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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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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敏进

《刑法》增设冒名顶替罪

有人曾形象地将冒名顶替这种
行为比喻为一种特殊的小偷：通过
非法的手段偷走别人的人生和幸
福。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长期以
来，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我们找不
到一种可以十分恰当，可直接对此
予以严惩的刑法罪名。今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刑法修正案 （十
一）》，增设了一项新的罪名：冒
名顶替罪。

在现实生活中，冒名顶替上大
学、冒名顶替当上公务员的荒唐剧
曾多次发生。如山东农家女陈春秀

被别人冒名顶替上了大学，整整
16 年后，真相才被揭开。因为被
冒名顶替，一个农家女的本来已经
成功的奋斗，却再也无法换来她渴
望的幸福。

冒名顶替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不仅与受害人的利益相关，也关系
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能否真正实
现。过去，对于类似事件我们能够
依据的 《刑法》 罪名，主要是伪造
国家公文印章罪，但如果其中并不
涉及伪造，或者涉案人员伪造的不
是国家公文印章，就很难被刑事立
案，最后只能按党纪政纪处分。而
另一方面，当遭遇冒名顶替，受害
人想要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只能
依据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要求赔
偿，能获得的赔偿只有几万元。所

以，相比“被偷走的一生”而遭致
改变的命运和社会公平正义被破坏
的后果，涉案人员受到的行政处罚
和受害人获得的赔偿，两者是不相
称的。

如今，我国 《刑法》 响应社会
的呼吁，正式把冒名顶替作为一项
罪名，对于严厉惩罚类似犯罪，保
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具有重要
的意义。

全面理解冒名顶替
罪，把握三方面内容

一、之前的冒名顶替人员不能
被追究刑责

《刑法》 有“不溯及既往”的
原则，当一个 （犯罪） 行为发生时
如果还没有相关的罪名，以后即使
为此制订新的法律，也不能依据新
法法予以打击。也就是说，只有在
今年 3 月 1 日 《刑法》 修正案生效
后发生的冒名顶替行为，才能对相
关的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

但让人欣慰的是，随着信息技
术的日益发达，加上冒名顶替罪的
设立，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上学或者
当上公务员的情形，将会大大减
少。

二、冒名顶替罪打击的是哪几
种犯罪行为？

冒名顶替罪是在 《刑法》 280
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中使用虚假身
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等情形后，
增加了两种行为：“盗用、冒用他
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
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

就业安置待遇的”和“组织、指使
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该规定描
述的是盗用或者冒用他人身份的两
种情形，并且前款两种情形是为了
顶替他人获得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
格、公务员录取资格或者就业安置
待遇。有组织、指使他人实施该行
为的，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参
与或者有此类犯罪的，按照该罪名
或者该罪名的共犯予以处理，又构
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原则
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的“代
考”行为不属于 《刑法》 意义上的
冒名顶替。所谓的冒名顶替，是顶
替者直接使用被顶替者的身份信息
办理入学、公务员录用等手续，是
重新以顶替者的身份生活或工作，
而“代考”行为是代替“人”不是
代替“身份”，仅仅是帮助其他人
考试，考试成绩归被代考者所有。

三、参与帮助他人冒名顶替会
受到怎样的处罚

大量的案例证明，要完成整个
冒名顶替，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不
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可能涉及到
学校档案、招生部门、派出所户籍
管理等各个方面。据报道，在一起
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件中，最
后被查实的涉案人员共有 46 人，
由于当时冒名顶替还没入罪，这些
涉案人员都逃脱了刑事处罚。现
在，随着“冒名顶替罪”的正式入
刑，今后再有这样的案子，参与者
都将被绳之以法，这一定会震慑那
些企图通过不法行为获利者，维护
法律权威，彰显公正正义这一社会
的基本价值取向。

冒名顶替罪冒名顶替罪：：

斩断伸向他人利益的黑手斩断伸向他人利益的黑手

【案情】 去年 7 月 5 日，象山的
俞某在禁渔期间驾船至象山县墙头
镇西沪港黄溪江附近海域，并将明
确禁用的捕鱼工具地笼网，放置在
该海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次日凌
晨，俞某和赖某驾船至该海域收网
时，被当地水利和渔业执法人员发
现，涉案船只和 10 项地笼网网具被
依法扣押。

近日，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此
案后认为，被告人俞某、赖某违反
保护水产资源法规，结伙在禁渔期
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被告人俞某犯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
六个月。被告人赖某犯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
个月。供犯罪使用的工具地笼网网
具 10 顶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说法】 地笼网是一种隐蔽性
强、破坏性大的捕鱼工具，被称为

“绝户网”，由于网目过小，鱼虾一
旦进入便很难出逃，这也使得各种
鱼类无论大小悉数被捕，致使渔业
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我国 《渔业法》 明确规定，地
笼网属于禁用渔具。浙江省海洋与
渔业局所发布的 《关于电脉冲、地
笼网、帆张网、多层囊网拖网使用
问题的通告》，把地笼网列为海洋开
放性水域禁用渔具。本案被告人俞
某、赖某使用的地笼网网具，属于
禁用工具。

我国 《刑法》 规定，违反保护
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
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沈喜颖）

禁渔期用地笼网捕捞获刑

■法眼观潮 朱泽军

鄞州区人民法院日前判决了
一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刑
事案。去年4月6日，该案被告人
乘坐公交车时，因过站未能下车要
求司机停车，最后被告人上前抢夺
司机方向盘，导致车辆偏离正常方
向与路沿刮擦，车身受损。法院根
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处其有期
徒刑两年，缓刑两年零六个月。

