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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医药购销领域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却成了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从而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造成了医药管理混乱，医患关系紧张，
医疗纠纷增现象。医药购销领域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不仅败坏了卫生行业和
医务人员的形象，也是造成当前药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卫生事
业健康发展。如不及时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所导致的医疗腐败，将会给
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严重伤害，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如何惩治医疗领域中
商业贿赂犯罪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医学界讨论的话题之一。
鉴于此，本文结合目前国外及我国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与实践
情况，来完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提出相关建议。
全文包括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内容进行概述，包括对医药

第二章介绍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域外考察，包括反医药购销

博

领域商业贿赂的立法状况、反商业贿赂立法的特点。

学

第三章是对医药购销领域贿赂罪界定的相关内容进行概述，包括贿赂罪的

犯罪对象、商业贿赂罪的行为认定、商业贿赂罪中的“回扣”及“红包”的认

大

定、商业贿赂罪主体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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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来探讨完善我国反医药购销领域商
业贿赂的立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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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ales of medicines in the field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closely
related to commercial bribery has become the hardest hit, thus increasing the mass
medical care difficult and expensive problems, causing confusion in medical
management, patient relations, medical malpractice by the phenomenon.
Pharmaceutical purchasing commercial bribery exist in the field, not only ruined the
health industry and the image of medical staff,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urrent one
important reason to hold down prices, directly affecting the health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f not control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bribery, drug sales resulting from
medical corruption, will give the Chinese economy a serious injury,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how to combat commercial bribery in the medical
field has been the legal circles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one of the topics
discussed.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eld of crim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bribery
cases, to improve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s purchasing commercial bri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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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and suggestions.

学

Full-text including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of three parts. Tex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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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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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field of medicine buying and selling commercial bribery
overview

and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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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related areas of commercial bribery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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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medicine purchase and sale of the causes of commercial bribery.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the field of medicine purchase and sale of
commercial

bribery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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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purchase and sale of foreign and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including

anti-commercial bribery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procurement status of
legisl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i-commercial bribery legislat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procurement bribery as defined
by an overview of related content, including the crime of bribery object, the behavior
of commercial bribery and commercial bribery in the "kickbacks" and "red" and
found that the main crime of commercial bribery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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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V with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to discuss the
provisions of purchase and sale of perfecting the field of anti-commercial bribery
medical status of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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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5 月,美国 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 DPC)公司和美国司
法部同时宣布，因该公司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通
过商业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而被罚款 479 万美元。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数据
显示，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从 1991 年到 2002 年期间，向中国医院医生行
贿 162.3 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 DPC 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
了 200 万美元。随后 DPC 公司被美国司法部以违反商业贿赂法，处以 479 万美
元的巨额罚款。①
经曝光的天津德普案成为我国反商业贿赂风暴的导火索，随后从中央到地
方，反商业贿赂的工作已全面展开。在中央确定的需要重点治理的六大领域中，
医药购销领域赫然在列，医生开处方拿回扣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

医药卫生行业是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的受人尊敬的行业，

博

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面对汹涌而来的商业贿赂犯罪的浪潮，

硕

吞国家资产约 7.72 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 16%。②

学

医药卫生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医药卫生行业特别是医疗机构的行政管

理人员、医生纷纷被糖衣炮弹击中、落马。我们知道，医生行医治病至少应当具

大

备“四德”，敬业爱岗、言行举止、不谋私利、严谨治学。其中不谋私利是指医

门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合理收费，不能
有多收费、乱收费、开大处方、滥用贵药、收贿赂等各种不利于病人的行为。对

厦

于广大医务人员来说，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面对社会转型期和经济转轨期的某些
带有一些必然性的社会丑恶现象和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始终是国家根治社会不良
风气的最有效工具。刑法既有惩治犯罪的功能，又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但是更重
要的是其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对于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我们应当依法
从严惩治，毫不姑息迁就。
①

卫生部公布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五大重点中国新闻网[EB/OL].
http//www.sina.com.cn/news-hot/2006 年 3 月 28 日,2006-3-28.
②
见“药品回扣年吞国资过 7 亿 约占医药行业税收 16%”[EB/OL].搜狐网，200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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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概述

第一节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罪的概念

目前在刑法界，对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概念，比如何为商业贿赂、何为
商业贿赂犯罪，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在各种观点中还是存在一定的
共同点，大致可以从行为的主体、客体、行为方式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商业贿赂的界定
在我国，关于商业贿赂概念的主要代表性观点有：
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活动中，通过暗中给付财
物或采取其他有关手段收买交易对象或有关人员，以获得交易机会或占据市场
优势的行为。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采取秘密手段，向交

