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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对于

京都律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这一天，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阿利托访问京都，就在前一天他刚

刚会见中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周强院长。

这也是阿利托大法官到中国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对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访问。

阿利托大法官走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庄严的法庭，来到北京，走进京都律师事务

所，让我想起了今年1月12日，京都律师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参观学习时，与另一位大法官布雷耶见面

交流的情景——一样的温文尔雅，一样的浑身正气，一样的

智慧闪光。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

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具有约

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裁决

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

京都律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分别与九大法官中的两

位面对面交流，机会难得。这一次，我们谈得更深入也更具

体。譬如，律师与法官观点冲突问题，中国律师面临的难题

与阅卷权问题，以及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人员流动问题等

等。阿利托大法官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他说：“在

美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要求辩护律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义

务为当事人进行全面辩护，要尽所有的努力去得到一个更好

的结果。在辩护的每一个阶段，辩护律师都要做出最大的努

力。比如，在某些阶段律师可以建议法庭撤销一个案件，如

果有法律依据可以撤销案件，而法官没有撤销，后期律师可

以以此为由进行上诉。在庭审阶段，辩护律师有权去询问每

一个控方证人，对他们进行交叉询问；也可以对控方提出要

求，对某些提交法庭的书面证据进行排除。如果他提出的排

除证据的要求被检察官反对，最后由法官做出决定，是否在

开庭时展示这些证据。在美国的法庭上，律师要非常坚定地

坚持自己的观点为当事人辩护，因此律师发表和法官意见不

一样的观点很正常，但必须遵守法庭秩序，遵守法官做出的

决定并保持专业态度，不能藐视法庭”。

阿利托大法官还说：“我对于中国律师

的专业态度印象深刻，也非常感谢中国律师

以非常开放的心态与我讨论目前中国律师遇

到的一些问题及改善的方法。”

阿利托大法官此行特意在中秋节访问

中国律所选择京都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用意。

而京都律师也精心准备了中国月饼和法律问

题，热情招待阿利托大法官一行。正如田文

昌律师在欢迎词所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中秋

节，是中美法律人的团圆之日。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大法官还是京都律师，作为法律

人，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通过法律这门科学来剖

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关系；利用法律这个

工具来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自由权。

京都律师，就是一群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负重托，

追求卓越的中国律师。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从扳倒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

敏开始，从朱佩金无罪释放开始，20多年来，京都律师披荆

斩棘，一路风雨。特别是在刑事辩护领域，我们积累了整整

20年，厚积薄发，于是决定成立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打造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高端平台。8月27日，在京都律师

事务所，当民法学泰斗江平教授、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

行政法学泰斗应松年教授、刑诉法学泰斗陈光中教授和樊崇

义教授与京都创始人、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一起为京都刑事

辩护研究中心揭牌的那一刻，掌声雷动，在场的每一个人纷

纷用相机、手机记录下这重要的历史瞬间。

田文昌老师动情地说：今天是周末休息时间，这五位

学界的前辈，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谈刑辩，说明了什么？我

觉得，五位老前辈是在为中国的法治呼吁，为中国的人权呐

喊，为中国的刑事辩护站台，是在支持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和

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这种行为令人敬佩，令人感动。让我

们谨记先生们的嘱托——

江平：法律人要终身为公平正义而奋斗。

樊崇义：不忘初心，加强刑辩基础理论研究。

应松年：律师要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感。

为中国刑事辩护站台

京都入选
英国《律师》杂志亚太地区

50强律师事务所

近日，京都律师事务所成功入选英国《律师》杂志（《The 

Lawyer》）亚太地区50强律师事务所。2016年6月27日出版的

《律师》杂志上刊登了这一消息。京都律师事务所已连续三年入

围此奖项。

《律师》杂志（《The Lawyer》杂志于1987年在英国伦敦

创刊，是英国上市公司Centaur传媒的下属刊物，发展至今已

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知名且历史最悠久的法律行业 专业刊物之

一。从2014年开始，《律师》杂志的编辑团队开始就亚太地区

150强律师事务所进行独立调查、分析，每年评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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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刘敬霞、程光、廖瑛律师助力
太原植物园一期工程PPP项目签约落地

2016年10月10日太原植物园一期工程PPP项目签约仪式在太原

市园林局举行，京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太原植物园一期工程PPP项目

专项法律顾问咨询单位为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全程的法律服务。

太原植物园一期工程PPP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3亿元，是山西省

首个植物园、山西省首个PPP项目、山西省首个入选财政部第三批

PPP示范项目库的项目、太原市政府“五个一批”重点工程项目。

京都律师事务所金融部刘敬霞律师、程光律师、廖瑛律师为本

项目的交易结构设计、法律关系梳理、法律文件的起草构建、项目

谈判及项目落地全程提供了细致、周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京都律师事务所受聘为中国韩国商会法律顾问

2016年9月13日，中国韩国商会聘任京都律师事务所为法

律顾问的授牌仪式在中国韩国商会会长室举行。京都律所高

级合伙人、韩国业务团队负责人金燕律师从中国韩国商会事

务局长金永镇先生手里接过聘任书。韩国业务团队将为中国

韩国商会及其会员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中国韩国商会是在韩国最大的经济团体 ( 企业协

会）——大韩商工会议所（The Korea Chamber o f 

Commerce & Industry, KCCI）的积极协助和韩国企业积

极参与下成立和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韩国商会于中韩建交

的次年1993年经商务部的批准成立。现下属地方商会分布在

国内49个韩国企业投资的聚集地区，全国会员企业达6,000

多个，中国韩国商会与地方韩国商会一同为促进中国内韩国

投资者的经营和发展提供各种支援，并协助他们维护合法权

益。

京都韩国业务团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实力的优

秀韩国业务团队之一。韩国业务团队不仅与京都300余名精

通各领域的专业律师开展紧密合作，且与国内知名律所、会

朱勇辉、聂素芳律师办理的赵某涉嫌挪用1.5亿元资金案 
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

近日，某地人民检

察院办案人员专程来到

北京，向京都律所朱勇

辉律师、聂素芳律师办

理的挪用资金案委托人

赵某送达了不起诉决定

书。至此，经过京都律

师的艰苦工作，被司法

机关历经四年进行刑事

责任调查的赵某终于证

明了自己的清白！

赵某系北京某投资公司董事长，

公司主营房地产和新能源，净资产60余

亿，实力雄厚。2012年初，经过近一年

的调查、沟通和协商，该投资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以下称涉案公司）与某地方

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合作

在当地发展光伏产业。

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地方

政府负责为项目提供建设用地、政策支

持、协调政府关系等，并提供3.4亿元

免息借款。涉案公司则负责编制产业

发展规划以及光伏产业项目的建设和

运营，负责项目资本金的投入和后续建

设资金的筹集，并由涉案公司承接前任

股东退出时遗留的刚开工不久的工程项

目，投资重组原项目公司。

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涉案

公司按照约定首期投入了2亿元项目资

金，并在重组原项目公司的同时，组建

三家新的项目公司（以下统称项目公

司），陆续开始展开相关工作。不料市

场逆转，国内光伏产业陷入低谷，加之

欧、美对中国光伏产业提出反倾销、反

补贴调查申请，导致国内整个光伏产业

进入严冬期，很多光伏项目停滞不前甚

至面临破产。本案项目也受到了极大影

响，相关审批及配套工程进展缓慢，项

目建设无法正常推进，导致项目公司账

面出现大量闲置资金，无法产生效益。

在此情况下，政府派驻的资金监管人建

议实施理财计划。后经项目公司股东及

高管开会研究，最终由赵某审批将项目

公司账户累计1.5亿元资金转入涉案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按照项目公司所属集

团《内部资金集中管理办法》统一进行

资产运作，有偿使用，并约定收益归属

于项目公司。

然而，时隔1.5亿元转出近一年之

后，由于在经营过程中与当地产生纠

纷，2013年4月，赵某被他人以合同诈

骗、抽逃出资、挪用资金等罪名举报。

当地公安机关对赵某立案侦查，并先后

对赵某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等强制措施。2014年7月，公安机

关以赵某涉嫌挪用资金罪将案件移送

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审查后将案

子退回。在此期间，

涉案公司与政府解除

了《合作协议》，归

还全部3.4亿元免息借

款，双方结算清楚了

全部资金，但赵某涉

嫌挪用资金案一直悬

而未决。

2016年2月，公安

机关再次以挪用资金

罪将案件移送审查起

诉，检察院受理后对赵某采取取保候审

强制措施。赵某在万般无助之下找到京

都律师事务所，委托高级合伙人朱勇辉

律师以及刑事业务部资深律师聂素芳承

办该案。两位承办律师在详细查阅全部

案件材料后，充分听取当事人的辩解，

努力在事实及法律层面寻找辩护突破

口。经不懈努力调取到了大量证据，证

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对1.5亿元资金转

款一事知情并且同意，因此涉案款项的

使用并非赵某个人擅自决定，赵某显然

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据此，辩护人向检

察院提交了赵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详

细律师意见以及三十余份证据材料，并

多次前往当地与办案单位及有关部门反

映情况，交换意见。

最终，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检

察机关采纳律师意见，于2016年8月15

日对赵某依法做出不起诉决定，并解除

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这一因投资纠纷

引发的刑事案件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辩护之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朱勇辉律师  聂素芳律师
 图左为京都律所高级合伙人金燕律师，图右为中国韩国商会事务局长金永镇
先生

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韩国知名律所、会计师事务所

也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力求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

式专业法律服务，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不同需求。

 图中右三为京都律所高级合伙人刘敬霞律师

 太原植物园一期工程PPP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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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律所协助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

2016年7月27日，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代码：838796）取得《关于同意北京中

生金域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京都律师事务所钟延红律师、高文晓律师、安

律师及孙小 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为北京中生金域诊

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提供了全程的法律服务。 

该团队同时还为湖北兴和电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代码：830988）、湖北鸣利来冶金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3107）及安徽和正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5299）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和湖北兴和电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的定向增发业务提供过全程法律服务。

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提

供体外诊断即时检测（POCT）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服务于医院

门诊、住院病人、社区和家庭。 

业   务

2016年7月13日，吉林中核辐照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7816）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隆重挂牌，

总股本为2500.00万股。

京都大连分所王秀宏、曲成亮、

杨姗姗律师为吉林中核辐照股份有限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提供了全程的法律服务。该团队勤

勉尽责，对公司挂牌的主体资格、股

权结构是否清晰、公司的治理机制及

经营活动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其

它潜在的法律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详尽

9月13日，中央一套节目“特别

栏目”里推出“天平上的人权——中

国人权司法保障新进展”专题。专

题提到“尊重和保障辩护权是新刑事

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对此，京

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接

受采访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

“公正的判决结果怎么得来？控辩双

方平等对抗，兼听则明。这时候，法

官也好，审判机关也好，他是需要律

师的。”

京都大连分所协助吉林中核辐照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京都田文昌律师接受央视采访：强调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才能保证司法公正

京都大连分所为 “齐鲁资管春源热力供热收费收益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保驾护航

2016年7月18日，京都律师事务

所大连分所担任全程法律服务机构的

“齐鲁资管-春源热力供热收费收益权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取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签发的上证函[2016]1406号《关

于对齐鲁资管春源热力供热收费收

益权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

函》。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优先

级份额，近期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 

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王秀

宏、杨姗姗律师为本项目的产品设

的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书。

吉林中核辐照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2年，公司前身是吉林中核辐

照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2月3日,公司

更名为吉林中核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其主营业务为辐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

务。　

由王秀宏、曲成亮、杨姗姗律

师组成的团队，常年为企业提供有关

证券发行上市等方面的综合法律服

务。截止目前，该团队已完成吉林旭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2418）、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3540）、吉

林派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833281）、江苏柯瑞机电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2842）、胜利方兰德石油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0952）、承

德天成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831048）等企业的新三板挂

牌。

京都上海分所协助“巨臣婴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

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供法

律服务的上海巨臣婴童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简称：“巨臣婴童”，股

票代码：838062），近日通过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

巨臣婴童改制前名称为上海巨臣

制衣有限公司，创建于1994年，是一

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儿童服装生产型企业，产品远销欧美

国家和地区。

该项目由京都（上海））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王众律师、叶志文律

师及唐树进律师助理组成的团队提供

全程法律服务。  

计、法律关系梳理、法律文件构建及

项目落地全程提供细致、周到、专业

的指导和帮助。同时，本计划的创新

设计和高效落地，也有赖于齐鲁资

管、兴业银行和桓台县春源热力有限

公司的大力支持。  

 1钟延红律师

 安璟律师

 高文晓律师

 孙小雲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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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恰逢中秋节。上午，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

（Justice Samuel Alito），造访京都

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这是阿利托法

官到中国半个月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对中国律所的访问。早在半个多月

前，阿利托大法官应中国有关方面的邀

请正式访华，此举也被视为中美两国在

促进法治问题上的良性互动。京都律所

积极筹划本次交流活动，每个细微处都

力求凸显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水准。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

独立而完整地掌握最高司法权。这些法

官不加入任何政治派别，一经提名和任

命就不再服从任何政治官员，且可以终

身任职。现年66岁的阿利托大法官，是

美国联邦历史上第110位最高法院大法

官。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

大学法学院，1990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

为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2006年1月

31日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接替申请退休的桑德拉·戴·奥

康纳。

在京都，阿利托大法官饶有兴趣

地参观了“镇馆三宝”——獬豸、正义

女神和青铜鼎。獬豸就是传说中的独角

兽，是古代中国司法的裁判神；正义女

神来源于西方法治理念，是一位蒙着双

眼手拿天平的女神，意味着法官不被主

观感觉蒙蔽而努力追求真正的公平；青

铜鼎则意味着中国法制的源远流长，因

为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就是铸在鼎上。

京都创始人、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

对大法官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与欢迎，

并从中秋的历史说起，笑谈团圆也是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行到访京都律师事务所

京都律所成功组织破产清算案的债权人会议活   动

权的重要体现。阿利托大法官致辞时表

示，他在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

前，花了很多时间做刑事案件，他本人

非常关注刑事案件的审理和程序合宪审

查。他说，京都是受人尊敬的律所，相

信京都的律师能够给他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司法体系与法

律热点问题。他感谢京都律师在中秋节

这天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与他见面。

随行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访问

教授约翰贝克（John Baker）表示，

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一些中国律师常

有来往，但京都提供了第一个让他与整

个中国律所交流的机会。京都高级合伙

人郭庆律师向大法官一行介绍了京都律

师事务所的概况，尤其是京都律师参与

立法、以个案推动法治和开展公益项目

的情况。随后，与会的三十多名京都律

师与阿利托法官一行进行了诚恳的交

流。

双方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1.关于律师与法官观点冲突问题

京都高级合伙人杨大民律师提问：

在中国，有时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观点

会与法官的观点产生冲突，某些情形下

甚至会引发很大的风险，美国会不会也

有这种情形？美国法官面对律师的不同

意见，会如何处理？

田文昌律师：在中国，律师与法官

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前几年在中国法庭

上陆续出现了一个现象：控辩的冲突延

伸成辩审的冲突。过去几十年里，中国

的司法制度没有走入到审判中心主义阶

段，还停留在侦查中心主义的阶段，所

以出现了律师和法官的冲突，其根本原

因是法官不够中立。

阿利托大法官：在美国，有严格的

法律规定要求辩护律师在每个阶段都有

义务为当事人进行全面辩护，要尽所有

努力去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在辩护的

每个阶段，辩护律师都要做出最大的努

力。比如，在某些阶段，律师可以建议

法庭撤销一个案件。如果有法律依据可

以撤销该案件，而法官没有撤销，后期

律师可以以这个为理由去上诉。在庭审

阶段，辩护律师有权利去询问每一个控

方证人，对他们进行交叉询问；也可以

对控方提出要求，对某些提交法庭的书

面证据进行排除。如果他提出的排除证

据的要求被检察官反对，最后由法官做

出决定，是否在开庭时展示这些证据。

在美国法庭上，律师要非常坚定地

坚持自己的观点为当事人辩护，因此律

师发表和法官意见不一的观点很正常，

但是必须遵守法庭秩序，遵守法官作出

的决定，并要保持专业的态度，不能藐

视法庭。

贝克教授：美国的刑事审判过程跟

很多国家的刑事审判过程不一样。在美

国的司法系统里，法官更像是一个赛场

上的裁判员，去确认两方都在规则之内

进行比赛。中国是大陆法系，法官更多

地具有起诉方面的义务，法官担当了类

似控方的角色。刚才提到的法官角色改

变的问题，有没有详细的情况？

田文昌律师：根据我的了解，中

国司法的原则不是完全的大陆法原则。

现在的中国司法改革也在更多地学习英

美法系的一些原则，这应该是一个明显

的趋向。以前中国的法官参与过多，甚

至干预过多，也是以侦查为中心倾向的

体现。同时，有些甚至参与到了类似于

公诉人的角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

也是本次司法改革当中，各方面包括律

师、学者一再提出的问题。如果以审判

为中心的原则能够得到落实，相信这种

现象会得到改善。

2.关于中国律师面临的难题与阅卷

权

贝克教授：目前中国律师做刑事

辩护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比如

说，当事人被羁押后，会见当事人是

一个挑战吗？还是在收集证据方面有困

难？

田文昌律师：过去，中国的律师

有“三难”：会见难，取证难，阅卷

难。现在，会见与阅卷问题基本得到

了解决。取证难仍然存在，中国律师

强烈呼吁解决，也正全力争取解决该

问题。

贝克教授：在美国司法系统里有

详细规定，律师有权询问证人，可以

申请法院发传票让证人出庭作证。在

很多法庭里，有机会直接面对证人询

问。在中国大部分开庭还是看书面证

据，没有证人出庭吗？

田文昌律师：目前证人出庭的比

例也很低。

阿利托大法官：在美国，每个

州规定不同，但是在我的家乡新泽西

州，检察官有义务提交所有的证据给

律师。在联邦系统里有规定，检察官

要把所有的证人的书面证言，还有证

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全部移交给律

师。

田文昌律师：被告人怎样实现阅

 参与交流活动的律师与大法官一行的合影

卷权？

阿利托大法官：法庭会出一个命

令，要求检察官移交证据给被告人的律

师。如果检察官违反命令，要承担很大

的责任。法律严格规定是一定要给的，

比如刚才提到所有的证人的书面证言。

在联邦系统里规定，在询问一个证人的

时候，需要填写一个表格，把证人的证

言保留下来，及时交给对方律师。指

纹、DNA检验报告也要移交给律师。

3.法庭上认可什么样的律师？

京都律师褚轶提问：据说您是一位

对律师要求很高的法官。在法庭上，您

认可什么样的律师，希望他们有什么样

的表现？

阿利托大法官：希望律师出庭能够

做好充分准备，彻底了解案件，尤其是

案件中他所代理的那一方的弱点，应当

做好准备而不要回避；另外还希望律师

诚实地回答与辩护。

4.对中国律师的整体印象

京都律师助理马慧雯提问：您访问

了上海律师协会，现在也来了京都。您

 阿利托大法官一行撰写了留言



2016年第3期  总第117期King & Capital lawyer
京 都 资 讯京 都 资 讯10 11

对中国的律师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印象

呢？

阿利托大法官：我对于中国律师

的专业态度印象深刻，也非常感谢中国

律师以非常开放的心态与我讨论目前中

国律师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改善工作的方

法。

5.关于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人

员流动问题

曾经做过检察官和法官的高级合伙

人金杰律师：您是先做律师，再做检察

京都律所成功组织破产清算案的债权人会议活   动 京都律所成功组织破产清算案的债权人会议活   动

官，再做法官；我是先做检察官，再做

法官，再做律师。做过法官和检察官的

律师多吗？

阿利托大法官：在美国也有不少的

法官和检察官出来做律师。

贝克教授补充：美国的法官和检察

官出来做律师并不是因为收入问题！

京都律所合伙人邹佳铭、梁雅丽、

刘铭、刘敬霞、陈宇、孙靖宇等共30余

名律师一起参加了交流活动。最后，阿

利托大法官在给京都律师事务所的留言

中写道：“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serving justice. （祝愿你们在为正义

服务的道路上表现得更精彩。）”

众所周知，美国法官尤其是联邦法

官一向“深居简出”，和律师的交往更

是慎之又慎。而阿利托作为最高法院大

法官，在美国司法界素以对律师的表现

要求苛刻著称，他此番特意选在中秋节

这天造访京都律师事务所，表现出了他

对中国律师的善意和力挺之心。

2016年9月26日下午，来自国家法

官学院的教授们到访京都律师事务所，

畅谈新形势下法官和律师合作培训交流

方式，并就如何加强法官和律师的良性

沟通进行了真诚、深入地探讨。

来自国家法官学院的四位教授，袁

登明、胡田野、李成斌、施新州倾听了

京都律师们在代理案件中与法官配合时

遇到的问题与培训需求，并对一些问题

给予不同角度的解释。京都名誉主任、

　　国家法官学院到访京都 探讨法官律师合作培训交流方式

创始合伙人田文昌律师带领曹树昌律

师、金杰律师、朱勇辉律师、杨照东律

师、公丕国律师、杨大民律师、雒鸿政

律师参与了座谈会，并以生动的案例解

释律师的难题，提出了与国家法官学院

进行多种培训合作的可行性，本次座谈

会由金杰律师主持。

座谈开始，国家法官学院的刑事

审判教研部主任袁登明教授首先转达了

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黄永维

对京都律所的

致辞。黄院长

首先感谢田文

昌律师、金杰

律师等资深律

师自2008年以

来，在培训预

备法官、高级

法官时提供的

帮助；并希望

继续加强项目

之间的合作，共同打造法律培训的一个

合作平台；最后，欢迎田老师带领京都

律师到法官学院新校区参观座谈。

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友好深入的

交流。

一、关于律师与法官的良性沟通

京都律师们反映，在侦查主义为

中心的司法大环境下，律师与法官常常

偏向于“对立”的状态。朱勇辉律师提

到，律师更希望充当法官的“帮手”。

律师们各自举例，列出自己的经历。

如，庭审时有的法院禁止律师带笔记本

进入法庭，导致所有出庭的材料都要打

印才能带进法庭；律师在庭审中向被告

或控方证人提问时，经常遭到法官制

止，致使律师在质证环节难以实现交叉

询问，不利于查清事实。

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双方

交换了一些看法。一是在侦查主义仍占

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控辩的矛盾转向
 座谈会现场

了辩审的矛盾。二是在中国独立审判还

很难实现，干扰法官的因素还很多，导

致法官无法或者不能真正公正、独立审

判案件。三是目前案件增多，法官压力

大，每个案件分配的时间有限，因此在

庭审环节法官尽量压缩时间，如果律师

辩护意见过长，或不够专业，或重复，

将被法官制止。

关于如何改善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促进双方在庭审环节的良性沟通问题。

京都律师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首先，

在庭审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官与法庭，

营造一个平和的氛围，以探讨的姿态进

行沟通。如，杨照东律师说，即使遇到

不同意见，也要采取探讨和研究的方式

发表意见。二是部分律师确实需要提高

自己的专业技能。律师必须充分了解案

件，精心准备辩护词。金杰律师具体举

例，在刑事案件当中，对事实和证据问

题，要尽量运用现有证据，用简洁的语

言表述主要的到问题，让法庭感到辩护

人的意见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条理清

晰，不需要过多的赘述。

二、对于加强法官和律师法庭质

询培训的必要性与方法

2016年1月，京都律所组织国内几

十名律师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接受刑辩技

能培训。所有律师对于培训中的交叉质

询技能最为推崇，也受益良多。反观国

内，庭审环节缺失质证环节，有待弥补

与提升。

田文昌律师说，在美国，法庭能够

花一上午的时间针对一个小案子进行质

证。控辩双方相互询问证人，打破砂锅

问到底。质证后，案情比较清晰，非常

有利于法官作出判决。国内证人出庭作

证的情况比较尴尬，法官、律师不会提

问，证人不会作答，都需要改进。

法官学院教授们回应，法官学院曾

经做过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培训，在证

人出庭作证方面空白较多。

关于法庭如何保障律师履行辩护

职能问题时，金杰律师谈到，今年中秋

节，美国联邦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一

行到访京都，谈到律师与法官在庭审中

的配合问题时，阿利托大法官说，在美

国，法庭必须保障律师全面履行辩护职

能；如果法庭没有保障律师全面履行辩

护职能，此问题可以成为上诉的理由。

我们的法院及法官也应当强化保障律师

履行辩护职能的理念和措施，使庭审真

正不走过场。

田文昌律师建议国家法官学院对

于法官也提供质询方面的培训。根据法

官身份特点，可以把纽约大学的专家聘

请到国内参与到法官培训课程中去。另

外，京都律所组织第二期纽约大学培训

时可以进行视频录制，结合国内案例分

析，打造一套新的教学模式，到时请法

官和律师在线学习。

三、法官和律师合作培训交流多

样化的可能性

国家法官学院原来侧重学历教育

与实务教育，现在做了调整和改变，不

再进行学历教育，重点关注职业技能教

育。京都参与法律实务教育很多年，深

知律师的职业技能有待通过培训提高。

双方就新形势下对法官和律师合作

培训交流多样化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之前，法官学院在开展法官的模

拟法庭时，更多地锻炼了一种“综合审

判”的功能，难以体现法官“裁判者”

在每个审判阶段的功能。目前，法官的

学历与素质越来越高，大多愿意听取律

师的意见，更追求案件的质量。法官与

律师之间迫切需要一个相互沟通、换位

思考、合作交流的机会，而培训则是一

个良好的平台和方法。

京都高级合伙人公丕国律师建议：

法官学院能否在培训中引入律师参与？

如让律师直接参与法官的培训，从审判

者的思维培训律师注意什么问题，如何

提高庭审质量。

法官学院几位教授对京都律师积极

参与配合法官模拟法庭，使模拟庭审更

具有实战性表示感谢和肯定。

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审判教研部

主任胡田野教授提出与京都律所一起打

造一个法官、律师共同参与的职业共同

体的平台。在合作方法上，可以创新：

如继续以前的合作，开展热点问题研讨

会，举办专题论坛，以及采用其他更加

灵活的方式。在主题选择上可以根据具

体问题展开，如一带一路的法律问题，

跨国公司的破产法律问题等热点问题。

双方达成共识，着重在技能、经验方

面，引进国外的先进办法，以创新的方

法展开培训。从小题目入手，摒弃全面

空大的培训，着重解决司法实践难题。

国家法官学院是中国法官教育培

训的主要机构，也是全国法院法官培训

的主导力量。京都律师事务所建所20多

年，积累了丰富的执业经验。目前，法

治中国建设的征程已经起航，这对中国

法官、律师的专业技能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双方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沟通，

为法官和律师合作培训交流多样化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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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0日，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主办的第六届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创新”

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高科技、互联网、金融、法律等领域的企业

法务人员和各级法院法官、律师、学者400多人，围绕互联网背景下法

律领域的众多主题，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对法律服务的要求和挑

战。

据统计，目前全国拥有近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互联网已深

度融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互联网的快速变革与发展对传统的法

律体系和规则提出了挑战。本次论坛探讨未来互联网背景下法律的创

新和发展方向、把脉互联网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融合、经济发展与社会

变化对法律服务的要求和挑战，共同展现了一场精彩的思想交流和碰

撞的盛宴。

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高级合伙人陈宇

律师受邀出席该论坛。田文昌律师在“互联网时代法律服务和争议解

决机制创新”环节发表演讲。

在研讨会期间，京都律师事务所推出《2016年互联网法律服务行

业调研报告》。该报告梳理了十几年来互联网法律服务行业的历程，

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总结出不同机构的发展类型，也对互联网法律

服务行业的未来之路进行了探讨。该报告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法律从

业者的高度关注。

10月10日晚，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勇辉律

师应邀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授课，以自己承办的一个真实

案例讲解刑事辩护实务。该课程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

京市律师协会合作开设，聘请高等院校著名法学教授和

实务经验丰富的资深刑辩律师共同授课，选修该课程的

既有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也包括有志从事刑辩

工作的青年律师。当晚，朱勇辉律师以办理该案的亲身

体验对案件做了详尽的剖析，并分享了作为一个刑辩律

师在办案中应具备的思维角度和辩护技巧，受到参与课

程学习的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当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车浩教授共同

2016年8月1日-5日，应会议主办

方以色列海法大学的邀请，京都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李秀娟律师作为大会发

言人，赴以色列参加了第六届国际法

律、语言和话语国际会议。

田文昌律师出席第六届华南企业法律论坛研讨会

朱勇辉律师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辩护实务》授课律师

京都合伙人李秀娟律师应邀参加第六届国际法律、语言与话语大会

 图左为京都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图右为京都律所高级合伙人陈

宇律师

 朱勇辉律师在授课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右）、车浩

教授（左）共同为朱勇辉律师颁发聘书

为朱勇辉律师颁发了聘书，聘请他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辩

护实务》暨北京市律师协会《北大刑辩讲堂》第二期课程授课

律师。 

朱勇辉律师执业十六年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办理国内各

省市刑事案件数百起，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刑事辩护有

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被《方圆律政》杂志誉为京都“刑辩八

杰”之一。朱勇辉律师积极参与高校学术活动和国际刑事司法

交流，现为北京吉利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院《刑事辩护律师实务》任课教师、美国国际司法桥梁

（IBJ）“刑事辩护培训专家”。 
 朱勇辉律师的聘书

 京都高级合伙人邹佳铭律师在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成立

仪式现场

9月23日，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这是今年G20杭州峰会达成的反腐败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各部门

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出席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中央纪委、外交部、监察部、教育部、北京师范

