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附条件不起诉”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以来，引发争议。

赞成者认为，它是挽救轻微犯罪嫌疑人、化解社会矛盾的一

剂良方；质疑者认为，它是“法外开恩”、“以善代刑”，容易滋

生“花钱买刑”的司法腐败。针对几个争论焦点，记者采访了

部分法学界人士。

“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的关系

质疑者认为，在“附条件不起诉”试点以前，我国就实施

了刑事和解政策，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似乎不明晰。

浏阳市人民法院院长、诉讼法学博士范登峰：

两者都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

在刑事诉讼中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探求多途径化解社会矛盾的重

要尝试，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人性化

和妥协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基

础和支撑点。两者区别：刑事和解是指经由国家专门机关调

停，促使加害者和被害者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并将和解作

为刑事处罚的依据。 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

以进行，其适用范围大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只要是有被

害人的案件，都可以尝试和解，和解的后果有可能是不起诉

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也可能是从轻处罚。刑事和解更强调

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可以说是民事契约自由原则在刑事诉

讼中的渗透。而附条件不起诉则主要体现国家机关的意志，

除了平复被害人的损害， 还要评价被不起诉人对社会的现

实危险性及潜在危害性。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法律专业讲师孙娟：

附条件不起诉设置了一定的期限， 最终是否起诉及法

律后果，必须待考验期满后才能确定。而刑事和解具有确定

性结果。 实现刑事和解的，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人民

法院从轻、减轻判处。

是否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

质疑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触及到现行法律的禁区，是

检察机关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俎代庖，侵犯了法院审判

权。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翟玉华：

这种认识的错误之处在于把法院的审判权绝对化了。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国家司法权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

配置。附条件不起诉的目的是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化犯罪分

子，有利于教育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刑罚的功能，实现

刑罚的目的，而不是检察机关和法院争不争权的问题。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员：

不会侵犯法院的审判权， 因为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

诉讼法中早就有规定，比如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等，这

都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而且，如果受害人认为检察院的

不起诉不合法， 也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行向人民

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判决。

浏阳市人民法院院长、诉讼法学博士范登峰：

从现行刑诉法的规定来看， 检察机关对构成犯罪的轻

微刑事案件有相对不起诉的权力， 这说明立法者为了降低

诉讼成本，将少数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

刑罚案件交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是探

索多途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刑事纠纷、节约司法成本的有

益尝试，并未超出上述规范范畴，因此无所谓侵犯审判权。

从法理上说，定罪处刑是审判权的范畴，但我国刑诉法并未

完全按此设计，而是给检察机关留有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否会滋生“花钱买刑”的司法腐败

质疑者认为， 附条件不起诉是 “法外开恩”、“以善代

刑”，会导致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放纵犯罪，为有钱有势的人

开脱，从而滋生“花钱买刑”的司法腐败。

浏阳市人民法院院长、诉讼法学博士范登峰：

轻微案件中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弥补其损失后对加害

人从轻处罚甚至不追究法律责任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并不是“花钱买刑”。如果仅仅考虑经济赔偿而不综合其

他因素，如犯罪的性质，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家庭情况等因

素，则难免会招致质疑，甚至也会留下放纵犯罪的空间，这

就需要在对附条件不起诉进行制度设计时全面考虑， 在实

践中严格把握。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翟玉华：

如果操作不当，“花钱买刑”的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但

并不是不能防止。关键要做到

3

点。第一，要设置明确的标

准，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第二，对该项政策的执行要进行有

力的监督。要向社会公开，做到透明、公正，接受社会多渠道

监督。否则，容易被少数人所利用，被有钱有势的人所利用。

第三，要有严格的程序来保障这项制度的实施。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员：

任何制度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亦可能带来消极后果，附

条件不起诉也同样如此。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切实有效地把

握和执行，如何不让这项制度成为“花钱买刑”的工具和权

力寻租的温床，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根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

诉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 （讨论稿），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人

