 ,是典型的有价证券诈骗行为。
英国刑法上将其罪的最高法定刑设置为 7年 ,与
我国的无期徒刑相比 ,其刑罚确实轻缓的多。

2. 美国。 (1)美国联邦法典 (US CODE)第 25

章第 513节规定 ,“行为人制造、使用或持有伪造
或变造的州或州的下属机构的有价证券 ,意图诈
骗他人、组织或政府的 ,处以罚金或不超过 10年
的有期徒刑 ,或并处此两种刑。 (2)美国联邦法典
(US CODE)第 25章第 472节规定 ,“行为人意图
诈骗而流通、使用、印刷、出售 ,或企图流通、使用、
印刷、出售 ,或以相似的意图引入美国或持有、隐
藏非法制造、伪造、变造或改动的美国合同证券或

其他有价证券的 ,处以罚金或不超过 20年的有期
徒刑 ,或并处此两种刑 ”。由此可见 ,这里前者主
要惩治的是制造、使用或持有伪造的州或州下属
机构的有价证券 ;后者主要惩治的是流通、使用、
出售美国国家发行的合同证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的
行为。 (3)美国联邦法典第 25章第 510节规定 ,

“ (1)行为人意图诈骗 ,而 : ( a)非法在美国的国库
支票、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上制造、伪造背书或
签名 ; ( b)或流通、使用或印刷 ,或意图流通、使用
或印刷上有非法制造或伪造的背书或签名的美国
国库支票、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处以罚款或不
超过 10年的有期徒刑 ,或并处该两种刑罚。 ( 2)

行为人明知国库支票、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是盗
窃而来或者上面有非法制造或伪造的背书或签名
而购买、出售、交易、接受、运输、保留或隐藏的 ,处
以罚款或不超过 10年的有期徒刑或并处两种刑
罚。可见 ,有价证券诈骗类犯罪在美国的最高法
定刑为 10年自由刑。而且 ,美国联邦不仅惩治其
实行行为 ,对“意图 ”诈骗的也予以处罚。

此外 ,美国伊利诺伊州金融犯罪法 ( ILL INO IS

F INANC IAL CR IME LAW )规定 :“行为人在明知的
情况下 ,实施或意图、计划实施诈骗行为以 : (1)诈
骗金融机构的 ;或 (2)通过其明知是虚假的陈述、
行为或承诺获得金钱、资金、信用、资产、有价证券
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有或由其监管或处于其控制之
下的财产的 ,构成金融机构诈骗罪 ”;“金融犯罪 ,

数额低于 300美元的 ,构成 A级轻罪 ;已经被认定
为金融犯罪 ,犯罪金额不超过 300美元 ,此前曾被
认定为金融犯罪 ,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盗窃、抢
劫、武装抢劫等犯罪 ,构成 4级重罪 ”;“金融犯罪 ,

数额高于 300美元但少于 1000美元的 ,构成 3级
重罪 ;高于 1000美元但少于 10000美元的 ,构成 2

级重罪 ;高于 10000美元的 ,构成 1级重罪 ”。
再者 ,美国内华达州法典 (NRS 205. 100)规定

了“制造、使用或为使用之目的而持有虚假的票
据、有价证券或支票 ”的犯罪。根据该条规定 ,“行
为人为诈骗他人、国家或公司 ,无论是否位于州
内 ,而制作、交付、开立虚假的票据、有价证券或支
票 , 或以相似的目的意图交付、开立或印刷虚假的
票据、有价证券或支票或其他书面文书 ,声称某银
行、公司、合伙、个人会据之付款或交付财物 ,而实
际上所称的银行、公司、合伙、个人并不存在 ,明知
上述票据、有价证券或支票或某银行、公司、合伙、
个人会据之付款或交付财物或提供劳务的其他书
面文书的虚假的个人构成伪造罪。由此可见 ,这
种类似于我国的有价证券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的
行为 ,在美国的内华达州法典中 ,被规制在关于货
币或有价证券类的“伪造罪 ”之中。

3. 德国。《德国刑法典 》第 148条规定了“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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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价票证 ”。该条规定 :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

处 5年自由刑或者罚金刑 : ( I)意图供作为真正的
有价票证使用或者流通之用 ,具有使用或者流通
可能而伪造有价票证 ,或者变造有价票证 ,使其具
有较高的价值 ; ( II)以此种意图获取伪造或变造
的有价票证 ,或者 ( III)将伪造或者变造的有价票
证作为真的有价票证使用、待售或流通的。 (2)将
已使用过的已作废的官方有价票证作为有效之有
价票证使用或者流通的 ,处 1年以下自由刑或者
罚金刑。 (3)犯本罪未遂的 ,亦应处罚。

