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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是我国
依法反腐的又一利器，受到各
界高度关注。记者就公众关心
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最高法、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
专家学者，助您更快读懂这份
重要的司法解释。

贪污受贿“数额
较大”如何起步

该司法解释的一项重要
规定是对贪污罪、受贿罪的
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
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
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
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这样
是否合理？

“衡量是否合理要从经
济社会发展来看，从反腐败斗
争的全局和全面部署来看， 从司法解释对贪污、
受贿犯罪所作的全面规定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
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对记者说，“实际上，司法解
释通篇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严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对
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并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
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对贪污、
受贿起刑点的设置经历了从两千元到五千元再
到《刑法修正案（九）》“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这
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 人均GDP自1997
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将五千元的起刑点
进行适度的提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千到三万，似乎存在较大幅度提高。但
从1997年到2016年近二十年间，五千元的定罪
数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 从司法实践看，这
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
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让贪污受
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兴良说。

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九）》 对贪污
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
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也就是说认
定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判什么刑，既要看
数额，也要看情节。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但具
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并按相应的
量刑档处罚。

三万以下如何追究

司法解释规定，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起
点为三万元，对于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
为是否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苗有水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
贪污、受贿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贪污、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
万元， 同时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较重情节的，
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无论是不具有一定情节的以三万元为定
罪起点，还是在具有一定情节时一万元即可追
究刑事责任，都是相当低的入罪标准。”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通过压低入罪标准，有
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委员周光权表示， 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
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败要求，应做到刑事处罚
与党纪政纪处分的有序衔接。“司法解释使得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使刑事处
罚和党纪政纪处分之间的衔接更为合理。”

“死刑立即执行”怎么判

司法解释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
刑的适用条件。那么，贪腐犯罪“死刑立即执
行”到底该如何判？

“依据刑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
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
污、受贿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
显鼎说，“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
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
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裴显鼎同时表示，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
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不是必
须立即执行的，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即在二年缓
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依据刑法减为无
期徒刑、有期徒刑。

如何适用“终身监禁”，
能否执行到底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对贪污罪、受

贿罪可以在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
禁的规定，如何保证这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得
到有效执行？

裴显鼎说，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
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
死缓更为严厉。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终身
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
明确。

在实体方面，司法解释明确，对那些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
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在程序
方面，司法解释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
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
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
视情而定。

“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将终身监禁作为贪
污受贿罪的死刑替代措施看待，而不适用于因
犯有贪污受贿罪原本就应该判处死缓的人，从
而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适用。” 周光权说，“终
身监禁的裁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意味
着一经作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 不能再减刑、
释放。”

领导“身边人”腐败怎么治

近年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人”借着

“领导关系” 大肆敛财。 这份司法解释如此重
要，不来管一管这种情形吗？

“这种情形的确成为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
赂、规避法律的一种方式。”苗有水表示，《刑法
修正案（九）》已经增加了相关罪名，司法解释
也对相关定罪处罚标准予以明确，使法律得到
更好实施。

他说，司法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
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
上交的， 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
意”，即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
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
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辩解其
是在‘身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
的，并没有受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有水
认为，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
碍，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
予有效打击。

收了哪些“财物”就算“受贿”

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这些年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
隐蔽。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

受请托人的好处， 有的行为人通过收
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
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些算

不算“贿赂”？
“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

罪的对象是‘财物’。因此，如
何界定‘贿赂’，关键在于如
何理解和解释刑法中规定的
‘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研
究室主任万春说。

司法解释规定， 贿赂犯
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
和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
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
利益如房屋装修、 债务免除
等， 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
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后者的犯罪数额， 以实际支
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
算。

阮齐林表示， 司法解释
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
扩张到“财产性利益”，将有

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
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 的情
况，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也
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

为何没有规定追逃的内容

追逃、追赃是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
内容，从查办案件来说，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但
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追逃的内容，这是否会影
响追逃工作的开展？

万春表示，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实体而不是
程序问题，故其中仅一处涉及追逃，即将“主动
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
重要作用的”明确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
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追逃问题已有相关规
定。”万春表示，目前贪污贿赂犯罪逃避经济处
罚，隐匿、转移赃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到反
腐败工作的实际效果。对此，司法解释专门规定
了违法所得的追缴和退赔。 这旨在指引各级司
法机关摒弃“重办案轻追赃”错误观念，充分认
识追赃对惩治腐败、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

罚金刑的规定能得到执行吗

刑法已经规定了罚金刑，但没有具体适用
标准。到底罚多少才能既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
上占便宜，又能避免出现“天价罚金”，确保执
行到位？

司法解释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1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
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判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50万元以
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
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
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判处罚金。

