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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分、优惠券为对象的犯罪的认定

———以犯罪对象的多元化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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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分、优惠券属于广义财物中的财产性利益,在分析积分、优惠券类案件时应

区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由犯罪对象一元论转为多元论,不同阶段的行为可能分别侵

害了财产性利益载体、财产性利益和最终财物。 积分、优惠券作为财产性利益具有独立价

值,应分别认定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与对最终财物的犯罪。 损失的认定应采既遂时点,并
考虑被害人交易目的是否实现,数额的认定应去精确化、去绝对化,委托专门机构鉴定确定

数额。 前后行为构成数罪的应按罪数理论处理,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或

者狭义的包括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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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电子商务的推广和促销手段的更新,积
分、优惠券成为一种重要营销方式,实务中出现了

大量以积分、优惠券为对象的犯罪,行为人往往利

用商场或网上交易平台的管理漏洞,通过虚假刷

单、虚假注册、先买后退等方式获取积分、优惠券,
再用于转卖谋利、兑换商品或者折抵现金。

(一)典型案例

案例 1:“骗取大众点评网优惠券案”。 2015 年

2 月至 6 月间,黎某与他人合伙虚构“开元小菜”等
33 家商户,与汉海公司签订《团购技术服务合作协

议》,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自买自卖并使用

大众点评网优惠券的方式,骗取汉海公司 60 余万

元。 黎某分得赃款 40 余万元。 法院判处黎某犯合

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①。
案例 2:“店长盗充积分案”。 江某在担任某商

场专卖店店长时,偶然发现通过店内 POS 机买单可

获得商场会员积分,退货时积分却不会扣减。 根据

该商场的会员卡积分规则,会员每消费 1 元积 1 分,
积分可以兑换抵用券或者直接在消费中抵扣现金

(100 分抵现金 1 元),遂开始以上述方式盗取积分。
江某盗取积分除自用外,还通过将积分兑换成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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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出售给他人,以及直接往他们提供的商场会

员卡中盗充积分的方式牟利。 截至案发时共往八

张会员卡中盗充积分 4713 余万分,折合人民币 47
万余元。 判决认定: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

盗充商城积分的方式秘密窃取单位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江某盗充积分的行为

一完成,其盗窃行为即已既遂。 对积分采取以何种

方式兑现,并不影响盗窃罪名。 盗充完的积分按一

定比例折现,在商场购物时按人民币使用,与理论

价值无关。 判处江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①。
(二)实务做法及特点

此类案件的难点是:1. 积分、优惠券是否属于

财物,具体案件中的犯罪对象是什么? 2. 何时着

手,何时既遂? 3. 造成了什么损失? 如何认定数

额? 4. 如何处理罪数问题? 前述案例代表了实务

中的两种不同做法:1. 在犯罪对象的认定上,案例 1
未将优惠券作为犯罪对象,仅将最终兑换的财物作

为犯罪对象,回避了优惠券是否属于财物的问题,
案例 2 明确将积分作为犯罪对象,认为盗充积分完

毕即犯罪既遂。 2. 在罪名认定上,案例 1 认定为合

同诈骗罪②,案例 2 认定为盗窃罪。 3. 量刑差异巨

大,案例 1 涉案金额 60 余万元,判处缓刑,案例 2 涉

案金额 47 万余元,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其中案例

1 的做法比较普遍,也是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立

场,案例 2 的做法体现了司法实务的最新动向。
我国司法解释中并无专门针对积分、优惠券的

意见,但对其它财产性利益如有价证券、银行卡、虚
拟财物等有所规定。 “两高”2013 年 4 月 2 日《关于

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对于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可

构成盗窃罪,认定数额时除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证

券按票面金额计算,其它均按最终实际损失认定数

额。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孟动、何立康网络盗

窃案”将盗窃虚拟财产认定为盗窃罪,数额以现实

对应的财产数额计算[1] 。 总体来看,最高司法机关

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肯定了财产性利益中的

虚拟财产和债权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损失数

额按现实对应的财物或最终损失来认定。
从以上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务对财产性利益

犯罪的做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是否定罪存在争

议,大量以积分、优惠券为对象的案件没有进入刑

事司法程序。 二是犯罪对象认定一元化,如案例 1
仅将最终财物作为犯罪对象,案例 2 仅将积分作为

犯罪对象,两种做法都将犯罪对象一元化了。 三是

损失认定呈现唯结果导向,在认定的时点上采最终

时点,认定的数额与最终财物对应。 四是均认定为

一罪,不讨论罪数问题。
(三)本文观点

积分、优惠券是广义财物中的财产性利益,在
分析积分、优惠券类案件时应区分狭义财物与财产

性利益,由犯罪对象一元论转为多元论,不同阶段

的行为可能分别侵犯了财产性利益载体、财产性利

益和最终财物,当财产性利益载体具有独立于财产

性利益的财产价值时,应当将二者分别作为犯罪对

象,当财产性利益具有独立于最终财物的财产价值

时,也应当分别作为犯罪对象。 损失的认定应采既

遂时点,并考虑被害人交易目的是否实现,数额的

认定应当去精确化、去绝对化,应委托专门机构鉴

定确定数额。 不同阶段的行为构成数罪的应依据

罪数理论处理,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属于狭义的包括

一罪或者共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对象的多元化认定

　 　 积分、优惠券类案件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积分、
优惠券是否属于财物,是普通财物还是财产性利

