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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基本案情

2020 年 1 月 11 日下午， 河南
省邓州市城区的两名初中学生纠集
6 名本校学生， 将一名在校生拉至
偏僻路段进行殴打。从视频来看，先
有学生上前扇被打学生耳光， 继而
捶打，用脚踹，后又有几名学生围上
去拳脚相向， 而被打学生一直保持
低头沉默、不说话也不还手的姿态。
其他参与围殴的学生还拍摄了视
频，并在邓州的微信群中疯传，从而
引发社会关注。 1 月 13 日，邓州市
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
定，对参与围殴的 3 名已满 14周岁
不满 16 周岁的学生给予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并罚款 1000 元人民币，
由于年龄问题， 其中行政拘留不再
执行。其余学生由于年龄不满 14周
岁，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
严加管教。

法律评析

近年来，校园暴力、霸凌案件屡
禁不止，单凭治安处罚法的“罚款了
事”似乎难以达到“抚慰伤者、震慑
犯罪”的作用。那么，在法律层面，是
否有其他的路径可以规制此类问题
呢？

在本案中， 对邓州某中学围殴
学生的施暴行为， 能否进入刑法层
面做出评价， 主要看犯罪构成要件
是否具备。 按照我国司法实践中的

“四要件说”， 邓州施暴中学生的行
为首先是对他人身体健康权的侵
犯， 满足犯罪构成中客体要件；同
时， 这些学生实施了非法伤害他人
身体的行为，符合客观要件；施暴学
生纠集人员在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
集中打击某一对象，目标性明确，这
也证明了施暴学生对伤害行为主观
上确为故意。 本案阻却违法之缘由
如下———在刑事责任年龄层面，我
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 16周岁
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 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

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
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已
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施暴学生
只有 3人，那么这 3人可否入刑？答
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从伤害结果
层面看， 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
的人需要满足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
死亡的条件时，才负刑事责任，如果
是轻伤或轻微伤， 只能交由公安机
关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在本案中，被施暴者显然未致重
伤，如果动用刑法规制，既不符合罪
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精神，
也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初衷。 从这一
角度来讲，本案排除了刑法的适用。
因此， 本案最终以公安机关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而终了。

实际上， 除了公安机关的处罚
外， 受害者及其家属还可以追究施
暴学生的民事赔偿责任。 依据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
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人财
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
护人赔偿。 ”因此，如果受害学生的
身体遭受了伤害，对于医药费、营养
费等， 受害一方可以向施暴学生主
张民事赔偿。

从大连 13 岁儿童杀人到如今
的邓州校园案件， 面对屡禁不止的
校园暴力，规制缺位问题引人深思。
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校园暴力事
件的发生， 如何给予受害人及其家

属合理的回应？笔者认为，在未来的
司法发展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 我国两部以未成年人为
主体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
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大多
是原则性规定， 对于各方主体的权
利义务划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这直接导致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犯
罪设立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 在司法
实践中，此类案件往往以民事和解、
赔偿经济损失以及道歉的方式收
场，并未让施暴者感到内心的谴责，
司法的“宽容”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了

“纵容”。
第二， 在法定刑事责任年龄问

题上，我国法律确需进行调整，以适
应社会现实。首先，年龄因素的阶层
判断不应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绝
对排除”缘由。在合理的犯罪构成体
系之中，年龄因素本应属于消极的、
最后的责任要素，然而，司法普遍存
在着年龄因素提前介入判断或“年
龄绝对排除犯罪论”的倾向。比如，
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的南平校园
追砍案中，南宁一名初二学生围殴、
持刀追砍同学，事后，校方以义务教
育为由未加以处分， 警方以年龄不
足为由不予立案。 此类恶性校园暴
力事件如不进入刑法层面进行评
价，将纵容和宽宥犯罪，使得校园暴
力事件愈演愈烈。

第三， 在青少年犯罪治理问题
上， 我国缺乏有效且独立的少年司
法体制。虽然 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
提出要进行以少年法庭为审理主体
的司法制度改革， 但是这一改革过

程中仍然问题诸多。比如，审理未成
年人这类特殊主体的案件， 应当建
立与少年法庭相对的少年检察院，
形成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再如，
在我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元并
存的制裁体系下， 很可能出现轻纵
施暴者的现象，因此，针对少年司法

处遇措施也要双轨并行。具体来说，
可以增加针对少年严重不良行为的
非刑罚处罚措施， 既给其悔过的
机会， 也不能过分强调“仁慈司
法”， 丧失法律本身震慑犯罪的功
用。

第四，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严
重忽视了对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这一点在校园暴力问题上表现得十
分明显， 校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群
体多为青少年， 心理承受能力偏
低下。 然而，我国没有完善的心
理损害测评机制，没有明确专门
负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责任单
位。 一些学生遭遇校园暴力后无
法得到有效的心理疏导，成为终
身的隐忧。 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
将精神损害状况纳入刑事量刑的
考量范围，主要原因在于，精神损害
具有隐蔽性， 进行量化评价十分困
难， 从而难以成为司法量刑的考察

指标。
第五， 校园暴力事件的形成非

一朝一夕所致， 其中有多方的影响
因素。可以说，单靠法律规制不足以
堵住源头，只有学校、家庭、社会、法
律协同发力才能有效预防校园暴力
的不断重演。 家庭要注重对于学生
的言传身教， 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学校应当在校园里安装“无
死角摄像头”，关注学生的人际关系
网络和言行， 设立心理疏导和法制
宣传部门， 定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
教育和引导。 社会各方应阻断暴力
恐怖色情影视作品对青少年群体的
传播，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立法要
因时因势而变， 及时预测社会的发
展方向， 使法律不只成为弥补漏洞
的工具，也成为防控风险的堡垒。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