民检察院对某些已经达到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 基于

对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情况、 诉讼经济、 社会公共利益等方

面的考虑， 暂时不作出起诉决定， 而是设置一定的期限，

规定一定的条件，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 待考察期限届

满时， 依据考察期间的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一般适用于未成年人、 老年人、 在校学

生、 盲聋哑人、 严重疾病患者或者怀孕、 哺乳期的妇女，

对于其他社会危害性不大，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管制、 拘役、 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偶犯， 也可以适

用。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必要

时可延长三个月，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何淼玲

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正在全国各地铺开。

一边是公平正义与和谐， 一边是新的司法理念，

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等量换算， 最终实现公平正

义的目的， 需要改革者不畏艰难的勇气， 更需要

缜密的制度设计与衔接。

毫无疑问， 人性化的司法改革趋势是百姓之

福。 近年来， 中国司法改革的人情味越来越浓

了。 从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 到 “宽严相济， 少

杀慎杀”， 从 “刑事和解” 到 “附条件不起诉”，

中国刑事司法政策经历了多次重大调整。 刑法的

终极目标是引导人向善。 这一系列制度的创新，

都是为了尽可能挽救犯罪者 ， 最大程度化解矛

盾，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已初见成

效。 但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在获得肯定与推崇的

同时， 也会遭遇质疑甚至诟病。 对同一事物， 不

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 发出不同声音， 有着不同

看法， 都属正常。 我们既不能因已取得的成绩而

沾沾自喜， 也不能因有人质疑而因噎废食。 任何

制度， 都有一个从不太完善逐步走向完善的过

程。

眼下， 我们要做的是， 积极探索相关的配套

机制。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

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甚至走向反

面。” 首先， 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和适用条

件应尽可能细化和精准， 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在合

理范围， 减少不合理风险发生的几率。 其次， 必

须坚持不懈地抓好检察队伍素质建设。 执法活动

是人的活动， 一切法律的贯彻实施， 都要通过人

来实行， 这是实现 “公开、 公平、 公正” 执法目

的的重要途径。 第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检

察机关在执行环节要严格把关， 同时向社会开放

更多的监督渠道， 杜绝暗箱操作， 让一切在阳光

下运行。

化解矛盾，

还是“以善代刑”？

———“附条件不起诉”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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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检察院全市首个“吃螃蟹”

办案效果：

“感谢检察官关心， 我现在干得很好。”