大学负责同志，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驻华使馆官员及相关国际组织驻

华高级代表出席仪式。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邹佳铭律师应邀

参加了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

作为第一个面向G20成员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的机构，

将通过专题研究、学术研讨和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为二十国

集团成员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创造交流平台，为中国参与国

际反腐败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推动建立以追逃追赃务实合作为主要

内容的国际反腐败新秩序。

邹佳铭律师参加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本次会议由跨文化法律与语言协会

及国际语言法研究会主办，由以色列海

法大学承办，会议以“法律语言的发展

及解释：基于法律文本演进的语言学和

语用学层面的共时性理解”为主题，重

点立足全球化法治语境，从语言学、历

史学和比较法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包括

古代中华法系、罗马法系在内的不同法

治传统、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不同宗

教法治体系以及现代大陆法和普通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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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设计、制作，体现了京都律师事务所和京都律师群体的

专业素质、服务精神。《京都律师》每期文章均为京都律师

原创，封面内容以当下最热门的法律问题为核心，结合京都

律师的丰富经验展开论述，加上

《京都实务》、《京都论法》、

《律师生活》、《京都悦读馆》

等栏目，展现了京都大气、沉着

的企业文化和深厚的法律底蕴。

京都律所的微信公众号“京

都律师”（jingdulvshi）旨在传

递京都律师事务所的资讯动态、

法治发展动态，发布文章以原创

的论法类文章为主，坚持原创观

点，独立发声，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刘铭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02年开始

从事律师工作，对公司事务、知识产权、投资并购、房地产

等重大民事、刑事法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与法律实践。刘铭律

师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执业经验，致力于法治建

设、社会进步和提供高端法律服务。

京都律所成功组织破产清算案的债权人会议活   动

内的不同法系制度中共通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比较研讨。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以色列、中国、波兰、日本、美

国、丹麦、瑞典等10多个国家语言学、法学以及跨学科的

政治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及司法实务部门60多人参会，他

（她）们代表各自国家在法律语言学界研究的前沿现状，是

法律语言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和实务交流。

李秀娟律师作为来自中国唯一一位律师代表，为大会

做了题为“浅谈律师法庭交叉询问及辩论的语言技巧”的发

言。她认为，如果说律师的战场在法庭，那么法庭讯问与辩

论就是律师的武器。因此，在有充分理论基础和对案件事实

了解的基础上，要想赢得案件，律师必须提升法庭讯问和辩

论的能力，将自己的武器“磨光，擦亮”。她通过案例研究

并结合办案经验，阐述庭审语言表达技巧对于成功辩护的重

要性及“路径”。

发言之后，李律师还兴致勃勃地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

 京都合伙人李秀娟律师发表主题演讲

10月19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召开了“会刊优秀撰稿

人、所刊及微信公众号评选颁奖座谈会”。京都律师事务所

荣获三个奖项。其中《京都律师》荣获“2016年度北京市律

师事务所所刊评选综合类银奖”，微信公众号“京都律师事

务所”荣获“2016年度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评选二

等奖”，京都律所高级合伙人刘铭律师荣获“《北京律师》

2015年度优秀撰稿人”称号。

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所刊——《京都律师》已经有十余

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共出版了117期，这本企业内刊由专业

《京都律师》荣获2016年度北京律协所刊评选综合类银奖

司
法鉴定是诉讼活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审判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然而，由于

我国目前的鉴定体系和制度存在诸多弊端，致使

司法鉴定活动缺乏必要的制约并失去中立性，使其成为诉讼

程序中一个被忽略的黑洞。因此，认真总结我国司法鉴定活

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借鉴国外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经

验，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加以

探讨，结论是：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亟待改革。

一、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

严格地讲，我国的司法鉴定体制的格局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文革”以前。当时我国并未实行法治

原则，整个社会处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治”的大

框架之中。但是，当时也有公、检、法三机关，也有侦查活

动和审判活动，因而也有司法鉴定活动。正是由于当时的司

法活动是建筑在否定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所以，司法鉴定

活动也是作为国家专政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具有也不

可能具有中立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进行法治建设以来，司法体

制和司法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司法鉴定的数量和水平也相

应大大增加和提高，这时候可称之为我国司法鉴定活动发展

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司法鉴定活动本应建筑在法治原

则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出公开性与中立性。然而，遗憾的

司法鉴定制度亟待改革
 田文昌/文

中国司法改革、刑事辩护的现状、证人出庭制度、公检法与

律师的关系等问题。

 《京都律师》荣获“2016年度北京

市律师事务所所刊评选综合类银奖”

 刘铭律师荣获“《北京律师》2015

年度优秀撰稿人”称号

 微信公众号“京都律所”荣“2016

年度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评选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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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司法体制已经发生变革并且正在继续改革的背景下，

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却相对滞后，与“文革”前的状况相

比，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这种现象导致了旧的司法鉴定体

制与现行法治原则的冲突，这正是司法鉴定体制亟待改革的

原因所在。

概括起来，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活动主要存在以下五个

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

1.司法鉴定机构的高度垄断性致使其缺乏中立性。

自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基本上

是控制在公、检、法三机关之中。目前虽然有了一些民间的

鉴定机构，但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除

司法精神病和一些特殊专业的鉴定以外，绝大部分鉴定是出

自于司法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法医鉴定和痕迹鉴定等最为

明显。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任何人都不能一概否认其鉴定结

论的客观公正性，但是，任何人也都无法排除其鉴定结论的

偏颇性，主要原因是，这种鉴定体制不具备现代法治原则所

要求的中立性的基础。

2.违反科学的愚昧观念助长了司法鉴定活动的任意

性。

司法鉴定活动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一个客观公正的鉴定

结论不仅取决于鉴定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设备的性能，

而且还取决于鉴定人的公正态度和责任心。所以，一般情况

下，鉴定结论并不具有唯一性。然而，至今为止，仍有些人

将科学方法等同于科学性。这些人认为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

知识的人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的，所以，鉴定结论就必然是

科学的、不可怀疑的。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一部分社会公众

之中，甚至存在于某些法官和检察官之中。在这种认识的基

础之上，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权和对重新鉴定的请求权常常会

受到粗暴的剥夺。与此同时，也助长了司法鉴定活动的任意

性。

3.缺乏制约的鉴定体制使司法鉴定环节成为诉讼程

序中的黑洞。

处于垄断地位的司法鉴定机构不仅缺乏中立性，而且缺

乏制约机制。在现行体制下，官方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地位也

决定了其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加之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评价

缺乏必要的法定程序，致使律师没有办法去鉴别其结论的真

伪与对错，甚至法官对此也同样无能为力。所以，实践中许

多情况下鉴定结论都会顺理成章地被采纳，如此，司法鉴定

往往成为司法程序中最易突破的薄弱环节。一旦在这个环节

做了手脚，就会动摇整个案件的证据基础，直接影响到案件

定罪量刑的公正性。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随着司法

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司法程序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全

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司法鉴定中的暗箱操作现象却并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其成为司法程序中一个被忽略的黑

洞。

4.辩方没有鉴定启动权，致使律师对司法鉴定无所

作为。

在目前的诉讼程序中，辩方律师只有对鉴定的请求权，

却没有对鉴定的直接启动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是鉴定

机构不接受律师提出的鉴定请求，或者是法院拒绝接受律师

提交的鉴定结论，所以，律师只能向法院提出要求鉴定或重

新鉴定的申请，由法院去委托鉴定。如果法院不接受律师的

请求，鉴定程序就无法启动，律师更无权向侦查机关和起诉

机关调取物证去自行鉴定。由于辩方律师对司法鉴定没有启

动权，即使对鉴定结论存有疑问也无法找到依据，甚至在多

数情况下根本就无法提出疑问。所以，对于司法鉴定问题，

辩方律师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况之中。

在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诉讼活动中，唯有辩方没有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这种现状充分反映控辩双方的不平等地

位，显然是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诉讼理念相违背的。

5.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剥夺了被告方对鉴定结

论的质证权。

由于司法鉴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所以，对鉴定结论进

行法庭质证意义更加重大。如果法律规定每一个鉴定人都必

须在法庭上接受质证并对其所出的结论作出合理解释，不仅

使法官得以兼听则明，而且会促使鉴定人更具有责任感和中

立性。相反，鉴定人不出庭，不仅剥夺了被告方对鉴定结论

的质证权，而且形同于明示鉴定人，他可以对自己作出的结

论不负责任。

在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诉讼活动中，唯

有辩方没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这种现状充

分反映控辩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显然是与现

代法治社会的诉讼理念相违背的。

在被告方不具有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前提下，控诉方提出

的鉴定人又不出庭接受质证，不仅蔑视了被告方的辩护权，

事实上也蔑视了法庭的审判权。因为，既然鉴定结论不必经

过对鉴定人的质证即可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法庭就可以

将其作为当然的证据予以采信。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是：侦查权代替了审判权。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前述问题表明，这些弊端

已经严重妨碍了司法鉴定活动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从而也妨

碍了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全面改革司法鉴定制度，不

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二、可借鉴的国外司法鉴定活动的通
行模式

纵观各国司法鉴定制度，在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

中具体做法上虽然各有特色，但其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大同小

异。概括起来，可以归纳出如下几方面的异同之处：

1.普通法国家与大陆法国家司法鉴定模式的共同点

虽然普通法与大陆法两大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有所不

同，但其司法鉴定模式却基本大同小异。二者共同之处主要

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

在英国，共有七个较大的鉴定机构（有的称为法庭实验

室）隶属于国家内务部，但独立于公、检、法三机关之外，

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性。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各种鉴定机

构。这些机构需要具有资格认定，且每年都要进行资格注

册。只要具备这些条件，都可以进行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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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有科技警察总部和相应的分支机构，这是警

局内部专设的司法技术鉴定机构，只为警局和法院服务，不

收费用，也不接受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人的委托进行鉴定。

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各种鉴定机构，与英国不同的是，这

些机构没有资格限制，可以接受各种机构和私人委托进行鉴

定，其鉴定的效力完全由法庭认定。

比利时等其他大陆法国家也有官方和民间的不同鉴定机

构，其性质与西班牙相似。

根据欧洲统一法典《草案》的规定，在侦查阶段，警察

可以有自己的专家；但在审判阶段，法院所委托的鉴定机构

必须独立于警察和检察两个机构之外。

（2）控辩双方都具有鉴定的启动权。

对同一案件，控辩双方可以各自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

鉴定，并向法庭提交各自的鉴定结论。这种做法表明，任何

一种司法鉴定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在法庭上也

具有对抗性。鉴定结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辩论后，由

法官认定采信哪一种结论。

（3）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

鉴定人出庭作证，在欧洲是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直接言

辞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英国，鉴定人也作为证人，被称为专家证人。专家证

人既包括鉴定人，也包括其他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当这两种

人针对某一专门问题出庭作证时都被称为专家证人。

欧洲大陆法国家，有些是同英国一样把鉴定人也视为证

人，有些是鉴定人不作为证人，而是以鉴定人的特殊身份出

庭接受质证。在这种情况下，鉴定人的身份比普通证人的身

份更重要，尤其是当法庭自行委托鉴定人时，其身份被视为

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具有更高的权威性。

共同的是，鉴定人无论是否作为证人，都必须出庭接受

质证，当庭陈述其鉴定结论的根据、理由及其合法性。

在比利时，在法定最高刑九年以上的案件中，证人和鉴

定人必须出庭，在九年以下的案件中则有一定的灵活性，但

如果对方提出异议时可向法庭申请传唤到庭，法庭认为有必

要时就必须出庭。

2.普通法与大陆法国家司法鉴定模式的不同点

在英国，当双方鉴定结论有冲突时，法官只采信一方

结论，法庭自身并不搞重新鉴定，充分反映出当事人主义色

彩。大陆法国家也允许双方各自委托鉴定，但更侧重于由法

庭委托鉴定。当双方鉴定结论有冲突时，如果法庭认为有必

要，则可以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同时，双方也

可以在一开始就通过法庭委托鉴定人，或者由法庭自行委托

鉴定人。当法庭自行委托鉴定时，费用由法院负担。这些做

法反映出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色彩。

三、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建议

针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结合国外司法鉴

定模式中的成熟经验和我国司法鉴定领域的具体条件，我国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应重点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设立具有司法鉴定权的中立的司法鉴定机构，打

破垄断局面。

为保持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应在

全国范围内设立一些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的中立的司法鉴定

机构。这些机构既可以由政府设立也可以是民间组织。这些

机构都可以接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委托进行鉴

定活动。与此相适应，法院内部没有必要设立鉴定机构，而

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只对本部门负责，不能接受外部委

托，其鉴定结论只能作为指控证据而不能成为当然的定案依

据。

2.对司法鉴定的专业人员应有资格限制，鉴定人应

对鉴定结论实行个人负责制。

无论在中立的鉴定机构还是在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

对于鉴定人都应当具有统一的资格限制。对于资格考核设立明

确的法定程序。对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当设立全国统一的

专门管理机构，该管理机构当然也必须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体制中，鉴定结论上虽然也有鉴定人签

字，但实际上鉴定机构的部门影响力却显得更加重要，在很大

程度上淡化了鉴定人的责任。因此，必须明确规定鉴定人的个

人负责制，明确责任划分并且强化鉴定人的责任感，在出具伪

证的情况下，必须追究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3.赋予辩方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重视律师在司法

鉴定中的作用。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是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权利，控辩双

方平等享有该项权利是保证诉讼公正的基础，这一原则在任

何法治国家都无一例外。因此，必须彻底打破控诉方对鉴定

启动权单方垄断的现状，使辩护方得以直接启动鉴定程序，

并有权向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调取鉴定材料。可以认为，这

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也是防止暗箱操

作的一个有效措施。在此基础上，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

将各自提出的鉴定结论分别呈上法庭，在法庭上同时接受质

证，由法庭作出最终裁决。

4.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将司法鉴定活动纳入

庭审活动的监督与控制之中。

鉴定人出庭问题应当与证人出庭问题同时解决。在现存

的诉讼模式中，既然不出庭证人的证言可以接受，那么鉴定

人出庭的问题显然难以彻底解决。因此，解决鉴定人出庭问

题必须首先确立直接言辞原则，与此同时，排除未经庭审质

证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以侦代审的

不正常现象。

当然，鉴定人出庭会有一些具体的实际困难，例如时间

问题、经费问题等等。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其成本远远低于因妨碍司法公正而造成的危害。

5.法庭可采纳一方的鉴定结论，也可以委托中立的

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重新鉴定。

在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中，控辩式庭审方式尚未彻底实

现，一定程度上仍带有职权主义色彩，加之鉴定机构的体系

尚不完善，所以，在对于鉴定结论的采信方式上参照大陆法

国家的模式更为现实，即法院可采信一方结论，也可以委托

中立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重新鉴定。

改革与完善司法鉴定制度还会涉及很多具体问题，但前

述五点是核心，也是关键，因为它们直接体现出现代法治社

会的诉讼理念和诉讼原则，从而成为公正审判的重要基础之

一。

（本文写于2001年前后，系作者赴欧洲多国考察相关司法制度后写

成，对现在而言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必须彻底打破控诉方对鉴定启动权单方垄

断的现状，使辩护方得以直接启动鉴定程

序，并有权向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调取鉴

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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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控五千余万诈骗到判决二十余万行贿

201 2年深秋，寒意渐浓

时，我和田文昌老师接

待了两位从外地来的客

人。女士面露愁容，交谈之后才得

知，其丈夫因为自家苗圃被征收，被

控涉嫌合同诈骗罪，金额有5400余万

元。她曾多方咨询，被告知诈骗罪成

立，这个金额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

尤其是该案是纪委查办案件后移送公

安机关的，辩护更是难上加难。但是

她无法理解的是，明明是政府要征收

她家的苗圃，补偿款也是政府评估确

定的，怎么就变成诈骗了呢？在以泪

洗面中煎熬一段时间，感觉走投无路

之后，经人介绍到北京京都律师事务

所来找田文昌老师。最终由田老师和

我一起承办这个案件。

一、批 导

根据法律规定，拆迁征收的补

偿款，应该是政府指定评估后双方协

商的结果，能否成立诈骗值得商榷。

但是本案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

们还是选择将辩护重点集中在案件事

实。通过阅卷，我们发现和大多数案

件一样，这个案件的指控主要是建立

在言词证据之上。虽然被告人本人没

有有罪供述，但是被征收方参与征收

清点的员工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口供能够

大致印证:被告人指示手下员工，并串通

政府工作人员，在清点苗木的过程中虚

报苗木数量和树径，涉嫌诈骗。这些言

词证据使我们对于诈骗行为的辩护陷入

困境，因为我们深知在现有注重庭前口

供的司法环境中，要推翻被告人指使他

人虚报的事实十分困难。但是我们也很

敏锐地察觉到本案关于诈骗数额的认定

存在严重的问题。

据家属向我们反映，涉案的苗圃

占地200亩左右，受让前该苗圃属于国

家林木良种繁育基地，先后投入两千多

万，经营了十多年，里面有很多名贵的

树木，但是侦查机关评估的苗木价值只

有300多万元。这实际是司法实践中一个

普遍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的合法性和

科学性。该鉴定涉及的是本案一个基本

事实，即诈骗数额。如果这一基本事实

不清，我们就像找出了一件破毛衣的线

头，顺着这个线头理下去，这件破毛衣

就可以引刃而解了。

二、移樽就教

确定将司法鉴定作为案件突破口之

后，我们首先察看了苗圃现场。虽然大

部分土地被征收用于商业开发，夷为平

地，但是被保留下来留作公园的部分，

  邹佳铭 / 文

　　

邹佳铭律师简介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至2009年一直脱产研习刑

法，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2009

年至201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

校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多

篇，专著一部。攻读博士和博士后

研究期间，兼职从事律师工作。现

为专职刑辩律师，同时兼任高校刑

法学硕士导师。

邹佳铭律师专业领域是刑事辩护，

擅长复杂、疑难案件，曾在多起

案件辩护中取得撤案、不起诉、

免于刑事处罚、改判轻罪的效果。

2015年，邹佳铭律师获得了ALB

评选的"ALB2015年最佳女律师"称

号。

看得见的判决
看不见的专业

——京都刑辩律师办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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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公正的量刑，行贿23万元判刑10年，

个中原因不言自明。被告以一审判决量刑畸

重为由，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同时公诉机关

认为一审法院定性错误，也向二审法院提出了

抗诉。为减轻二审辩护的难度，我们在二审开

庭之前依法向上级公诉机关提交了辩护意见，

并且当面进行了沟通，我们专业而充分的辩护

意见终于说服上级公诉机关作出撤销抗诉的决

定。

二审法院对本案也予以高度重视，虽然上

级公诉机关撤销了抗诉，但是他们对一审的定

性仍旧带有疑惑。承办法官就我们一审提出的

证据和辩护意见，与田文昌老师和我当面进行

了详尽的沟通，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虽然

只是辩方就刑期提出上诉，合议庭仍旧对本案

的定性进行了调查，在我们充分的证据、有力

的说理面前，庭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是

一段长时间的等待，终于在2016年5月，二审

法院对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于

同年9月做出终审判决，采纳辩护人认为一审

量刑畸重，应予改判的辩护意见，改判被告人

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六、天道酬勤

这个案件，没有轰轰烈烈的过程，也没有无罪判决的狂

喜，但是作为承办律师，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是，通过我们

点点滴滴，踏踏实实的努力，把一个控方在涉嫌犯罪的行为

上看似没有任何辩护空间的案件，通过科学、专业的证据击

破了控方证据的最薄弱环节，使得这个案件取得了最好的辩

护效果。

这个案件的借鉴意义就在于，辩护难是所有刑事辩护律

师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当我们能把辩护意见以一种专业、

充分的方式展示给法庭时，这种说服力是十分有分量的。刑

辩律师会承接各种类型的案件，每个案件都会带来新的挑

战，我们永远无法穷尽所有的案件和问题，所以一定要秉持

一种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要有研究的能力，还要有向专业

人士求教的精神。当我们以专业精神打通案件中的每一个屏

障，就走出了一条通往最佳辩护之路！

确实是林木葱葱，还有很多参天大树，家属说这些都是他们

费尽周折，从江西、湖南等地买来的老樟树。有了这些直观

认识后，我们更是坚定了从苗木价值的司法鉴定入手的辩护

思路。

本案司法鉴定中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办案机关委托鉴

定机关做司法鉴定时，征收已完成，苗圃已被大面积破坏，

有一半以上面积的苗木都被移走或铲除，剩下的部分也因无

人照看出现苗木死亡的情况，这就是说鉴定当时，鉴定对象

已经不存在，那么司法鉴定就是不完整和不客观的。而且，

从形式上看，鉴定机构和人员都不具备从事森林资产评估的

资质，从内容上看，鉴定资料十分粗糙，结论具有很大的随

意性。

为解决这个专业难题，我们寻找专家支持。我们问询到

森林资产评估最权威专业的是以前下属林业部的北京某某资

产评估公司，便登门拜访。可喜的是，通过咨询，我们了解

到本案的司法鉴定从主体到程序，直至最终的结论都存在严

重的问题，根本不能采信。可忧的是，该公司了解到本案的

司法鉴定是通过司法机关委托的，明确表示不愿意出具复核

意见。在感叹中国辩护律师取证难之余，我们并没有气馁，

而是多次和专家们沟通，消除他们的顾虑。最终我们以诚心

和敬业精神打动了他们，该公司出具了一份十分专业的复

核意见，对本案的辩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判决之

前，承办法官还打电话向专家们咨询本案的司法鉴定问题，

专家意见在本案中体现出强大的说服力。

三、锦上添花

在向专家咨询森林资产鉴定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思

考，这么大一片园林被征收破坏前难道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家属拿来了一些照片，是被征收前他们自己拍照留念的，这

些随意拍下的照片真实记载了那些曾在苗圃中存活过的美丽

生命。对照司法鉴定的苗木品种，我们发现很多照片中的名

贵树种并没有列入评估的范围，这些照片最后被呈交法庭，

证明司法鉴定的不完整。

由家属拍摄的照片我们联想到，能否通过卫星图像复原

被征收前苗圃的真实景况呢？我们在北京找到了一家处理卫

星图像的公司，通过定位他们查找到了卫星拍摄到的苗圃实

景，从俯视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被征收前苗圃绿树葱葱、层

层叠叠。与被征收后的苗圃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后者大

面积的黄土裸露，保存下来的部分苗木的密度也比原来的明

显要低。我们选取了政府清点苗木、政府委托资产评估公司

评估以及司法鉴定机关鉴定的基准日这三个时间点，将这些

卫星图像用一定的比例放大制作成三幅大图片。当我们在法

庭上对比展示时，视觉的冲击效果十分明显，听众席上一片

唏嘘之声。开庭后，同案的当地律师说：“你们北京律师做

案件，把现代技术运用得淋漓尽致，效果太好了。”通过专

业评估机构的专家意见和庭审现场展示的卫星图像，本案中

司法鉴定的不合法和不客观性昭然若揭，对本案定罪的基本

事实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四、柳暗花明

本案涉嫌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通过阅

卷我们发现本案的土地征用审批、公告、补偿等程序都存在

明显的违法嫌疑。为此我们特意拜访了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

司的工作人员，咨询了国家关于土地征收的相关法律法规，

有理有据地向法庭说明：本案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存在批准权

限、征收依据、立项审批、公告程序、入户调查清点等一系

列程序涉嫌违法。这就直接指向了本案成立的前提，因为只

有在依法实施的征地补偿前提之下，才能在国家规定的补偿

通过我们点点滴滴，踏踏实实的努力，把一个控方

在涉嫌犯罪的行为上看似没有任何辩护空间的案

件，通过科学、专业的证据击破了控方证据的最薄

弱环节，使得这个案件取得了最好的辩护效果。

标准基础之上双方协商补偿数额。在此前提下，以欺骗手段

多获补偿款才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征地拆迁本身涉嫌严重违

法，就不存在按照国家标准协商补偿的前提，这将对本案的

定性有着直接、不容忽视的影响。虽然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

并未对此展开论述，但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入研究，让我们对

判决充满了更多信心和期望。

一审法院十分重视本案，分两次共四天开庭审理，并在

庭下对我们的证据进行了核实，终于在2014年5月做出一审

判决，认为：“尚无充分确凿证据证实诈骗数额，故指控该

二被告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罪名不能成立。”并依据被告

人给负责征地拆迁的国家工作人员贿送23万元的事实，判处

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

五、一波三折

一审判决虽然推翻了诈骗罪的指控，但是并未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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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
被羁押三年九个月，终获无罪释放

  相愫晶 / 文

2011年7月，河北荣艺园林古建有限公司（住所

地：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以下简称“荣艺公

司”）经招投标程序，成为了河北省迁安市黄

台山公园二期轩辕阁工程的承建方，中标价2685万元。

同年9月，在河北迁安市，荣艺公司项目负责人王立信

将中标的轩辕阁工程，先以1660万元（后改为以1590万元）

转包给了湖北丰景园林古建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冶

市，以下简称“丰景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文刚，双方签订

了《建筑工程施工项目承包协议》（以下简称“合同”），

约定了彼此的权利、义务。

9月中旬合同签订后，由于工期紧张，丰景公司刘文刚

应荣艺公司要求，从湖北老家组织近百名施工人员进驻施工

工地，按照合同进行了施工。丰景公司建有活动板房，购置

施工材料、机械，完成了基本土石方和牌楼等工程，支付了

工人工资。

截止到12月底，该施工项目丰景公司刘文刚已投入400

余万元资金，而荣艺公司仅以“借资”的方式，支付给丰景

公司268万元的工程款。

施工期间，由于荣艺公司滞后提供全部实际施工图纸，

在实际施工中，又新增了木制工程和彩绘贴金等施工工程

量，加之原建筑基础桩偏位，致使丰景公司工人窝工近一个

月，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丰景公司刘文刚与荣艺公司王立

信就上述事宜和需要增加工程价款等问题协商未果。

2012年春节过后，荣艺公司趁冬季无法施工、丰景公司

工人也因春节放假回湖北老家过年之机，将工程又另行私自

转包给他人。

荣艺公司“一女二嫁”的目的是：一方面为了阻止丰景

公司春节后返场施工。另一方面，又以刘文刚犯有合同诈骗

罪为由，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分局经侦大队异地报案，并

对刘文刚进行立案、通缉。

2012年9月23日，刘文刚因涉嫌合

同诈骗罪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

刑事拘留。羁押于石家庄市第二看守

所。

2012年10月18日，刘文刚因涉嫌

合同诈骗罪被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

察院批准逮捕。

2013年4月28日，河北省石家庄市

人民检察院冀石检公诉（2013）53号

《起诉书》，以刘文刚涉嫌合同诈骗

罪，提起公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3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3）石刑初字第79号

《刑事判决书》判决：“一、刘文刚

犯有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二、赃款赃物予以追缴。”

刘文刚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

2014年11月10日，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2014）冀刑二终字第49

号《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认定

有的事实尚有不清楚，在审理本案过

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

情形”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至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5年10月9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石

刑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书》，判定：“一、被告刘文

刚犯有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刘文刚的犯罪

所得，依法返回被害单位。”

刘文刚仍不服重审的一审判决，再次提出上诉。

2016年6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

刑终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以“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上

诉人刘文刚犯有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

机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上诉理由及省检察院出庭意见应

予支持。”判决：“一、撤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5）石刑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文刚无罪。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2016年6月24日，刘文刚从2012年9

月23日被刑拘之日始，在石家庄市第二

看守所已被羁押整整满三年九个月后，

被宣告无罪后释放。

办案经历和感悟

在该案被河北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

后，京都律师事务所接受刘文刚家属的

委托，指派我作为刘文刚的辩护人介入

该案的律师辩护工作。

我接手该案后，立刻到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委托手续，依法复

制了全部案卷材料，仔细阅卷工作后，

确定了无罪辩护的工作方案。并通过多

次会见被告，更深入了解被告人刘文刚

的冤情，随后，在其女婿杜如刚向律师

提供证据线索等必要的配合下，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调查取证，获得了有利的证

据。以上工作更加坚定了我为刘文刚打

无罪信心。

在2015年3月19日，一审开庭中，我

作为刘文刚的辩护人，提供了六组25份无罪的证据，并当庭

充分论证了刘文刚案存在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认定刘文刚犯有合同诈骗罪是完全错误的辩护观点。并向法

庭强调指出：刘文刚案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更不能排除

某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用司法机关个别办案人手中的权

利，枉法办案，践踏国家法律，人为制造冤假错案的问题。

公诉人对辩护人的第一轮无罪辩护意见未置可否，也没有发

表反驳的公诉意见。闭庭，在开庭笔录上签字的过程中，我

与主审法官又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

审此案的法官，能够排除干扰，将此案发回重审，恪守法律

底线，表示称赞和敬佩。我的意见得到主审法官的认同。她

也情不自禁，当着被告及家属的面说：“这个案件真是冤枉

了！”并说：让我们放心，她一定会如实跟法院领导、审委

　　

相愫晶律师简介

相愫晶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从事律师职业二十多年来，恪

守律师职业操守，做事认真踏实，

积累了大量实践办案经验，成功地

代理了数百起刑事辩护及民商事重

大疑难案件，其中有十余起无罪、

改变定性的刑事辩护意见被法院采

纳，有的案件最终获得国家赔偿。

并曾担任多家企业的常年法律顾

问，善于处理和解决刑民交叉问

题，为企业和个人防范法律风险挽

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大限度的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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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汇报案情，让我们等待判决结果。