由此可见 ,德国刑法本条第 ( 2 )项所规定的
“使用、流通伪造或者变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 ”,含
有以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行骗的行为。但与美
国某些州刑法规定一样 ,德国刑法上也将此类“使
用 ”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行骗的诈骗罪行为 ,一
并规制于“伪造 ”型犯罪之中 ,其最高法定刑为 5

年自由刑。
4. 日本。日本刑法第 163条对“行使伪造的

有价证券等 ”犯罪行为做了专门的规定 ,根据该条
规定 :“行使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或者虚伪记载
的有价证券 ,或者以行使为目的 ,将伪造、变造的
有价证券或者虚伪记载的有价证券交付给他人或
者输入的 ,处 3个月以上 10年以下惩役。前两项
犯罪的未遂 ,应当处罚 ”;这当中 ,对何谓“有价证
券 ”,该条第二款还做了专门的立法解释 ,即“上述
各条所谓的有价证券 ,指标记着财产权的证券 ,包
括公债证书、各类票据 (汇票、支票、公司股票 )、公
司债券等私法上明确认为有价的证券 ”。此外 ,日
本最高法院还通过其特定判例 ,将电话卡也视作
“有价证券”。

5. 法国。《法国刑法典 》第三章乃为“伪造公
共机关发行的证券或其他有价信用证券罪 ”之专
章规定。其中之首条即第 443条 - 1就规定 :“伪
造或变造由国库发行的证券及其印花、标记 ,或者
伪造或变造由外国国家发行的票证及其印花标
记 ,使用或者运送伪造的此种证券的 ,处 7年监禁
并科 100000欧元罚金 ”。

综观上述国外刑法有关诈骗型犯罪规定可
见 ,其共有的特征是 :其一 ,没有数额较大的所谓
起刑点规定 ;其二 ,多将其与伪造有关货币、有价
证券的犯罪一起设置于“伪造型 ”犯罪之中 ;其三 ,

法定刑均大大轻于我国刑法上的同类犯罪设置。
当然 ,这大约也与其无起刑点设置、犯罪门槛很低
有一定关系。

三. 有关本罪的认定与研讨问题

1. 对本罪之“使用 ”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
券行为的正确理解。有学者认为 ,“贩卖伪造、变
造的国库券或其他有价证券是有价证券诈骗罪中

‘使用 ’的通常手段。”[ 2 ]另一种观点指出 ,根据罪
刑法定原则 ,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 3 ]对此 ,有学
者进一步论证道 ,其所以主张“这种行为不构成犯
罪 ,不是因为缺乏使用行为 ,而是因为无论是互换
还是贩卖 ,前提都是双方当事人对交易对象的性
质是明知的 ,这就使得这种行为缺乏构成有价证
券诈骗罪所不可或缺的欺骗性。只有使用伪造、
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
交易 ,使交易的对方上当受骗 ,从而不法取得相对
人财产性利益的 ,才能构成有价证券诈骗罪 ”。[ 4 ]

一般而言 ,所谓“使用 ”,不应当包括行为人将
此伪造或变造的有价证券“出售 ”给有关不法收购
者。鉴于此类行为本质上已经不同于“使用 ”有价
证券行骗者 ,我国《刑法 》第 227条因而已将诸如
此类的“出售 ”行为另行设定为“倒卖伪造的有价
票证罪 ”;另一方面 ,如其行为人明知其持有的“有
价证券 ”乃伪造或变造的“赝品 ”,仍然故意将其
“馈赠 ”他人者 ,由于其并无“诈骗 ”他人钱财的故
意 ,行为因而不能成立本罪法定的“使用 ”伪造、变
造的“国家有价证券 ”的行为。