7

月

22

日，

毕业于湖南信息科技职业学院的管某接受长沙县检察院

检察官回访时表示， 他现在是北京某数码科技公司长沙

地区业务主管， 对检察机关当初的处理方式充满感激。

该学院工会主席赵景春介绍， 当年被检察机关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处理的其他

6

人都找到了工作。

案情回放：

2007

年

10

月

26

日， 湖南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学生陈某

与该校学生张某发生口角。 双方分别由皮某和杨某带

领， 纠集数十名学生在校外持械斗殴， 直到公安机关出

警才散去。 混战中， 周某被打成轻伤， 杨某等被打成轻

微伤。

2007

年

12

月

29

日， 皮某、 管某等

7

名犯罪嫌疑人被

移送到长沙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前， 双方在校方组织

下达成和解协议，

7

名嫌疑人家属均对周某等进行了民

事赔偿， 得到谅解， 周某等请求检察机关对

7

名嫌疑人

从轻处理。

办案检察官认为， 皮某等人的行为涉嫌聚众斗殴

罪， 但考虑到系在校学生间的冲突， 其中

6

名犯罪嫌疑

人均系在校学生， 平时表现良好， 如果因初犯判处刑

罚， 不能完成学业， 对他们成长不利， 且双方已就民事

赔偿部分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 应该从教育、 挽救青少

年角度出发， 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008

年

3

月

24

日， 检察院对

7

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 考验期

6

个月。 同时成立了由检察机关、

学校、 当地公安机关以及犯罪嫌疑人家属组成的帮教小

组， 制定了具体方案， 对他们进行思想、 心理等方面的

帮教。

考验期满后， 检察院于

2008

年

10

月

19

日邀请长沙市

检察院公诉处、 长沙县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及长沙县检

察院聘请的部分人民监督员， 召开听证会， 听取各方意

见。 该院检察委员会在慎重考虑各方意见基础上， 最终

对皮某等

7

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件点评：

长沙县检察院检察长刘革强说： “当时长沙市还没

有附条件不起诉的先例， 在讨论此案时争论激烈。 作为

第一个 ‘吃螃蟹’ 的， 我们当初作出不起诉决定冒了很

大风险。 两年过去了， 这几个学生都顺利毕业并找到工

作， 我们也倍感欣慰。” “对这些失足的学生， 帮一把

就有可能是个好公民。” 刘革强感慨地说。

检察官“帮一把”，

3

名失足高中生考上大学

办案效果：

“谢谢检察官， 是你们 ‘帮一把’， 才给了

3

名学生

上大学的机会。”

7

月

5

日，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和长沙铁道学院附中负

责人， 分别致电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亚

红———这两个学校的

3

名学生在芙蓉区检察院对其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 遵纪守法， 刻苦学习， 高考成

绩均达到了大学录取线。

案情回放：

2009

年

8

月

23

日， 长沙铁道附中学生舒某， 长沙铁

路第一中学学生易某、 胡某等人因与徐某某等人有过

节， 双方在长沙铁路第一中学门口进行打斗， 舒某、 易

某、 胡某等持砍刀、 铁棒， 将徐某某喊来帮忙的陈某、

张某等砍成轻伤。

案发后， 双方达成和解， 被害方向司法机关出具了

请求从轻处罚舒某等

3

人的书面材料。 芙蓉区检察院承

办检察官到两个学校走访， 了解到舒某等

3

人平时表现

较好， 学习成绩不错， 并多次获奖。 易某还担任了校学

生会主席。

检委会讨论时认为， 舒某、 易某、 胡某的行为已构

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刑法规定， 可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检察院没有简单地就案办案， 认为舒某等

3

人系在校

读书的未成年人， 且系初犯、 偶犯， 平时表现较好， 如

果将他们起诉判刑， 将会使他们一生背上污点。

2009

年

11

月

18

日， 检察院对

3

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 将

3

人交区司法局在学校所在朝阳街社区设立的

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 在为期

9

个月的考验期内， 芙

蓉区检察院与社区矫正机构经常派员对他们进行帮教，

3

人洗心革面， 积极改造， 认真学习， 终于在高考中取

得较好成绩。

案件点评：

芙蓉区检察院检察长周亚红说， 如果当初将舒某等

3

人 “一诉了之”， 检察院倒是省事许多， 但会给这

3

名

未成年人一生留下 “犯罪污点”， 容易使他们产生自暴

自弃的想法， 不利于以后成长。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 重在帮教， 让他们改过自新， 彰显了司法的人性化

关怀， 校方、 家长和社会各界对此给予肯定。

2009

年

下半年以来， 芙蓉区检察院共对

5

案

8

人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

有前科者判刑入狱，初犯送社区“矫正”

办案效果：

“我们一定认真改造， 不辜负你们的厚望。”