益。 本文主张对犯罪对象进行不同阶段、不同形态

的细分,肯定犯罪对象多元化的可能,不必将一个

案件中的犯罪对象局限为一种。
(一)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诈骗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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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目前我国关于财产性利益的讨论主要是财产

性利益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2-6] ,学界有两种

观点:一是不罚说加立法论,认为财产性利益不是

我国刑法第 264 条、第 265 条的财物,若要将盗窃或

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入罪,必须通过立法方式解

决,否则便有违罪刑法定原则[5] ;二是可罚说加解

释论,认为财产性利益是第 264 条、第 265 条的财

物,财物包括狭义财物和财产性利益[2-3] 。
 

本文赞成可罚说加解释论的观点。 财产性利

益是否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在德国和日本都不

成问题,其刑法典都通过二项犯罪明确规定了财产

性利益诈骗罪[7]91[8]128,我国学界肯定说占优势,如
黎宏教授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所有财产犯罪

的对象[3] ,张明楷教授认为我国刑法中财产犯罪所

使用的名词为“财物”,包括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

益,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9] 。 财

产性利益可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此问题在我国与

德日两国不同,德日两国由于刑法规定导致否定说

占据优势地位,两国刑法典都明确规定盗窃罪的对

象限于狭义财物或动产[7]89[8]119,未通过二项立法规

定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罪,但是抢劫、诈骗、敲诈勒

索罪的对象则包括财产性利益[2] 。 在这种立法之

下必然得出否定论,不过这一结论并不合理,因为

盗窃行为比诈骗行为更重,诈骗财产性利益的构成

诈骗罪,盗窃财产性利益的反而不构成盗窃罪(或
不构成犯罪)。 否定论本质上是立法缺陷,是立法

时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处罚漏洞。 随着盗窃财产

性利益现象增多,处罚需求逐渐显现,为弥补这一

漏洞刑法理论不得不放松对诈骗罪的要求,产生了

处罚意思不要说,从而将某些既不符合诈骗罪也难

以成立盗窃罪的盗窃财产性利益行为归入诈骗罪,
在刑事立法上也增设了利用计算机诈骗罪,而计算

机诈骗本质上是财产性利益盗窃。 然而不管怎么

“打补丁”,德日两国刑法理论始终无法突破“盗窃

罪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这一前提。 这个问题在

我国本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刑法用语没有严格区分

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当然可以将财物解释为包括财

产性利益,进而通过财产犯罪对财产性利益进行保

护,德日两国刑法的立法漏洞在我国并不存在,没
有必要先照搬别国理论机械地解释我国刑法,解释

出漏洞来再费力地去想办法弥补。 从这个角度讲,
我国盗窃罪的立法比德日两国更有张力和包容性,
我们对刑法的解释应维护这种优势。

有人认为积分、优惠券不是财物,不能成为财

产犯罪的对象。 除了上文的理由之外还有以下理

由:理由一是积分、优惠券本身没有财产价值,只是

获得优惠的一种资格,行为人即使获得了积分、优
惠券也不一定使用,不一定最终造成财产损失。 理

由二是积分、优惠券只有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才有

效。 理由三是积分、优惠券的数额难以认定,使用

了才有价值,不使用其价值就是不确定的。
首先,积分、优惠券并不仅仅是一种资格,其本

身具有财产价值。 一方面,积分、优惠券具有客观

交换价值。 财物价值有多种来源,广泛的可接受性

也是财产价值的来源,如比特币作为一种算法,基
于人们普遍认同与接受,通过加密技术进行控制而

获得财产属性,能够用于商品交易[10-11] 。 积分、优
惠券也基于消费者与商家的认可而具有交换价值,
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某些大型商家的积

分、优惠券完全可以转卖或抵扣现金,有些专门网

站甚至可以用大型商场的积分直接购买商品。 另

一方面,积分、优惠券具有消极价值。 财产价值并

不限于客观价值,也包括消极价值,西田典之教授

指出:“财物必须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性价值。
不过,这种财产性价值不限于客观性交换价值,除
了主观性使用价值之外,为防止滥用之虞的所谓的

消极性价值,也包含于财产性价值之中(例如,对于

已使用过的乘车券,已失效的驾照)。” [12]141 积分、优
惠券是商家发放的凭证,获取了积分、优惠券的人

事实上成为债权人,而商家通过积分、优惠券为自

己设定了债务,一旦积分、优惠券被他人非法获得

极有可能给商家造成实际损失。
其次,使用期限、使用方式和价值的不确定性

都不能否定积分、优惠券财产价值的存在。 普通债

权也有期限,普通财物也有保质期,不应单单以此

08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为理由否定积分、优惠券的财产价值。 积分的数额

不便计算不意味着不能计算,价值不确定也不意味

着没有价值。 不确定的价值也是财产价值,任何财

物在其发挥功能之前,其价值都介于 0 与 100%之

间的不确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财物只有被消

费掉其价值才是完全确定的,不过这显然是不合

理的。
最后,从刑民关系的角度来看,积分、优惠券在

民法中受到保护,在刑法中当然也值得保护。 从民

法理论上来说,民法上的财物有三个特征:使用价

值、交换价值、能为人所控制,这三点在积分、优惠

券上均有所体现。 从民事司法实务上来说,近年来

民事司法领域也出现了保护积分、优惠券的案例,
如王院生诉乌海市俊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判决书认定房地产公司