2. 有关罪与非罪认定问题。从理论上看 ,实
施有价证券诈骗者 ,一般而言 ,“使用 ”该伪造或者
变造的有价证券行骗者 ,多是“明知 ”其所持的有
价证券是伪造或者变造而加以“使用 ”的。有鉴于
此 ,假如行为人之有价证券来源于他人的“转让 ”、
“抵付货款 ”、“抵付债务 ”甚至“馈赠 ”等 ,行为人
因而并不知道其所持有的价证券系伪造、变造的
“赝品 ”。此种情况下之使用 ,显属“不知情 ”的
“使用 ”。这样 ,即便其“使用 ”行为令其在客观上
确实“骗 ”得了一笔钱财 ,行为人也不能因而成立
本罪。不仅如此 ,由于有价证券诈骗罪不可能是
过失犯罪 ,刑法上也无针对诸如此类的其他“过
失 ”骗财犯罪设定 ,则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此类行
为不为罪。

但是 ,行为人一般“明知 ”其有价证券系虚假
证券情况 ,是针对常态而言 ,非常态情况下并非不
可例外。所谓非常态情况 ,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受
赠 ”、“受让 ”、“受抵 ”甚至“盗窃 ”而来的“有价证
券 ”的真实性 ,本已心存疑惑 :认为其可能是真实
有效的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 ;也可能是虚假的“有
价证券 ”,在此情况下 ,不排除行为人抱着“放任 ”
的心态去金融机构兑现或作为“有价证券 ”去再
“转让 ”、再“抵扣 ”其债务 ,等等。这种情况下 ,我
们认为 ,应当根据实际结果定性 ,即 :假如该证券
确系真实有效的有价证券 ,则不发生诈骗问题 ,行
为因而无罪。因为 ,行为人对其“诈骗 ”结果 ,本身
抱持的是“放任 ”的心态 :有无导致他人之财产损
失 ,都不违背自己的意愿 ;反之 ,如其证券确系伪
造、变造而来的虚假无效的“有价证券 ”,则由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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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假的无价证券去骗得钱财也不违背行为人之
心愿 ,行为人因而应当成立有价证券诈骗罪。

基于上述理由 ,我不那么赞同有学者关于就
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明确限定为 :应当加上须是
须是“明知”其所持的有价证券是伪造或者变造而
加以“使用”的观点。

3. 对既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 ,又使用该有
价证券行为的定性。显然 ,这种场合 ,行为人已经
实施了两个不同的刑法分则构成要件行为 ,即我
国《刑法 》第 178条法定的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
券罪行为和刑法第 197条法定的有价证券诈骗罪
行为。鉴于其“伪造 ”行为相对于其“诈骗 ”行为
而言 ,乃手段行为 ,“诈骗 ”钱财才是其目的 ,两行
为因而具有刑法理论上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相
牵连的关系 ,应属牵连犯 ,并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
从一重处断。由于本罪比之于伪造、变造国家有
价证券罪的法定刑更重 ,因而对此类行为宜定性
为有价证券诈骗罪 ,并根据本罪的法定刑罚来处
罚。但是 ,对行为人之既伪造、变造 ,又使用其伪
造、变造的有价证券行骗的事实 ,宜当成为对其酌
定重处罚的情节 ,在量刑时 ,予以考虑。

4. 关于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有无确定
的仿制、变造的“摹本 ”或“底本 ”之争。对此问
题 ,刑法学界有其不同认识。一说认为 ,行为人所
使用的“伪造的国家有价证券 ”,必须是以当下“正
有效流通于国内 ”的有价证券为其仿制摹本伪造
而出的 ;同理 ,行为人所使用的“变造的国家有价
证券 ”,也必须是经由当下“正有效流通于国内 ”的
有价证券为其仿制“底本 ”变造而成。否则 ,不能
成立本罪的犯罪对象。[ 4 ]二说认为 ,行为人所使用
的虚假的“国家有价证券 ”,既可以采用当下正有
效流通于国内的有价证券为其仿制摹本或底本加
以伪造、变造 ;也可以采用过时无效的有价证券为
仿制摹本、抑或凭空“自创 ”型伪造所谓“国家有价
证券 ”;同理 ,所谓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 ”,行为人
也可以采用其他当前并未有效流通于国内的票证
为其变造“底本 ”衍生而成。

对此 ,我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虽然从理
论上看 ,本罪可谓智能犯罪 ,因而 ,就一般意义看 ,

没有哪个欲图行骗的行为人会傻到“使用 ”过期无
效的有价证券或者“使用 ”尚未生效的有价证券去
行骗 ,但 ,这仍然只是基于常态情况考量问题。在
非常态下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少数偏远地区 ,不
排除有行为人以 (过去 )伪造 (或变造 )的过期无
效的有价证券 (或用尚未流通的伪造或变造的有
价证券 )去行骗于文化程度低下、见识不多的边
民、山民等 ,数额较大者 ,其行为的本质特征仍然
符合本罪特征。这是因为 ,本罪打击的要旨正在
于 :刑法需要惩治那些采用“以假乱真 ”的手法、扰