取得经营上的便利，以挤掉同业竞争者或使行贿者占有经营优势的行为。②

博

他报酬，以引诱他们在交易过程中作出有利于行贿者的决定，达到促成交易或

学

第三种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指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

段暗中收买交易对象或有关人员，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交易条件的不正当行

大

③

为。商业贿赂行为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

门

第四种观点认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使自己
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向交易相对人及

厦

其职员或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上的不正当行为。④
上述关于什么是商业贿赂的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存在共同之处，共同
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行贿主体均是经营者；二是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
个人）财物或其他利益。不同之处则主要在于行为对象的不同，大体分为两类：
一是限定在经营关系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二是除了经营关系的对方单位或个

①

杨紫煊，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1.
漆多俊.经济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77.
③
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42.
④
种明钊.竞争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2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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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包括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各个环节的其他人，比如，利用行政权力参与或
者干预企事业单位在商业领域的经营活动而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
在我国，刑法没有简单地采用行政法中的商业贿赂术语，但在一些具体罪
名罪状中包含了有关内容，例如刑法除规定普通的受贿、行贿外，还规定了在
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或者收受回扣等以行贿或受贿论处的准行贿
罪、准受贿罪，特别是由专门设置了破坏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公司、企业、
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这些规定完全可以归在商业贿赂之中。
“商业贿赂”作为
正式的法律术语适用第一次出现在 1996 年 11 月 15 日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中。该法
第 2 条第 2 款以定义性规范的形式对商业贿赂进行了解释，即“商业贿赂是指
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
为。”所谓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
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
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财物。所谓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

可见，商业贿赂包括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两个方面，商业行贿，是指经营

博

者为了销售、购买商品或取得其他交易机会而向交易对象或有关个人给付财物

硕

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

学

或者其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商业受贿，是指经营者或内部工作人员、代理人

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大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将商业贿赂行为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

门

了禁止性规定，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

厦

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
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
回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
账”。《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贿赂行为列举为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
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其实就是通过贿赂单位或个人，
获得交易机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经济秩序。商业贿赂从本质上
讲属于贿赂范畴，是贿赂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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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准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需要从商业的本质和贿赂的特性上去研究、分析。
商业是一种充实商品交换或者组织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本质上以盈利为目的。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这里的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为销售或
购买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而采用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的行为，包括违法和犯罪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危害
性大小不同，一般以商业贿赂的数额、情节等为衡量标准。如果商业贿赂达到
了法定的数额标准，而且有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节，就构成商业贿赂犯
罪。①
这类犯罪和一般的贿赂犯罪相比，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多具有行业性特征。商业贿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单位或个人，
商业贿赂大多发生在特定领域，如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
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行为者主观上以排斥正当竞争，获取交易机会

三是具有隐蔽性特征。一般的贿赂往往是简单的权钱交易，其行为的刑事

博

违法性比较明显，而商业贿赂犯罪大多会以“回扣”、“手续费”等形式出现，

硕

及违法利益为目的。

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学

四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这里的商业是一切商品与服务经营过程的总称。

大

商业活动领域，一般包括商业、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领域。由于现代社会的
商业活动遍及社会各个方面，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领域利用职务便利进行

门

权钱交易、收受贿赂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将商业活动领域发生的国家工作人

厦

员贿赂犯罪归属为商业贿赂犯罪，既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从整体层面加强
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依法治理。

五是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从现行法律法规看，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应
当包括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上述犯
罪，以及商业活动领域中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收受贿赂行为和向公
务员或国有单位行贿行为，这些行为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七
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一条至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高忠聚.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和查处难点[J].人民检察 2006,(4):26.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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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商业贿赂犯罪主体。既包括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也包括非国家工作
人员和非国有单位。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商业贿赂犯罪可以定义为：指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
中的所有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贿赂犯罪行为。对商业贿赂
犯罪定义的理解可从广义和狭义上加以把握。狭义仅指与商业贿赂有关的商业
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广义的指所有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中的贿赂犯罪，既包
括狭义的两种商业贿赂犯罪还包括与商业贿赂案有关联的受贿罪、单位受贿罪、
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六种。
三、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
从目前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日趋泛滥的趋势看，刑法学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
研究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其原因在于，学者们习惯于在
各自不同的语境下来讨论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问题，而对于商业贿赂
犯罪的实质并没有达成共识，共同理论平台的缺乏势必会影响对相关问题的进

有的学者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发生在商业活动或者商业交易中的行贿与

博

受贿行为，在外延上包括了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所有罪名，即刑法分则

硕

一步研究，从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第八章 385 条至 393 条规定的受贿罪、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