然而，经历了长达七个月非常煎熬的、苦苦的等待，等

来的却依然是有罪判决。刘文刚的刑期，只是由原来的“无

期徒刑”，变为13年有期徒刑。虽然，这次改判，较之前的

无期徒刑轻判了，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尽管有这样的

心理准备，我还是十分失望和痛心！但作为老律师养成的越

挫越勇个性，不平和愤怒很快便将我从沮丧中唤醒。我认

真、仔细、反复地研读了《判决书》，并在上诉期限内，有

针对性地为刘文刚准备了详尽的《上诉状》，这份上诉状即

使进行书面审，也是能够涵盖和阐述清楚所有无罪的理由，

且重点突出。

此时，知道判决结果的被告刘文刚的家属也都一筹莫

展，几乎对上诉都不敢再抱什么希望了！ 刘文刚在看守所

里，见到这样的判决，精神上也倍受打击，身体更加每况愈

下。他在里边羁押久了，看到的、听到的、见到的也多了，

他对中国的法律失去了信心，深深地感到了绝望，他说他不

想上诉，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再拖累家人了，盼着

早点去监狱服刑、减刑早一天出去。同时，他考虑到继续聘

请律师还需要费用，他家庭的情况已经是打不起了。他原本

还算富裕的家庭，因为承包了这个工程，已经垫付了家里的

所有积蓄。又因他们官司打了三年多，也已经是债台高筑，

能借钱的亲戚、朋友几乎都借遍了，已经是举步维艰。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只好自费去到石家庄第二看守

所，会见刘文刚。与刘文刚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帮助刘文刚

重新树立起了信心，说服他坚持提出无罪上诉，继续将案件

打到底，并向其承诺，如果上诉二审还是判有罪，我会帮他

申诉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刘文刚听后，激动、高兴地在《上

诉状》上签署名字。《上诉状》签好后，我留了一份给他，

他说：在里边，他一有空就拿出来看上几眼，这是支撑他继

续走下去的决心和信念。另两份《上诉状》由我亲自递交到

了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时，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三次提审刘

文刚时，与其认真、耐心并逐一地核对了上诉状的提出上

诉的事实和理由。还对刘文刚说：“你请的北京律师很有水

平”，省院检察官对我在重审一审时的律师工作表示了认

可。刘文刚激动得止不住落泪，并给检察官跪下了，他哭着

喊冤！并求检察官查明冤案，为其主持公道。

二审开庭时，出庭检察官当庭表示：本案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应该宣判无罪。这样的二审出庭

检察意见，真是实属罕见。

随后，2016年6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

决认定上诉人刘文刚犯有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上诉理由及省检察院出庭意

见应予支持”，宣判上诉人刘文刚无罪。

6月24日刘文刚在被羁押了整整三年九个月后，被无罪

释放。

这样的无罪判决，在当下，尤其是在我国的无罪判决率

正呈逐年下降和趋零化的走势的情形下，就更加显得难能可

贵和得之不易了。

作为一名执业二十多年的老律师心绪难平，我为河北省

检察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检察官和法官，能够排除干

扰，秉公执法，敢于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

案件主张和宣判无罪而点赞！为我的当事人刘文刚获无罪释

放而庆幸。

2016年7月19日，刘文刚与其女婿杜文刚一同带着湖北

家乡的土特产来到京都，一是：礼轻情意重，感谢相愫晶律

师，为他的案件能够获得无罪而付出的努力；二是：与京都

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继续聘请相愫晶律

师、徐莹律师为其代理申请国家赔偿案。

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秉承所训，不负委托人的信

任和重托，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6月24日刘文刚在被羁押了整整三年九个月后，被无

罪释放。这样的无罪判决，在当下，尤其是在我国的

无罪判决率正呈逐年下降和趋零化的走势的情形下，

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和得之不易了。

央视报道的10公斤贩卖毒品大案，
二审为何能够死立执改判死缓？

 汤建彬 / 文

央视报道展示当地禁毒成果，一审三
被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3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一线》栏目以《追查哑

巴亏》为专题报告了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破获的一起

贩卖10公斤冰毒的大案，节目中以现场录像的方式，全程展

现了郎溪警方如何获得案件线索、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布

控、如果进行抓捕的全部过程。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通过一个吃了“哑巴亏”的

零包毒贩,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在上海的批发毒品的团伙。

2013年5月初，该团伙负责人梁世强及成员梁俊携带35万元赴

广东省惠来县“阿伟”（另案处理）处联系购买冰毒。因毒

资存在缺口，梁世强电话指使同伙王珊、梁捷将10万元购毒

款汇给梁俊。经过商谈，梁世强、梁俊以每公斤冰毒5万元

的价格，从“阿伟”处购得冰毒10公斤，并先行支付对方毒

资45万元。后梁俊将所购冰毒运至上海交由梁捷存入仓库用

于贩卖。5月17日早晨，经中间人潘斌介绍，梁世强指使并

伙同梁捷、梁俊、潘斌在上海市浦东区杨高南路和厦门路交

接处，以每公斤冰毒13万元的价格将3000克冰毒贩卖给“君

君”、“阿勇”（另案处理），并获了毒资39万元。交易完

成后，梁世强支付给潘斌介绍费1万元，自留1万元，剩余

37万元现金交由梁捷、梁俊带回交给王珊。5月17日上午，

“君君”、“阿勇”通过潘斌欲再购冰毒，梁世强对再次交

易有所担忧，遂电话联系李岩（梁世强客户）陪同梁捷送冰

——从《追查哑巴亏》案谈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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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审中，通过细致区分本案中各被告人之

间的作用，深入挖掘本案中存在的程序及证

据方面的问题，通过精细化的辩护，成功地

使梁俊、梁捷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

毒到浦东维也纳酒店，并为其毒品交易提供参谋，李岩表

示同意。

期间，梁世强指示梁俊携带40万现金飞赴再进一批

毒品。5月17日中午，经梁世强同意，李岩在梁捷处购买

997.4克冰毒，并暂付毒资4万元。当日下午，应梁世强的

要求，李岩驾车并携带997.4克冰毒、梁捷携带2998.6克冰

毒一起至上海浦东维也纳酒店停车场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案发后，郎溪县公安局分别在梁世强、王珊等人租住

的贝尚湾小区3号楼602房间查获冰毒33.88克、氯胺酮5.89

克、尼美西泮0.34克；在梁世强、王珊所租的大中九里

德小区1号楼310室毒品仓库内查获冰毒253.37克、氯胺酮

536.95克、尼美西泮2.04克、咖啡因899.18克。

2013年7月10日，因去广东进购毒品未被当场抓获的

梁俊，在贵州凯里市落网。

2014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梁世强、梁捷、梁俊三被

告分工明确，约定了分成比例，三人作用相当，均为贩卖

毒品的主犯，且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致使大量毒品

流入社会，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

重，依法应予严惩，判处三被告死刑立即执行。

精细化辩护挖出案件问题，二审两被
告由死立执改判死缓

《追查哑巴亏》案一审判决后，汤建彬律师接收梁俊

的委托，曹春风律师接受梁捷的委托，分别担任二人的二

审辩护人，在二审中，通过细致区分本案中各被告人之间

的作用，深入挖掘本案中存在的程序及证据方面的问题，

通过精细化的辩护，成功地使梁俊、梁捷从死刑立即执行

改判为死缓。

《追查哑巴亏》案的辩护成功，为毒
品案件共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一）毒品犯罪中的从犯作用为何难以认定？

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

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一审判决中认定：“梁世强、梁捷、梁俊在共同贩卖毒

品中，梁世强负责联系买家，商谈交易数量及价格；梁捷负

责保管毒品，给买家送货；梁俊负责进货，在部分毒品交易

时亦参与送货；梁世强、梁捷、梁俊分工明确，同时明确约

定毒品交易所得分成比例，三人作用相当，在贩卖毒品的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组织、策划、参

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梁俊、梁捷二审辩护人在仔细研究本案案卷后发现，

本案中，无论是梁世强及梁世强的同居女友王珊及梁世强的

朋友和客户，都认为梁捷、梁俊是马仔，在央视《追查哑巴

亏》节目中，侦查机关的罗宜斌大队长也说梁捷、梁俊是梁

世强的马仔。梁俊在梁世强的安排下从广东进货，但不参与

进货价格的确定，只负责进货款项的支付；梁捷在梁世强的

安排下负责保管毒品和送货给买家，也不参与销售价格的确

定。

 梁俊、梁捷没有出资，被抓前也仅向梁世强支取了几

千元的生活费，二人并不掌握贩卖毒品的实际的进货价格及

卖货价格，不掌握毒品交易真实的获利情况，即使梁世强的

同居女友王珊曾向梁俊说过梁世强说给梁俊、梁捷每人20%

的分成，也因为这个分成不是梁世强、梁捷、梁俊协商确定

了，梁世强本人也没有认可这个分成方案，所以无法确定这

个分成比例的真实性及可实现性，所以，也不能基于此认定

梁世强、梁俊、梁捷具有合伙关系。

基于上述案件事实，梁俊、梁

捷的辩护人认为，在本案的贩卖毒品

共同犯罪中，梁世强起到了策划、组

织、领导的作用，并雇佣了梁俊、梁

捷参与毒品犯罪，梁世强虽然做了犯

罪分工，但梁世强在本案中起到了主

导性作用，梁世强的作用明显大于梁

捷、梁俊，梁俊、梁捷起到了辅助

和配合梁世强贩卖毒品的作用，基于

此，提出了“梁俊、梁捷作用明显小

于梁世强，梁俊、梁捷应当认定为从

犯，应当从轻处罚”的辩护观点。

对于上述辩护观点，二审判决做

了如下回应：“二人虽非毒品的所有

人，也不是毒资的出资人，但与梁世

强有约定，按照获利的20%分红，且

二人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主动，作用积

极，故关于其二人系从犯的上诉理由

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但从犯罪行为

上看，其二人的作用较梁世强相对明

显较小，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由此可见，二审法院虽然没有认

可辩护人关于认定从犯的辩护观点，但采纳了“梁俊、梁捷

作用明显小于梁世强”的辩护意见，并基于此对梁俊、梁捷

从轻处罚，从辩护效果上看，辩护人实现了辩护目的。

《大连会议纪要》规定“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

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

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

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

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

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

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

定为主犯或者从犯。”

本案中，依照《大连会议纪要》，梁俊、梁捷在本案中

不属于“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

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的情形，认定为“起次要或

者辅助作用”更为适宜，但是，因为“其他起主要作用”与

“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之间的没有清晰标准，所以，在很多

案件中，法官会基于被告人实际参与

了毒品犯罪的关键环节，来认定被告

人起到了主要作用的情况，本案中的

两个马仔被认定为主犯就是一个明显

的例子。

基于此，在毒品犯罪案件辩护过

程中，如果被告人属于被领导的实行

犯，参与了贩卖毒品的关键环节，如

果符合认定从犯的条件，在认定从犯

辩护的基础上，一定要重点区分该被

告人与其他被告人在贩卖毒品行为中

所起作用大小的不同，拉开与其他被

告人在犯罪行为作用上的差距，从量

刑均衡和公平的角度进行阐述从轻处

罚的辩护意见，这样，即使法院不认

定为从犯，也能获得相对从轻的判决

结果，特别是毒品数量达到死刑标准

的案件中，能够认定为作用相对较小

的主犯，基本上不会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的，这就意味着被告人有了能够活

下来的机会。

（二）毒品案件的毒品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等

程序瑕疵是否能够影响量刑？

《追查哑巴亏》案中的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等程序

上存在如下问题：

毒品没有当场扣押，扣押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没有当

场称量查获毒品，没有称量毒品净重，使用扣押犯罪嫌疑人

的秤具称量；检材提取没有当事人在场等问题。

违反了《公安机关缴获毒品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在案件现场收缴毒品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获取、及时固定有关证据。除特殊

情况外，对收缴的毒品一般要当场称量、取样、封存，当场

开具《扣押物品清单》，责令毒品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名，并

由现场两名以上侦查员签字。有条件的，要对收缴毒品过程

进行录像、照相，存入案卷，永久保存。

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

标准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毒品数量是指毒品净重。称

　　

汤建彬律师简介

汤建彬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

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师承刑诉大师，

具有良好的法学理论素养及扎实的专业

知识，在十多年的法律研究和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娴熟的实务操作经验及良好

的社会各界资源，具有较强的分析、处

理、应变、解决问题的复杂法律问题的

能力，专长于毒品犯罪辩护和死刑复核

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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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要扣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应由两名以上

侦查人员当场、当面进行，并拍摄现场照片。查获毒品后，

应当当场制作称量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字；犯罪嫌

疑人拒绝签字的，应作出情况说明。”

违反了安徽省公、检、法三机关《毒品案件证据收集

审查判断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检验毒品数量时，应当扣

除包装物和容器的重量，毒品称量、提取检材时应当与被告

人、见证人当面进行。称量、提取检材的过程，应当制作笔

录，并拍照或录像。

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

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

用、调换或者损毁。

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

条规定的，对查封、扣押的财物及其孳息、文件，公安机关

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调

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

上述毒品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等程序瑕疵及证据瑕

疵，是否能够影响到毒品案件的量刑？笔者认为，上述程序

瑕疵及证据瑕疵已经降低了案件的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酌

情从轻处罚，涉及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标准要求

最严格，案件存在证据瑕疵，在判处死刑上要留有余地。

基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书证证据审查标准的规定，本案没有见证人签字的扣押

笔录，同时也没有办案人员补正和做出合理解释，应当不能

作为证据使用； 没有当场称量和封存，不能避免在毒品移转

过程中被调换和污染的可能性；没有对毒品净重的称量，致

使案件指控贩卖毒品的准确数量不清；检材提取没有当事人

在场，检材与查获毒品的同一性及检材提取的规范性就难以

让被告人信服。

但在目前的毒品案件审判过程中，上述毒品扣押、称

量、取样和送检环节违反法定程序造成的证据瑕疵，法官可

能不会排除上述证据，不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但瑕疵的累积

会引起质变，会影响到法官判决时的内心确信，会带来量刑

上从轻的效果，特别是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可能会获得被告

人判处死缓的理想辩护效果。

（三）毒品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能否被打掉？

《追查哑巴亏》中的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存在重大问题：

1、 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

本案中的《毒品检验鉴定报告》是宣城市公安局刑物证

鉴定中心出具的，并加盖了安徽省宣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专

用章，但没有也无法提供宣城市公安局刑物证鉴定中心的鉴

定机构资格证书，应当认定本案中的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

格和条件。

案卷中提供的宣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机构资

格证书，但两个鉴定中心明显不是一个鉴定机构，也没有证

据证明是同一家鉴定机构。所以，该鉴定机构资格证书不能

认定宣城市公安局刑物证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格。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

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

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所以本案中的毒品检验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

用。

2、 鉴定机构超范围鉴定

即使认定本案中的鉴定机构是该宣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

中心，但该鉴定中心的鉴定范围中没有理化检验鉴定，同时

毒品净重的鉴定也不属于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该鉴定机

构在本案中做出的《毒品检验鉴定报告》属于“超出本鉴定

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鉴定。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

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

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所以本案中的毒品检验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

用，不能用于证明案件事实。

3、 鉴定机构超出委托事项做出鉴定

本案中郎溪县公安局委托的鉴定事项为：“上述检材中

是否含有毒品成分，如有，其净重是多少？”，可见委托单

位并没有委托鉴定机构作出毒品含量的鉴定，所以，鉴定机

构作出的毒品含量鉴定超出了委托范围，《毒品检验鉴定报

告》中的关于毒品含量的鉴定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4、 鉴定机构使用鉴定方法存在问题

鉴定机构用冰毒的鉴定标准（IFSC-02-07-2011）,却鉴

定出了氯胺酮、咖啡因等毒品成分，明显在鉴定方法和鉴定

过程上出现了问题，致使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能力和鉴定专业

性、准确性明显存疑。

5、 检材提取方法存在问题

本案中查获的疑似毒品颗粒：红色的颗粒83颗和绿色1

颗，鉴定机构应当按照颜色不同分别提取检材并分别编号后

进行鉴定，以便于不同毒品的认定，但鉴定机构将红色及绿

色颗粒混同后提取检材，违反了检材提取的规范。

上述鉴定报告存在诸多明显违法的情形，依照《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应不能作为定

案证据使用，但本案一审、二审均认定了《毒品检验鉴定报

告》的证据效力，由此可见，在毒品案件中将检验报告打掉

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法官虽然将有严重瑕疵的鉴定报告作

为证据使用，但却在对被告人在量刑上做出从轻处理，其实

这也是从另一种意义上通过辩护打掉了鉴定报告。

很多毒品犯罪案件中存在通过鉴定确定毒品数量（净

重）的情况，更严重的是侦查机关不再做毒品称量，而将称

量的工作委托给鉴定机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合法的。

对查获的毒品应当进行称量并制作称量笔录，必须由侦

查人员进行，这是侦查机关必须进行的侦查行为，所以也不

得转委托其他机构进行。

其他机构可以进行毒品的称量，但这种称量不属于侦查

行为意义的称量，同时，对外委托的称量也无法做到：由二

名以上侦查人员，当面（犯罪嫌疑人）进行，也无法制作称

量笔录，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在称量笔录上的签字确认。

（四）新闻媒体的案情报道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如前文所述，中央电视台《一线》栏目专门做了一期

《追查哑巴亏》的节目对该案破获进行了详细报道，从《追

查哑巴亏》的节目中可以看到，在梁世强去广东进货（本案

中10公斤毒品）前，侦查机关已开始对梁世强、王珊进行了

24小时秘密监控，并对他们的出行进行了跟踪并拍摄了跟踪

录像，当然，很有可能进行了监听，10公斤毒品到货后，梁

世强的先后两次的毒品交易，都是在侦查人员的跟踪监控下

进行的，梁世强等人的一举一动尽在侦查机关的掌控之中之

下。

通过上述新闻报告的内容可以证明如下案情事实：

1、侦查机关已经通过掌握的证据基本认定梁俊、梁捷

是梁世强的马仔；

2、通过节目中的跟踪录像可见，本案中的10公斤毒品

的进货和销售都是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完成的；

3、10公斤毒品到货后，梁世强与“君君”、“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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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第一毒品交易（3公斤冰毒），是在公安机关的跟踪

监控的情况下完成的，结合本案中两次毒品交易都是与“君

君”、“阿勇”进行，两次交易时间间隔不超过12小时，且

“君君”、“阿勇”另案处理及在本案中没有二人的笔录作

为证言的情况来看，“君君”、“阿勇”可能是公安机关安

排的特请人员。

即使不认定二人的特请身份，也可以从第一次3公斤毒

品交易是在侦查机关跟踪布控下完成了的，推断出这3公斤

毒品也不可能流向社会。

4、从节目中的现场抓获录像来看，本案中查获的毒品

均没有进行现场称量、现场提取检材、现场封存、现场出具

扣押手续，直接反映出了侦查机关在毒品物证保管环节的一

些程序瑕疵。

《追查哑巴亏》这样的新闻报告能够作为证据使用吗？

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在本案中，笔者作为辩护人将《追

查哑巴亏》这期新闻报告通过公证机关下载进行了公证，制

作了光盘，将光盘做为新证据提交给了二审法庭。庭审中，

检察院虽然对新闻报告的内容能否够证明案件事实提出了质

疑，但也无法否认该新闻报告中侦查机关在跟踪现场、查获

现场等录像的真实性。作为证据使用的《追查哑巴亏》新闻

报道，为辩护人的辩护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取得了较好

辩护效果。

（五）“控制下交付”能否作为不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的从轻量刑情节？

毒品犯罪具有隐秘性，而很多贩卖毒品的案件往往是在

刚刚完成交易后就被人脏俱获，为什么侦查机关总能够毒品

刚刚交易完成时“神兵天降”呢，是因为侦查机关在毒品交

易前就已经通过特请人员、技术侦查等手段提前掌握了将要

发生的毒品交易，并提前完成了布控，就等毒品交易完成时

进行收网。

所谓的“控制下交付”就是指上述情形，控制下交付

的发生，有可能是“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的结果，但

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来证明“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难度

非常大，但“控制下交付”，最明显的效果是可以直接证明

“毒品未流入社会造成危害”。

《南宁会议纪要》曾作过相关规定：“因特请介入，其

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

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

虑”，该规定认同了控制下交付毒品未流入社会，会大大减

轻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基于此应在量刑时从轻，因为新的会

议纪要的出台，《南宁会议纪要》不再使用，但笔者认为，

该条的规定仍具有指导意义。

《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2集《总第67集》王佳友、刘

泽敏贩卖毒品罪这一指导案例中的裁判要旨：“王佳友被当

场抓获并起获全部毒品，毒品没有继续流人社会造成进一步

危害，亦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上述指导性案例

可见，最高院认定控制下交付毒品未流入社会造成危害，可

以作为不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理由。

综上可见，控制下交付的辩护点在“毒品未流入社

会”，社会危害性大大降低，毒品案件中应当重视该辩点为

被告人争取量刑的利益，在涉及死刑适用的案件中，更应当

将此作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从轻量刑情节，做出社会危

害性没有到达极其严重的程度，没有达到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标准的辩护意见。

（六）毒品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如何适用死刑？

在目前毒品犯罪中冰毒等合成毒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下，在源头的冰毒的供货价格已经低至2万元一公斤的情况

下，十几公斤、几十公斤的毒品案件屡见不鲜，且毒品交易

的上、下家一般都有多人参加，

所以，在毒品数量巨大案件中，如何适用死刑？应当判

处几个死刑立即执行？律师基于“保命”的目的辩护空间在

哪里？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结合《武汉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毒品数量

巨大的毒品案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共同犯罪的，原则上判处不超过2个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会议纪要》：“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

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

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

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2、上下家可以同时判处死刑，的出发点在于“有利于

全案量刑平衡”，所以，原则上，上下家各判处不超过1个

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会议纪要》：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

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用，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

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3、数量特别巨大，上下家同时到案，作用明显大的上

家或下家可以判处2个死刑立即执行，作用明显小的上家或

下家可以判处1个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会议纪要》：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

家针对同宗毒品实施犯罪的，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毒品共同犯

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原则予以处理。

4、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被告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可

以对1个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会议纪要》：对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

件，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即

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可以

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 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

的罪责大小难以准确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不应

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从上述内容可见，《武汉会议纪要》体现了少杀、慎杀

的原则，不仅规定数量巨大的毒品案件如果适用死刑，还明

确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数量，标准明确了，从哪些角

度找辩护空间就清晰了。

1、结合《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共同犯罪做好

主、从犯的区分，从犯应当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2、共同犯罪中，在无法区分主从犯或法官趋向于都认

定为主犯的情况下，要明确主犯之间也应区分作用大小，从

细节入手，拉开各被告之间在作用上的差距，显示出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不利于“全案量刑平衡”，这样，就为作用较小

的被告人争取到了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

3、要结合上下家在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

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

等方面的不同，严格区分上下家的作用大小及罪责大小，从 

“全案量刑平衡”的角度，为作用及罪责相对较小的上家或

下家被告人争取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机会。

4、突出未到案被告人的作用，在案被告人作用相对较

小，且罪行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可以为在案被告人争取

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上家或下家未到案，基于上下家犯罪涉及的是同一

宗毒品，对在案上家或下家适用死刑时，应考虑未到案的上

家或下家的作用和罪责，从少杀慎杀，量刑均衡的角度，对

在案上家或下家谨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6、上家或下家的被告人具有立功情节不适用死刑立即

执行，但不能因此加重没有立功情节被告人的处罚，不能将

“死刑指标”降低标准挪给其他被告人适用。具有立功情节

不一定降低被告人在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因此加重其他被告

人的处罚明显违法罪刑责相统一的原则。

（七）如何规避刑事政策对毒品案件的影响？

毒品犯罪一直是我国打击的重点，一些微妙的刑事政策

也影响着毒品案件的量刑，比如，每年的6.26国际禁毒日，

各级法院都会重判一批毒品案件，以突出当地打击毒品犯罪

的态度和成果，这个时期的判决对被告人的量刑一般会偏

重，比如《追查哑巴亏》案，在6.26国际禁毒日当天宣判，

并由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所以，该案一审判处3个死刑立即

执行并不意外。

但作为辩护律师，职责是维护当事人不被冤屈不被重

判，所以如何让案件判决避开每年的6.26等重判期，也应当

时辩护律师考虑的内容。

可以从两个角度避开重判期，一、挖出案件中存在的证

据、程序等问题，让法官难以作为典型案件进行重判；二、

通过诉讼策略将案件拖过重判期，“拖”字诀的诉讼策略如

何采取，应该根据案情来具体确定，但“拖”的目的不是为

了与法官对抗，如果让法官感觉到了辩护人的“恶意”，反

而会让被告人承担不利的判决结果。

突出未到案被告人的作用，在案被告人作

用相对较小，且罪行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

度，可以为在案被告人争取不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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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4年3月2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以下事实：

被告人杨某和被告人吴某容系夫妻关系，吴某容与被告

人吴某丽系姐妹关系，被告人陈某某与吴某丽系叔嫂关系。

2002年4月，被告人杨某、吴某容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

桥铺南华街华宇花园980号注册成立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容康油脂经营部（以下简称容康经营部），经营者为吴

某容，经营范围为销售植物油，2006年陈某某进入容康经营

部工作。2007年12月，杨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融汇新时代1

单元22楼35室注册成立重庆市益顺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顺公司），出资者为杨某、陈渝（吴某丽的丈夫），由杨

某任法定代表人，吴某容负责财务。

2008年2月，杨某吴某容以经营亏损为由申请注销了容

康经营部。2008年3月10日，杨某吴某容在原容康经营部经

营地址注册成立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泰鑫油脂经营部（以

下称泰鑫经营部），登记经营者为吴某丽，性质为个体经

营，经营范围为销售植物油。泰鑫经营部成立后，日常事务

由吴某丽管理，年底进行分红和提成，陈某某辅佐吴某丽管

理。泰鑫经营部的财务包括货款的支付及收取均由益顺公司

管理，由吴某容负责经营部货款的支付及收取，杨燕（杨

某、吴某容的女儿）负责现金日记账目，泰鑫经营部销售货

款全部进入益顺公司账户。

2010年10月，经电话联系后，益顺公司负责财务的工作

人员将货款汇至重庆市永川区冠南烽烁油脂厂（以下简称冠

南厂）提供的私人账户后，安排驾驶员从冠南厂拉回地沟油

加工而成的伪劣食用油，并在泰鑫经营部予以销售。2010年

10月至2011年4月期间，通过上述方式，益顺公司从冠南厂购

进了大量用地沟油加工生产的伪劣食用油，并在泰鑫经营部

予以了销售。购货款均由益顺公司通过其开设的杨德显、冉

德芳、李方荣、易小明、张治银的农业银行私人账户转账到

冠南厂提供的周祖贵、张中秀的农业银行私人账户，共计支

付了货款4450944元。

2011年9月16日，杨某、吴某容被抓获。17日陈某某被抓

获，同日，吴某丽被抓获。

重庆市陈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

 宝永生 / 文

　　

1997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执业近

二十年，司法实践经验丰富，法律功底

深厚，法庭技巧娴熟，逻辑思维能力

缜密，执业期间办理了大量的刑事案

件，均取得较为理想的令当事人满意的

结果。宝永生律师主办各类刑事辩护、

代理业务，特别是在贪污、贿赂、挪用

公款、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领域以及经

济犯罪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

解。

宝永生律师简介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重庆市益顺油

脂有限公司明知系伪劣食用油而购进后予以销售，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杨某、吴某容

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吴某丽、陈某某系

被告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销售伪劣商品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被告人杨某、吴某容、吴某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

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

陈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其次要作用，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一审判决：一、被告单位重庆市益顺油脂有限公司犯销

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二、被告人杨某

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

民币二百万元；三、被告人吴某容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四、被告

人吴某丽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

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五、被告

人陈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

币一百万元；

二审判决：一、维持重庆市九

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刑初字

第01567号刑事判决第（一）（二）

（三）（四）项。二、撤销重庆市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刑初

字第01567号刑事判决第（五）项。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某

无罪。

辩护过程：北京市京都律师

是事务所接受委托后指定我担任陈

某某销售伪劣产品一案的二审辩护

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及时联系

二审法院，调阅本案的全部卷宗，

会见了上诉人，当时，上诉人由于

身体原因在看守所医院。辩护律师

不辞辛苦，赶到监管医院会见上诉

人，结合全部证据材料以及上诉人

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其他证人证

言等证据材料，辩护人制定出了完

善的辩护提纲，即上诉人无犯罪的

主观故意，不构成犯罪。

二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二审判决摘要，经

查，现有证据能证实陈某某2006年起先后在容康经营部、泰

鑫经营部主要负责销售等事项。杨某、吴某容、吴某丽均未

供述陈某某在泰鑫经营部销售食用油时知道从冠南厂购进

的油是地沟油加工而成。认定陈某某勾兑油行为的证据系孤

证，亦没有证据证实陈某某负责管理，有分红获利情况，也

无证据证实陈某某明知从冠南厂李发强处购买的油明显低于

市场价格，认定陈某某主观明知泰鑫经营部从冠南厂购买伪

劣食用油予以销售的证据不足。陈某某的辩护人提出现有证

据不能证明陈某某应当知道泰鑫经营部销售了用地沟油加工

制成的伪劣食用油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附：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

本案被告人陈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陈

某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其销售伪

劣产品一案的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

后，我调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多次会

见了上诉人陈某某，并完整的参加了今

天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有了详细的了

解，现依据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采纳。

首先，辩护人对一审判决定性本

案为销售伪劣产品罪有不同的认识，销

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普通

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普通产品是指除

刑法另有规定的药品、食品、医用器

材、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电器等产

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

等产品以外的产品。并且销售的上述产

品不符合目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等规

范的产品生产标准。而本案中涉案产品

为食用油，这显然不属于本罪规范的范

畴。而且纵观一审全部证据材料，没有

    ——我的无罪辩护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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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律师，我就不明