乱国家对有价证券的管理秩序及公私财产权益的
行为。基于此 ,无论行为人之伪造、变造行为 ,是
否以过去流通过、现今正在流通或尚未流通的国
家有价证券为仿制或变造的摹本、底本 ,只要其伪
造、变造出的“国家有价证券 ”,足以令其受害人
(包括有价证券兑现机关、受让、受抵该“有价证
券 ”的相对人等 )信以为真地“认同 ”其为国家正
在发行的“印有一定面值和发行时间、规定期限、
届时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因而骗得一定钱款 ,

数额较大的 ,行为就符合刑法本条法定的有价证
券诈骗罪的客观方面特征 ,在满足本罪其他法定
要件的情况下 ,行为应当成立本罪既遂。

四、涉嫌触犯本罪与他罪的个案评析

【案情介绍 】:被告人朱 ×祥于 1999年 5月
间 ,在江西省南昌市先后搭识了被告人徐 ×明 ,与
徐 ×明谈妥以面值的 20%或 16%的价格购买伪
造的 1997年第 1期国库券 ,并先索取了国库券样
张。尔后 ,朱 ×祥先后 2次前往徐 ×明处 ,徐 ×明
在得知朱 ×祥欲用伪造的国库券还债等情况下 ,

仍先后将伪造的面值均系 1000元的 1997年第 1

期国库券共计 396, 000元以人民币 68, 000元的价
格出售给朱 ×祥。朱 ×祥遂持上述伪造的国库券
分别于 1999年 5月 31日及 6月 2日在上海市崇
明县陈家镇农村信用社抵押贷款得到人民币 375,

000元 ,除其中 2000元人民币给付他人之外 ,其余
钱款分别用于还债及作为继续购买伪造的国库券
的本金。

1999年 5月底至 6月初 ,被告人朱 ×祥伙同
被告人龚 ×平、俞 ×华 ,在上海宝山吴淞北翼大酒
店合谋将伪造的国库券兑换现金。俞 ×华为了解
伪造的国库券的仿真程度 ,从朱 ×祥处取得国库
券 1张 ,与龚 ×平将该国库券出售给一私人摊主 ,

得款人民币 1, 070元 ,其中俞 ×华分得人民币 500

元 ,龚 ×平分得人民币 570元。同年 6月 5日 ,朱
×祥又至徐 ×明处 ,以人民币 14, 400元的价格向

徐 ×明购得面值均系 1, 000元的伪造的 1997年第
1期国库券 88, 000元。6月 8日下午 ,朱 ×祥按约
定 ,伙同朱 ×陆、龚 ×平、俞 ×华等 ,持上述伪造的
国库券至上海财政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 ,由龚 ×
平、俞 ×华入内 ,俞 ×华填写“卖出券申请单 ”,在
交易过程中 ,被验出系伪造的国库券 ,公安人员接
报后将龚 ×平、俞 ×华当场人赃俱获。在外等候
的朱 ×祥、朱 ×陆等人发现龚、俞被抓 ,即逃离。
嗣后 ,龚 ×平检举揭发了朱 ×祥、朱 ×陆 ,朱 ×祥
又检举了徐 ×明。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 ,从上海
财政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及上海崇明县陈家镇农
村信用社查获的 484张 1997年版第 1期面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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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的国库券 ,均为伪造券。

逐一探究本案被告人徐 ×明、朱 ×祥、龚 ×
平、俞 ×华、朱 ×陆等的行为可见 ,本案中 ,徐 ×明
的主要行为为“倒卖 ”伪造的国库卷行为 ,据此 ,其
行为直接触犯了我国《刑法 》第 227条的“倒卖伪
造的有价票证罪 ”规定 ;而朱 ×祥、龚 ×平、俞 ×
华、朱 ×陆等的主要行为表现为“使用 ”伪造的国
库卷行为 ,其行为直接触犯了我国《刑法 》第 197

条法定的“有价证券诈骗罪 ”规定。
针对上述案情 ,对本案的定性意见有三 : ( 1)

对徐 ×明个人单独定性为“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
罪 ”;对朱 ×祥、龚 ×平、俞 ×华、朱 ×陆等定性为
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 (2)将徐 ×明与朱 ×祥、龚
×平、俞 ×华、朱 ×陆等人一起定性为共同倒卖伪