“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罪， 对贪利
型犯罪在判处自由刑的同时施以罚金刑， 可
以更有针对性的惩治此类犯罪， 起到更好的
行刑效果。” 苗有水说。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 �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明确贪污罪、 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贪污罪、 受贿罪死刑、
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 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数额较大”如何起步
———八问两高办理贪腐案件新司法解释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4月16日至17日在长株潭三地举
行的2016湖南百公里毅行活动， 拉开
全省新一轮户外健身热潮。

近几年，依托“江、湖、山、道”的风
景地形特色， 我省诞生一系列独具特
色、 广受欢迎的户外健身活动———湖
南百公里、徒步穿越大湘西、户外健身
大会、全国新年登高等。“体育+人文”、
“体育+旅游”、“体育+休闲” 等各类兴
起的全民健身形式， 已成为一种时尚
生活方式。

湖南百公里
走的是路，强的是心

在湖南大学圈，流行这样一句话：
“不走一次湖南百公里，大学生涯将是
残缺的。”

由三湘都市报、 华声在线主办的
湖南百公里毅行活动， 自2007年创办
以来，今年走过第10个年头。以徒步方
式穿越长、株、潭三座城。10年，10万人
次参加， 湖南百公里毅行已成为国内
最大型的长距离徒步活动之一。今年，
毅行活动首次分为春季和秋季举行，
刚刚结束的长达86公里的春季毅行，
最终被8400余名勇士征服。

“挑战、毅力、公益、团队”是湖南
百公里的精神内涵， 大学生和社会白
领是参与主体。起步时的兴奋，中途的
坚持，完成后的感动，一颗颗年轻的心
在百公里挑战中得到洗礼。 两天一晚
的艰苦历程， 是所有挑战者一次灵与

肉的淬火与涅槃。
长距离的徒步活动为何别具魅

力？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人文
博士周波认为：“民众现在越来越注重
精神追求。像徒步、登山等户外运动，
因为具有挑战性， 能给参与者带来极
大的成就感。”

穿越大湘西
翻过了山，看到了景

大湘西位于我省西北部，是武陵、
雪峰两大山脉和云贵高原环绕地区，
地形独具特色， 风景优美。2015年，省
体育局社体中心打造“徒步穿越大湘
西”户外健身活动，设湘西、怀化、邵阳
3站，总行程229.2公里，参赛者达920
人，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选手来自省外，
年龄跨度从4岁到64岁。

3站活动、200多公里的赛道是大
湘西的精华路线。一路下来，选手们既
欣赏了美景，又强健了体魄。

4岁的长沙姑娘“早早”随父母一
起参加了湘西站和邵阳站活动， 跋山
涉水，毫不畏惧。64岁的东北老汉段百
安从佳木斯赶来参加了怀化站活动，
对这项既锻炼身体又大饱眼福的户外
运动赞不绝口。 来自湖南大学的孟加
拉留学生苏米克和一批深圳企业家是
该活动的“铁杆粉丝”，一站不落走完
全程。

“2015年徒步穿越大湘西活动人
气之高，出乎预料。今年，我们要办得
更漂亮。”省体育局社体中心主任周光
正介绍， 今年徒步穿越大湘西设张家

界和吉首两站活动。 因为报名人数太
多，每站将分期进行社会组、省直机关
组、 越野跑50公里组比赛。“今年比去
年少了一站，但组别增加了。我们会让
大家感受更加与众不同的体验。”

户外健身大会
走进自然，留住青春

2014年，由省体育局、省旅游局联
合主办的湖南省山地户外健身大会首
次在长沙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亮相。
去年，户外健身大会扩大规模，先后走
进“中国杨梅之乡”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中国温泉之乡” 石门县、“最美银
杏小镇”汝城县、衡阳宝盖镇以及长沙
岳麓风景名胜区桃花岭公园等地。

户外健身大会挖掘地域特色，利
用自然条件开展登山比赛、 山地自行
车赛、露营大会、篝火晚会、攀岩等活
动，是名副其实的户外运动嘉年华。白
天在林间跑步、骑自行车，晚上在山里
开篝火晚会、泡温泉，置身大自然，留
住青春的记忆。

两年来，户外健身大会举办了6站
活动， 实际参与人数达2.65万人次，影
响人群近千万。据介绍，靖州去年6月
举办户外健身大会后， 大量游客慕名
而来，全年接待游客118.6万次，旅游总
收入3.75亿元，同比增长18.23％。

2016年， 全省山地户外健身大会
计划设6站活动，岳阳湘阴青山岛将举
办首站活动。 去年尝到户外健身大会
的“甜头”后，靖州准备再一次迎接来
自全国各地的户外爱好者。

“体育+”掀起户外健身潮
走进自然，留住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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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4月16日进行
的2016湖南百公里
毅行活动中， 万名
勇士沿着湘江徒步
前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赵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