白了，借个钱怎

么就犯罪了？怎

么职务侵占了？他们抓人合法吗？朱

律师，我们该怎么办？”听着家属操

着一口福建普通话急切地抛出这一连

串的问题，着实懵了一下。耐心倾听

之后，我终于厘清了事情的始末。

事件的主人公叫张开族，福建

人，与亲属合伙在天津开了一个恒鑫

建材销售中心销售钢材。

2012年8月3日，浙江花园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建设集

团”）发文聘请何建飞为山东潍坊分

公司负责人（以下简称“潍坊分公

司”），何云飞（何建飞弟弟）为潍

坊分公司承建项目“山东省潍坊市帝

景国际”3号、16号、17号楼工程的项

目经理。

2012年9月21日，经何建飞同意，

何云飞与天津市恒鑫建材销售中心的

张开族签订《钢材销售合同》，由张

开族对山东省潍坊市帝景国际项目供

应钢材。

2012年10月中旬，因潍坊分公司承

建工程项目向花园建设借入的200万元款项即将到期，且工

程项目其他地方也急需资金，何建飞向张开族提出借款300

万元用于偿还花园建设集团及项目开支。双方约定借款期限

为二个月，月息1角3分。但由于当时潍坊分公司的公章不在

何建飞、何云飞手中，无法给张开族出具借据，潍坊分公司

给张开族的天津恒鑫建材销售中心签

收了三份总货款378万元的钢筋送货

单（实为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78

万元），以该收货凭据代替了借款借

据。

2012年10月24日、25日，张开族

堂弟分别向何云飞银行账号汇款200

万元、100万元。

2013年3月中旬，因300万元借款

到期未能归还，张开族与何建飞、何

云飞商定增加借款利息42万元，基于

前述同样的原因，何云飞给天津恒鑫

建材销售中心签收了42万元的钢筋送

货单。

鉴于借款未能如期偿还，2013年

7月1日，天津恒鑫建材销售中心业主

之一的黄清峰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花园建设集

团给付建材销售中心钢材款及经济

补偿金10757207.05元（其中包含300

万元借款及120万元利息）。2013年8

月26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3）一中民三初字第133号《民

事调解书》，被告花园建设集团给

付钢材款及经济补偿金共计11700000

元。之后恒鑫建材销售中心通过法院执行了前述全部款项。

东阳市公安局经侦查，认为张开族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

罪，向东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

一场借款引出的风波
 朱娅琳 / 文

　　

朱娅琳律师2004年起任职于中国企业

家协会从事法务工作。2008年入职京

都律师事务所，专项从事刑事辩护业务

并致力于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以

及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的研究。现为京

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多年来其积累了

丰富的企业法务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刑事

法学理论功底，使其在刑事辩护领域

得心应手，承办了“刘某”百亿元诈

骗案；“曾某”诈骗案；“肖某”受贿

案；“袁某”受贿案等国内具有影响的

重大刑事案件，得到了当事人及相关办

案人员的认可。

朱娅琳律师简介

发现有相关的鉴定、质检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的食用油为不

合格产品。主观方面本罪要求为故意，并且一般具有非法牟

利的目的。而一审中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是潲

水油而故意去销售牟利。综合上述该罪名犯罪构成的几项规

定，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以销售伪劣产品处罚是不当的。

作为上诉人陈某某的辩护人，就一审判决认定的有关涉

及到上诉人陈某某的案件事实、对陈某某做出的判罚，辩护

人认为是不当的，辩护人认为上诉人陈某某不构成销售伪劣

产品罪，理由阐述如下：

1、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陈某某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

述，虽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排除理由仅限侦查

机关证据收集不合法，排除了上诉人陈某某在刑事拘留后在

侦查机关指定的场所接受讯问所做的供述，而对上诉人陈某

某在被抓捕后刑拘前的供述未予排除，恰恰是在这段时间

内，有证据表明多名上诉人（包括陈某某）遭受了刑讯逼

供、变相刑讯逼供。上诉人陈某某明确的说出了遭到刑讯逼

供的具体情节（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实施刑讯逼供的侦查

人员、及刑讯逼供的方式等细节）一审判决对侦查机关是否

刑讯逼供虽然做了调查。但未做出任何意思表示是不恰当

的。故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对上诉人因刑讯

逼供而做出的供述予以排除。

2、上诉人陈某某没有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从上诉人

陈某某的身份上来说，本案中上诉人陈某某作为上诉人吴某

丽雇佣的打工人员，只是拿固定的劳动报酬，且不参与泰鑫

经营部的任何利润分配，也就是说泰鑫经营部经营决策、经

营好坏、利润高低，与上诉人陈某某没有任何关系。泰鑫经

营部的进货、销售、决策、利润分配、风险承担都与陈某某

无关，上诉人陈某某不存在个人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更不

存在与他人共同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

3、一审判决推定上诉人陈某某应当知道经营部销售了

“潲水油”加工而成的伪劣食用油是不客观的。单纯依据一

个与益顺公司、杨某有矛盾的吴显国的证言，推定上诉人陈

某某明知经营部销售“潲水油”是不客观的、不科学的。另

外根据四上诉人一审庭审、及法庭调查当庭陈述均表明，陈

某某从未参与所涉嫌的行为。陈某某没有故意实施销售伪劣

产品的行为，从上诉人陈某某的工作内容上来说，陈某某在

泰鑫经营部负责看守店铺、上油、（就是有送油的车辆来经

营部后，在老板的指示下，卸载到指定的油罐）零售、（老

板吴某丽不在的时候，按老板预定的价格销售油品），以上

诉人陈某某的身份，无权也无义务去过问油品的来源，油品

的质量，陈某某只是做了任何一个打工仔应该做的事，这就

根本谈不上明知，也谈不上明知而故意销售伪劣产品的问

题。

4、根据原一审庭审以及本次上诉审庭审调查，上诉人

陈某某系个体工商户吴某丽雇佣的打工仔，吴某丽定期支付

陈某某劳动报酬。上诉人陈某某与吴某丽系民事上的雇佣关

系，两者不存在劳动关系。陈某某更不是益顺公司的员工，

与益顺公司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关联，一审判决认定本案

为单位犯罪，依据我国的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犯

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人员予以处罚，

那么一审判决对于与益顺公司无任何关联的上诉人陈某某判

处刑罚的显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5、本案为重庆市特殊司法环境下定为专案的案件，人

为的扩大了打击面，加大了打击力度。请二审法院依法、依

据事实，依法改判。彰显有法必依、有错必究的刑法理念。

6、上诉人陈某某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现在仍在治疗过

程中，并且需要系统的、完整的治疗，不适合长期羁押。请

合议庭合议时予以考虑。

综上，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陈某某的处罚是不

正确的，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陈

某某无罪。

    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宝永生律师

                      2014年8月12日

结合全部证据材料以及上诉人在本案中所起的

作用，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辩护人制定

出了完善的辩护提纲，即上诉人无犯罪的主观

故意，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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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了辩护人的观点，在提起公诉时，变更罪名为帮助伪造

证据罪。

虽然检察院仍旧提起了公诉，但这对于我来讲，工作已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为认定职务侵占罪， 420万的数额

意味着将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获刑，对当事人的家庭和事业

将是一场浩劫。而帮助伪造证据罪，相较于职务侵占罪是一

个轻罪名，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已经减小了对被告

人的伤害，但这并不是辩护人的最终目标。因为变更后的罪

名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帮助案件当事人伪造证

据，且情节严重时，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首先，本案中恒鑫建材销售中心是一个拟制的人，所

有的民事法律行为须通过其代表实施。张开族作为恒鑫建材

销售中心的代表，与潍坊分公司签订《送货单》、借款300

万以及为满足债权需要黄清峰作为恒鑫建材销售中心代表向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一过程中张开族也

好黄清峰也罢，其行为性质是相同的，都是恒鑫建材销售中

心的行为。张开族伪造的送货单，即是恒鑫建材销售中心伪

造，是当事人自己伪造，也就谈不到帮助当事人伪造一说。

其次，很显然张开族伪造《送货单》的行为是发生在

借款时。在当时的情况下，花园建设集团作为浙江知名企业

有潍坊若大的在建工程正常施工，恒鑫建材料销售中心无需

担心潍坊分公司的还款能力，况且钱是真金白银地借了，花

园建设集团也实实在在地用了，有借就应该有还，所以制作

《送货单》的目的仅仅是用以证实债权的存在，绝不是加害

花园建设集团，让其承担莫须有的法律责任。

第三，本案中借钱的是花园建设集团，花钱的也是花园

建设集团，最终花园建设集团也仅仅是偿还了恒鑫建材销售

中心的本金及利息，并未因此支付额外的费用或导致额外的

损失。总之，虽然《送货单》是伪造的，但该伪造行为并未

侵犯到花园建设集团的财产利益。鉴于以上三点，依据法律

规定该行为不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庭审上，对于我的上述观点，公诉人始终没有给予正面

回应，整个庭审看上去在向着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被

告人、辩护人似乎都看到了无罪的曙光。遗憾的是，浙江省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下发了（2015）东刑初字

第1699号刑事判决书中。该判决书并未采纳辩护人的观点，

而是回避了何建飞为潍坊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借款300万

用来归还潍坊分公司向花园建设集团的借款以及支付项目工

程费用这至关重要事实。简单地认定：“张开族不属于民事

借贷关系一方当事人。被告人张开族在伙同被告人何建飞、

何云飞及送货员郑开盛等人伪造送货单时就已具有妨害司法

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的现实危险，且伪造送货单的目的就是在

于即使被告人何建飞、何云飞等人无法归还借款时，恒鑫建

材中心也可起诉要求花园建设支付货款。”最终认定被告人

张开族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5年4

月17日起至2016年6月16日止）。 

鉴于判决下发前两个月，被告人已被取保，至宣判时判

决确定的刑期已经执行完毕，故未提起上诉。

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案子代理得很成

功，方方面面也都很满意。可是作为辩护人，我在为通过自

己的努力改变了原来的职务侵占罪而欣慰的同时，仍然对最

终的判决结果感到遗憾、纠结！

曾经多少次我都在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院会忽略本

案中债权债务这一事实？为什么债权人讨债却讨来了一场牢

狱之灾？如果张开族没有被羁押一年零两个月，他会不会被

判无罪？如果……如果……

司法改革的路任重道远，我们还需坚持不懈，上下求

索。

曾经多少次我都在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院

会忽略本案中债权债务这一事实？为什么债权

人讨债却讨来了一场牢狱之灾？如果张开族没

有被羁押一年零两个月，他会不会被判无罪？

的行为。既然以职务侵占罪起诉，那么张开族是花园建设集

团的员工吗？如果张开族不是花园建设集团的员工，那是否

与花园建设集团员工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及行为？300万借款

哪去了？是否被据为已有？如果是被据为已有，那420万的

还款又是怎么回事？

在了解大致的案情后，几个问题不断在我脑中浮现。案

子激起我莫大的兴趣，想一探究竟！

介入案件后，通过仔细地阅卷、反复耐心倾听当事人回

顾事发经过，发现办案机关忽略了几个问题。

第一，张开族并非花园建设集团的员工也不是其潍坊分

公司的员工，所以侦查机关将张开族与何建飞、何云飞作为

职务侵占罪的共犯移送审查起诉。但是经过阅卷，我发现，

在整个借钱、还钱的过程中何氏兄弟与张开族从未就占有该

笔钱有过任何交流，相反，一直以来双方都围绕着怎么借这

笔钱，怎么还，什么时间还等细节进行商谈。也就是说三个

人根本就不存在共同侵占花园建设集团财产的故意，所以从

犯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来看，均不能构成本罪。

第二，根据银行的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及被告人口供，

能够清楚地反映出上述借款用于偿还潍坊分公司向花园建设

集团的借款以及支付潍坊分公司建设项目用款，钱并没有进

入何云飞、何建飞的个人腰包，更没有进入张开族的腰包，

所以张开族没有侵占花园建设集团的资金。

第三，欠债还钱，从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由于潍坊分

公司没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其法律责任应由花园建设集

团承担，恒鑫建材销售中心收回借款本息，有法可依，有据

可查。张开族作为恒鑫建材销售中心的代表不存在非法占有

一说。

第四，恒鑫建材销售中心发现潍坊分公司逾期未还款

后，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花园建设集团，最终通

过法院的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恒鑫建材销售中心最终执

行回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420万元人民币。整个过程，恒鑫

建材销售中心依据法定程序收回本息，并未利用何建飞、何

云飞的职务便利，甚至与其职务没有任何关联。

第五，420万元的借款本息执行回来后，并未进入张开

族的账户，而是进入恒鑫建材销售中心的账，张开族并未占

有上述财产。也就是说张开族主观上没有职务侵占的故意，

客观上没有实施侵占行为，花园建设集团依法承担民事还款

责任，亦未遭受任何损失，所以张开族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在发现上述问题后，我及时地与办理案件的检察官进

行了沟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将上述意见整理成书面文

件提交给检察院。最初，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本案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认定职务侵占罪不存在任何问题，不同意辩

护人的意见。之后，辩护人就钱款的去向、用途以及共同犯

罪故意等与检察官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最终检察官认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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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暨刑事辩护研讨会成功举办

8月27日，京都律师事务所新扩租的办公楼里热闹非凡、花香四溢，京都刑

事辩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刑事辩护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法学界的五位泰斗：江

平、高铭暄、陈光中、应松年、樊崇义和京都创始人、名誉主任田文昌律师一起

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揭牌，业界众多知名的专家、学者、媒体、律师朋友们

齐聚一堂，见证了这一时刻。

同期举行的刑事辩护研讨会更吸引了法律人的关注，与会专家、学者、业内

人士分别就“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

的有效辩护”进行了研讨。

现摘录部分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嘉宾贺辞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京都刑辩研究中

心自今天起就正式成立了。首先我代表

全体京都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

三十多年来，随着律师制度的不

断完善，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

越得到广泛的认可。作为传统业务的刑

事辩护，在推动我国法治进步及人权保

护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人们越

来越重视刑事辩护，国家从立法的层面

也给予刑辩律师越来越多的权益保障。

可以说，中国的刑辩律师已经沐浴到了

法治的春风，社会已经给刑辩律师提供

了大展身手的舞台。然而，刑辩之路却

并非那么轻松易走，立法的不断更新变

化，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时时刻刻考验着刑辩律师的智慧。有太

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讨论、去

研究。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论、实

践，再理论、再实践，已经成为每一个

刑辩律师必须的生活工作方式和立身之

本，也成为这个社会对刑辩律师的要

求。

 大家都知道，京都律师事务所从

成立之初即秉承了创始人田文昌老师的

学者风格，京都刑辩团队在不断提高刑

辩实战能力的同时，始终注重并坚持刑

事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近年来，京

都刑事业务部引进了一批具有刑法、刑

诉法专业博士、博士后这样高学历的人

才，同时在各位专家、同仁的帮助和支

持下，京都刑辩团队举办了多次大型专

业研讨会，在刑事辩护理论研究方面取

得了可圈可点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有

杨照东律师：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法律人的立身之本

主持人

杨大民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致贺辞的嘉宾

杨照东律师：京都刑事业务部主管合伙人

王顺安：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虞   平：美国纽约大学项目顾问

唐   哲：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邹佳铭律师：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京都刑辩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左起：应松年、陈光中、江平、高铭暄、樊崇义、田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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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指导了刑辩实践，也为国家的立法

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考。客观地讲，京

都刑辩队伍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功底。

正是在这种外部需求和内在条件兼

具的情况下，京都刑辩研究中心应运而

生。

京都刑辩研究中心的成立，绝不

是为了一块招牌，京都人立志把它打造

成一个真正的刑辩理论研究中心和人才

培养基地，立志拿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

果，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刑辩新人。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我们自身

不懈的努力，还离不开各位专家、同仁

一如既往的关怀与支持。

在此，我再一次代表京都人对今天

来到现场和未来到现场的曾经给予京都

帮助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京都刑辩研究中心的具体工作

安排，该中心主任邹佳铭律师将在后面

做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耽误

大家的时间。

最后，祝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顺心如意、健康快乐。

祝京都刑辩研究中心春华秋实、硕果 

满枝。

我跟田文昌先生有很长一段的师

生情和朋友谊。他是我的老师，课讲得

非常精彩，当时有很多粉丝。自从1986

年开始，得他的厚爱，我们这些年来开

展了一系列深度合作。如80年代在北京

乃至全国开展了一系列法律培训；由我

策划，田文昌老师主编了《刑事辩护

学》，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本刑事辩护基

础理论的书籍；合作第一届刑事法制与

刑辩律师高峰论坛，田文昌老师做了精

彩纷呈的点评和讲座。

我国的刑事辩护工作很艰难，刑事

辩护环境也并非那么良好，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高水平的刑辩律

师，需要高质量的刑辩理论做指导，尤

其需要与中国国情相衔接的刑辩理念更

新。在这种初衷的推动下，今年年初，

田老师就和我们还有虞平老师商议成立

一个刑事辩护中心，但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只能作为顾问单位参与进来。但无

论形式如何，我们都要为刑事法治和刑

辩律师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升华这一宗旨

而积极参与、努力工作。

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有很多梦

想，最现实的梦想是要做好如下研究工

作：一是要做刑事辩护理论的研究。理

论是先导，没有伟大的理论，产生不了

伟大的实践，包括中国天翻地覆的社会

变迁和社会革命一样。研究中心要充分

结合田老师将近30年积累的与中国国情

相符的刑事辩护理念，做基础理论层面

的总结、升华，助力司法改革的顶层设

计。二是要将这些理念成果通过培训的

方式推广出去，将先进的刑辩理念转化

为刑事司法和刑事辩护的实践，为刑事

辩护搭起一座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在

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推动改

变我国刑辩现状的梦想实现。

最后，我要对今天到场的以江平

校长为代表的这些老前辈，表示深深的

敬意，谢谢老师的老师们！我要郑重的

以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司法研究中心的名

义，热烈祝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顺

利成立，并预祝下午的研讨会胜利成

功！

王顺安教授：加强刑事辩护理论的研究

 杨照东律师：京都刑事业务部主管合伙人

 王顺安：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亲自参与这样一个盛会，首先让我对与

会的前辈们表示衷心的祝愿和非常诚心

的感谢！他们的出席是对这个中心最大

的支持。作为研究中心的最初策划人之

一，它的成立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

我也代表纽约大学法学院对京都刑事辩

护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个人认为，京都所是中国刑事诉

讼界的领军律师事务所，这些年来，京

都人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有非常大的

促进作用。我个人也见证了这个过程，

和田文昌教授合作了将近20年，在从美

国的法治经验中提炼出对中国有意义的

方面上做了很多活动。因为美国是传统

的英美法国家，所以存在一个误解，

就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没有大的借鉴意

义，顶多在理论上有一定价值，但实务

上差别太大。但今年1月份，京都和纽

约大学举办了一场刑事律师培训活动，

非常好地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法制

我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代

表耶鲁大学法学院来这里表示我们的敬

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刑事

律师要想提供有效辩护都是非常困难

的，美国也不外如是，我在美国也做过

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这也是我的亲身

感受：当事人可能不完全了解当时的法

律环境，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作出的选

择，法官可能认为律师是在浪费他们的

时间，更不用说检察官和警察了。但无

论遭遇怎样的困境，我们都要记住，法

制度，律师学员们普遍认为在法律基本

常识上美国和中国是存在共识的。这样

的沟通，对双方的理论和实务都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这次培训项目的成功尝

试，也展示了中美双方合作的可行性、

重要性，迫切性和实用性。

跟20多年前比起来，中国刑事司法

律是工具，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的目标

是公正司法，我们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就

是为了守住司法公正。我们要学好如

何使用法律的工具，只要是法律赋予

我们的权利，我们都要争取和坚守，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接受理论

学习，接受培训。从这个层面讲，我相

信今天成立的研究中心将会发挥重要的 

作用！

制度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今天的局面来

之不易。虽然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挫折，

也有一些反复，但我觉得无论作为刑事

诉讼界的实务者还是理论者也好，我们

一定要坚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也就是

国家最高领导人所说的“法治公正”。

这是整个法治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守

住这个底线。

虞平：法律人要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

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主任Jeremy Daum（唐哲）先生发表贺词

 虞平阅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致辞

 虞平：美国纽约大学项目顾问

 唐哲：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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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老师、法律界同仁：

大家早上好！首先感谢大家放弃周

末休息的时间参加今天的会议，有的是

不远千里，各位老先生更是不顾高龄，

不遗余力地为我国法治建设发声，让我

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京都律师事务所在田文昌老师的带

领下，在刑事辩护领域已经坚持了二十

年。在这二十年里，不仅涌现了“京都

刑辩八杰”，还不断吸纳了一批高学

历、高素质的专业刑辩律师，形成了一

支优秀的刑辩律师团队。更重要的是，

京都一直秉承“以个案推动立法”的精

神，希望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思

考带到理论研究和立法中，这也是今天

我们成立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的初

衷。

刑事诉讼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

家的法治水平，而保障人权、限制公权

的滥用，是刑辩律师的法定职责，所以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刑事辩护律师是国家

法治建设的主力军。但是不可否认，我

国的刑事辩护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一

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普

通老百姓的疑问：律师为什么要为“坏

人”辩护？律师自身的疑问：律师有无

独立于委托人的辩护权？包括今天下

午我们即将研讨的话题：什么是律师的

“有效辩护”？这些问题一方面凸显我

国刑事辩护基本理论研究的薄弱，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基本法治理念的

缺失。

我国社会民众对刑辩律师的定位

和作用还没有基本认识，所以我们首先

要正本清源：刑辩律师本身并不代表正

义，我们只是法律天平的一端，其作用

是通过维护被控诉人的人权，制约天性

就会滥用的公权，从而实现控辩对抗，

让法官兼听则明，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

司法公正。

毋庸置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

律师也可能使“坏人”逃避惩罚。但我

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人类迄今为止还

未能发现一种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既

能够避免好人被错判又能够避免坏人被

错放，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必须最大

限度地保护无辜的人不受法律追究。但

是在个案中失去的“正义”，却在程序

和观念层面促进了法治，这是法治必须

付出的代价。律师更像是刑事诉讼体系

中一个制约和纠错的机制，正是有这样

一群超越政府和道德控制的社会力量存

在，才可能在权力最易泛滥的领域实现

法治。

中国律师没有历史传承，却要在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夹击中生存，这需

要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

所以我们建立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这

样一个平台，希望让中国律师走出去，

也让国外学者和律师走进来，开阔中国

律师的眼界。其次，研究中心将组织律

师在国内外的培训，尤其是中国律师最

欠缺的技能培训。去年我们成功地在全

国范围内组织了近四十名律师，参加在

美国纽约大学举行的法庭交叉询问技能

的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后我们

会将这些活动持续地开展下去。再次，

研究中心将不负几位老先生的殷殷期

待，进行刑事辩护理论和规范的基础研

究。同时通过召开研讨会的形式，让律

师和专家学者有近距离的交流，让律师

能够有渠道反映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不

仅可以让学术研究更加面向司法实践中

的现实问题，也能够提升律师的法律理

念。最后，我们接受委托，针对律师执

业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邀请专家进

行个案的研究论证。更重要的是，通过

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法律的人发声，从

而传播法治的理念和信念。

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

推动法治建设的原动力不可能是政府自

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来自于每个人权利

意识的觉醒。只有公众权利观念的水位

不断上涨，政府的法治意识才会不断增

强，正是在这种政府和公民、权力和权

利的良性互动和博弈中才可能逐步实现

法治，而律师正是唤醒和践行这种权利

观念的先行者。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仅

是在为每个个案辩护，更是在社会中

倡导和践行一种权利的观念。而正如哈

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

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今天我们

很欣喜地看到老中青、公检法律齐聚一

堂，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发声。我们期待

能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为塑造法治中

国的明天贡献我们点滴的努力。

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是一个不设

围墙的机构，敞开大门欢迎每一个人！

我们将在微信公众号中公布相关信息，

期待您们的关注和加入!

谢谢大家！

邹佳铭律师：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敞开大门欢迎您

 邹佳铭：京都律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事辩护研
究中心主任

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主题一

上周中元节，我去呼和浩特的呼

格吉勒图墓前扫墓，当我站在呼格的墓

前，作为一名法律人心中十分感慨：首

先，我感到作为法律人的内疚。法律人

是要终身为公平正义去奋斗的，为法治

中国而奋斗的，这也是我们的承诺。中

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和正义。然而对于呼格，没有任

江平：法律人要终身为公平正义而奋斗

何正义可言，他也没有感觉到

审判给他带来的公平正义，这

终究是我们法律人的一大缺

憾。其次，我觉得手握公权的

公检法更应该感到内疚。因

为，公权力行使的结果是将刀

砍在了不应该砍的人身上。虽

然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存在错

案，但看看中国的错案，在发

生原因和纠错机制等方面还  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    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陈光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樊崇义：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应松年：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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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很大差距。对此，

行使公权力的公检法人员，更应认真反

思。最后，我了解到，办理呼格案件的

主要负责人，因迅速破获呼格案件而升

官，后又因呼格被认定为错案被调查，

查出实施了贪污犯罪，在家中搜出大量

赃款，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对此，我们

不仅仅是感到内疚，还有耻辱。

所以说，刑事辩护非常重要。长

期以来，我国的刑事案件办得太粗，容

易造成很多问题，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

事。特别是我国的几次严打运动，80年

代严打期间，我去过一些地方调研，在

严打政策的指导下，刑事证明标准被人

为降低，案件办得很粗，刑事辩护环节

缺憾很多，关键证人的出庭都没有做

到。需强调，与民法关注公民民事权利

相比，中国的人权保障更多地不是在民

事案件，而是在刑事案件，尤其是刑事

辩护。刑事辩护，是关乎到中国人权的

重大问题，所以京都刑辩研究中心的成

立，就很有必要。在此衷心地表示祝

贺，并希望刑辩研究中心的工作越来越

有成绩！谢谢大家！

就全国刑事案件的专业辩护而言，

京都律师事务所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这可能跟我与田文昌30多年来的交

往有关。我是看着他研究生毕业到政法

大学，再到律师界，一步步成为中国刑

事辩护界的领军人物。我是看着京都律

师事务所从成立，到蜚声中外，名扬四

海。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对律师

业的重要性一直强调不够，直到改革开

放以后，律师制度才真正地逐步建立起

来，现在全国逐渐发展成了三十多万

人的队伍。我对律师工作的亲身体验不

多，但长期从事刑事法研究，我一直十

分看重、呼吁律师行刑事辩护的重要作

用。就当前而言，刑事辩护律师还面临

双重的内外困境：一是外部困境，刑

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出台，

为律师执业提供规范依据，但律师行使

辩护权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基层，

还是大打折扣的，阅卷难、调查难、搜

集证据难等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二是

内部困境，刑事辩护工作本身具有专业

性、困难性，刑事辩护要想做好，辩护

词要站得住，要对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充

分的研究，要把案件事实和证据真正吃

透，这都要求刑辩律师不断提高专业修

养、职业修养，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

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如何破题内外困境？京都刑辩研究

中心的成立就是很有益的探索，很有必

要，我表示大力支持。既然作为顾问，

我建议刑辩中心将来应侧重从如下三方

面开展研究工作：第一，要做理论、理

高铭暄：当前刑事辩护律师面临双重困境

念层面的研究。要对刑事辩护的基本

理念进行研究，同时要将研究成果向律

师、公检法机关和全社会推广。第二，

要研究制度问题。律师制度本身就是一

个重要问题，要把它放在法律职业共同

体中展开研究，推动国家刑事诉讼结构

改革，实现公平正义。第三，要做个案

的研究。律师办案经验丰富，这是优

势，要对疑难案件中的法律和证据问题

进行规律性、科学性地思考、总结、积

累。

衷心祝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的

成立！我相信京都律师团队的力量，相

信不久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累累硕果！

 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真诚地祝贺京都刑辩研究中心今天

正式成立！我希望并相信，这个研究中

心能够把刑辩的实践与理论更好地结合

起来，为我国刑事辩护理念上的更新、

制度上的改革完善，起正能量的推动作

用。

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中，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最为关键，因为

他面临公权力直接的追究，往往容易是

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甚至被刑讯逼供。

刑事辩护就是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权利，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和刑

事案件的司法公正，特别是严防冤假错

案的关键所在。我们在肯定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刑事辩护制度

所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要面对现实，看

到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强调如下三方

面：

第一，刑事辩护率明显的偏低。我

国的有律师辩护的刑事案件

大概占到全部案件的三分之

一，那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

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辩护，

那如何保证维护这些犯罪嫌

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刑事

辩护率低不单纯的是律师数

量不足的问题，很多律师不

愿意做刑事案件，主要是因

为刑辩律师执业难度大、收入低、风险

大、很难实现自我。我最近发表的关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章中，就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的全部案件一定要有刑辩

律师参加，法律援助要介入，否则认罪

认罚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冤假错案

的高风险案件，因为只有律师参加，认

罪认罚从宽才能够真正坚持证明标准，

防止错判。

第二，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使其

很难完全发挥有效辩护的作用。这里，

举两方面的例子：其一，非法证据排除

难。现在要求严格非法证据排除，但实

践中很难贯彻。最高法院牵头联合各部

门出台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文件，但

两、三年了，迟迟无法出台，主要问题

就是不同部门标准不一致，很难达成共

识。司法实践中，像疲劳审问等取得的

证据，根本无法排除。其二，证人出庭

难。据我所知，我国证人的出庭率，现

在跟刑诉法修改以前的1%左右相比，

陈光中：刑事辩护中的三大难题

 陈光中：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基本没有提高。刑辩律师申请证人出

庭，最终决定权在法院，有的可能是对

案件定罪很关键的证人，并且明显对辩

方有利，律师非常坚决地申请证人出

庭，但法庭不同意。证人不出庭，用纸

面的证言质证，流于形式。同时取证又

难，试问有效辩护的条件能够达到吗？

第三，辩护律师自身安全不能得

到有力保障，有后顾之忧。也就是说，

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某

些被处罚的风险，甚至被刑事追究的风

险，最典型的就是刑法第307条规定的

妨碍作证罪。最近在律师界反响比较强

烈的一个案件，律师向证人取证后在法

庭出示，公安机关找到证人，做了工

作，证人说是被告人亲属和律师让他这

么讲的。然后。律师就以妨碍作证罪被

立案侦查了。就这类案件，我强调三

点：其一，前后两份证人证言都是证人

做出的证言，到底是从假的

变成真的，还是从真的变成

假的，需要法庭裁判哪一次

作证是真实的。在此之前，

公安机关就抓捕了律师，是

否公正？其二，妨碍作证罪

是故意犯罪，不能客观归

罪，必须是律师明知证人前

面说的是真的，让他再做出

假的证言。现在这类案件，在证明律师

主观故意上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了

吗？其三，法律应该完善，理念应该更

新。像这类案件，律师正在进行辩护就

被抓捕，案件就会陷入僵局，律师也会

因考虑到后顾之忧问题，很难放开手脚

有效辩护。

建议认罪认罚从宽的全部案件一定要有刑辩

律师参加，法律援助要介入，否则认罪认罚

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冤假错案的高风险

案件，因为只有律师参加，认罪认罚从宽才

能够真正坚持证明标准，防止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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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首先对京