在购房优惠活动中向客户发放的优惠券有效,对原

告提出的享受优惠券载明优惠的请求予以支持①。
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刑法是民法的保障法,
刑法上设置财产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民法上的

合法财产,所有民法的合法财物在刑法上都应当作

为财物来看待,应当得到刑法的保护,前文案例 2
的实务判决恰是此种观点的证明。

(二)财产性利益载体与财产性利益本身的

关系

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犯罪中可能存在三种

对象:一是载体(或证明手段、控制手段),如银行

卡、存折、欠条、密码、密钥等;二是财产性利益本

身,如积分卡中记载的积分,存折和银行卡中记载

的银行存款,账号和密码控制下的 QQ 号、游戏装备

等,密钥控制下的存款或比特币,指纹或密码控制

下的支付宝账户中的零钱,欠条能够证明的债权

等;三是最终财物,如用积分、优惠券兑换的商品,
用存折、银行卡提取的现金,游戏装备转卖后的现

金,用比特币买到的商品或卖出比特币后得到的普

通货币等。 如果严格按照普通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二分法对这三类对象进行划分,第二类属于财产性

利益,第三类属于普通财物,第一类则相对复杂,有
的属于普通财物,如银行卡、存折等,有的不能归入

普通财物,但具有财物价值,故属于财产性利益,如
欠条,有的既不是普通财物,也不是财产性利益,只
是控制财物的手段,如密码、密钥。

对于普通财物来说上述三者在大多数场合是

合一的,比如汽车这种财物的载体是汽车,行为人

占有汽车本身就是最终目的,占有汽车通常情况下

不是为了获取另一项财物的手段。 但财产性利益

却不同,一是财产性利益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需要以有形的载体来体现,或者以密码、密钥等控

制方式来实现人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 二是财产

性利益本身不一定具有终极目的性,获得一项财产

性利益可能是为了获得另一项财产性利益或财物,
如权利人持有欠条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欠条本身,
而是为了实现债权。 因此,在处理针对财产性利益

的案件时,要区分财产性利益载体、财产性利益本

身和作为最终目的的财物,在不同阶段犯罪对象可

能不同。
载体与财产性利益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合一型、依赖型、无关型。 所谓合一型,是指载体是

财产性利益的唯一存在方式,除了载体以外权利人

不能以其他方式控制财产性利益,也无法证明财产

性利益归其所有,同时载体本身没有独立于财产性

利益的价值,载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体现其背后的财

产性利益,人取得载体就意味着取得了财产性利

益,如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证券、车票、船票、筹码

等。 所谓依赖型,是指权利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载

体来控制财产性利益,但载体并非唯一控制方式,
如存折和存款的关系,权利人除了占有存折之外,
还可以办理银行卡并通过密码、U 盾等方式控制财

物,可以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银行卡丢失后可

以通过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挂失补办。 所谓无关型,
是指财产性利益与其载体完全无关,如著作权与书

本等载体的关系,著作权归创作者享有,创作者根

据著作权法基于创作行为获得权利,著作载体如书

本、音像资料等则归属于物权人所有,著作权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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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与载体的归属无关。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载体相对于财产性利益是

否具有独立价值,对于合一型来说载体不具有独立

价值,无关型中载体本身价值独立,在依赖型中会

比较复杂。 在依赖型中,载体只是行为人控制财产

性利益的方式之一,权利人丧失载体并不意味着丧

失了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占有了载体也不意味着占

有了财产性利益。 本文认为,对于依赖型的财产性

利益载体,应承认载体本身可能具有财物性质,虽
然此载体的财物价值不能等同于财产性利益的价

值,但是价值的不相等并不能否认载体本身的财物

属性。 例如银行卡本身是贵金属材质,属于普通财

物,行为人盗窃银行卡后即使没有取现或转账也构

成对银行卡本身的盗窃罪。 对于财物价值比较微

小的载体来说,如普通的银行卡、存折等,虽然价值

较小,但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如果盗窃达到多次或

者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也可以认定为

盗窃罪。
(三)财产性利益与最终财物之间的关系

财产性利益有不同种类,不同财产性利益与最

终财物之间的关系不同,需要区分不同类型进行讨

论。 具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财产性利益的手段

性,即财产性利益是否是作为获取最终财物的手

段。 二是财产性利益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价值,
行为尚未侵害最终财物时能否视为对财产性利益

的犯罪。
对于主体来讲,有时取得某种财产性利益本身

就是终极目的,如骗免债务的情形,被告人欠被害

人 100 万元,通过欺骗手段让被害人免除了 100 万

元的债务,免除债务本身就是行为人的目的,不再

构成对普通财物的犯罪。 对于此种情形,不必把犯

罪对象区分为财产性利益与最终财物,只需要成立

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即可。 但是,有时取得某种财

产性利益只是取得其它财物的手段,如欠条是一种

财产性利益,但是没有人把取得欠条作为最终目

的,之所以取得并妥善保管欠条是为了实现债权,
进而获得债权所指向的现金。 再如筹码可以被视

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参赌者赢得筹码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拥有筹码,而为了换取现金,筹码只是手段,现
金才是目的。 此种情形有可能分别成立对于财产