谢炳城

基本案情

尚某于 2016年 8月 20日入职
广东省惠州市某公司， 担任人事行
政课长职务，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2017 年 9月 21 日尚某离职，
10 月 12 日， 尚某向惠州市仲恺高
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 主张用人单位未签劳动
合同应赔偿其二倍工资，计 15万余
元。 12月 14日，劳动仲裁委裁决驳
回尚某请求。

尚某不服， 诉至惠州市惠城区
法院。 称其入职后一直要求公司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一直遭到拒绝。
公司否认了尚某的说法，辩称，尚某
身为人事课长， 员工劳动合同的签
订和管理是其本职工作， 人事课长
作为一个特殊人群， 其对劳动法律
法规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其他员工，
深知未签劳动合同对公司所带来的
不利后果，明显系利用职务便利，主
观恶意回避应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程
序， 从而达到离职时牟取暴利的不
法目的。

惠城法院审理后认为， 尚某作
为人事课长， 负有对公司人事档案
的管理、保管、用工合同的签订等工
作职责，同时，其所称未签劳动合同
的责任在于公司， 但未能提交证据
加以证明， 考虑到尚某人事课长职
位的特殊性， 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
持。 2018 年 7月 2日，法院判决，驳
回尚某请求。

法律评析

人事经理（泛指人事部门的负
责人）未签劳动合同，可否主张二倍
工资，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
同观点。一种是“支持说”，持此观点
者认为，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这里
所说的“未与”，强调的是只要劳
动关系双方客观上没有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就需向劳动者
支付二倍工资， 至于劳动者是一般
员工， 还是人事负责人， 则并不重
要。

另一种是“反对说”。 持此观点

者认为， 签订劳动合同属于人力资
源部门负责的事项、 人事经理的工
作职责范围， 包括代表用人单位依
照法律法规处理与劳动者之间劳动
合同管理方面的相关事宜， 避免用
人单位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而承担
法律责任， 其应当知晓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法律后果。 至于人事经理本
人的劳动合同， 其既可以代表用人
单位与自己签订， 也可以主动向用
人单位要求另派代表与其签订。 没
有签订也没有提示的， 不可主张二
倍工资。

笔者检索发现， 全国大部分地
区对此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但也有
一部分地区做出了明确。比如，四川
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第三十条
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
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依据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
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 如用
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
该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职
责，不予支持。有证据证明人事管理
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向用人单位
提出签订劳动合同， 而用人单位予
以拒绝的除外。 ”惠州中院、惠州市

劳动仲裁委《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试行）》第
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的
人事经理等负责签订劳动合同事务
的特定职位人员如未能举证证明未
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用人单位
的，其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不予支持。 ”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理由如
下：

首先，从立法目的方面看，劳动
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范的是
以用人单位有过错为前提的惩罚性
赔偿责任。 该条款规定未签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责任， 其目的是为了引
导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促进用人单位积极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全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对于违
反规定的单位， 需承担二倍工资
赔偿的法律责任。 该条款的惩罚
本质，是以用人单位有过错为前
提的，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 则不应该承担该法律
责任。 人事经理是用人单位聘用的
人事管理负责人， 是用人单位授权
对本单位人事事务进行全面管理的
代表， 与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全体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其职责所在，
人事经理本人未签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其次，从职业道德方面看，人事
经理有勤勉工作的义务。 劳动法
第三条第三款规定 ：“劳动者应
当完成劳动任务……遵守劳动纪律
和职业道德。 ”这里所说的遵守职
业道德，包括但不限于劳动者应
当诚实守信、对企业忠诚、努力完成
工作任务、 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勤
勉工作、自觉维护企业合法利益
等。

人事经理同样不例外， 全面开
展企业人事管理事务、 降低企业人
力资源风险、避免劳动纠纷、为企业
提供合法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保
障企业合法运营，是其职责所在。其
作为代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的直接责任人， 自然也应尽
职尽责完成工作任务， 努力在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企业人
事管理工作。退一步说，如果人事经
理未尽勤勉工作的义务， 未签订自
己的劳动合同， 不但不被追究失职
责任，反而能获得二倍工资赔偿，则
有监守自盗之嫌， 将促进广大人事

经理故意为之，以获得巨大利益，这
不仅违背公平原则， 同时也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7 月最
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7期指导案例，其中在《刘丹萍
与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纠纷案》 中认为：“用人单位未与人
事主管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人事主
管诉请用人单位支付因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 因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系当事人主管的工作
职责， 人事主管有义务提示用人单
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人事主
管如不能举证证明其曾提示用人单
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则不应
支持诉讼请求。 ”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人事经理
不能代表用人单位与自己签订劳动
合同， 而应由用人单位派出代表与
其签订。 若如此，笔者认为，人事经
理需主动向用人单位相关负责人提
出。若用人单位拒绝与其签订，或者
收到人事经理的提示后不作为，人
事经理主张二倍工资的， 笔者不持
异议。

（作者为国家高级人力资源管
理师、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

用人单位有过错才应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身为人事经理未签劳动合同 不可主张二倍工资

我国两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对于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划定
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设立的“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此类案件往往以民事和
解、赔偿经济损失以及道歉的方式收场，并未让施暴者感到内心的谴责，
司法的“宽容”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了“纵容”。

‘‘

为科学控制和阻击、战胜疫情，打消干警疑虑，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干警返岗后，第一时间组成小分队深入挂钩联系贫
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集资房住户中进行疫情排查宣传，驻村工作队组成政法巡逻组对城区、集市、小区、公共场所等区域进
行巡逻检查和劝返工作。 图为干警劝返居民聚众活动现场。 罗茂娇 /摄

法律不只是弥补漏洞的工具 更应是防控风险的堡垒

针对校园暴力案中未成年人施暴岂能“罚款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