都成立了第一个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表示祝

贺，我相信这个研究中心如果做得好，一

定会成为引领中国刑事辩护的排头兵。

十八大以来，律师执业环境还是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虽然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但感觉律师界的春天已经开始

了。当前，在积极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

的建设，中央强调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和地位都在

日益被强调，将来具体制度也会逐渐完

善。那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

应松年：律师要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感

师，我们要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

感，并把这种使命感带到律师执业工作

中，至少就我了解的行政诉讼方面而

言，要努力提高执业水平、能力和技

巧，认认真真做事，这样自然能大大提

高律师在社会上的威望。

京都是全国闻名的以刑事辩护见

长的律师事务所，成立这样一个刑事辩

护研究中心，顺应了当前社会的现实需

要。现实中，法律问题十分复杂，有

的问题既是行政法的问题也是刑法的问

题。如有的拆迁工作中，行政机关不顾
 应松年：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名誉会长

热烈祝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的成立！京都律师事务所在办案上已经

闻名国内外，但理论研究是短板，所以

我非常欣赏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中的“研

樊崇义：不忘初心，加强刑辩基础理论研究

本原理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第二，希望研究中心要加强规范化

的研究，一是刑事辩护规范化手册，一

个是法律援助规范化手册，特别是死刑

案件中的法律援助标准。首要是集中力

量，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刑事辩护规范

化手册》，让任何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拿

到这本手册后，就知道如何入门，每一

阶段应该做什么工作，如何做才是有效

的辩护等，这是惠及全国30多万律师的

大事。

既有原理，又有规范，接下来研究

中心就可以按专题来展开研究工作。预

祝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能够成功且硕

果累累！不要辜负各位老师的希望，更

不要辜负了田文昌先生的初心。初心不

忘，继续前进！

 樊崇义：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
究院名誉院长 今天是周末的休息时间，这五位学

术界的前辈，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谈刑

辩，说明了什么？我觉得，五位前辈学

者，是在为中国的法治呼吁，为中国的

人权呐喊，为中国的刑事辩护站台，是

在支持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和刑事辩护事

业的发展！这种行动令人敬佩，令人感

动！

这五位学术界的泰斗，不仅是用自

己的行动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而且

作为教育界的前辈，他们在培养学生、

培养新人方面，一直在呕心沥血，不遗

余力，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歇！说起来，

在座的五位都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但对

我而言，他们不是老师胜似老师，我向

他们的请教，他们对我的指导，绝对不

亚于他们自己的学生，甚至某种意义上

超过了自己的学生。

同专业的就不说了，不同专业的江

平老师和应松年老师，我经常向他们请

教问题，他们都是不厌其烦、毫无保留

地对我进行指导。就说写序，我的《辩

护代理词专辑》是江老师写的序，江老

师是在详细审阅了我的辩护代理词以后

才写的序，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高老

田文昌：
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打造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高端平台

 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
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师先后给我写了两本书的序，第一个是

1986年的《刑罚目的论》，第二本是现

在有50篇文章的论文集，也是通读了我

的书，非得把论文逐篇看了以后才写的

序，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了。现实中这样

认真地为书写序言的真是不多，单就写

序言这么一件小事，就足以体现一种严

谨再严谨的学术精神。

1980年，我在西北政法大学读硕士

研究生期间，两位导师是周柏森教授和

解士彬教授，最让我感动以致于终生难

忘的，是这二位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和

无私的博大胸怀。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

够多方求教、博取众长，他们主动为我

轮番修书到各地拜访名师。在两位导师

的推荐下，我经历了三年游学生涯，这

在国内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经历。三

年里，每年的寒暑假，在两位老师的轮

番推荐下，我拜访遍了中国刑法学界的

所有教授，除四所政法学院外，还包括

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

大学、中国社会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等，一个都没有落下。

这些都是前辈对后辈的精心培养，

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后辈的

培养也是心甘情愿、不遗余力的。我之

所以能够这样做，都是从前辈老师们那

里学来的，这就是一种传承。没有传承

就没有发扬。再次感谢前辈学者给我们

带来的这种传承的垂范作用！

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在座的来宾强

烈呼吁，希望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往

细了说就是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中，除

了自身努力之外，我们需要一代一代地

把师长们的这种严谨认真、不懈努力、

无私付出的精神传承下去，唯有如此，

中国的法治才能发展，我们刑辩的业务

究”二字，希望能够将短板补长。既然

是顾问，今天就开始上任，我就这个

研究中心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两点建

议：

第一，希望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尽快组织力量研究，出版一本有分量的

《辩护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

了我们要有文化自信，那么，辩护文化

在中国的状况如何呢？十八大以来，特

别是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对律师的定

位等问题，上层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但落实下去却遇到很多困难，问题在哪

里？人们在观念上还搞不清楚律师制度

是一个好制度，还是一个为坏人说话的

坏制度。所以要尽快研究出版一本《辩

护原理》，揭示出刑事辩护的正当性、

科学性，让控辩平衡原则、疑罪从无原

则、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问题等基

老百姓的反对实施强制拆除，一旦老百

姓抵抗，就抓起来定个妨害公务罪。希

望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能够开展刑法

与行政诉讼法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可以

进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题。现在刑事法方

面研究的还不够。当前研究行政处罚法

的有关学者正在关注这个问题，行政机

关希望大幅度扩大行政处罚的范围和深

度，是否可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

界限应如何划分？据了解，京都律师事

务所在刑事辩护比较研究上已经与美国

纽约大学取得了有效的合作、互动，希

望能够进一步发挥优势，在这个问题上

深入下去。当然，如果京都刑事辩护研

究中心能够开展刑事法与行政法交叉研

究，我也非常乐于参与其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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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才能提升！

我能够不顾种种挽留，包括今天

在场的江平校长和陈光中校长的挽留，

走出中国政法大学，创办京都律师事务

所，是因为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些事

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

了中国法学教育理论和实务严重脱节的

问题。

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接触社会的

机会是比较少的，这一点感悟得益于我

在中国政法大学时做兼职律师的经历。

1984年，我第一次讲刑法课时，别出心

裁地进行案例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但

当时办的案件量少，只能找几本案例汇

编从中挑选一些案例讲给学生听。我发

现那纯属是自欺欺人，几页纸，一个案

例，这么单薄的内容给学生授课，我自

己都觉得惭愧。后来，当自己办了大

量案件之后，感觉收获胜似读了一百本

书。当我把自己亲自办过的案例搬到课

堂上给学生分析讲解的时候，效果就完

全不同了。后来随着体会越来越深入，

我深深感到接触实践、用活生生的案例

来充实自己，再把实践中的体会提升到

理论层面进行研究，这样更有价值。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个案推动立法

的作用。律师在办理案件当中，把自己

办案当中的体会加以研究、分析、总结

和提升，同时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议，提

出司法改革的建议，这样就有了更重要

的意义。我们不仅办了案子，不仅赚了

钱，不仅做好了自己的事业，而且又推

动了法治的建设，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

程。京都律师事务所的绝大部分律师都

是秉持着这样的宗旨来做业务，来发展

自己的事业。所以，今天，我觉得成立

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已是水到渠成。

现在研究中心很多，各种律师学

院和培训机构也很多，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现在成立这个研究中心，就是要实

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做实事，真正把理

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一直在努力，

想要将京都律师事务所打造成为一个理

论和实务相结合的高端平台，中国也需

要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今天将五位学

术界的前辈都请来指导我们的活动，这

也是我们的机缘，是我们的幸运！希

望今后研究中心的后续工作，能够继续

得到各位前辈和其他专家学者一如既往

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希望得到我

们律师同行和新闻媒体等所有朋友的

全力支持！在此谨向大家表示由衷的 

感谢！

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有效辩护

主题二

主持人

朱勇辉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发言嘉宾

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崇义：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黄太云：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长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原庭长

虞   平：美国纽约大学项目顾问

唐   哲：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刘毅强：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门金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兼职律师

邹佳铭：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

梁雅丽：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聘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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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律师是一份崇高的事业

樊崇义：刑事辩护的三个转型

由于我自己的律师经验很少，又是

搞刑法的，研究的是定罪、量刑问题，

不专门研究律师问题。但是，今天我参

加这个会议有一点感想，我们的律师还

是大有可为的。中国法治的发展，有很

多因素，但是律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们现在有30多万律师，是法律人里的

精英，受过高等教育，有硕士、博士、

博士后，还有一些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

的，他们的法律知识储备非常好。

法治建设离不开律师，律师可以

反映人民的呼声，反映民众的疾苦、困

难。特别是在一些弱势群体的案子里，

律师做了不少事情。有人说律师都是要

赚钱的，这也不是绝对的。对社会做贡

献，适当取得一些报酬，这也是应该

的。但是律师不能纯粹为了挣钱，律师

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的，给国家法治发展

做贡献的，是伸张公平正义的。律师本

身既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份事业，我们

做好律师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尽自己的

一份力量，给国家整体的事业做贡献。

律师实际上也是民主的重要力量，因为

律师也代表部分人民的一种呼声。总的

来说，律师队伍在发展，和改革开放初

期相比，近40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很大

的进步，包括律师自己的生活水平。既

然各方面都在进步，我们就应该对律师

事业有自信：这是社会需要的，很崇高

的一份事业。

当然，社会上总有一些不同的声

音。不要说对你们，包括对我们也一

样。我们整天搞科研、教学的，也有人

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看我发表

的东西，背后说高某某晚节不保。我的

心态比较好，你骂我也好，说我的坏话

也好，我听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

种批评的声音，即使带有一点挖苦，我

们要经受得了，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

态。有人说，我88岁了还这么活跃，参

加一整天的会。下午听了各位的发言，

我感觉到非常振奋，我愿意了解问题到

底出在哪里，不听发言，也许我就不能

考虑那么周到，不一定有那么深的印

象。

人家说开卷有益，开会也有益，

只要这个会开得应该，不是可开可不开

的，更不是尽讲套话的。今天的会议是

京都刑辩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开的第一次

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质量，在我看来

是蛮高的。听了今天的会议，我非常满

意，很振奋，自己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刑法离不开刑事诉讼法，定罪量刑

要经过适当的程序。当然，刑事诉讼法

如果没有刑法也不行，程序还是要为刑

事诉讼解决实体问题，解决定罪量刑的

问题，解决刑重、刑轻的问题，甚至解

决有罪、无罪的问题。我认为研究中心 

可以把今天大家讲的意见再整理，积少

成多，将来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感谢中心的成立，搭建了一个平

台，让我也多了解一点程序的问题。有

一句时髦的话叫刑事一体化，我始终不

否认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性，特别是证据

法的重要性。做律师是最好的，你们既

懂实体又懂程序，是最全面的。刑事辩

护的律师，要精通刑法、刑诉法。

我希望将来国家也能多出一些不

仅在国内有影响力，甚至在国外也有知

名度的名律师。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

有30多万律师，还不算多，数量上还缺

很多。所以，律师事业还是大有可为。

研究中心成立后，通过不断积累研究成

果，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智库，律师方

面的智库。通过研究中心，我们把声音

传播到各地，传播到全国，乃至国际。

我也希望京都律师事务所成为全国的领

军所，当然这个不能靠自己吹，要深入

研究某些领域的问题，真正在全国起到

引领的作用。

提到有效辩护，有一些问题需要

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比如，以侦查为中

心，公检法一起联合起来对待律师，怎

么有效辩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就如何来一步一步解决这些问题。

以审判为中心，不能理解成以庭

审为中心。我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当

时提出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庭审程序实

质化、质证形式化的问题。经过这两年

的研究，已经开始转变了看法，以审判

为中心绝不是光以庭审为中心，以审

判为中心这个诉讼制度的改革，有两个

“牛鼻子”，一个是以审判为中心，一

个是责任制，要把这两个“牛鼻子”牵

动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个系

统的工程。

现在侦查权的问题是检察听公安

的，法院听检察的，公检法听纪委的，

这些情况大家都非常清楚，可是怎么解

决这些问题呢？这个体制上的问题如果

解决不了，怎么能实现有效辩护呢？

这是一个重要任务，从顶层设计，

到每个法律人都要思考这些问题在中

国如何一步一步解决。以审判为中心诉

讼制度的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

决以庭审为中心的问题；第二步要解决

公检法，包括辩护权的职权优化问题，

这个优化问题我认为着重就是要解决对

侦查权的制约问题，对警察权力制约的

问题，包括自己立案、自己侦查、自己

逮捕、自己采取强制措施，所以庭审为

中心解决完了以后，第二步就要解决职

权的优化问题，说白了就是对人权和物

权的司法审查问题。法院要介入审前程

序，要解决各种强制措施的使用问题，

包括秘密侦查问题、技术侦查问题；第

三步，完成前两步以后，远期规划就是

要启动刑诉法第三次大修。新刑诉法的

修改，现在初步的模式，我个人的看

法，就是要贯彻以法院为中心，以审判

为中心，侦查起诉都要为审判为中心。

我认为这个东西虽然没有形成主要的意

见，但是在一些大会上，已经把这个话

题说了。我非常高兴看到以审判为中心

的制度改革，已经从以庭审为中心，发

展到对整个诉讼机制的改革。这就是我

研究诉讼法一辈子要解决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把这

三步落实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

解决了。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要

把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看作是一个

庭审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

统工程包含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律师

四大主体，辩护律师是四大主体之一，

要把律师提升到一个监督制约的作用。

我们要研究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律师怎

么来制约，怎么来监督。优势的公安，

强势的检察，弱势的法院，律师如果加

入到这个队伍，这就更好了。

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要解

决以庭审为中心，我们的辩护也要有三

个转型。

第一个转型，一定要从非理性的

辩护转向理性辩护

所谓理性，就是恪守职业，充分

发挥职业精神。同时，要尊重司法规

律，尊重科学。比如，什么叫排除合理

怀疑，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谁也

说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要综合全部

的证据，再加上你的经验判断、逻辑判

断，最后才是你的自由裁量权。你要拿

出证据来评判，所以律师们也要学习一

点马列主义的认识问题，这样才能使辩

护走向科学，走向正当性。另外还要尊

重我们当前生存的法治环境，要从现实

法治环境出发来搞好辩护，不要一磕到

底、磕死为止，这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个转型，要从对抗走向协商

原来我没有接受这个观点，最近我

非常重视这个观点，因为我研究一辈子

的诉讼，诉讼是三种类型，一种是压制

性的诉讼，叫你往西，你就不能往东；

一种是权力诉讼，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

权力诉讼的阶段，还有一种协商诉讼，

包括现在已经提倡的合议庭诉讼。所

以，按照诉讼的规律，今后我们的刑事

辩护要从对薄法庭、讲究辩护的技能，

转向庭前协商、庭前的沟通。

有一个美国教授说中国现在的律师

功夫是用在法庭上，这不行，美国现在

衡量一个律师水平的高低，关键是庭前

的沟通和协商，看你会不会谈判，你的

谈判能力。我听了之后非常受启发，我

说教科书上没有这一条，大家好好想一

想，我们如何从对抗走向协商，要提高

这个技能。今后70%、80%的案件要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志还不

会沟通，要转变立场，要从对立、对抗

走向协商，要学会妥协。怎么对被告人

有利，我就怎么妥协，希望大家一定要

把握住。

第三个转型，要从单一的无罪辩

护转向多元辩护

这个多元辩护，陈瑞华教授讲的大

概有10多个原因，我把刑诉法、律师法

的条款列了一下，大概有20条。律师在

不同的阶段都要发表不同的意见，做到

多元辩护，恪守律师职责。

如果能实现这三个转变，配合以审

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们的律师

就前途无量。

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要把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

革，看作是一个庭审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包含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四

大主体，辩护律师是四大主体之一，要把律师提

升到一个监督制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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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昌：有效辩护需先解决两个前置条件

关于有效辩护，实际上我们国家有

效辩护的要素，跟美国有效辩护的要素

是不一样的，有效辩护主要体现在律师

的辩护责任和辩护能力问题上，体现在

有没有发挥律师的作用，有没有认真履

行职责，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同时也包

含了辩护机会的问题。

而在中国，有效辩护有两个前置条

件，刚才各位也谈到了，一个是权力对

辩护权的限制和干预，你没有办法去行

使辩护权，更有甚者是干脆限制你，就

是有时候用权力来干预，或者用明示和

暗示的办法进行干预。权力对辩护权的

行使造成了限制和干预，这是一个限制

条件。

另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法院对辩

护权的漠视和排斥，我们讲以审判为中

心，而在审判为中心没有真正实现的情

况下，辩护权常常受到漠视和排斥。有

的法官就明确跟我讲过，说田律师你

千万要少说，你说得越多，我越没有办

法，越为难，你别给我出难题。你说多

了，那我怎么办，这是真心话，因为他

也无奈。所以当辩护权未能成为审判工

作和法官的切实需求的时候，就会受到

漠视和排斥，只有当它真正地独立了，

而且与责任挂钩了，就是当一个错案的

出现，和法官的责任挂钩的时候，当法

官为了避免自己的责任，必须主动寻求

律师有效辩护的时候，这样的辩护权才

能是受尊重的。我当仲裁员裁决案子的

时候，就特别希望双方律师都说得越充

分越好，否则不敢下这个裁决，下了裁

决，我担不起责任。当法官有这种心态

的时候，独立审判了，又有责任追究的

风险跟在后面，他肯定会非常急切想听

一听律师的发言，以保证判决的公正

性。

所以这两个前置条件非常重要，四

中全会以后确实从顶层设计上有很大的

进步，有很大的突破，比如明令限制权

力干预，发了一系列的文件，中央政法

委也有文件。如果能够真正避免权力的

干预，第一个前置条件会减少很多。但

是可悲的是，到今天为止，文件虽然出

了，还是不起作用，我在开庭时候经常

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有文件出来了，

虽然上面的调子也定了，但是下面有这

个惯性还在继续往前走。还一些法官和

法院甚至还在主动地寻求干预，他不敢

担这个责任，因为习惯了，生怕有些领

导或某些权力部门提出责难。一个是被

动接受干预的惯性，同时也还有积极主

动寻求权力干预的现象。所以虽然文件

发了，还不起作用，可能还要有一个过

程。

第二个问题，以审判为中心，提出

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去年还发表了一篇

文章“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与保障”副

标题是“迟来的回归”。30多年，才提

出了审判中心主义，这只是一种回归，

不是一种创新，可是至今还是回归不

了。刚才讲了由于很多其他的问题没有

解决，包括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侦查中

心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审判中心主

义还是停留在口号上。所以，我认为必

须从根本上解决有效辩护的两个前置条

件，我们才有可能去深入讨论和推动有

效辩护的问题。

对于有效辩护，我个人觉得有三个

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要有辩护。2012年刑

诉法修改以后，刑事辩护率并没有明显

提高，大概不超过30%。原因在哪？有

侦查机关的因素，侦查机关不想让律师

介入，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侦查机

关的办案人员，不愿意过早告诉嫌疑人

聘请律师的权利，嫌疑人也无知。还有

一些嫌疑人，虽然很想请律师，警察问

黄太云:有效辩护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他要不要请律师，他拒绝了，因为他想

在审讯阶段获得一些人道的待遇。

从司法改革的角度来看，提高辩护

率，需要加大法律援助的力度。但是，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侦查阶段的辩护率。

辩护权是公民人权保障的一个基本权

利，不是谁可以赐予或剥夺的，这个理

念如果不深入到办案人员的心里，要提

高辩护率恐怕很困难。所以，有辩护是

有效辩护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指标。

第二个问题要会辩护。专业化、

高水平的辩护，要求律师对法律条文要

有深刻理解，能很好地把握立法精神，

有尽职尽责的职业道德。法律规定了律

师的辩护权利，比如会见、阅卷、调查

取证，跟办案部门沟通等等。但是，

有些律师可能会讲，现在调查取证太难

了，不能以无罪辩护是否被法院采纳来

评判是不是有效辩护。我个人希望是从

过程来看，就是不管结果如何，律师是

今天下午的题目是以审判为中心视

野的有效辩护，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

是以审判为中心，一个是有效辩护，这

两个词都是沉甸甸的。

一、真正地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要

突破两大核心问题

以审判为中心是目前中国司法改

革一项重大的议题，当初提出这个议题

的时候，绝对不是今天界定的庭审实质

化。这种改革的思路是完全缩小了、变

质了，要实现真正的以审判为中心，必

陈瑞华：侦查中心主义、法律监督中心主义阻碍有效辩护

须突破如下两方面：

（一）破除侦查中心主义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是我国刑事诉

讼，乃至刑事司法体制的一个黄金原

则，是写入宪法的。这个原则确定了中

国特色的司法体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沉

重的包袱，乃至灾难，它最大的问题是

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的制度，必然造就侦查中心主义的格

局。在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

刑事案件，除了逮捕体现一定的监督制

 黄太云：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长

约关系外，控制人身的从拘留、监视居

住、取保候审到拘传，控制财产的查

封、扣押、冻结和拍卖，都是谁侦查，

谁决定，谁执行，国际公认的令状主义

司法审查，是不存在的。司法实践中，

一个案件刚刚进入侦查阶段，就把财产

查封扣押冻结了，导致法院最后没有独

立审判权，生米做成熟饭。公安、检察

机关通过对人自由的剥夺、对财产的剥

夺，来挟持法院。如果在以审判中心主

义改革中不涉及侦查中心主义的改革，

完全变成了庭审实质化，就不是真正地

不是以专业的法律素养，尽职尽责为当

事人做到了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如果做

到了，即使结果不理想，当事人仍然感

激你为维护他的合法权益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有效辩护。另外，有效辩护还体

现在法官、检察官内心里对律师专业素

养、敬业精神的钦佩。这都需要我们律

师苦练内功。

第三个问题是能辩护，这也是当前

迫切要解决的。现在律师的执业大环境

还不是很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之处。

律师缺乏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和空间。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应该仅

仅限于庭审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对侦查

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样提出了一系列

的要求。

我们现在的诉讼模式，实际上是

以侦查为中心的模式，这是在实践中形

成的。比如，具体在案件中，如果侦查

机关下了结论，律师提出是非法证据应

该排除，检察机关不但不敢排除，反而

还作为起诉或判决有罪的依据，这实际

上就是侦查机关的结论已经制约了这个

案件的走向。这就是以侦查为中心所带

来的一个弊端。如果对侦查活动不加制

约，如果不改变这种办案的理念，出现

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

当然，我们律师也要注重在侦查阶

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收集证据，不能把

主要的力量都集中在法院的审判阶段，

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发表辩护词，而是要

提前跟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积极沟通。

律师的专业能力除了法律知识、专业素

养以外，如何与办案人员沟通，也是一

门技能。

有些律师反映非常强烈的问题，比

如法院以案件的卷宗材料和卷宗笔录作

为审判的依据，鉴定人出庭难，警察不

出庭的问题，还有会见难，阅卷难，调

查取证难等老三难的问题都出现庭审阶

段。新三难的问题，发问难、质证难、

法庭辩证难，还有别的三难，比如证人

出庭难、非法证据排除难、还有职务调

查难等等恰恰也都发生在庭审阶段。如

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律师怎么有效地辩

护？

很可喜的是，现在最高检、最高

院、公安部，都在强调保障律师的权

益，为律师提供便利，重视程度达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文的频率也很

高，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相信这些

问题会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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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这是个根本性问题。

（二）破除公诉权垄断主义

在我国，公诉权大于辩护权，这是

明文写入法律的。从调查权，举证权，

到质证权，公诉权享有高人一等的地

位，民事诉讼里的抗辩平等在刑辩里面

根本不存在。以抗诉权为例，只要是检

察院二审抗诉，法院必须开庭，而被告

人及其律师提起上诉的，90%的二审不

开庭；只要是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的，

法院必须启动再审，而当事人提起申

诉，是何其艰难！那么，请问在公诉权

一家独大，享有优势特权垄断地位的体

制下，哪有什么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

哪有审判中心主义呢？

在宪法上，检察机关还是法律监督

机关，这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最大敌人。

检察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不仅监督公

安机关、监狱执行机关，还可以监督法

院，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检察机

关有了法律监督权，还谈什么诉辩平

等，还谈什么法官至上，还谈什么以法

院为中心。

律师辩护的对象是法官，是合议

庭，是要说服他们，律师辩护的艺术又

称为说服法官的艺术。因此，如果法官

没有独立审判权，没有权威性，事事受

制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审判流于形

式，辩护就毫无疑义。所以，要想真正

激活中国的辩护者，一定要激活中国的

审判者，让法院真正有权威，实现审判

中心主义。

二、在中国实现有效辩护要做到

两个基本保障

有效辩护不是我国的本土概念，

它来自于美国。在美国辩护制度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被告人有权获得

辩护；第二，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的辩

护；第三，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

辩护。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了被告人获

得辩护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国家整个法制理

论开始强调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

权，比如法律援助制度建立起来，比如

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权逐渐得到强

化。但近几年，我们意识到光靠保障被

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是不够的，即便有律

师帮助，辩护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

无罪辩护基本上是无效的辩护，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015年的无

罪判决是1142人，其中自诉案件占了三

分之一左右，公诉案件无罪判决也就

六七百件，而我们整个刑事案件的总数

字突破了120万件，我国的无罪判决率

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再比如非法证据

排除在实践中陷入困境，有些地方陷

入绝境。从成文法上看，我国的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不比美国差，不比大陆法

系国家差，根本问题不是法律条文的问

题，是整个制度环境和体制问题。就此

背景分析，在当前从美国引进有效辩护

的概念，是切合中国刑事辩护实际的。

总体而言，有效辩护在中国的实现，要

有如下两个基本的保障。

（一）良好的司法制度环境保障

不能够把责任都推给律师，有效

辩护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司法制

度和环境，给律师的执业创造基本的执

业条件。今天很多的制度、规则是不利

于律师的执业，律师无法展开有效的辩

护，所以出现了有效辩护难，乃至无效

辩护的问题。这跟体制制度和程序设计

有直接的关系。如证人出庭制度是明

文写在刑事诉讼法中，但细看法律的规

定，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可以让任何一个

证人不出庭，也不违法。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在此不赘。在这样的一个法院

享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体制下，律师的

申请权几乎可以被无理驳回的环境下，

律师做不到有效辩护。

（二）律师本身尽职尽责的保障

律师本身要尽职尽责。今天的刑

事辩护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整合，重新反

思的时候，因此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有

必要研究在现有的体制下，如何挖掘潜

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良的服务。当前我

国的刑事辩护可谓困难重重，例如刑事

辩护观念极其落后，刑辩律师的职业伦

理操守令人堪忧。现在很多律师竟然还

在强调独立辩护人理论，应该说这是律

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时期成就的执业

伦理，而从世界范围内看，忠实于客户

利益是最高的执业伦理，如果这一点做

不到，又谈何有效辩护？

总之，要想在中国实现有效的辩

护：一方面我们需要推进司法改革，改

善律师的执业环境，让整个制度更为科

学、人道和人性化；另一方面，我们律

师本身也需要反思，如何实现高质量的

辩护，如何实现辩护制度的转型。过去

那种大专辩论会式的辩护模式，已不合

时宜。今天辩护的形态已走向多元化，

辩护的阶段逐渐前置到侦查、起诉和审

判前阶段，出现了大量妥协性辩护的

形态，需要律师去沟通，去协商，去谈

判，去交涉，去妥协，去维护客户的最

大利益。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贵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原庭长

高贵君：律师尽职尽责做有效辩护

虞平：司法改革要提供能保障公正的公共产品

审判中心主义要逐步实现，当前

谈全面审判中心主义的时机还尚未成

熟，现实地先考虑推进以庭审为中心的

实现，而审判中心主义可以作为法律人

的一个远景目标，不断努力追求之。因

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触及深刻的体制

问题，只有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做大的

调整，重新设定公检法机关之间的权力

配置，审判中心主义才能实现。另外，

庭审中心是观念的转变、制度设计的转

变，因此现在提庭审中心主义比提审判

中心主义面临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

阻力要小。

当前谈有效辩护问题，同样要立足

于现实，还不能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模式

下来探究。就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应该是理性

的，而不是拍脑袋的事情。比如美国的

制度，与其说是设计出来的，不如说是

发展出来的。美国刑事诉讼制度是从英

国借鉴过来的，传承到现在，中间有了

无数次的改善和改良，甚至是革命性的

改变。

美国宪法修正案200年前就规定，

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辩护，但真正实现是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国家必须