性利益的犯罪和对财物的犯罪。 至于是分别成立

犯罪,还是只认定为对最终财物的犯罪,则取决于

作为手段的财产性利益本身是否具有相对于最终

财物的独立价值。
关于作为中间手段的财产性利益的价值是否

具有独立性,有些作为中间手段的财产性利益并无

自己独立的价值,如行为人通过欺骗方式赢得了诉

讼,骗得了法院判决书,得到判决书是申请执行财

物的中间手段和前提条件,但判决书本身并不具有

独立的财产价值,只骗取判决书但是未执行的,可
能成立虚假诉讼罪或者其他妨害司法的犯罪,但是

不能成立对判决书这种财产性利益的财产犯罪,如
果要成立犯罪也只能成立对最终财物的犯罪中止

或预备。 与此不同,有些作为中间手段的财产性利

益也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只是这个手段的价值

与最终财物的价值并不等同,不能以最终财物的价

值来衡量手段的价值。 例如积分、优惠券作为一种

手段不具有终极目的性,但是其本身具有独立价

值,如果行为以非法手段获得了积分并且成功兑

换,对最终的商品成立犯罪,如果未能兑换,对积

分、优惠券本身也能成立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
(四)积分、优惠券犯罪中的对象

积分、优惠券案件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存在

有形载体,如积分卡、纸质优惠券,在这种情形中存

在三种对象:载体、财产性利益与最终财物。 二是

不存在有形载体,仅以电子数据形式记载在客户账

户中,此时仅存在财产性利益与最终财物两种对

象。 即使在第一种对象中也要看有形载体是否具

有财产价值,一般情况下,积分卡、会员卡、优惠券

作为一种有形物虽然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但其价值

极低,故只有在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多次盗

窃、扒窃的情形中才可能认定为犯罪,本文对此特

殊情形暂不讨论。 这样一来,在一般情况下针对积

分、优惠券的犯罪就只剩下两种对象:财产性利益

与最终财物。
如上文所述,相对于最终财物来说,积分、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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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是具有独立财产价值的,在
具体案件中应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是仅仅侵害了财

产性利益,还是最终侵害了财物。 具体包括以下四

种情形:1. 得到积分、优惠券,积分、优惠券这种财

产性利益是犯罪对象;2. 得到积分、优惠券,又成功

兑换为现金或奖品,前行为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
后行为的对象是最终财物;3. 得到积分、优惠券,部
分未兑换,部分已经兑换,对于兑换的部分同 2,未
兑换的部分同 1;4. 得到积分、优惠券,转卖获利的,
对象为财产性利益,转卖行为与盗窃到普通财物后

销赃没有区别,属于事后不可罚,不再将骗到的财

物作为犯罪对象。 对于案例 1,分前后两个阶段,前
阶段认定为对优惠券这种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后阶