7

月

6

日， 冯某、 刘某、 汤某被移送株洲市芦淞区司法局接受

社区矫正时， 感激地对芦淞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表

态。 而与他们一同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张圣炜因有前科，

被判处实刑送进监狱。

案情回放：

17

岁的冯某是衡阳武术学校学生， 住株洲市荷塘

区；

17

岁的刘某无业， 住荷塘区；

17

岁的汤某系株洲市

铁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2009

年

10

月

18

日， 冯某伙同刘某窜至株洲市铁路职

业技术学校实习工厂学生宿舍， 将

409

寝室内正在睡觉

的张鑫叫醒， 冯某用木板殴打张鑫， 刘某则恶语相向，

要挟张鑫 “拿钱出来”，

2

人抢得现金

40

元。

2009

年

10

月

25

日， 张圣炜伙同冯某、 汤某、 刘某窜

至株洲市铁路职业技术学校中专部宿舍楼， 在小卖部边

上遇到周海龙， 张圣炜先打了他一记耳光， 又将其踢倒

在地， 冯某、 刘某、 汤某也对周海龙进行拳打脚踢， 抢

走现金

15

元。 事后， 周海龙因害怕， 从学校办理了退学

手续。

2010

年

1

月

4

日， 冯某、 刘某、 汤某、 张圣炜因涉嫌

抢劫罪被移送芦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认为，

这是一起校园内未成年人强行索取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

物的刑事案件， 鉴于冯某、 刘某、 汤某已向被害人张鑫

赔礼道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 取得了张鑫谅解， 张鑫也

请求司法机关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委员会决定对

冯某、 刘某、 汤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将

3

人移送

社区接受为期

6

个月的社区矫正。

案件点评：

芦淞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冯雅文说， 冯某、 刘某、 汤

某均系未成年人， 又是初犯， 因此从 “治病救人” 角度

出发， 对他们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让他们接受社区

矫正， 痛改前非， 不至于 “一失足成千古恨”。 但对张

圣炜， 就不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张圣炜虽然未满

16

岁， 但此前他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

6

个月， 宣告缓

刑一年。

2009

年

10

月

25

日， 是他拘役期满的日子。 为

了庆贺一下， 他与冯某、 汤某、 刘某到株洲市铁路职业

技术学校 “搞钱”， 结果又犯下抢劫案。 缓刑期内又犯

案， 故此次对他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

附条件不起诉，是我国检察机关今年公诉工作改革重点，目的在于更好地帮教犯罪嫌疑人，化解社会矛

盾。目前，我省已有长沙县、芙蓉区、芦淞区、北湖区等4家基层检察院进行试点。本报记者经深入采访了解到，

这项试点工作已初显成效———

“帮一把就有可能是个好公民”

本报记者 何淼玲 曹娴 通讯员 张吟丰 徐学坤 周杰来

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需要缜密的制度设计

短评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在 我

省 长 沙 县 检

察 院 等 基 层

院进行试点 ，

已 初 显 成

效。

张吟丰 摄

相关链接

（紧接

1

版） 海峡两岸

500

余人随音乐同声高唱《祭炎

帝》， 表达对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无限景仰。

“三献礼” 仪式开场。 主献者、 分献者、 陪献者

分别就位， 奏乐鸣炮， 一鼓一钟 “起居”， 二鼓一钟

“列班”， 三鼓一钟 “朝礼”。 其后， 一锣二鼓， 共响

三十六遍， 祈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祭祀音乐响起，

祭祀人员三跪九叩， 向始祖炎帝行初献礼， 献香、 献

花、 献烛、 献茶； 行亚献礼， 献果、 献酒、 献斋、 献

食； 行终献礼， 献桃、 献面、 献帛、 献宝。 “懿惟神

农， 圣帝真君……两岸同心， 共祈升平……” 在庄严

肃穆的气氛中， 陈福财上前恭读祝祷文， 并焚化帛

书， 告慰始祖先灵。 伴着悠扬的古乐， 两岸嘉宾依次

向炎帝敬献花篮， 石玉珍向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

传递炎帝圣火火种， 祭祀礼成。

随后， 各界嘉宾在谒陵广场参加了盛大的开午门

仪式， 并开展了 “签名祈福” 活动。

当天， 嘉宾们还参加了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讲

座， 并欣赏了两岸民俗文化展演。 参加活动的两岸同

胞们纷纷表示， 两岸同文同种、 血脉相连， 此次炎帝

神农祭祀大典活动为两岸搭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

台， 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感和民

族认同感。

13

日至

14

日， 台胞们还将赴南岳、 长沙等地参

观游览。

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对一起在校未成年人抢劫案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周杰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