要配套提供相应的资源，个人才能获得

帮助。中国现在刑事辩护率这么低，本

身就反映了犯罪嫌疑人没有获得必要的

法律帮助，没有得到有效的辩护。

说到现在的侦查中心主义，以侦

查为中心的基本概念就是以行政权为中

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还是比较稀少的，

除死刑案件外，很多案件是没有辩护

的。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中，能够真

正做到有效辩护的也并不多。有的案件

辩护律师提供的辩护词只有两页纸，对

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都没有下

功夫，基本上都是套话。真正踏踏实实

做案子，根据被告人提供的线索去调查

取证，然后来法院陈述辩护意见的，并

不是特别多。这种现象跟刑事案件收费

低有很大关系。那么，怎么能做到有效

辩护呢？还是得从律师的尽职尽责出

发，律师做案子不是为了博名声，要摆

事实、讲道理，要抓住辩点，从证据、

法律上进行辩护。不见得被告人无罪或

案件获得重新处理才是有效辩护，能够

心，行政权的任意性是非常大。我在20

年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研究了一个

问题，就是西方现在的行政权有审理化

的趋向，现在行政复议都是审理化，这

是为了限制行政权的任意性，反过来

我们司法本来应该就是审理化的一个过

程，却又变成一种行政任务。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符合人类共同的法

治文明，不符合这个基础上的制度正当

性和公正性。

我个人也见证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的改革，目睹了很多法律人内心的挣扎。

一个制度设计是基于一个多元的立场，要

能容忍不同观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一个不同观点冲突的解决机制，如果做不

到这一点，法治就无法实现。

从被告人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发表言

论，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刑事程序权利，

这都是有效辩护的应有之义。

到今天为止，为什么美国司法制度

相对来讲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虽然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行政、立法上争

得很厉害，但是对司法机构，公众还是

非常尊重的，因为他们能够提供一种公

共产品来保障司法公正。这个公共产品

就是当有纠纷的时候，可以通过机制得

到解决，尽管可能你不同意结果，但是

你还能认为是公正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一个感

触，我们今天搞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

革，要明白司法权是不可分割的，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改革，不能说行政

权需要就分割出一部分，最后的结果不

仅给刑事辩护造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

碍，而且也无法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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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毅强：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唐哲：有效辩护在美国也是个难题

刘毅强：律师要对专业、职业充满自信

以审判为中心在美国可以理解为

大家都愿意认可法院的判决。比如，有

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一个母亲杀了两

个女儿，最后被判处无罪，因为通过正

当程序，陪审团按照他们看到的证据决

定她是无罪的，这个结果我是愿意接受

的。

谈到有效辩护，在美国，不管哪个

阶段，都是可以获得律师辩护的，这是

宪法提供的一个基本权利。问题是虽然

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的

辩护？美国案件量非常大，大多数的法

我曾在联合国成立的柬埔寨特别

法庭工作过三年，谈几点在国际法庭见

闻的感想：其一，世界范围内的律师都

有自己的风格，有的还呈现地域化的特

征，但这些律师总体呈现一个共性的

特征，那就是对于自己专业、职业的自

信。但这些在我们中国律师身上体现得

并不充分。我接触的很多中国刑辩律师

律援助案件律师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

备的，有的是开庭前五分钟才认识他们

的当事人，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提供

一个有效的辩护？

去年美国有140个案件，因为是冤

假错案，都被推翻了。当然错案被推翻

了，这是一个好事，但是被定罪的人平

均坐了12年的牢，案件才被推翻了。这

些案件中间，有58个是杀人案，都是重

大的案件，但还是错判的，虽然他们也

都有辩护律师。所以美国是有辩护的，

但不一定能说是有效辩护。这些被推翻

案子中，其中有75个案件，根本没有案

件的事实，没有犯罪的发生，但是他们

还是被判罪。

我提这些是想说虽然美国的制度比

较健全，我们也比较信任法院，有法律

文化，法律意识也比较强，但还是有这

样的问题存在。所以虽然我们的国情不

同，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

都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只有

包括辩护律师在内的整个系统改善了，

才能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

都非常优秀，他们对中国社会、法律制

度和刑事辩护价值的认知都非常透彻。

我国的律师生存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

里，但因为律师们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

和潜力，将来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对这

一点要充分自信。其二，联合国特别法

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每个被告人都

有一个国际律师一个当地律师辩护。联

 门金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兼职律师

门金玲：审判中心主义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内在应有之义

邹佳铭：平等、及时的司法环境是有效辩护的前提

庭审中心主义意味着所有的裁判

结论都来自于法庭，这是整个审判中心

主义改革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但当前

的改革似乎是反过来走，这是一种实

践的智慧。审判中心主义在改革上包容

度更大，需要触及到最根本的部分，包

括侦、控、审三机关关系的重新建构。

然而当改革触动到权力分配时，会遇到

强力的抵制甚至压制。因此，当前的改

革就更多的是从庭审中心主义着力，但

审判中心主义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内在应

有之义，这样慢慢地就可以削弱纵向构

造，最终走向审判为中心。

西方国家可以用量化的标准对一个

律师的作业进行量定。如果律师没有会

有效辩护，是当前现阶段非常热点

的主题。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谈三点：

第一，有效辩护的前提是存在一

个平等、及时的立法、司法环境。美国

有无效辩护制度，但这与中国的有限辩

护制度还不能说是正反的两方面。美国

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公平的司法环

境，所以如果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

达到效果，或者说律师的辩护质量低，

那是由于律师不尽责等个人原因。但在

中国还没有客观的司法环境，有太多影

响辩护结果的因素，是律师不能够控制

的，所以不能以结果来判断是否是有效

的辩护。当前探讨的有效辩护更多是从

律师个人层面出发，但联合国的相关文

件更多是从制度层面来探讨，文件中提

见当事人，在法庭上一个关键证据没有

提出来，或者根本没有去调查，量积累

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定性为辩护无效，可

能会引起重审等法律后果。但我国的有

效辩护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概念不能做到

平等对话，我们只是给律师提了一个有

效辩护的概念，但如何衡量，会承担什

么后果等尚不确定，远未达到西方国家

的制度水平。我们现在的有效辩护主要

是就两个层级而言：第一，律师在辩护

时，只要把该主张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

题都充分说明了，就是有效辩护。刑事

辩护的价值并不是把所有冤案都翻案，

而是监督公权力依法运行，不能胡来。

第二，在此基础上，刑事辩护律师要锻

到的是平等、及时和有效的辩护，这三

者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我理解平等和

及时是有效的前提。而平等和及时并不

是律师一个人的问题，要看立法和司法

环境是否给律师提供了平等帮助、及时

介入的条件。在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

下，再来谈辩护是不是有效的。在欧

洲，有专门的评估机构来评估一个国家

是否提供了有效辩护所需的立法和司法

环境。

第二，刑辩律师乱象是由客观环

境催生的。当前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一

些问题是客观存在，但为什么民商诉讼

和非诉领域的律师问题没有这么突出，

真的是因为刑事辩护律师素质差吗？我

觉得不单单是素质的问题，是客观环境

练与法官或其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沟

通能力，用自己的风格去说服法官。

催生的。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商品生产

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市场需要什么，

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一个刑

事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拿起了法律武器，

但这对案件判决的结果没有任何裨益，

那么这名律师就不会努力钻研法律。刑

辩律师对出名、出镜和名声炒作非常热

衷，那是因为我们的辩护结果不取决于

我们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而是取决

于这些商业性的东西。还有一些勾兑派

的律师，之所以说是“派”，是因为市

场有需求，这样的律师已经形成一定数

量规模。有很多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生，

最后选择不做刑辩律师，是因为他们觉

得在这个领域不能体现出专业的价值。

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中国最终会走入法

合国每年要花几百万在这个柬埔寨特别

法庭，这些钱不见得用到最需要的人身

上，初步觉得这些钱花得不值，但仔细

思考，可能这就是文明的意义，是在追

求程序所带来的公正，我们应该看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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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雅丽：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梁雅丽：刑事辩护律师要注重沟通方法

当前国内在探讨有效辩护时，经

常将其界定为律师的辩护意见是否被采

纳、判决结果是有罪还是无罪等，这跟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有效辩护是截然不同

的。美国是对抗式刑事司法体系，所以

要通过衡量律师辩护是否有效，工作是

否有瑕疵等来判断判决是否可信，判断

的结论会引起程序性的后果，甚至决定

这个案件能否提起重审。

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模式也应做出

相应的调整。其一，律师发挥作用的空

间前置到侦查阶段。之前，刑事辩护律

师更注重庭审的表现，但随着辩护律师

介入阶段的提前、范围的扩展，更应注

重提前介入阶段调查、沟通等工作。其

二，律师调查取证中降低风险的策略。

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刑法第306条

规定就像架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尤其是言词证据不稳定性带来了更

大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就

不去调查取证了，而是尽量减小取证的

风险。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做法是，一是

至少两名以上的律师一起取证；二是取

证的时候都带着所有录音、录像设备，

记录整个调查取证的客观过程。其三，

刑事辩护律师工作中要注重、完善沟通

方法。沟通不是勾兑，律师在沟通过程

中如果能够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相关

机关工作人员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的

态度进行，就能够降低沟通的风险，提

升沟通的有效性。

由于体制和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

当前我们要坚持有效辩护确实存在很多

困难，如会见难和非法证据排除难等。

这都是现实的，不可回避的，但我们应

该意识到自己作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在

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总是去埋

怨相关部门的问题，而要反思我们是否

有积极与相关机关沟通，表达诉求，引

起关注，尽到监督社会的责任，引导相

关部门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问题。

我们对司法改革还是要满怀信心，要积

极地参与，履行监督职能。相信在我们

每个人的努力下，前途是光明的！

治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的潮流。那么，

在法治社会里，律师何以安身立命呢？

当然还是靠专业素质和专业素养。虽然

当前的客观环境如此，但对大多数律师

而言，他们的行为取决于很多东西的引

导，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刑事辩护研究中

心，想去提供一个客观的环境，让律师

主动或被动地去加强业务素养，然后再

努力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去赢得有效辩

护。

第三，刑事程序权益的保障也是有

效辩护的重要内容。有效辩护不光是实

体上的结果，更是程序上的结果。有效

辩护的标准并不是胜诉，或者辩护意见

为法官采纳，保证刑事程序的每一个环

节都能依法推进，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

权益都依法主张了，也是有效辩护的体

现。这里的程序并不仅指庭审程序，有

效辩护应从法庭延伸到前置阶段，尤其

是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

2014年11月5日，京都律师事务所郭庆律师、相

愫晶律师在律所的贵宾室，听取了书画家魏

君（化名）的家属和朋友所能知悉的案情片

段介绍，经过认真梳理、分析后，初步判断此案具有很大

的辩护空间，接受了魏君亲属的委托，作为魏君的辩护

人，从侦查程序中开始介入，展开了刑事辩护律师的代理

工作。

案情简介

魏君，男，现年49岁，硕士研究生文凭，被捕前系北

京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小

区。

2014年9月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

分局刑事拘留，羁押于石景山区看守所。同年10月被北京

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4年12月，石景山公安分局侦查终结，移送至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听取了辩护人和

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期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

次，延长起诉期限两次。

2015年5月，检察院提起公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法院。《起诉书》称：“经依法审查查明：2013年，被告

人魏君与被害人胡亮（化名）经人介绍相识后，多次虚构

自己系中央直属机关书法家协会成员的身份，使胡亮认为

其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同年10月，魏君在其位

于本市石景山区的住所等地与胡亮商谈共同投资‘朗月音

乐平台'项目，胡亮基于对魏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

信任，于同年12月18日向魏君建设银行个人

账户汇入人民币二百万元。后胡亮发现魏君

并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多次要求

魏君退回其投资的二百万元的资金，魏君仅

退还部分钱款后胡亮报警。2014年9月3日，

魏君被民警查获。”

控方认定的事实

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勾勒出这样一

个事情经过：

2013年2月，胡亮从南方来北京，被一

位姓章的朋友带去吃饭，介绍他认识一些京

城里“有能量的朋友”，其中就有魏君。席

间，魏君当众自我介绍说他是中直机关副秘

书长（据胡亮报警笔录）；

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胡亮多次来京

办事，每次来都联系魏君，两人见面只是

闲谈、吃饭。直到10月，胡亮到魏君家里拜

访。魏君跟他提出，他打算投资做一个互联

网“朗月音乐平台”，依照他的特殊身份肯

定只赚不赔，希望他也投资。胡亮同意投资

200万元。

12月，胡亮将200万元汇入魏君的个人

账户。

2014年4月，胡亮的一位朋友帮助查询

了“中直机关的通讯录”，“发现没有魏君

这个人”。胡亮感觉被骗了，要魏君退还投

酒后戏言还是招摇撞骗
——一起被控招摇撞骗罪的成功辩护案例

 郭庆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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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款，魏君退了一部分后说没钱了，胡亮报警。

律师了解到的事实

接手本案后，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魏君21次，并向他

的朋友们深入了解案件事实。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以下几项对案件走向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渐渐浮出水

面：

作为一名交游广泛的书画家，魏君认识不少各行各界

的朋友。其中有一批朋友设立了华浩公司，是著作权维护

的网络运营平台，正在寻找资金，魏君很看好这个项目，

不仅自己入了股并参与管理，还请身边的朋友，包括小

章，帮助留意寻找投资人。小章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小靳，

小靳认识胡亮，知道他手头有不少资金正在寻找好项目，

就转述给了胡亮。胡亮为此专程前来北京谈项目，这样

魏、胡、章、靳四个人第一次见了面。当时小章向胡亮介

绍说，这是魏哥，书画家，我们都叫他魏老师。并没有任

何人提到魏君是所谓的“中直机关副秘书长”。

几个人相谈甚欢,对项目投资一事一拍即合，魏君很

快将胡亮介绍给华浩公司，3个月之内，胡亮投资2000万

元，成为华浩公司的董事长，魏君任执行董事。因为胡亮

并不长期在北京办公，就委托魏君代为全权处理公司的一

切事务。

魏、胡二人在同一公司共事了半年之后，魏对胡说，

他有意借助华浩这个项目平台再创建一家公司，叫“朗月

音乐平台”，希望胡再投资200万元，胡答应了。因新公

司还未获得营业执照，就先将投资款打入了魏君的个人账

户。

此后不久，因为投资款如何使用等问题，二人产生

了分歧，胡亮对魏君渐渐不满，遂告知魏君自己不想投资

“朗月音乐平台”了，让魏君退还投资款，魏君也同意，

二人为此签订了《关于胡亮投资朗月音乐平台项目支付资

金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确认了退还

款项的具体时间。但因为已经产生了租用办公场地、网站

设计等开销，投资款几乎已经花费殆尽，魏君并未如期退

还全部投资款，胡亮找人上门威胁魏君未果之后，便报警

说自己被魏君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骗了。本案由此事

发。

魏君说在警察讯问他的过程中，他多

次说到他与胡亮的认识经过，而且说小章和

小靳都可以作证，但警方未做记录。

关于魏君自称中直机关副秘书长一

事，魏君承认，自己的确有一次酒后戏言，

说自己的书画水平完全不逊色于中直机关书

画家协会副秘书长，因为他被某中直机关聘

为外聘画师，参加过中直机关的书画比赛；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中直机关副秘书

长。

律师搜集、调取的证据

从警方搜集的证据和律师获得的事实

线索看，有几个关键事实有待印证：

1.魏君和胡亮到底是怎么认识的？第一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执业领域主要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

和涉外刑事案件。郭庆律师能用熟练

的英语工作，担任数家外国公司、外

资企业法律顾问，承办了大量涉外公

司业务，及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案

件，积累了丰富的涉外业务经验。

郭庆律师简介

次见面都有谁在场？到底魏君有没有说过自

己是“中直机关副秘书长（据胡亮报警记录

及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或是“中

直机关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据检察机关

《起诉书》）？

2.魏君说胡亮在向“朗月音乐平台”

投资200万元之前，与他在同一公司共事半

年，他天天到华浩公司里上班，门口贴着

“执行董事长”的水牌，若是他骗胡亮自己

是中直机关的领导，怎么可能胡亮不生疑

呢？对这段共事的经历胡亮只字未提，控方

证据对此也无任何记录和反映。

控方的主要证据包括被害人的4份陈

述、被告人的12份供述、9名证人的证言、

魏君账户的银行记录等，其中被告人的12份

供述均承认自己曾酒后说过自己是中直机关

书法家协会或书画家协会的副秘书长。这一

套证据看似环环相扣，非常不利于为被告人

做无罪辩护，但经过律师的耐心梳理、逐份

比对，不难发现其实关键事实模糊,重要线

索缺失,且指控被告人犯有招摇撞骗罪并无

法律依据。

调查取证的艰难和曲折这里不赘述，

辩护律师最终通过魏君的亲朋好友调取到了

魏君与胡亮在同一公司参加活动的照片、二

人签署的《处理意见》的原件,在网络上查

找到了二人一同推广项目举行新闻发布会的

公开报道,辗转找到了第一个介绍他们二人

认识的小章并以电话录音的方式记录下了他

明确向胡亮介绍魏君是“书画家，我们都叫

他魏老师”的陈述（这份经证人同意进行的电话录音事后

成为了本案大反转的关键因素）……

激烈的法庭辩论

在法庭审理阶段，本案经历了四次开庭，被告人自始

至终拒不认罪,辩护律师坚定地进行了无罪辩护。为了将

散落在证据卷宗中的凌乱的时间点、关键事实更清晰地梳

理出来，展现给法庭，辩护律师制作了详细的、一目了然

的供证对比表格，用不同颜色的字体标出对同一事实的不

同当事人甚至同一当事人的矛盾描述；画出了二人从相识

到反目关系发展的时间轴可视图……依据对本案事实的扎

实的了解，和对刑法相关法条的深刻理解，辩护律师与公

诉人在法庭上的辩论如电光火石，各自寸土不让。令人欣

慰的是，审理本案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

心，倾听和追问了无数细节；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警方

在侦查本案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不记录、不

搜集、不提供，使得许多本该侦查阶段完成的调查取证工

作，不得不在法庭审理阶段，在辩护律师的不懈努力和坚

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进行！（《辩护词摘要》附

后，请大家指正。）

为了还原案件事实，辩护人向法庭申请关键证人小章

出庭作证。小章是魏、胡两个人的介绍人，后与二人都成

为朋友，对出庭作证表现得很为难，尤其是得知开庭时被

告人魏君和被害人胡亮均将在场时。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于案件数次审理却久拖无

法下判也倍感压力。

最后一次开庭，控辩审三方在法庭上等待辩护人申请

的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虽然事先同意出庭却迟迟未能到

庭，电话联系无人接听，公诉人提出无需再进行质证后愤

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合理的政绩观和考核要

求，导致该案当事人魏君尚有“不明不白”的疑惑，

不敢贸然提起国家赔偿申请，律师也因为一起法院本

应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判无罪的案件，却

以“撤回起诉”来了结而心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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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离席。被害人胡亮在庭审中表现得非常激动，表示自己

千里迢迢从南方专程赶来开庭，辩护律师申请的证人却并

不现身，完全是辩护律师为阻碍法庭下达有罪判决而玩弄

的伎俩…… 

最后一次庭审休庭时，初冬节气，天色已晚。让两

位律师心情更加暗淡的是，证人不肯出庭作证，也许一年

多不懈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被告人曾说“我绝不认

罪，缓刑我也不认，只要我不死，就一定把这个案子打到

底”，但此前在看守所所做的不利于自己的12份供述（虽

然庭审中他说警方的记录并不准确，但是他都迫于心理

压力签字了，但经法庭核实，警方的确没有刑讯逼供的行

为，因此不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或将成为令他无法翻

身的巨石。

只有在绝境中求出路。郭庆律师在半年多以前第一次

通过电话联系到小章时，经小章同意将通话内容录了音，

本指望小章能出庭作证接受公诉人的质询，这样的证言才

能生效，但此刻，这份录音材料成为挽救被告人的救命稻

草。

休庭后，律师将录音内容整理成文

字，将录音文件刻盘后寄给了法庭，并在

随附的信中写道：“我们深知这份录音材料

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证人小

章所说的内容，尤其是被害人与被告人长达

半年的共事经历，是网络平台公司很多人都

清晰了解的事实，魏君隐瞒真实身份，冒充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胡亮的投资是没有实

施基础的。望法庭参考，并转给公诉人为

盼。”

法院判决：准许石景山区检
察院对魏君撤回起诉的《刑

事裁定书》

2015年12月15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

庭宣判。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叙明：

“在诉讼过程中，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

院决定撤回对被告人魏君的起诉。”并称：

“本院审查认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

院提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当法庭宣读裁定时，魏君在被告席上

长舒了一口气。被法警带离法庭时，他带着

手铐挣扎着扭过身来，用哽咽的声音对着旁

听席大声喊：“女儿，等着！爸爸马上就能

回家了！”

石景山区检察院作出
《不起诉决定书》

2015年12月1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本院于

2015年5月28日以招摇撞骗罪向北京市石景

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后本院因证据

不足于同年12月14日决定对魏君撤回起诉，

同年12月1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裁定准许本院

撤回起诉”。“经法院开庭审理，本院认

为，认定魏君构成招摇撞骗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八百七十一条

第四款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

行）》第四百零三条，决定对魏君不起

诉。”

魏君被羁押470天后终于获
释

2015年12月17日的下午，北京的天空虽

然雾霾散尽，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阳光明媚，

蓝天白云，但依旧是寒冷的。

魏君的家人带着棉衣,与相愫晶律师早

早等候在石景山区检察院门口。下午上班的

时间一到就走进检察院过安检的接待室里，

通过电话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联系。检察官

称：检察院还要履行相应审批手续，让家人

和律师耐心等待。然而，家属的心还是七上

八下，心神不定，在极度焦灼的等待中度分

如年，不时地问律师：为什么这么久？会不

会发生变故？检察院会不会又反悔了，不同

意释放了？

魏君在石景山区看守所被羁押的整整

470天里，他在高墙里，家人在铁门外。他

的家人朋友总是一次次地抱着希望，盼他早

点出来，却随着案件流程不断向前走，一次

次地失望，甚至一度到了绝望的边缘，曾提

出过让律师动员他认罪，以能够争取到好的

认罪态度，能够让法院少判，早点出来，少

受点罪。他们渐渐已经对重证清白不再抱有

希望了……

将近下班的时间，魏君才被看守所释

放出来，被检察官带到家属的面前。魏君

与家属见面的场景可想而知，令人动容。这

时，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旁边一直录像，魏

君、律师随后根据检察官的要求，在相应的

法律文书上签字，按手印。最后检察院接待

室的一位老检察官略表了同情和劝慰并递

给魏君一份提起国家赔偿申请程序的告知宣传册。双方散

去。检察官走进了办公大楼。魏君请求与律师在检察院的

门口拍照留念，他要记住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面对锦旗，律师仍心存遗憾

魏君被释放后，稍事休整就向京都律师事务所送来了

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同时，魏君还表示，要继续聘请

两位律师代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虽然，这个案件结果还好，当事人获释并已与家人团

聚，但在追求完美而又较真的承办律师心中，不免也有些

许遗憾。

据“两高法律资讯”陈文飞发表的《判无罪为何那么

难：反思我国无罪率趋零化》一文中称：“2015年，一个

省份判决的无罪人数多则几十个，少则仅几人”。在“我

国的无罪判决率正呈逐年下降和趋零的走势，很多地方，

特别是基层法院都实现了零无罪率”的大环境下，2015年

12月，魏君招摇撞骗罪一案在经历了四次开庭、控辩双方

多轮交锋后，检察院用撤回对魏君的起诉的方式替代了法

院的“无罪判决”，这不能不说是在司法机关追求零无罪

或超低无罪率的现状下所采取的正义被打折的做法。正是

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合理的政绩观和考核要求，导致

该案当事人魏君尚有“不明不白”的疑惑，不敢贸然提起

国家赔偿申请，律师也因为一起法院本应该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宣判无罪的案件，却以“撤回起诉”来了

结而心存遗憾。

此案反映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诸如此类本该判无罪

而不判无罪，做“撤回起诉”处理的案件，实际上是违反

诉讼程序，损害司法公正的做法。这样不判无罪，检察院

自己撤回的结果，面子上好看，不算错诉；法院往往只好

接受，也不得罪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在正在进行的由

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大潮下，摒弃此类做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任重而又道

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京都律师在“以

个案推动法治”的路途上仍将继续努力，力争将更多承办

的案件办成精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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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君招摇撞骗罪一案
辩 护 词 摘 要

1.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魏君称：“被告人魏君

与被害人胡亮经人介绍相识后，多次虚构自己系中央直属

机关书法家协会成员的身份，使胡亮认为其是中共中央直

属机关工作人员”。指控所述的单位并不存在，被告人无

法冒充，因而不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279条1款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

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经调查得知：“中央直属机关书法家协会”并不存在，被

告人无法冒充其成员，但公诉人始终也没有提出或承认

《起诉书》存在笔误。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虚

构”自己在一个不存在的单位中冒充“成员的身份”招摇

撞骗，于事实无凭，于法无据。

2.关于被告人何时、何地、冒充哪一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使得胡亮产生了什么样的误信，《起诉书》中所指控

的关键词已经完全不同于被害人举报的情节，亦与公安机

关在《起诉意见书》中所查明的“事实”不能吻合，且与

控方自己提交的多份证据存在实质上的矛盾，实在不能视

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害人胡亮陈述：除了在被告人到案第二天所手写的

一份《申请撤案书》之外，胡亮共有三份陈述谈到他和被

告人为何相识、经谁介绍，但是言辞反复，相互矛盾：

第一份陈述：2013年2月份我来北京做生意，在一次

朋友聚会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认识被告人魏君。魏君当

时自我介绍是中直机关副秘书长；

第二份陈述：2013年2月底的时候我到北京大学上

EMBA培训，认识一个叫小章的人，带我去吃饭说给我介

绍个魏局长……魏君他自己介绍说：我……目前在中央直

属机关当副秘书长。 

第三份陈述：2013年2月中旬，通过我同学的一个朋

友的朋友认识的魏君（同学叫什么名忘了，男的，30多岁

陕西人，做什么工作不清楚。电话现在也没了）……当时

魏君自我介绍他是中直机关副秘书长。

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查明：2013年3月至10

月间，犯罪嫌疑人多次在石景山区远洋山水27-2-2706家中

及西单等地，冒充中直机关副秘书长身份。

被害人所述的“中直机关副秘书长”

也不是一个有效的、可冒充的职位；被害

人从未提及“中直机关书法家协会”这一名

称，公诉人却置之不理，认定被告人冒充了

这一组织的成员欺骗了被害人，这一指控令

人无法信服。

3.招摇撞骗案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第

一次相识时如何互相自我介绍，对是否构成

该犯罪的定性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本案中这

一关键事实只有胡亮自相矛盾的陈述，以及

证人高建国转述胡亮的不靠谱的传来证言，

再无任何其它证据支持。应当说，这一事

实完全未查清，根本未能提供据以定罪的证

据。

被害人自始至终对能证明当时情景的

介绍人的姓名闪烁其辞，对联系方式未提供

任何线索；而被告人从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

至本案侦查终结，共形成了12份口供，除了

2014年9月1日《询问笔录》中一笔带过地记

录了“2013年12月我和胡亮认识”（时间记

录还有误）之外，再无一字一句关于二人如

何相识的调查记载。

据辩护人了解，被告人2013年初正在为

华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浩”）牵头创建的“网络音像制品监督平

台”项目寻找投资人，就将这一信息告诉了

多年的朋友小章，小章又告诉了他的朋友小

靳，小靳熟识胡亮，正好胡亮想在北京发展

事业，就从广州来到北京与被告人见面。二

人从认识之初就是谈合作项目的，第一次见

面小章和小靳都在场。这一事实，被告人当

庭表示其多次向警方阐述却从未被记录下

来。辩护人通过被告人的亲友查询到了小章

的联系方式（电话186xxxx），已提交给法

庭，申请法庭核实这一关键事实。

公诉人举证的高建国的证言中说：

“我听胡亮说，2013年起他和一个叫魏君

的人合伙做生意，胡亮投资了200万给魏君

做一个音乐平台，因为一直没有利润，所

以想把钱撤回来。”这一表述，恰恰证明

了胡亮将魏君视为生意伙伴，而非国家机

关的领导；更彰显了胡亮要撤回投资的原

因，是因为没有见到利润，而非发觉被告

人骗取了非法利益。

高建国继而说：“我通过中直机关

的朋友（姓朱，男，50多岁，其他情况不

详）打听了一下，回答说没有魏君这个

人。”中直机关是数十个中央直属机关的

统称，各自独立，遍布京城。试问谁能查

遍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确认其中有没有

某个人？更何况提到这位“朋友”又是有

姓无名，语焉不详？事实是，胡亮与魏君

交往了十个月以后才投资朗月音乐平台。

交往过程中，他非常清楚魏君根本不是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高建国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放胆说他们查遍了中直机关，没有

魏君这个人。

 4.被告人承认在认识被害人胡亮一段

时间以后，一起喝酒后说过自己的书画成

就相当于中直机关书画协会副秘书长的水

平，绝不足以使得胡亮误信其是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被告人在酒后炫耀自己的书画水平时

吹了牛。虽然当场只有被害人和被告人两

人，但被告人在至少5次稳定的供述中都向

警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描述清楚了当

时的地点、语境和话题。放在二人已经交

往了一段时间，胡亮早已应当清楚魏君身份的前提下，且

魏君当时是在谈论自己书画作品的上下文之中看，这一行

为不具有行骗的故意，更不至于使得胡亮误以为魏君去了

国家机关工作；况且中直机关书画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的群

众团体，它不等同于中直机关，更不能倒推说这个协会的

成员都一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5.自始至终，被告人魏君在胡亮面前使用的是真实姓

名，未提供任何假名片、假证件，被告人送给过被害人

四十余幅画作，他的身份上网一查便知，被告人没有使用

任何欺骗的手段误导被害人。

6.胡亮出资2000多万元入股华浩，并于2013年6月19日

在工商登记中变更为公司董事长，魏君任该公司执行董

事。两人在同一公司共事半年之后，胡亮才决定投资朗月

音乐平台。胡亮明知魏君不是在国家机关工作，其于2013

年12月向朗月音乐平台投资的行为，不是出于对魏君是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误解。