段用优惠券套现是对普通财物的犯罪。 案例 2 行

为人成功获得 4700 万余积分,在前一阶段犯罪对

象是 4700 万余分的积分这种财产性利益,如果行

为人没有后续使用行为,则不涉及对最终财物的侵

害,如果行为人有事后使用行为,则后行为也可能

构成对最终财物的犯罪。

　 　 三、犯罪特殊形态的认定

　 　 对于不法获取积分、优惠券进而非法获利的行

为如何认定犯罪既遂、未遂,实务和理论上存在四

种不同方案:
方案 1,全案按占有财产性利益认定为既遂,认

为不法获取积分就已经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既

遂,后续行为不影响定罪量刑。 案例 2 采此方案,
认为“被告人江某盗充积分的行为一经完成,其盗

窃行为即已既遂。 对积分采取以何种方式兑现,并
不影响其盗窃罪名。”①此方案的优点是将积分作为

犯罪对象,获取财产性利益即认定为犯罪既遂,明
确了财产性利益在财产犯罪中的地位。 问题是如

果将此观点贯彻到底,对于行为人后续使用积分兑

换商品的行为就无法评价,存在评价不充分的问

题,进而会影响行为人最终责任的轻重,毕竟骗到

最终财物的危害比仅骗取到积分的危害更严重。
另一方面积分的表面数额又往往高于最终财物的

价值,如果按积分认定既遂和数额反而会加重行为

人的责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此案刑期高达十年的

原因。
方案 2,全案按最终财物认定既遂。 案例 1 采

此方案,判决中仅评价了行为人使用优惠券并给被

害人财物造成损失的情况,对于前面获取优惠券的

行为及数量未予评价。 此方案的优点是以最终被

侵害的财物认定犯罪既遂,量刑相对合理。 不过也

存在评价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对于行为人获得积分

后未使用的情形无法评价,此情形下根本没有对应

的最终财物,也就不能认定为对最终财物的犯罪既

遂。 二是此方案如果与我国司法实务中轻易不处

罚财产犯罪预备(或未遂、中止)的做法相结合,将
使大量案件得不到处理,造成放纵犯罪的不良

后果。
方案 3,按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来认定,如果行为

人主观目的是取得最终财物,即使中间取得了财产

性利益,也不认定为对财产性利益的犯罪既遂,如
果获得了财产性利益之后又取得了最终财物,认定

为对最终财物的既遂,如果未能取得最终财物,只
认定为对最终财物的犯罪预备或未遂,而不以得到

财产性利益认定犯罪既遂。 这在日本是有力观点,
主要是在探讨诈骗罪一项犯罪与二项犯罪的关系

时提及。 大谷实教授认为:“关于诈骗罪与利益诈

骗罪之间的关系,二者在保护法益上是相同的,只
是在对象上不同而已,因此,在成立诈骗罪的时候,
就不可能成立利益诈骗罪。 如基于诈骗财物的目

的而欺骗他人,使他人做出交付财物的意思表示的

时候,成立诈骗罪,根据该意思表示,行为人即便获

得了财产性利益,也不成立利益诈骗罪。 是成立诈

骗罪还是利益诈骗罪,以在行为形式上,最终目的

是获取财物还是获取财产性利益来加以决定。 因

此,在最终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场合,就只成立未

遂,在根据意思表示债务人日后履行了该债务的时

候,就是诈骗罪的既遂。” [13]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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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实施骗取财物为最终目的的行为的场合,作
为其前提的债权取得行为,终究不过是第 1 款诈骗

的未遂。” [12]198 山口厚教授也持此观点[14]290。 三位

教授的观点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积分、优惠券提出,
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贯彻到积分、优惠券案件上,
便是方案 3 的观点。 此种方案的缺陷是以行为人

的主观目的进行划分,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获取财物

的手段,否定了财产性利益所具有的独立意义。 其

实,至少在财产性利益本身具有独立价值时,不应

完全否定按财产性利益认定犯罪既遂的可能性,否
则不利于对财产性利益的充分、平等保护。 此外,
此方案也与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不符,所谓犯罪既

遂并非实现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是充足所有的犯

罪构成要件要素,而方案 3 明显是将行为人主观目

的的实现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
方案 4,分别认定对于财产性利益和财物的既

遂,如果先侵害了财产性利益,又侵害了财物的,通
过罪数理论来解决,概括地认定为一罪,如果只侵

害了财产性利益,没有侵害财物的,则认定为对财

产性利益犯罪的既遂,同时构成对财物犯罪的预备

或未遂、中止,也通过罪数理论解决,按想象竞合处

理。 尤其是对于财产性利益本身就是作为终局性

目的,或者财产性利益本身具有独立价值的情况

下,不能排除按财产性利益认定既遂的可能。
本文赞同方案 4 的观点,理由是:第一,此方案

认识到了积分、优惠券作为财产性利益的独立价

值,既然有独立的财产价值,对于该种财产价值的

犯罪既遂就具有独立于对最终财物的犯罪既遂的

基础。 第二,此方案能够实现对案情的全面评价,
既能够评价为对最终财物的犯罪既遂,同时又不忽

略已经到手又未使用部分的认定。 第三,此方案在

司法实务上具有可操作性,司法人员不必纠结于对

象一元化的前见与事实上的多个犯罪行为、多个犯

罪对象之间的矛盾,便于实务操作。
综上,得到有终局性质或虽不具有终局性但具

有独立性的财产性利益就已经构成对财产性利益

犯罪的既遂,积分、优惠券就属于虽不具有终局性

但具有独立性的情形,得到积分、优惠券即构成对

财产性利益的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又通过该财产

性利益取得其他财物的,后续行为构成对普通财物

的犯罪,然后再通过罪数理论来解决。

　 　 四、损失与数额的认定

　 　 损失是财产犯罪认定的起点,财产犯罪都应该

以发生了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性损失为前提。 积

分、优惠券类犯罪也需要考虑被害人是否受到了值

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性损失以及损失数额,尤其是行

为人非法获得积分、优惠券但未使用的情形下能否

认定为有财产损失。
我国司法实务中对于财产犯罪的损失认定采

取“超实质的最终整体损失说”①,对于侵犯财产性

利益的行为只有最终造成实质财产损失的才按最

终数额认定犯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国财产犯罪

损失认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逻辑缺陷。 一是以民

事上的损失认定标准来认定刑事上的损失,体现为

损失认定上的唯结果导向,损失的认定时点为最终

时点,损失的形态为最终财物的损失。 二是所有财

产犯罪的损失都采整体财产损失标准,对于针对整

体财产的犯罪与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不加区别,即
使是对于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也采取整体认定标

准。 三是以损失的定量认定决定损失的定性认定,
以损失的多少决定损失的有无,表现为司法实务要

求对损失数额进行精确认定,对于难以认定数额的

往往不认为存在财产损失。 损失的有无与损失的

多少是两个问题,损失有无是前提,损失多少是确

定存在损失的下一步的问题,损失有无是定性问

题,损失多少则是定量问题。 四是要求数额绝对精

确,数额认定呈现过度精确化、绝对化的特点,经常

以数额认定困难来否定定罪。 如果按照实务的做

法,对于单纯骗得积分、优惠券本身的行为很难认

定为存在财产损失,更难以按最终损失认定一个精

确的数额,进而导致此类行为难以入罪。
首先,认定损失的时点应在既遂时。 刑法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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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犯罪的损失认定时点与民法不同,民事责任损失