据了解，抢夺司机方向盘事
件在各地媒体屡有报道，对此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要遏制抢夺司
机方向盘现象，首先当然要加强
法治宣传，以增强群众的法律意
识。公交司机在正常行驶过程
中，神圣不可侵犯，这可以说是
一个基本常识。但在现实生活
中，有人因各种自身原因，如坐
过站要求下车被拒、对司机服务
态度不满等，并因此与司机争

吵、拉拽，甚至抢夺方向盘，严
重干扰司机驾驶，使全车乘客皆
处于一种高度危险状态，其行为
无异于杀人放火。任何人纵然对
司机的服务有再大的怨言，甚至
是仇恨，都应暂时放下，等到公
交司机把公交车停靠到安全地
带，再行理论，或者向有关部门
反映。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
和完善公众安全管理和相关制度
的建设，形成人人遵守规则，向
规则靠拢的良好氛围，杜绝类似
事件的发生。今年 3 月 1 日，刑
法修正案 （十一） 新增设了一项
新的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按
照规定，类似抢夺司机方向盘这
样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
会受到更精准、更快速地惩处，
这项刑法新规也给相关部门出台
更加详细的管理规则打下了基
础。

抢夺司机方向盘
无异于杀人放火

2019 年 7 月，古某承包了山
东某生物科技公司在山东临沂的
一条生产线，并自购原材料生产
化肥 （复合微生物菌剂）。同年
9 月，古某联系山东某化肥公司
购买标有该公司注册商标的化肥
包装袋 2000 个，并约定用于包
装粮食。但古某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将这些包装袋用于包
装其所生产的化肥。一个月后，
古某以每袋 100 元的价格，在象
山县销售了 728 袋其生产的假冒
山东某化肥公司品牌的化肥。

2019 年 10 月 23 日，象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抓获正在销售假
冒化肥的古某，并当场查获假冒
的品牌化肥 972 袋 （价值 97200
元）。经检验，古某销售的化肥
为不合格产品。

案 发 后 ， 古 某 将 销 售 款
72800 元退至象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农户退款。

该案由象山县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后根据我市知识产权刑事
案集中管辖的相关规定，该案被
移送至鄞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鄞州法院近日审理认为，被
告人古某的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9 万元，同时禁止古某在缓刑
考验期限内从事农资生产、销售
及相关活动。这也是我市首例适
用“从业禁止”的知识产权犯罪
案件。

据承办此案的法官蔡雯晴介
绍，从业禁止的专门规定是 《刑
法 修 正 案 （九） 》 新 增 的 条
款，是对犯罪预防性措施的进
一步完善，对有效防范利用职
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
背 职 业 要 求 的 特 定 义 务 的 犯
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适
用从业禁止的案件主要集中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本案适用于农用物资的
知识产权犯罪领域。

化肥等农用物资是关乎农业
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化肥，会严重危害农
民切身利益，对农业种植安全造
成恶劣影响。在此案中，法院考
虑到涉农用物资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为预防再次犯罪，因此在处
于刑罚的同时，还作出对了古某

“从业禁止”的判决。
（邵珊珊）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化肥
判刑+罚款+行业禁入

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分公诉
和自诉两种。公诉案件，亦即刑
事公诉案件，是指由各级检察机
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代表国家
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提起诉
讼的案件；自诉案件，是指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为了追究被
告人的刑事责任，依法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中的公诉案件和
自诉案件，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
不同：

一、案件来源不同

公诉案件是由国家公诉机关
即人民检察院提起的；

自诉案件是由被犯罪行为侵
害的公民、个人或者他的法定代
理人、监护人、近亲属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的。

二、犯罪性质和危害
程度不同

公诉案件中犯罪行为的性质
一般来说比较严重，对社会的危
害性也比较大，案件一经起诉 ，
除了公诉机关认为所指控的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等特殊原因，不
能撤回起诉；而自诉案件犯罪行
为的性质多数不甚严重，对社会
的危害性也比较小，因而，自诉
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
行和解或撤回自诉，对轻微刑事
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三、审查程序不同

公诉案件基本上实行程序性
审查，审查主体是负责该案审理
的审判组织成员；自诉案件则需
经二次审查，第一次是立案前的
程序审查，审查是否符合立案标
准，根据立、审分立的原则，审查
的主体应是专门审查立案的人员。
第二次审查是开庭前的实体审查，
审查是否符合“犯罪事实清楚，有
足够证据”这一开庭审理的必备条
件，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应转到开
庭审理程序，不符合开庭审理条件

的，应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
驳回起诉，审查的主体是负责该案
审理的审判组织人员。

四、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不完全相同

1、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反
诉；而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虽然有权对司法人员侵犯其
诉讼权利提出控告，但绝不能就案
件事实本身对司法人员提出反诉；

2、自诉案件的被害人作为自
诉人如果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

一审判决或裁决不服的，有权在
法定上诉期内按照法定程序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享有独
立的上诉权。

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没有独
立的上诉权，无权对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提出上
诉 ， 只 能 自 收 到 判 决 书 五 日 以
内，请求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
内按照法定程序提起抗诉。

五、当事人的诉讼地
位不同

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是自诉

人，居原告地位，而公诉案件中
公诉机关 （人民检察院） 居原告
地位，被害人则处于证人地位。

六、刑罚处罚的轻重
不同

自诉案件的刑罚处罚，一般都
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而公诉案件的刑罚处罚可达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
刑。

此外，刑事案件的公诉与自
诉，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
间、举证责任、案件的可分性特
点、审理期限上的要求等方面都
存在着不同。 （水萍 古月）

刑事案件的公诉与自诉

“行不更名，坐不
改姓”，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这样的说法。在
现代社会，这已不仅
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上
的要求，而被纳入法
治的范围。

本版制图 庄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