公诉人举证的《公司历次工商变更信息》，证人方泉

出具的证言及所做的笔录，都证明了上述事实。胡亮在陈

述中极力刻意回避他与魏君均在华浩任职的事实。虽然魏

君的股份由方泉代持，其名字没有在工商登记中出现，但

该事实不仅存在于方泉、韩玉明等人的证词中，也不仅为

华浩其他股东和员工所知悉，更出现在各大媒体对华浩所

主推的项目进展的公开报道中。

魏君将胡亮介绍进入华浩，该公司业绩斐然，前景

广阔时，胡亮便百般否认魏君与这个公司有任何关系，硬

说是与自己从未谋面的方泉牵线搭桥；当他投资后对朗月

音乐平台的项目进展不满意时，便割裂前因后果，举报该

笔投资是魏君招摇撞骗所得。赫然要将一大段事实经过抹

去，怎么可能不漏洞百出！

本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轴上方红色方框内是胡

此案反映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诸如此类

本该判无罪而不判无罪，做“撤回起诉”

处理的案件，实际上是违反诉讼程序，损

害司法公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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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被害人陈述，基本事实不清、自相矛

盾；时间轴下方蓝色方框内是魏君的供

述，在如何与胡亮相识一事上无任何记

录；与方泉的证言和公开新闻报道报道相

吻合。

7.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做的当庭陈

述也敢罔顾事实。

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

人转述了胡亮对《关于胡亮投资朗月音乐

平台项目支付资金的处理意见》的质证意

见：他没有与魏君协商签署这份文件，而

是事先在一张空白A4纸上签了名字，其它

内容都是魏君自己杜撰的。

胡亮的字迹如右图蓝线所标，紧接在

正文的句号后面开始，其留下的银行账号

歪歪扭扭挤在正文与自己的签名之间，显

然是后来插着空写上去的，他忘记了他和

魏签署这份文件时有雷嘉导演在场（雷嘉

电话138xxx。被告人已当庭申请法院向雷

嘉核实上述情况）。

辩护人认为，胡亮歪曲事实、肆意信

口雌黄、胡言妄为的胆量已经达到了匪夷

所思、令法庭无法忽视的程度！

 8.《起诉书》对于“经依法审查查

明”的案件事实，不是本案完整的、真实

的事实，而是按着“有罪推定”心理，断

章取义、为我所用地截取了部分事实，对

被告人进行了有罪的指控。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魏君主观

上没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故意，客

观上从未向被害人胡亮出示过任何伪造证

件的行为，不存在冒充“中央直属机关书

法家协会成员的身份”的事实，亦无骗取

胡亮投资的因果关系，更未因此获取任何

非法利益。因此，被告人魏君完全不构成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有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

成要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

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规定确立了

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证据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确实充

分”，证据必须要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要能够排除一切

合理性的怀疑。而本案却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法定标准。

辩护人希望合议庭能够依据以上法律规定，综合考量

本案的证据情况，本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刑事

司法原则，依法对被告人魏君做出无罪判决，以维护法律

的公平、公正和正确贯彻、实施。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采纳！

此致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庆 相愫晶

二O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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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审判中,当被告人面对代表国家的检察官时，

寻找一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帮助具有重要性。如

果说律师的关键作用是在法庭上,那么法庭质证和辩论的

技巧将是律师为被告的最佳利益而战的武器。因此，在有

充分理论基础和对案件事实的了解的基础上，要想赢得案

件，律师必须提升法庭讯问和辩论的能力。总的来说, 律

师需要在询问被告人、证人以及与检察官辩论中体现他们

的语言技能，以此来提高辩护效果。鉴于在刑事诉讼中质

证和辩论是两个法定阶段。因此，刑事审判中的语言技巧

应用不同于日常交流、考试或辩论比赛。刑

事辩护的终极目标,主要通过在法庭上质证

和辩论以查明真相,从而说服法官。因此,质

证和辩论的重点是使用语言技巧的刑事辩

护。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并结合作者的办案经

验，说明了语言的表达技巧对于一个成功的

辩护的重要性并总结了这些语言技能的共同

特征。

关键词：刑事辩护		法庭辩论		质证		语

言技巧		

浅谈律师法庭交叉询问及辩论的
语言技巧*

 李秀娟  张雷** / 文

*本文系作者2016年8月3日在以色列举办的第6届国际法律语言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改稿。原文已入选

2017年《国际法律、语言与话语》国际期刊。感谢西北政法大学欣博士提供的翻译帮助及修改意见。

**李秀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雷，浙江杭州迪普科技有限公司法务。

　　

李秀娟，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秀娟律师曾供职于某纪检监察机关

任研究、法规室主任、党委副书记以

及某大学法学院院长等。2006年开

始从事律师工作并加入京都律师事务

所。曾参与《刑事诉讼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国家重大立法研究

与论证。在办理名誉侵权案件中，结

合案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并得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成为我国

精神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 在办理

诉讼和非诉讼业务中，运用扎实的法

学理论融入律师实务中，提高办案及

服务质量。所承办的一些案件如：警

察李某刑讯逼供案、香港嘉利来集团

诉商务部案等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李秀娟律师简介
一、引言

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律师基于事实和法

律，反驳控方的指控和证明犯罪行为,希望证明被告人无

罪,罪轻或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保护嫌疑人、被告人

的合法权益。1

现在一致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公平审

判的基础。2因此,当被告面对代表强大国家的检察官时，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帮助其争取合法权益是很重要

的。虽然典型的辩护技巧一直在发展变化，3但是一些基

本的辩护技能仍然保持相同,尤其是语言技能。在刑事审

判中，如果律师缺乏足够的语言技能将会是一个非常尴尬

的状况。

如果说律师的战场在法庭，则法庭讯问和辩论就是律

师的武器。因此，在有充分理论基础和对案件事实的了解

的基础上，要想赢得案件，律师必须提升法庭讯问和辩论

的能力，将自己的武器“磨光、擦亮”。那么律师如何提

高法庭讯问和辩论的能力呢？这就需要律师掌握法庭询问

和辩论的语言技巧，以提高自己在法庭询问和辩论方面的

能力。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并结合作者的办案经验，说明了

语言的表达技巧对于一次成功的辩护的重要性并总结了这

些语言技能的共同特征。

二、律师在交叉询问中的语言技巧

我国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审判模式从纯粹的

纠问式转向具有一定对抗性的模式，这就给刑事辩护律师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 黄新民，“论律师刑事辩护策略的选择”，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1-44 页。

2 David A. D. Asper,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Canada and Defence Counsel: It’s Time for Mandato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ompetency Safeguards”, (2007) http://www.doc88.com/p-5846905957344.html (accessed 21 June 2016); 

李阳：《刑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反思——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践中对律师制度》，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06期，第51-56页。

3 Darko Maver,“Defenc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interrogation: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POLIC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ing Firsthand Knowledge with Experience from the West, 1996 College of Pol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lovenia, available at https://www.ncjrs.gov/policing/def331.htm (accessed 21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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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法庭上不论采取什么辩论方式，都必须有效地

组织、运用好自己的语言，谨慎地行使着该说什么不该说

什么、反对还是赞同的自由决定权，同时，还要根据不同

的案件，采取相应变通的询问方式。例如，在质证辩方的

证人时，最好多问一些开放式问题，因为辩护律师的主要

目的是要向法庭陈述有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与交叉询

问控方证人相比，辩护律师通常会知道己方的证人可能会

讲什么。4因此，辩方会尽力说服法庭，证明自己一方的

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一般来说，开放式问题一般是以六个

“W”和一个“H”组成的，例如何时、何地、什么、为

何、哪一个、如何等。如果是控方的证人，辩护律师应该

是尽量从中发现破绽或言语的漏洞，从而质疑控方证人所

陈述事实的可靠性。通常来说，辩护律师对控方证人质证

时，由于对证人在法庭上所述并不是非常清楚，开放式的

问题往往会给控方的证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解释案件情况

或细节，而且控方的证人一般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会对被

告人不利。5因此，封闭式的问题其实更适合交叉询问控

方的证人。这样就不会留给证人太多的空间来选择回答的

内容。但是，应该注意到，辩方可调查取证或掌握的证据

数量与控方相比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6 

除了上述几点在质证中应注意的事项之外，以下技巧

是律师成功辩护所需掌握的内容。

（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交叉询问技巧

具有普遍意义的交叉询问技巧，是指既适应于大陆法

系也同样适用于英美法系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可以概括为

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询问时语句要简短，内容明确，使

被询问者一听就懂。不使用那些空洞冗长、抽象难解的设

问语言，使被询问者难以理解无法回答。如果询问的内容

不止一个，可以分开询问，一个一个提出，不能像记者发

4 司莉：《以律师刑事辩护为视角谈交叉询问的技巧》，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04期，第46-48页

5 同上。

6 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辩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下功夫，而这些大多是法官们在双方执政时一般不会打断的问

题：(1) 控方证人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对本案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2）控方证人没有提供详细的书面证词的问题；

（3）控方出庭的证人当庭证言与之前的书面证词存在矛盾的问题；（4）可证明证人与被告人或受害人可能有利益冲突

的问题；（5）有可能证明证人的口头证明或书面证词不可靠的问题。详细的讨论，参见司莉：《以律师刑事辩护为视角

谈交叉询问的技巧》，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04期，第46-48页。

7 法兰西斯.威尔曼著，《交叉询问的艺术》，周华、陈意文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问那样一次提出多个问题，使被询问者难以

回答。在前一个问题尚未清楚的情况下，不

要急于问下一个问题。其次，询问的语气保

持严肃、平和，严禁装腔作势、疾言厉色，

奉承挖苦。律师对被告人的询问应如此,对

证人、鉴定人的询问也应如此，尤其是在有

证据证明证人、鉴定人有意作伪证的情况下

更应如此。不论法庭上律师多么焦急忧虑，

外表或语言中都必须平静如水，不温不火。

第三，询问中不使用诱导性的语言，尽管律

师的询问目的是为了通过被询问的人来证明

某个辩护因素，但律师的问话中却不能有任

何诱导或暗示被询问者该怎样回答的语句，

因为那样的问话必然遭到审判长和公诉人的

反对。第四，把握提问的时机。有人把律师

在法庭中的频频发问，当作律师工作细致或

认真的表现，但事实上,律师庭审中询问次

数的多少不能与案件效果成正比。重复、无

关紧要的询问不仅会使被询问人产生抵触,

也会让审判长产生反感。威尔曼在其名著

《交叉询问的艺术》中，总结了庭审过程中

律师把握提问的重要性。他说：“对一个不

诚实的证人进行法庭盘问时，顺序显得非常

重要，你不应该冒险提出关键问题，除非你

已经打好基础，让证人在面对事实时无法否

认或狡辩”。7

（二）中国特有的交叉询问技巧

交叉询问的语言技巧跟一个国家的交

叉询问制度和诉讼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由

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诉讼文化传统，导

致交叉询问制度有自己的特色。简单来说，

中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主要内容可归结为：第

一，调查被告人、被害人，应当先由他们陈

述案情，然后控辨双方可以对其发问，审判

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发问。第二，在调查

被告人、被害人以后，首先由控方举证，然

后辩方举证，对于证人、鉴定人首先由传唤

的一方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发

问。第三，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要遵循询问

证人的规则，如相关性规则、诱导性规则

等。

正是由于中国交叉询问及辩论制度的

以上特点，中国律师在法庭交叉询问和辩论

中的语言技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语言简洁具体，切中要害

律师当庭发问最忌“大而无当”的空

泛，让被问者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说起，

或答非所问，使发问的目的大打折扣。因

此，律师在法庭上，应注意根据庭审情况，

准确地抓住机会，敏捷地找到突破口，用简

洁明确的语言，向问话对象发问。这种询问

方法适用于事实不清，关键情节不明，证人

证言起着“一言九鼎”的重要作用的案件。

例如，被告人程某某被控告犯有强迫交易 

罪 8，开庭审理时，管某某既是被告方提供

的证人，也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被害人及证

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的辩护律师抓

住时机，手里拿着被告人程某某与被告人管

某某签字的购买合同问:

辩:“管某某，这份合同上的签名是你亲自签的吗?”

管:“是的，是我亲自签的。”

辩:“合同上约定的总价是75万元，程某某是否已经

支付给你了?”

管:“分两次给的，已经全部给我。”

辩(提高声音)：“管某某，请你面对庄严的法庭作出

如实陈述,你到底是否是自愿将坑口卖给程某某?”

管(大声回答)：“我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我还感谢程某

某，他不买,根本就没有人要。”

强迫交易罪是指一方不愿出卖货物，另一方以武力

威逼,迫使卖方违背意愿与之交易的行为。上述实例，辩

护律师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围绕被害人是否出于自愿把坑

口卖给被告人，进行一环扣一环的发问，通过被害人的

回答，还案件事实的本来面貌，使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攻自

破，问话目的得以实现。鉴于法庭在庭审之前基本上都已

经掌握了整个案件的基本信息，法官不太喜欢在法庭上长

篇大论但又没有抓住案件重点的律师。因此，有经验的律

师会主要针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提出异

议。

2.巧妙遣词，揭露虚假

汉语言表达方式不同，背景环境不同，其表情达意

所产生的作用、所显示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有些词表面意

义并不含有多义，但如果将其置于特殊语言环境，或故意

作出特殊的解释，也可以析出其他意义；或是利用模糊词

语边界不明的特点，将对方言辞进行咬文嚼字地剖析，找

出其漏洞；或把对方模糊的意思分析出确切含义。律师在

询问中，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言的特殊功能，灵活巧妙地

律师在法庭上不论采取什么辩论方式，都

必须有效地组织、运用好自己的语言，谨

慎地行使着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反对还

是赞同的自由决定权，同时，还要根据不

同的案件，采取相应变通的询问方式。

8 吴鸣，《刑辩的苦与乐》，中国律师，2003年第5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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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词、造句，可以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大大

增强本方攻击的力度。例如:被告人刘某某被指控犯强奸

罪9，律师在阅卷时发现被害人的陈述多处矛盾，被告人

的供述也是矛盾百出，于是向法庭请求被害人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巧妙地利用语言的功能，以不同的方

式，从不同的角度向证人(即受害人)发问:

辩:“他怎样把你带上山的?”

证:“他抓我的手。”

辩:“抓哪里?”

证:“抓我的手掌。”

辩:“谁走在前面?”

证:“挨着走。”

辩:“你说的挨着走是不是并排走?”

证:“是的。”

辩:“到山坡上后,他怎么对你?”

证:“他叫我躺下。”

辩:“你躺下了吗?”

证:“没有。我说山上石头太多,会刺破

身子的。”

辩:“他怎么说?”

证:“他就说,他去找些草来垫。”

辩:“他去哪里找草?”

证:“到山脚下村民的草堆上要。”

辩:“当时你干什么吗?”

证:“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辩:“是等他吗?”

证:“是的。”

辩:“他去拿草,来回多长时间?

证:“有一根烟的功夫。”

辩 :“一根烟的功夫有四五分钟的时

间，那你为什么不跑?”

证:“我……”

辩:“为什么不跑?”

证:“我见他身体强壮，模样也好，就

喜欢他了。”

通过辩护律师上述提问设计，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辩护律师一开始并没有直接

询问被告人强奸的具体事实，而是集中于案

件的发生经过的具体细节，通过被害人的对

具体发生经过的回答，来证明本案缺少强奸

罪的构成要件——违背妇女意志。

3.揭示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矛盾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由于案件证据要

经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证人、鉴定人、

被害人、被告人等多个部门和人员整理，证

据间难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而就目前

笔者的执业经历来看，在法庭审判中，已经

遇到关乎定罪量刑的证据之间存在重要矛

盾。因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时刻对证

据间是否能相互印证保持警觉，一旦发现有

矛盾之处，应主动加以利用。

例如，在一抢劫杀人案件10中，被告人

9 玉梅，《律师辩论语言的运用技巧》，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1月第19卷第6期，第98页。

供述，他为图财，夜间将某工商所值班员

杀死，抢走财物若干;后又为劫财，先后杀

死二人。法庭调查时，被告人交代，他在工

商所内一刀将被害人捅倒，包起钱物随即逃

走。法庭出示现场勘查照片，辩护人猛然想

到阅卷时该照片清晰可见死者脖颈上有数个

刀痕，显然与被告人仅捅一刀的供述矛盾，

于是辩护人向被告人先后发问如下：

辩：你捅了他几刀?

被：就一刀。

辩：真的是一刀吗?

被：当然是一刀。

辩：刚才法庭出示的照片显示死者脖

劲处有三个刀痕，怎么可能只捅一刀呢?

被：……其实，工商所的案子是三个

人作案，我在外放风，另两人行劫，事先并

未商量要杀人。被捕后想到自己已欠了三条

命，终是一死，不如替他们受过，所以就没

有抖出他们。

该案因此矛盾被及时揭示出来，法庭

最终决定进行补充侦查。而且补充侦查的结

果也抓获了漏犯。最后，合议庭因为被告人

提供了特大犯罪线索，有特大立功表现，决

定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由此可见，在庭审调查过程中，如果

辩护人或公诉人发现证据间存在矛盾，一定

要及时利用矛盾，通过对矛盾的揭露，最大

化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

4.避实就虚，迂回包抄

在庭审辩论中，辩护人无法控制被害

人、证人的意志，特别是被害人、证人在公

诉人的指导下，有时会刻意陈述出对被告人

不利的事实。同时辩护人缺少最直接的证据

而难于揭穿被害人、证人陈述的虚假性，

使询问陷于被动。此时，辩护律师人可采

用避实就虚法进行答辩，即暂时回避难以直接回答的实质

问题，抓住对方之“虚”，选择其薄弱环节连连进攻，一

攻到底，把对方的“虚”问题辩论清楚后，实质问题便迎

刃而解。如张某盗窃一案11，张某趁好友李某家中无人之

际盗走一辆摩托车，被告人当庭供称是借车。被害人的代

理人没有和被告人在借车与偷车这实质问题上直接纠缠，

抓住被告人当天到李家去过两次而未提出借车这一情节进

攻，另辟蹊径地向被告人发问：“你以前供述这天到李家

去过两次，属实吗？”被告人表示属实。被害人的代理律

师又问：“这两次李家有人吗？”被告人回答“有”，然

后，被害人代理律师乘势出击：“李家有人，你不向车主

借车，家中无人你却将车开走，难道这是借车吗？”被告

人无奈承认了不是借车，从而使偷车这一实质问题得以证

实。

此案受害人的辩护律师就是抓住了被告人先后二次到

过李家而未提出借车这看似“虚”的事实，来揭露偷车的

真相。

三、律师在法庭辩论中的语言技巧

（一）巧用比喻等修辞手法

法庭辩论因为时间紧、问题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

将问题阐述清楚、如何使法官接受（甚至控诉方）自己的

观点成为每一个辩护律师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如果能巧用比喻等修辞手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必定能对辩护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律师，在代理一个因承包经营而指控犯罪的案子法庭辩论

过程中，就被告人是否伪造了两份假文件而实施诈骗20万

元的问题与检察官进行“对抗”，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

进入僵持的窘境中，田文昌律师机智地运用比喻的修辞方

法，使争论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清楚了：“私生子是不是假

孩子?如果公诉人认为私生子就是假孩子，那么认定这两

个文件是假文件似乎情有可原，否则就没有理由认定这两

个文件是假文件。私生子无非是程序不合法，但生出来的

10  殷强，“法庭辩论中的应变技巧”，2015年8月14日，http://www.maxlaw.cn/p-xtxslaw-cn/artview/825861249719.

11 《公诉人法庭辩论技巧初探》，中国演讲口才网，http://www.360koucai.com/bianlun/fating/10221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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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还是人，除非‘狸猫换太子’，只要生出来的是人，

你就不能说孩子是假的……。”法庭辩论的结果，因田文

昌律师巧用这个比喻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双方关于真假

文件的争论就此结束。

此外，应注意在辩论中对过渡语的使用。例如，“尽

管被告的行为可以达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但他的情形属

于不立即执行的范围”。这种过渡的语言听起来可能更加

柔和，更有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无论是法官、公诉人

和还是被害人所接受。12 

（二）辩论时语速要适中，不能太快

与检察官辩论的目的不光是要检察官接受律师的观

点，更是让法官接受律师的观点。因此，发言时要抑扬顿

挫，速度快慢适中，过快或过慢的节奏会使法庭难以听

清或容易产生疲倦感。同时，发表辩护观点时切忌照文宣

读。对一些关键性的语言，可以采取慢节奏或重复的方式

论述。例如，有一名律师在一起案件中辩护时这样说道：

 “根据疑罪从轻的定罪处罚原则将本案被告之行为

认定为故意杀人显然不妥。既然刑法规定对一般自首都

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那么，对于积极抢救又自首

的情况予以从轻处罚显然并不为过。”  在本案中，辩方

显然是在强调被告人的罪名应该是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

人，表明这种看法也是公众的观点，应该无可争议，这就

为随后说服法官轻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如果辩护律师在辩论时表达出自己的同情心，

可能使律师拉近与听众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心理距离，可以

削弱被害人一方的敌意，从而可能会认可律师有关从轻或

减轻处罚的建议。例如，“审判长，我们大家今天已经看

到一个不再完整的家庭，看到了流着眼泪的

父母，我们不想在不久的将来又看到另一个

家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们不想再看到

父母流着泪花的双眼。”这里，“我们”用

来掩盖法庭中法官、公诉人与律师之间的不

平等三角关系，具有促进沟通并获得当事人

和法官信任的效果。此外，律师在辩护中向

受害人一方表达同情之意也有可能降低对方

在最后量刑阶段的敌对态度。

其次，律师的讲话节奏也需要注意，

语速过快或过慢会使法庭辩护效果大打折

扣。有经验的律师不会完全照着辩护词来

念，而是选择重点来强调自己的观点。

（三）辩论时的语言表达重点应在

主要问题上

有些比较复杂的案件，内容很多也很

乱，这时候一定要抓住要害，突出重点，

不宜面面俱到，避免冲淡了主题。有些案件

很复杂，甚至涉及到十几项、几十项犯罪

事实。有的案件涉及的证据内容及其它一

些内容大多太乱。如果在有限的庭审时间

内不能抓住要害，往往会被牵着鼻子走，陷

入一种难以解脱的境地，不利于把重点问题

说清楚。所以，在相互辩论中，律师应始终

围绕中心辩论，即围绕着当事人的行为是否

合法、是否构成犯罪，犯什么罪,罪责的轻

重，以及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

12 此类讨论，可详见：郑洁:《元话语视野中的律师辩护词劝说策略研究》，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01期，第63-71页。

如果辩护律师在辩论时表达出自己的同理

心，它可能使律师与听众包括受害人在内

的心理距离拉近，可以削弱被害人一方的

敌意，从而可能会认可律师有关从轻或减

轻处罚的建议。

实等方面展开。13对于与案件无关的枝节问

题，不必过于纠缠，更不要全面出击，也不

必逐条逐点地反驳检察官的答辩。14 

（四）巧妙运用情感化语言

人是有感情的，这是人类区别与动物

的本质属性之一。在法庭辩论中，虽然应尽

量避免感情行事，但是，法官、检察官、受

害人仍有可能受到外在感情因素的影响。因

此，律师在法庭辩论中应适时使用情感化的

语言，通过情感化语言化解对立冲突的氛

围，争取被告人利益的最大化。所谓情感化

的语言，是指以语言的情感化为基础,根据

语言传递的时间、场合、对象,而进行加工

过的入情、合情、通情的语言。善于入情入

理。语言可以伤人，也可以感人。15

用辩论语言伤人，对于律师职责来说

则是不道德的。假如对抗式的审判模式包括

恶意对抗效果，你们双方之间的这种敌对状

态可能会从法庭内延伸到法庭外。16为了当

事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律师必须冷酷无

情。例如在一起恶性交通肇事，被告人因为

被害人强烈要求搭便车，在大雾天开车，视

线不好的情况下，导致2死5伤的严重后果。

其辩护律师在发言中，认为本案完全由被害

人引起，死亡的后果属于咎由自取。这导致

随后的庭审出现严重混乱，而辩护律师在返

回宾馆的路上也受到了攻击。17

但律师的辩论语言以情感人，则是可取的。同样的类

似情形，使用恰当的语言情感则可以达到说服法官和公诉

人甚至是被害人的效果。18

使用这一语言情感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具体案件的辩论语言感情色彩，要有与案情相适应

的基调。（2）绝不能带有当事人的感情色彩。律师操作

的情感就是经过理智语言处理过的辩论情感、法律语言情

感。（3）情感措辞应是发而不露、放而不纵、委婉、曲

折、含蓄的中性语言。例如“老李”和“李老”，表达意

思完全一样，但感情色彩却有差异。前者是对有一定年纪

的人的一般称谓，后者表现了尊敬的感情。可见情感化的

语言功能在于能够唤起听者肯定、积极的“愉悦”，情感

和行为的接纳，是促进语言沟通的“催化剂”。情感化的

语言在人际交往中，起到促进人们的融洽交往，增进彼此

情感交流的作用。

律师辩论在于以理服人，论理手段阳春白雪，其中

以情论理，也是常用的手段。此“情”不在于令人感动，

而是令人折服。辩论中如能恰当巧妙地运用情感化的语

言，其能量也是非常大的。例如“被告人陈某是在遭受

叶某以结婚为名的欺骗，多次与他发生两性关系，身心遭

受严重摧残，精神极大痛苦的情况下，才对叶进行报复伤

害的。20xx年底，叶某隐瞒了已同王某结婚的历史,以谈

恋爱为名，诱骗被告。被告是一名未婚姑娘，由于年轻无

知受对方的欺骗而失身，长期被叶某玩弄。一年后,被告

得知叶某与王某的关系，叶某即向被告人写了所谓的‘保

证书’，再次向被告人保证‘待日结婚’，一面与王某保

持缠绵的夫妻关系，一面继续玩弄被告人，同时威胁被告

人不准向领导说实话。被告人在悲伤愤怒之际，表示要与

13 李斌：《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用语言的技巧》，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1998年第1期第94-98页。

14 有时候，辩护律师也可以使用控方证据来否认指控以便实现辩护与说服的目的。这一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葛同

山：《论刑事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1期第51-56页；田华静：《汉

语刑事辩护词的介入资源解析》，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第55-57页。

15 玉梅，《律师辩论语言的运用技巧》，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1月第19卷第6期，第98页

16 张青：《刑事辩护的策略及其伦理底线》，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7期，第42-48页。

17 刘金华编著：《律师文书写作方法与技巧》，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p. 25-28，引自张青：《刑事辩护的策

略及其伦理底线》，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7期，第42-48页。

18 李辛、董服民：《大案名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p. 25-28，引自张青：《刑事辩护的

策略及其伦理底线》，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第4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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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某断绝关系，而叶某仍然对被告人纠缠不休，被告不愿

意,叶某又威胁说，他准备了硫酸水，被告被恐吓后，精

神上极度恐惧，迫不得已向领导汇报了此事……被告人怀

着一丝希望求助于领导，但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又把希望

寄托于道德法庭。被告人曾问姐夫有没有道德法庭?道德

法庭在那里?仍然未得到回答，被告人感到渺茫绝望。于

是，错误地进行了报复伤害。被告人是在身心遭受极大摧

残，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才激愤地伤害叶某的……”19 

（五）避免诡辩、狡辩

对于案件事实较为清楚，构成犯罪的各行为也都有

相应的证据进行佐证的，辩护人如何进行辩护？这是另外

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切忌不能撇开法律与事实

进行狡辩，诡辩。一方面，狡辩、诡辩严重影响法官对

辩护人专业能力的认识；另一方面必将加深法官对被告人

的认罪态度不好的认定。例如，在一起抢劫案件20中，被

告人翻墙入室，窃得现金两万余元，未及出走，被事主归

家发现，事主堵截被告人，被告人随手拎起一张椅子砸向

事主，夺门而出。逃跑中被群众抓获。其行为已从盗窃转

化为抢劫。公诉人以抢劫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被告辩护

人辩护说：“被告人是推椅子，不是砸椅子，而且其目的

是想弄出响声，让事主误以为他正从侧门逃跑，从而将事

主引向侧门，以便从正门逃走。被告人主观上并不想使用

暴力，客观上也没有使用暴力，因此，其盗窃行为不能转

化为抢劫行为，只构成盗窃罪，不构成抢劫罪。”辩护人

发表这一意见时，审判长先是一愣，继而露出不耐烦的神

色。因为，辩护人的观点有一明显漏洞，即如果被告人是

想通过推椅子将事主引往侧门的话，那么，椅子的去向应

是侧门，而且椅子一般不会翻倒，但到现场

照片清晰显示椅子翻倒在正门口，很显然辩

护人无视案件事实作了诡辩，公诉人冷静地

观察到合议庭的倾向后，确信胜券在握，无

需再辩，于是在二轮辩论中简洁地说道：

“我们的意见已在起诉书和公诉词中充分阐

明，不再重复，请合议庭判决。”从该案例

可以看出，律师一方面可能没有仔细研究案

件证据，一方面也可能发现无辩护要点之

后，干脆采取狡辩、诡辩的方式进行辩护。

实际上，这样的辩护方式必定是不成功的，

法官必定因为律师的狡辩、诡辩而进一步产

生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的印象。所以这样的

辩护是极为失败的。

四、结语

综上，律师在法庭中的交叉询问和辩

论是综合性的知识运用，只拥有正当的理由

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语言运用的技巧，

论辩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论辩的效果

才能达到最大化，论辩的目的才能得以实

现。因此，律师必须掌握简洁语言，能抓住

重点。同时，律师法庭询问和辩论的各种语

言技巧是建立在律师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

工作经验以及对案件充分的调查取证的基础

上的。切不可本末倒置，用询问和辩论的语

言技巧代替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研究。

在相互辩论中，律师应始终围绕中心辩论，

即围绕着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构成

犯罪，犯什么罪,罪责的轻重，以及犯罪事实

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等方面展开。

刑
事案件速裁程序是我国继1996年

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简易程序以

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又一个新

的尝试。2014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的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司法改