的认定时点不在违约时或者侵权时,而在于最终意

义的损失。 但刑法上损失的认定时点并非最终,正
如王钢教授所言:“认定被害人财产是否受到损失

的时间点是进行财产处分的时刻。” [15]212 即行为人

完成犯罪行为并控制财物时犯罪已经既遂,损失已

经形成,故财产犯罪的损失认定时点在于犯罪既遂

时,而非无限期往后延长。 如果按最终损失说的观

点来看,行为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对被害人进行赔

偿或返还,则被害人在最终意义上并无损失,如果

因此就不定罪显然并不合理。 对于骗得积分、优惠

券的行为,认定是否存在财产损失应在行为人得到

积分、优惠券时,而非兑换财物或抵用现金时。
其次,关于损失认定的标准,对个别财产的犯

罪应采个别财产损失说,同时进行实质考察,对整

体财产的犯罪应采整体财产损失说,同时考虑被害

人交易目的是否实现。 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只要

求犯罪行为使被害人丧失了特定财产即可,针对整

体财产的犯罪则要求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整体

财产损失。 我国有力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财产

罪均为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16] 。 日本刑法学界的

主流观点是刑法中不存在对整体财产的犯罪,或者

只有背信罪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17] ,个别学者认为

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还包括诈骗罪[18] 。 德国判例

认为诈骗罪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15]218。 当行为

人以不法手段获取积分、优惠券时,其行为可能触

犯盗窃罪或诈骗罪,其中盗窃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

罪,而诈骗罪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还是针对整体

财产的犯罪则有两种不同观点。 首先,若认为盗窃

罪、诈骗罪都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则需要讨论

个别财产犯罪的损失认定标准。 日本有形式的个

别财产说与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之争,按照形式的个

别财产说,财物的交付(丧失)本身就是财产损失,
在如果不受欺骗就不会交付财物的情况下,被害人

由于受欺骗而交付财物时,就导致被害人丧失了使

用、收益、处分财物的利益。 即使行为人提供的反

对给付与被害人交付的财物价值相当甚至超过了

后者的价值,也不妨碍诈骗罪的成立[19] 。 这种观点

存在的问题是把财物交付本身视为财产损失,但是

财物交付在任何交易中都存在,即使完全合法的交

易也存在财物的交付,但是并不能认定存在财产损

失,形式的个别财产说会导致处罚范围过宽。 实质

的个别财产说主张必须联系被害人的交易目的,从
实质上判断是否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 本文赞同

实质个别财产说的观点。 其次,如果认为诈骗罪是

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则需要讨论整体财产犯罪的

损失认定标准。 德国一般对于损失的认定采整体

财产说,但是其对于整体财产的比较并非仅采客观

财产价值标准,会同时考虑行为人的交易目的是否

实现,如果行为人由于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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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被认定为对被

害人财产的补偿。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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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将

这些权利一并计算在内,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有认定

财产损失的余地[15]219。 由此可见,不管是对前一种

主张,还是后一种主张,在考虑是否有财产损失时

都会考虑被害人交易目的是否实现。 按照这种观

点,即使行为人非法获取积分、优惠券后未使用,商
家虽然在民事法律上获得了拒绝履行义务或者追

偿的权利,但是商家仍有财产损失,这是基于其交

易目的未能实现。 通常情况下,商家发放积分、优
惠券的目的是给消费者提供优惠,吸引消费者购买

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但是行为人虚构交易或虚假注

册的行为使得商家的推广目的完全落空。
最后,单纯非法获取积分、优惠券的犯罪数额

也是可以认定的。 我国将数额认定绝对化的做法

是基于刑法理论中对数额的定位存在问题。 关于

犯罪数额的角色定位大致有四种观点:观点 1“构成

要件要素说”,认为数额影响不法的有无及程度,是
构成要件要素,这是我国司法实务的观点,这种观

点直接导致对数额绝对精确化的要求。 观点 2“客
观处罚条件说”,认为数额不影响犯罪成立,只是作

为外部条件决定是否发动刑罚。 如赵秉志、肖中华

教授持这种观点,认为缺乏“数额较大”这一条件犯

罪仍成立,只是不能追究刑事责任[20] 。 观点 3“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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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素说”,陈兴良教授将数额作为罪量要素,与罪

体、罪责相并列[21] 。 不过陈教授的观点此后发生了

变化,由罪量要素说转变为客观处罚条件说[22] 。 观

点 2 与观点 3 都认为数额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从
而使得“天价葡萄案”之类的案件按客观数额认定,
有违责任主义。 观点 4“区分说”,张明楷教授认为

基本法定刑的数额是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加重法定

刑的数额是量刑规则,对于基本犯来说,数额是表

明不法的要素,但是对于升格法定刑,数额只是量

刑规则,只有是否适用该档法定刑的问题,不存在

未遂的可能性[23] 。
本文认为,应当将数额的认定去绝对化、去精

确化,司法实务的处理要让数额回归其原本角色定

位。 本文赞同区分说的思路,对于数额的具体定位

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区分,具体要做到两点,一是法

条中数额的角色区分,区别基本数额与加重法定刑

数额,二是区分数额在定罪量刑不同阶段的作用,
在定罪阶段数额是构成要件要素,在法定刑选择阶

段数额决定法定刑档次,在责任刑起点的确定阶

段,具体数额是影响责任刑起点的要素之一。 正是

由于数额的角色和作用在具体情形下各有不同,证
明的精确程度的要求也不同,当把数额作为构成要

件要素时,只需证明数额达到了入罪门槛即可,不
必要求证明到具体的程度,当把数额作为量刑规则

时,只需要达到相应法定刑的起刑门槛即可,也不

需要达到具体程度,当具体确定责任刑起点时,具
体数额的确认对于责任刑起点会有影响,但不是唯

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与其他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