学

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以及刑法分则第三章 163 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

大

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和第 164 条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行贿罪。

门

进而认为所有医药领域的贿赂行为都是商业贿赂犯罪，无论是发生在国有医院
的还是发生在私营医院的，都应当作商业贿赂犯罪处理。①

厦

也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 163 条的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以及第 164 条的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进
而认为发生在国有医院的构成公务贿赂犯罪，而发生在私营医院的则构成商业
贿赂犯罪。

②

这些观点的问题所在在于没有认清商业贿赂犯罪的本质是发生在商业交易
过程中，与受贿主体的性质无关。本人认为，商业贿赂犯罪作为法定犯，总是

①
②

杨志琼：试论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山西省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7，（3）：35.
刑一玲：论公立医院商业贿赂及对策，中国卫生事业管理[J]，20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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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违反一定的经济行政法规为前提的。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有当其他
法律无法保护某一社会关系是，才需要动用刑法。因此要正确认识医药购销领
域的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首先必须立足于我国医疗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我
国目前有关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有 4 部，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
《刑
法》、
《执业医师法》
、
《药品管理法》。其次，还必须立足于我国医疗领域的客观
现实，通过商业交易中的药品、设备、耗材的流传程序来考察可能商业贿赂犯
罪的各个环节、相关人员和相关行为。我国医疗领域药品、设备、耗材的基本
流传程序为：生产商——经销商——医院/医生——病人，但并非每一个环节都
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犯罪。
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表现为：第一，行贿主体只能是药品器材
的经营者。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行贿主体只能是药品、设备、耗材的经营
者。只有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才具有商业交易的性质。如果行贿主体不是经营者，
即使行贿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也不属于商业贿赂。根据《药品管理法》的相

其负责人、采购人、代理人（主要是企业销售人员和企业委托的医药代表），受

博

贿主体则包括医疗机构及其负责人、药品采购员、医师等。第二，行贿方的主

硕

关规定，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中，行贿主体主要包括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

学

观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是直接故意，行贿方的

大

主观目的是为了获取有关药品、设备、耗材的经济利益，既包括现实的经济利
益，也包括通过不正当竞争可能获得的交易机会。在医疗领域大多表现为推销

门

药品、设备和耗材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争取优先于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地位来获

厦

取利润。如果行贿方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是其他利益，如职务升迁、人
事调动等，则不属于商业贿赂。第三，贿赂行为必须发生在商业交易过程中。
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必须要发生在商业领域或商业交易过程中。有些贿赂
行为的行贿方是医药生产的经营者，主观目的也是为了经济利益，如一些为了
打赢经济官司而向司法人员行贿的，由于贿赂行为不是发生在商业交易中，因
而不属于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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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产生的原因
一、卫生体制缺陷
“以药养医”的医疗经费筹集体制导致医药回扣难以断根。目前，国有医
疗机构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投入、医疗技术劳务收入和药品收入，由于各级
政府财政经费紧张，对国有医疗机构投入普遍不足，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只能
保证退休人员的工资。长期以来，医院的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等收费标准
都比较低，医疗机构要生存和发展只好追求药品收入的最大化，医院药品收入
几乎占全部业务总收入的 40－50％。以药养医模式的普遍存在，为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实现在医疗机构药品销售额的最大化提供了最充分的条件和可能。①
二、市场机制不畅
药品生产经营机制不完善导致医药市场秩序混乱，这是产生医药购销领域
商业贿赂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迅速膨胀，药品生产厂

机构用药占整个用药市场的 80％以上，为争夺这一市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普

博

遍采取高定价、高回扣的低级营销策略，竞相提高药价，用其虚高部分支付流

硕

家迅猛增加，药品生产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愈演愈烈。据资料，目前我国医疗

学

通中产生的各种折扣、回扣和其他费用。市场机制的不畅最终使此领域商业贿
赂问题通过医疗服务这一窗口得到折射和表现。②

大

三、行业监管缺失

门

我国对药品实行的是政府定价，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药监、物价等部门

厦

不能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各种药品、医用器械进行详细审查核准，尤其是对一
些相对垄断的新特药和植入性医疗器械难以科学核定价格，为回扣的产生提供
了空间。如一些植入性医疗器械，医生能取得与销售商对半分的高额提成。加
上药品生产流通领域从源头开始各个环节都存在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进一步造成了医药市场混乱和价格失控。在卫生系统，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对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执业行为监管不到位，致使“合理治疗”、“规范用药”
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得到落实，使商业贿赂行为失去了最后一道制约。
黄志强等.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预防[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205-206.
黄志强等.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预防[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205-206.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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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博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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