造的有价票证罪和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但是 ,

鉴于其倒卖行为与诈骗行为有其牵连关系 ,可根
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 ,按其重罪即有价证券诈骗
罪一罪处断。 (3)徐 ×明犯两个罪 :自己单独犯倒
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还与朱 ×祥、龚 ×平、俞 ×
华、朱 ×陆等人一起犯了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
但对其可不必实行数罪并罚 ,可按吸收犯的原则 ,

以其参与的重罪行为 ———有价证券诈骗罪行为吸
收其轻罪行为 ———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

对此 ,我们较为赞同上述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

上述第一种意见 ,忽略了徐 ×明虽然没有直
接参与有价证券的诈骗活动 ,但他在明知朱 ×祥
购买假国库券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诈骗的情况下 ,

还多次予以出售 ,由此 ,主观上 ,他在事实上与朱
×祥等人达成了“帮助 ”其进行诈骗的心照不宣的

默契 ;客观上他为朱 ×祥等人进行有价证券诈骗
活动提供了“工具 ”性帮助 ,因而对徐 ×明应当定
性为本起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 ”的帮助犯 (从
犯 )。

上述第二种意见 ,将朱 ×祥、龚 ×平、俞 ×华、
朱 ×陆等人也定性为“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的
共犯 ,如此定性是无据的。朱 ×祥等人固然是徐
×明实施“倒卖 ”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下家 ”,

但是此一“下家 ”行为 ,既不构成《刑法 》第 227条
法定犯罪的“倒卖 ”行为的预备行为 ,也非“倒卖 ”
行为本身的“实行 ”行为。因为我国刑法上 ,并不
惩治此类“购买 ”行为本身 ,

①而是 ,仅仅惩治其
“购买 ”以后的、为“诈骗 ”钱财而去“使用 ”该伪
造、变造的国库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行为。由是 ,

其“下家 ”行为本身非但在我国刑法上不为罪 ,也
难以成为“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行本身的“帮
助 ”行为 ,因为此一“倒卖 ”行为之后的行为 ,已经

不是刑法调控的对象。
上述第三种意见 ,既看到了徐 ×明自己单独

犯了“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还与朱 ×祥、龚 ×
平、俞 ×华、朱 ×陆等人一起犯了共同“有价证券
诈骗罪 ”。我们认为 ,惟有如此定性 ,对徐 ×明的
行为及其导致的法益损害 ,才达致了刑法上的充
分评价。

但在处理原则上 ,我们认为 ,对本案不宜按吸
收犯原则吸收为一罪处罚 ,宜按照其所触犯的倒
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与有价证券诈骗罪实行数罪
并罚。主要理由是 :

假如徐 ×明不但帮助了有价证券诈骗活动 ,

而且作为主要的实行犯即身为主犯积极参与了该
一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行 ,则 ,对徐 ×明可以采取
重度行为吸收其轻度犯罪行为的吸收原则 ,对其
按共同有价证券诈骗罪的主犯 ,从一重处断。但
是 ,鉴于徐 ×明在该共同有价证券诈骗案中 ,仅为
从犯 ,“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也是法定刑较轻
的犯罪 ,这样一来 ,倒难以衡定孰轻孰重。要做到
不枉不纵、罚当其罪的惩治之 ,惟有实行数罪并罚
了。但是 ,如此一来 ,有人可能质疑 :他要是不但
倒卖 ,同时身为有价证券诈骗罪的主要实行犯 ,倒
还仅对其按一罪惩处 ,这样不会轻纵此类犯罪人
吗 ? 看来此一担心还是出自不太了解我国刑罚上
的限制加重的并罚原则。但有一点可以令人了然
其“轻纵 ”之不可能的是 :身为有价证券诈骗罪的
主要实行犯 ,其最高宣告刑可达无期徒刑 ;而以有
价证券诈骗罪的从犯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实
行并罚的结果 ,其最高宣告刑不可能超过 15年有
期徒刑。可见 ,对两个相对轻缓的罪行实行并罚
的结果 ,不但不会重于、反而 ,多数情况下可能轻
于一个有其他更重刑种的“一罪 ”的处罚结果。

注释 :
①对诸如此类的“购假”行为 , 我国刑法所惩治者 ,仅限于《刑

法》第 171条所规定的“购买假币罪 ”、《刑法 》第 208条所规定的

“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少数几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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