责任刑起点的确定。 至于数额确定的程序则应由

司法机关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来鉴定,这种做法完

全符合我国司法解释的精神,“两高”2013 年 4 月 2
日《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
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

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该司法解释中对各种

不同的财物规定了不同的价格鉴定方法,并非一律

按财物的客观价值认定,而是看哪种更具有操作可

能性,可见我国司法解释也认可数额认定是一种专

业技术操作,而这种专业技术操作应当委托专门机

构来进行技术性认定。 对于行为人骗取积分、优惠

券而未兑换实物或抵用现金的,如将积分、优惠券

本身作为犯罪对象,损失数额应由司法机关委托鉴

定机构进行评估,不应由司法人员直接按照票面价

值或折算价值来认定。 这种做法既符合司法操作

规程,也符合经济原理,既能够理顺司法机关与专

门技术机构的关系,也能够避免单纯依据票面价值

或直接折价导致的量刑过重的问题。

　 　 五、罪数处理

　 　 如前所述,如果对财产性利益和最终财物分别

认定犯罪对象、既未遂、犯罪数额,则需要解决按一

罪还是数罪处理的问题。 行为人骗取、盗取积分、
优惠券后通常有四种处理方式,一是转卖套现;二
是用于提高账户等级等;三是兑换商品或现金;四
是购物时折抵现金。 不同的情形中罪数处理的方

法也不相同。
骗取、盗取积分后变卖套现或用于账户升级的

情形中,后续使用行为系共罚的事后行为。 所谓共

罚的事后行为,指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

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

犯罪构成,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

态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24]480。 最常见

的共罚的事后行为是盗窃犯损坏或者消费所盗得

的赃物的行为,这种损坏或者消费行为与盗窃罪指

向的是同一法益,属于在设置盗窃罪之际就已经预

想的情况,因而为盗窃罪所包括性地评价,不再另

外作为损坏器物罪或者侵占脱离占有物罪予以处

罚[25] 。 另一种常见的共罚的事后行为是犯罪之后

毁灭证据的行为[26] 。 这两类共罚的事后行为体现

了共罚的事后行为不处罚的两个理由,一是事后行

为没有侵犯新的法益,即不具备违法性,二是缺乏

期待可能性,即不具备有责性[24]480。 至少符合其中

一条才可能认定为共罚的事后行为。 骗取、盗取积

分、优惠券后变卖套现或用于账户升级的行为未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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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新的法益,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
行为人将骗取、盗取的积分、优惠券用于兑换

商品或现金的情形中,前行为的犯罪对象是财产性

利益,构成诈骗罪或盗窃罪既遂,后行为的犯罪对

象是最终财物(商品或现金),构成诈骗罪既遂。 行

为人骗取、盗取积分、优惠券后购物并用积分、优惠

券冲抵现金使用的行为,属于骗免债务型诈骗罪,
即让收银员误以为其积分或优惠券是合法取得并

使用,基于认识错误免除了(部分)货款请求权,构
成对货款请求权的诈骗罪既遂。 问题在于,在这两

种情形中罪数关系如何处理? 对此大致有三种

见解。
见解 1 认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 认为此种

情形后行为也没有侵害新的法益,故成立共罚的事

后行为。 但是在此类情形下行为人的前行为侵害

了财产性利益———积分,后行为侵害了新的对象、
新的法益———商品、现金或货款请求权,这超出了

财产性利益的范畴,是对被害人最终财物的侵害,
所以犯罪对象与法益已经发生了变化,后行为的法

益侵害性已经超出了先行行为[27] 。
 

见解 2 是按并合罪处理。 日本很多学者持此

观点,日本对于银行卡、票证探讨较多,由于银行卡

和票证与本文所探讨的积分、优惠券具有相似性,
想必日本学者的此种观点贯彻到积分、优惠券类案

件上应该会采取相同的观点。 西田典之教授认为

将不法获得的财物用作诈骗的手段,而另外获取了

财物、财产性利益的,“事后行为另外侵犯了新的法

益侵害,则另外构成他罪。 例如,利用窃取的邮政

存折从邮局取款的行为便另外成立诈骗罪,盗窃罪

与诈骗罪构成并合罪。” [28]379 林美月子认为:“行为

人本无偿还的意思而骗取了带有限额的融资卡,并
用该卡从融资企业的 ATM 机上提取了现金。 对此

行为,下级裁判所的判例态度并不一致,既有认定

仅构成诈骗罪一罪的,也有认定构成融资卡的骗取

(诈骗罪)与现金的盗取(盗窃罪)之并合罪的,最高

裁判所采取的是并合罪说。” [29] 张明楷教授在介绍

日本盗窃罪的罪数问题时提到“行为人窃取他人财

物后,诈称是自己的财物而从第三者那里骗取金钱

的,则是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并合罪。 盗窃他人存折

后,假冒存款人从银行柜台取出存款的,成立盗窃

罪与诈骗罪的并合罪。 盗窃罪的对象是存折本身;
诈骗罪的对象是银行的现金。 盗窃银行卡后,假冒

持卡人从银行柜台取出现金的,成立盗窃罪与诈骗

罪的并合罪。 盗窃银行卡,从自动取款机取出现金

的,是两个盗窃罪(并合罪)。 其中一个盗窃罪的对

象是银行卡本身,另一个盗窃罪的对象是银行的现

金。” [30]此种观点的优点是评价全面,将银行卡、票
证等作为财物认定为盗窃或诈骗罪,又将最终财物

认定为盗窃或诈骗罪,由于法益并不相同而认定为

并合罪。 但是,将此见解运用到积分、优惠券案件

上,同时适用我国法律规定会遇到以下问题:一是

载体财物性质的认定,日本刑事法中盗窃罪没有数

额限制,将银行卡、票证等价值微小的财物本身视

为普通财物,可以将盗窃银行卡的行为与盗窃最终

财物的行为作并合罪处理。 这在我国行不通,我国

普通盗窃罪要求数额较大,而积分、优惠券、银行卡

的载体本身作为一种普通财物数额极小,仅对载体

本身而言很难入罪。 这也就丧失了将载体与最终

财物并合罪处理的普遍可能性。 二是以对于财产

性利益的犯罪与对于最终财物的犯罪的并合罪处

理也不合适,这样的做法忽略了积分、优惠券所代

表的财产性利益与最终财物之间的手段与目的的

关系,这种做法与行为人骗取了 A 商场的优惠券,
又骗取了 B 商场的财物做并合罪处理是一样的结

果,但是这两种情形显然并不相同。 三是并合罪处

理的方案在我国会变成数罪并罚,如果按数罪并罚

处理会导致违法上的重复评价和量刑上过重处罚。
本文所讨论的积分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与行为人

最终获得的财物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的两个对象,无
论在客观上还是在行为人主观上,两个对象之间都

具有紧密的手段与目的关联性,忽视这种关联性会

造成量刑过重。
见解 3 认为属于狭义的包括一罪。 所谓包括

的一罪是指实质上本可以认定成立数个犯罪,但作

为犯罪结果的违法评价,而将其包括性地评价为一

罪的情形,是违法评价上的一罪,有必要将数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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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结果作为犯罪事实分别进行事实认定,但在具体

适用法律时,仅适用一个重罪法条,作为重罪一罪

来处断[28]376。
山口厚教授认为,在能够将同样的数个罪包括

地作为一个犯罪评价的场合,就是狭义的包括一

罪,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对同一被害人引起了多个

同样法益侵害,如用散弹枪扫射导致被害人身体多

处负伤;二是连续犯;三是集合犯[14]379-381。 张明楷

教授不认为狭义的包括的一罪限于同种罪名,除前

述山口教授的第一、二种情形外,还包括另外两种

情形:一是数个行为具有前后发展关系(前行为是

后行为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

果),侵害相同法益。 二是数个行为触犯数个不同

罪名,但数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且侵害一

个法益(或者一个法益能够包含另一法益)。 如先

实施敲诈勒索后转化为抢劫,仅包括地评价为一个

抢劫罪[24]481。 由于狭义的包括一罪是判例所形成

的概念,就其所包含的情形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归

纳,但是总体来说,如果数个行为具有前后发展关

系,或者侵害的法益相同或有紧密关联,就存在进

行违法上的包括评价的基础。
本文赞同见解 3 的观点,一是这种做法能够在

不法上进行完整评价,而且具有操作上的便利性。
既能评价行为人对财产性利益的侵害,又能评价对

最终财物的侵害,不管是把所有的积分都兑换成最

终财物,还是仅兑换一部分,或者完全没有兑换,司
法人员都能轻易得出妥当的结论,第一步是分别评

价,第二步是将已经兑换或抵用的积分作包括的一

罪评价。 二是在包括评价的基础上能够确保量刑

合理。 三是比起并合罪的见解来说,妥善处理了前

后行为的紧密关联,更符合一般人的看法。
问题在于,此种做法与前述犯罪对象、既遂分

别认定有无矛盾? 其实并没有,前述对于犯罪对

象、既遂的分别认定,注重的是积分本身价值的独

立性,即积分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本身虽然不是行

为人终极目的,但是积分本身具有客观价值和消极

价值,这种价值不因行为人有无后续行为而产生变

化。 而包括评价的做法是针对行为人已经成功兑

换或抵用的那部分积分,在此情形下行为并非停止

于取得积分的阶段。 在不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

的财物的价值不同,如果未兑换、未使用,则行为停

止于取得积分,此时积分价值的独立性居于主导地

位。 如果已经兑换或使用,则积分的价值相对于最

终财物的手段性体现出来,这时作包括一罪的评价

并非对财产性利益价值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是对最

终财物终极目的性的确认。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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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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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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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e
 

points
 

and
 

discount
 

coupons
 

are
 

interests
 

of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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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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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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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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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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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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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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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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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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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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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specific
 

circum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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