革事项进行授权，也被看作是开创了刑事诉

讼实验性立法的先河。2014年8月22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司

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

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此为期两年、在18个城市展开的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截至

2016年8月22日试点工作到期。随后，2016

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自2016年9月

4日起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按照待出台的新的试点办

法将得以继续试行。

 可以说，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产生、

延续和不断发展、创新，是我国刑事司法领

域目前正在面临的案多人少、整体刑事诉讼

程序效率不高、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不充

分等问题和刑事诉讼体系社会需求的多元化

（如繁简分流）、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

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提高办案效率，推动案件繁简分流

等改革的现实需要。以上改革的原动力及目标通过为期两

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行予以启动并落地、生根、发

芽，不能否认速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是，

笔者通过承办的北京市朝阳区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轻伤二

级），亲身参与到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当中发现了一些问

题，对现有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肯定的前提下，对该制度

在运行过程当中的弊端不免担忧。

现笔者谨结合该故意伤害案件承办过程中所实际遇到

的具体情节，谈一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实际操作中面临

的问题。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实务探究

 马立喜 / 文

 ——从一起故意伤害案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19 李智平、马和宁主编：《著名律师辩护词赏析》，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0 《如何在法庭论辩中应变自如》，中国演讲口才网，2016年9月26日，http://www.dofund.com/a/bianlunkoucai/1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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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对侦查阶段
的期限没有特别约束，影响了程序的

整体运行效率

北京市朝阳区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张某于2015年

11月0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2015年11月

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05月05日

该案被移送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侦查

阶段花费时间整整6个月。张某本人亦多次直接或通过辩

护人联系承办机关，要求诉讼程序尽快推进,尽早结束诉

累，希望避免因一直处于取保状态而导致出行等受到影

响。

《办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在受理

案件后八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人民法院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一般应当在受理后七个工作日内

审结。”再结合《办法》中具体对检察院工作的要求及对

法院的庭审工作规定，可以看出，目前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主要规范作为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如何实施审查起诉工

作，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如何对照简易程序而对庭审

再简化。但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需要承担查获犯罪嫌

疑人、调查证据材料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也就是说侦查

工作对查明案件事实、最终依法公正裁判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然这个阶段耗费的司法资源也应该是最多的，遗

憾的是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对侦查阶段的工作要求和时间限

制等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

恰恰刑事案件最难把握的时间段就是侦查阶段，侦查

阶段时间的长短、办案的效率将直接影响整个诉讼程序的

效率。特别是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范围是情节较轻、依

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1种犯罪案件（或者依法

单处罚金的案件），如果不对侦查阶段的时间进行必要的

限制，势必造成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虚设，有违该程序创

设的初衷。假设本案嫌疑人不是取保候审而是羁押状态的

话，进入审判阶段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法官在最终裁判

时多少会自然“无奈”的考虑已经羁押的时间问题，从而

加剧目前“刑期倒挂”、关多少判多少的司法怪相，进而

丧失了公平，最终必然损害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

因此，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应当建立公检法三机关的内

部分工机制和三者的外部联动机制。即对于

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三机关应当在各自的

诉讼环节上及时启动，如果能够由单独的部

门或专人负责此类案件，实现三个机关内部

人员配置、案件分派配置上的繁简分流，再

结合三机关之间速裁案件衔接的联动（如公

安机关对符合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应提交书

面的建议，检察院迅速对之进行审查，符合

适用条件的按照速裁程序要求进行该阶段的

准备工作，并及时联系法院沟通协调适用事

宜）。只有同样的重视了速裁程序中侦查阶

段的工作，才能实现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从侦

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全程提速，切实实

现简案快审。

从辩护人角度看，《决定》仅仅规

定：“辩护人认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

件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可以建议人民检

察院按速裁案件办理。”意味着《办法》在

现有框架下并没有明确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建

　　

马立喜律师简介

马立喜，京都律师事务所刑事诉讼部

律师，2011年加入京都律师事务所，

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踏实、认真、

严谨的工作态度广受委托人的信赖和

好评。

议侦查机关向检察院提建议的权利。在以后

的改革过程中可以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建

议权增加进来，要求侦查机关实际、有效地

听取辩护人意见，并给予辩护人书面答复。

辩护人的参与能够更加真实、及时、有效地

提出适用速裁程序的意见，对侦查机关及时

侦办轻微刑事案件起到了督促作用，同时也

提高了刑事速裁程序整体运行效率。

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
环节的把握缺乏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

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中，笔者会见

张某时，张某多次表示：如果不认罪，在侦

查机关就不给办理取保；如果不认罪在审查

起诉阶段就有可能再次被羁押，就可能在出

具量刑建议时不能建议适用缓刑；如果不认

罪、得不到被害人谅解，在审判阶段就可能

被判实刑。而笔者介入该案的时间是2015年

11月10日，也就是张某被刑拘5天后。笔者

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会见张某，通过会见了解了案件基本情况，

并对其讲解故意伤害罪相关法律规定。会见

过程中得知，张某平时表现一贯较好，对法

律特别是刑法类法律规定从来没有接触过，

用张某本人的话说，其本人的行为是否触碰

到了刑法、是否会被判刑、如果被判刑到底

会怎么判等问题的知识储备为零。拿到卷宗

后笔者注意到，在第一次会见到张某之前，

指控其犯故意伤害罪的所有其本人口供均已形成，最后一

份讯问笔录时间是2015年11月9日，也就是笔者会见张某

的前一天。即张某是在对法律毫无知晓的情况下“认罪”

了！

《办法》就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问题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

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同意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的……”

从规定的内容来看，速裁程序的适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对指控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以及将来可能受到的

刑事处罚都没有异议。笔者认为在缺乏充分、有效的制度

予以规范、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该适用条件就会形同虚

设，重要的是它会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

益。据此，笔者从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的角度认为，只有切

实增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或辩护人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

的作用，才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得以充分、有

效的保障，而目前该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辩护人

参与现状令笔者堪忧，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办法》中关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辩护

人权利的规定华而不实

笔者对《办法》中涉及到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辩护

人的条款进行了梳理，其中一共六处相关规定，分别是：

第二条在能否适用速裁程序方面，规定辩护人作无罪辩护

的，不得适用速裁程序；第四条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

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

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应

当为其指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第五条在建议适用速裁程

序方面，规定辩护人认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

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按速裁程序案件

办理；第九条规定法院决定适用速裁程序的，应通知人民

检察院和辩护人；第十一条规定法院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笔者从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的角度认为，只有切

实增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或辩护人在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中的作用，才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权益得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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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方面效果的问

题。从目前法律援助运行情况来看，并没有

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执业水准作任何的实

质性限制，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加入援助律

师队伍的门槛限制较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提供的更多的是基本的法律咨询，与一般意

义上的辩护律师工作在要求、责任心等相较

虽理论上讲应该一致，但不可否认在实际服

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所以设置法律援助律师准入门槛、加强

法律援助律师培训等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使得速裁程

序中律师的参与实际上划分了两个阶段，即

审前程序的法律咨询和庭审中的辩护，虽然

该制度构建了值班援助律师、普通法律援助

律师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辩护律师三种服务选

择及衔接，但是因三种服务尚存在服务方式

等方面的明显区别，也自然会影响辩护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最终影响辩护效果，甚至有

可能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相关部门应对此事项再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

究，以期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

3.辩护人在是否适用速裁程序和法院

决定适用速裁程序过程中的作用有限

《办法》第五条和第九条，规定了辩

护人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可以建议人民检察

院按速裁程序办理，以及人民法院决定适用

速裁程序后，应通知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

从规定内容上来看，经犯罪嫌疑人同意，辩

护人仅有建议人民检察院按速裁程序办理的

权利，至于最终速裁程序是否能够启动，什

么时间启动等问题则辩护人只能等待法院的

通知。

也就是说，符合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

序条件的案件，并不都能够最终得以适用。

《办法》对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使用的是

“可以”适用而不是"应当"适用。所以即便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都同意适

用,也要看检察院会不会、能不能在八个工作日内作出起

诉决定，法院最终会不会同意适用。这自然就给权力寻租

留下了空间，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容易引起权力的滥

用和司法不廉洁的问题。笔者认为既然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

控事实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当事人（被害人、自诉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对

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在不存在《办法》规定的八种不予适

用情况的条件下，就应予直接适用！这也符合《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三项：“任何因刑事指控

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

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

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

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

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的规定，从而发挥速裁程

序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及时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等方面的作用。

4.速裁程序在法庭审理时应听取辩护人意见的规定空

洞无意义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按照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就犯

罪事实、量刑建议及适用速裁程序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

但是该规定首先并没有明确规定辩护人对于不同意量刑建

议等法律技术类事项的法律后果，这使得该条的规定空洞

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作为简化的诉讼程序，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被

告人当庭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适用速裁程序的，不再进

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也就是说辩护人在庭审中能够也

可以发表意见的重要庭审程序都没有了，请问辩护人的意

见还可以在庭审的哪个环节上展示呢？没有切实的可以表

达意见的庭审环节又何谈法庭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呢？把辩

护人的意见束之高阁，把辩护人作为纯粹的摆设，把控辩

审三角诉讼结构变为实质的控审诉讼结构，如此则程序正

义着实难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权益终将受

到侵害。

5.辩护人对速裁程序是否公开审理的意见规定无实际

意义

《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被告人以信息安全为由申请

不公开审理，辩护人没有异议的，经法院院长批准，可以

不公开审理。这一规定无实际意义。首先辩护人的权利来

案件时，应听取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建议及适

用速裁程序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审理案件，被告人以信息安全为由申请不公开审理，人民

检察院、辩护人没有异议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

开审理。

《办法》合计十八条，涉及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辩护

人的条目就多达六条，足见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司

法部在制定《办法》时着实已经意识到了发挥法律援助值

班律师和辩护人在速裁程序中作用的重要性，这点是值得

称赞的。但是如果对该六项规定进行逐条、深入的分析，

我们会看到，其实它们尚存在诸多问题，现具体分析如

下：

1.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不得适用速裁程序的规定不

具有现实意义

《办法》中适用速裁程序的条件之一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办法》并没有赋予辩护人适用

速裁程序的选择权，而在此却规定因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方

式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自由选择适用速裁程序

的权利，由此导致辩护人的辩护行为违背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意愿。

此问题涉及独立辩护人理论问题，我国传统辩护理

论认为：辩护人具有独立于当事人意志的“独立性辩护

权”，将刑事诉讼的目的确定为发现事实真相，控辩双方

都负有发现真相的义务，并且辩护人的这一公法义务是优

先于对当事人的私法义务的。笔者认为以上传统辩护理论

在辩护权来源、辩护的后果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缺陷，可

能会使得辩护的效果偏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保障的

目标。从辩护权来源于当事人且从属于当事人以及控辩双

方的对抗性来看，辩护人在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帮助之

后，一旦当事人作出了符合其真实意愿的选择，辩护人就

应当服从并在合法范围内服务于当事人意志（当然只有在

与法律相关的策略性或防御国家权力侵犯等与当事人“个

人选择”无关的情况下，辩护人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因此，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辩护人在提供充分、

有效的法律帮助之后，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选择认

罪，而辩护人却坚持作无罪辩护时，则会直接违背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的意志。在辩护人无罪辩护的

后果却必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来承担的情况下，

辩护人就必须要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

人的选择或者协商解除委托关系。所以实践

中当事人认罪，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情况，

除了当事人认可情况下的诉讼策略所致之外

再无它解。由此可知，在实践当中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之后，辩护人

还作无罪辩护导致速裁程序无法适用的情况

理论上不会存在。故该规定并无现实意义。

2.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尚待完善

按照《办法》规定，只有在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况下，才指

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言

外之意就是不申请，看守所或法院是不会主

动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实践中是否能够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知晓这个制度存在是

一个方面的问题，如何确保法律援助律师人

数充足能够满足实际需要是另一个方面的问

题。目前尚未看到关于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建

设系统的规定，仅在两高的试点中期报告中

提到各试点地区的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了值班

律师库，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342个，共为

17177件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

律帮助20930次。但是大体多少值班律师才

能满足目前咨询需要，值班律师库中目前已

经有多少律师参与，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中

有多大比例的案件获得了法律帮助等等均没

有任何数据。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与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适用情况并没有均衡发展，至

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发展受到律师参

与积极性等因素的影响，这恰恰正是司法机

关无法掌控的。目前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的

同事还正在积极地加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队

伍当中，也可以看出整体值班律师制度尚在

推进当中。由此可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已

经试行,但配套的法律援助律师制度等建设

尚待完善。

除了以上提及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

律师库建设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重视的一

个问题，即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依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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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当事人、从属于当事人，审理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被告

人的权利是辩护人最高的追求。在被告人因信息安全问题

申请不公开审理时，除非被告人的不公开审理决定是违背

被告人真实意志和违反公正原则等受外界干扰情况下作出

的，否则辩护人都会从维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提

异议；其次，如果辩护人因不公开审理违背被告人意志等

情况对不公开提出异议，那么是否就一定会公开审理？对

此，缺乏明确的规定；再次，最终是否公开审理的决定权

其实是在法院。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十二条关于不公开审理的

规定，尚存“信息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问题。如果

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来严格限制不公开审理案件适用范围

的话，会违背公开审判的基本诉讼原则，也会造成部分被

告人钻法律的空子以及会因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权

力的滥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

第二，必须充分、有效地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辩

护人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

权益和制约公权力滥用方面的作用

速裁程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配

合司法机关快速审结案件而让渡了部分诉讼权利（如法庭

质证权、辩论权等）。在此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其他诉讼权利更需要值班律师和辩护人的有效参与，

否则他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

极其不利的选择。毫无疑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希

望不被羁押、获得从宽处理、早日结案，在此诱导下他们

对案件事实的供述可能有所顾虑，难以还原客观真实。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相关法律规定毫无知情，更有甚者有

意舍弃合法权益以顺应司法机关“要求”。同样办案人员

可能存在出于提高办案效率的目的，采用刑讯逼供、诱供

等非法手段迫使原本无罪的人妥协。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适用速裁程序的初衷是优化司

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当公正与效率等司法价值发

生冲突时，我们必须坚守“公正优先”的司法理念，决不

能舍弃公正，单纯求快。从《办法》内容来看，通过在看

守所、法院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速裁程序赋予了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但笔者认为值班律

师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辩护人，目前两者在工作方式、

投入时间、精力、参与案件程度等方面还是存在重大差异

的，如此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制约公权力

滥用便成为速裁程度运行中决不可忽视的内

容。

1.必须尽快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

度以适应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现实需要

目前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落实上

不可否认的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申请值班

律师法律援助比例不高、值班律师法律援助

质量不高、值班律师援助指导性文件缺乏、

值班律师参与案件程度没有规定（如是否出

庭辩护）等。这些问题使得该项制度是否能

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选择的“自

愿性”值得怀疑。

因此，尽快充实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数

量，提高援助比例，制定援助的指导性文

件，提高援助质量成为迫切需要。

2.辩护人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上被动

“缺席”的局面应予改观

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案件，一般

诉讼周期都很短。最高法、最高检《关于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显示：“据抽样统计，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周期由过去的平均20天缩短至5.7天；人民

法院速裁案件10日内审结的占94.28%，比

简易程序高58.40个百分点；当庭宣判率达

95.16%，比简易程序高19.97个百分点。如

北京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从案发到判决仅13

天，另外一起危险驾驶案仅用3天……”，

这么短的诉讼周期固然使得辩护人参与的广

度与深度不够，当事人委托律师的可能性变

得更小；加上庭审时可不再进行质证和辩

论，更使辩护人在庭审中的作用被压缩到了

极致。结合律师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身份进

入看守所、法院的制度并没有完善，最终

导致律师或辩护人在速裁程序中被动“缺

席”。即便是形式上出现了辩护人，实质上

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沦为摆设！这与当

前倡导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相违背，是对

控辩审三角诉讼模式的冲击，同时可能会阻

碍律师业的正常、平稳发展，最终损害的是

不能因为有了速裁程序的外衣，而舍弃辩护

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特别是不能

忽略和解的公诉案件可能出现的最终不起诉的

情况而径直向前推进诉讼程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应打破目前辩护人参与“缺

位”，参与质量不高的局面，尊重并激活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意识。在目前

推行律师讯问在场权、强制辩护权尚不具备

现实可行性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律师以法律

援助值班律师身份介入案件，及时告知并及

时转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意

愿，才能尽最大努力实现在律师或辩护人有

效帮助下的“自愿认罪”。

三、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中，决定是否提起
公诉的时间仅八个工作日，
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
诉讼程序”可能存在程序选
择适用上的冲突，进而可能
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诉讼权益

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05月06日受理该案的审

查起诉,于2016年05月19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笔者看了下时间,除去这

期间包含的两个周末合计4天,恰好符合《办

法》第八条，即速裁程序一般应当在受理案

件后八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决定的

规定。2016年05月06日是星期五，笔者作为

辩护人得知案件进入到审查起诉阶段后，第

一时间于2016年05月10日到检察院案件管理

中心阅卷。随案移送的案发现场录像光盘被

告知不在案管，需要另行与承办检察官联系，经联系承办

人员，答复是案件下周就起诉到法院，录像光盘“可以”

到法院进行拷贝。辩护人在没有看到现场录像光盘，没有

来得及发表意见（哪怕是因案件材料不全情况下的初步意

见），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还没有来得及与

被害人和解的情况下，案件于2016年05月19日（星期三）

被移送到法院起诉。

《办法》要求人民检察院八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提起

公诉的决定，最终决定提起公诉的，依照《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提起公诉的规定，意味着影响犯罪嫌

疑人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用以证明案件事

实的证据真实可靠，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并足以

证实侦查终结认定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上工作检察院在

当下其人力资源尚不富足的情况下，于八个工作日内其是

否详实地进行了审查核实在此不论，笔者特别注意的是在

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在符合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通过向

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

人又自愿和解，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

序”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径直选择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得以继续快速地往前推进诉讼程序，其可能存在的损害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的情况。现结合笔者办理过的

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略谈点体会如下：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在适用上，虽简化程序，但不能

克减权益。正如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一样，不可否认，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有一部分案件可

以被“装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当中。但是，不能因为有

了速裁程序的外衣，而舍弃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意见，特别是不能忽略和解的公诉案件可能出现的最终

不起诉的情况而径直向前推进诉讼程序。如此则会严重损

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益，产生效率优先、兼顾

公正的不良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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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证据的证
明标准有降低之嫌

张某故意伤害一案，在案证据中，张某供述从未涉

及致害伤的相关情况，被害人陈述与证言之间（唯一证实

致害伤的现场证人系被害人妹妹，被害人因其妹妹的房产

问题与张某打架）就致害伤产生原因存在突出矛盾。被害

人说是被摔倒右手戳地导致，其妹妹证言说是张某用右脚

踹的，且证言还是在案发后一个月之后作出的！现场录像

没有拍摄到被害人右手戳地情况。笔者会见张某时，张某

多次提及被害人右手伤极有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侦查阶

段为了能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为了能够继续取保、快

速结案，庭审前更是为了得到“可靠”的缓刑而继续“认

罪”。最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张某拘役四个月，

缓刑四个月。

《办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

件，应当当庭询问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建议

及适用速裁程序的意见，听取公诉人、辩护人、被害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被告人当庭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

使用速裁程序的，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

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笔者将《办法》的规定与张某一案的实际案例结合起

来看，不禁心存忧虑。《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

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判处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

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速裁程

序适用于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存在以被告人认罪口供为

基础，降低证明标准的自然导向。庭审中省略了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环节，更有可能导致办案机关依旧过分倚

重口供，为提高办案效率而采取违法办案等方式。以上两

种不利因素容易产生以最终必然追诉为价值取向的诉讼模

式，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损害国家追

诉的严肃性。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明标

准绝不应降低，否则还会出现像找人“顶包”受罚等这样

的司法乱象。尽管形式上确实出现了快速、

完整、顺畅的刑事诉讼程序，但实质上却是

以牺牲当事人权利和损害司法权威为代价

的。

五、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
庭审过度形式化无法过滤掉
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能存
在的损害当事人权益的不当
甚至违法行为，使得当事人
权益的保护实质上失去了一

道屏障

张某故意伤害一案，庭审的整个过程

仅仅用了9分多钟，不到10分钟的庭审时间

主要用来核实被告人身份信息、回避等程序

性事项。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予以省略，仅

是在被告人最后陈述之前告知辩护人“简

短”发表一下辩护意见。法官宣布休庭，大

约半小时后，书记员送来一审判决书（拘役

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直接让被告人、辩

护人签字领取，一审阶段至此结束。拿到判

决书，走出法院的一刻，被告人心里显然放

松了很多，因判决结果符合其预期，同时被

告人跟笔者讲：这样的庭审纯粹走过场、走

形式！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告人

当庭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使用速裁程序

的，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向，

将审判环节作为全部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

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也必然要求

赋予法院以司法权制约侦查权、公诉权。审

判中心主义内涵之一是庭审中心主义，控辩

双方的证据和主张只有在法庭上经过质证

和辩论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侦查、审查

起诉机关得出的结论对庭审并不具有约束

力，最终使得庭审活动的作用从形式走向实

质。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建立的初衷是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

效率，在制度设计上虽仅是针对简单轻微刑

事案件，理论上也具备舍弃一部分诉讼流程

的该当性，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确实出现了庭

审彻头彻尾的形式化的倾向，使得速裁程序

中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往往出现的限制、损

害、剥夺犯罪嫌疑人权益、以求“速裁”的

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在被疏漏的情况下顺

畅的持续到案件的一审终结。所以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除了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严格规

范侦查、审查起诉行为，遵守速裁程序适用

条件外，在庭审中一旦出现被告人推翻有罪

供述、提出办案机关有违法办案等行为时，

必须进行程序回转（转为简易程序或普通程

序），从而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

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

六、当庭宣判与拟免予刑事
处罚、宣告无罪等需要审委
会讨论决定的规定存在实际
适用上的冲突，一律当庭宣
判可能会损害被告人权益

张某故意伤害一案中,笔者作为辩护人

“简短”地发表了几句量刑辩护意见，如被

害人存在过错、嫌疑人自首情节、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嫌疑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最终

请求法院对张某免予刑事处罚。但最终免予

刑事处罚未能如愿，一审阶段至此结束。

《办法》第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

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判，使用

格式裁判文书。”结合2016年10月10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十四条：“完

善当庭宣判制度，确保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适用速裁程

序审理的案件，除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外，一律当庭宣

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当庭宣判；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规范定罪宣判制

度。”按照以上规定，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论拟如何量

刑，都应当当庭宣判。而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

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第十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二）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

事处罚的案件；（三）拟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

也就是说合议庭如果同样认为被告人符合免予刑事处罚条

件，可以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就需要将此案提交本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予以决定，否则就不能径直作出免予刑事处罚

的判决。

笔者拿到判决后不禁心存疑虑并夹杂着些许的遗憾，

作为法律人，竟已无法辨明是本案根据犯罪情节确实不能

对张某免予刑事处罚？还是因为临近中午下班时间了审判

委员会成员讨论不便、人员不全？或者合议庭嫌提交审委

会讨论再决定比较麻烦，如提交讨论就不能实现当庭宣

判，反正本来量刑就很轻直接定了罪就完了呢？笔者手里

掂量着判决书胡思乱想了一通，但最终还是愿意相信是因

为情节不符合，而不是因为合议庭因制度束缚了手脚而未

为被告人争取……诚然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行过程，也就

是检验《办法》等规则是否符合实践的过程，当下速裁程

序要求的当庭宣判与需要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规定不可否认

存在适用上的冲突。一律当庭宣判可能会损害被告人权

益，将来就应该进行整体或称同步地调整相关的规则，使

得速裁程序兼顾效率的同时能够确保司法在每一类、每一

个案件中都能体现公平和正义。

综上，任何一项新的制度其设计的初衷都是好的，

只是需要在适用的过程中逐步的调整、不断的完善。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是当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

流，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刑事诉讼体

系多元化及刑罚轻缓化世界潮流的现实需要。当然在司法

改革的大潮下，确保当事人诉讼权益不被克减，保障司法

公正是前提、是根本。改革的过程可能会有遗憾，但我们

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初建、试行、完善及必然会有收获

的信念定是矢志不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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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

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第三方中介组织在社会

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渐重要，尤其是在涉及企业投融资、

并购、上市等重大项目中，一些重要的决策甚至需要依赖

于专业中介组织出具的意见。如中介组织提供的意见不能真

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情况，不仅会给因信赖意见而做出决

策的企业、个人带来不利后果，甚至是灭顶之灾，也可能导

致其自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例如，在一投资纠纷案例中投资者因相信合作方提交的

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虚假审计报告而对某项目进行投资，进

而导致了巨额损失，要求追究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笔者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为他人提供专业服务的第三方中介

组织，注册会计师作为专业服务人员，在开展工作中理应依

法依规、勤勉尽职，这样既能有效预防其自身的职业风险，

也能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避免造成客户的损失，

进而推动社会交易有序、健康发展。本文以会计师事务所因

业务活动造成他人损失而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为视角，在

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现状进行梳理

的基础上，对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中的几个

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改进现状的建议。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
赔偿责任的现状

（一）有关规定

目前我国对会计师事务所因从事业务活动造成他人损失

应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如下法律、司法

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肖树伟  游乐/ 文

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 
责任相关问题初探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

会计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

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

了注册会计师的回避、保密义务，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对

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对注册会计师应当拒绝

出具报告的情形以及不得从事的行为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同

时，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明确了前述第十八条至二十二

条中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主要执业领域为：公

司、合同、信托、基

金 及 国 际 贸 易 和 投

资。1989年开始从事

律师工作。现为中国

法学会会员、中国政

法大学兼职教授、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

中心调解员、北京市

律师协会理事及执业

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主任。长期为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

的募集、投资、管理及退出业务提供法律服务，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曾被司法部和北京市律师协会评为优秀律师。

肖树伟律师简介

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鉴

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清偿，不

足部分，再由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

（二）相关案例

1.杨某某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翔运支行、

吉林博大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案情介绍：原告杨某某诉长春市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和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吉林

高院判决，永和公司应偿还杨某某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因永

和公司未履行判决内容，杨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

程中长春中院查明，永和公司已注销，且公司两名股东下落

不明，三位被执行人均无执行能力。另查明，2001年5月22

日永和公司股东注册公司时在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翔

运支行（以下简称“翔运支行”）存入注册资金共计人民币

80万，而同日吉林博大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博大

会计师事务所”）给永和公司出具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

万元的验资报告。因此，2013年，杨某某以翔运支行、博大

会计师事务所为永和公司设立时提供了虚假的验资材料有过

错，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翔运支行及博大

会计师事务所连带赔偿本金及利息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永和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80万元，而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为800万元，

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报告是虚假报告。此外，法院在审理过

程中对博大会计师事务所档案材料中的《银行询证函》的真

实性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询证函上大小写数字不是原有写

成，是变造字迹。由此，法院认定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验资

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同时对民事权益的种类进行了规定;第三条也明确了“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此外，《侵权责任

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承担侵权责任的主

要方式。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

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

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会

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审计

业务活动中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相关事宜进行了详尽的规

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利害关系人以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

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审计业务活动中出具不实报告

并致其遭受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赔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对“利害关系人、不实报

告”进行了界定1。 此外，《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定》

对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此类

诉讼案件应当以被审计单位与会计师事务所为共同被告，会

计师事务所根据故意还是过失的过错形式应当分别承担连带

或补充赔偿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

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会计师

由于注册会计师是受会计师事务所的指派进行审计

活动，履行职务行为。在因注册会计师违反相关规

定出具不实报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下，侵权行为

的直接做出者虽然是该注册会计师，但民事侵权赔

偿责任的承担者仅为会计师事务所。

1《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定》第二条规定：“因合理信赖或者

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或者从

事与被审计单位的股票、债券等有关的交易活动而遭受损失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利害关系

人”，“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法律法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

定并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施行的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允

的原则，出具的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审计业

务报告，应认定为不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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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时未尽法定义务、未认真审查，出具了虚假验资报告，

致使永和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元。此外，法院认为因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翔运支行在提供注册资金存款单及《银行询证

函》时存在过错，翔运支行不应承担责任。因此，法院判

决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在800万范围内赔偿杨某某借款本金、

利息、滞纳金、原案件诉讼费等费用。后杨某某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要求判决翔运支行与博大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长春中院二审经审理后，认为博大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经

过变造的现金存款单复印件和《银行询证函》，为永和公司

作出了注册资金为800万元的验资报告。会计师事务所未认

真审查现金存款单及《银行询证函》的真实性，亦未认真审

查公司股东真实的出资数额，未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出具

了虚假的验资报告，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应在其出具的虚假的

验资金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二审认定翔运支行存

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二审法院对博大会计师事

务所以及翔运支行承担责任的范围作出了有别于一审法院的

认定。因此，二审改判博大会计师事务所与翔运支行就杨某

某对永和公司及其股东强制执行案件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

清偿的部分，在出具的虚假证明800万元的范围内向杨某某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翔运支行对二审判决结果不服，向吉林

高院申请再审。

吉林高院再审后认为，在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档

案中存档的二枚现金存款单均为变造后的复印件，在会计师

事务所档案材料中的《银行询证函》也是经过变造形成的。

庭审查明，会计师事务所负有对存单进行核实的法定义务，

但会计师事务所并未履行认真审核义务，如果其进行认真核

实，应该发现存单记载存款数额与询证函不一致，从而避免

出具失实的验资报告，以上事实足以认定会计师事务所在出

具验资报告时未尽法定义务、未认真审查，出具了虚假验资

报告，导致永和公司设立的不法后果，故依法应在虚假验资

数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翔运支行是否承担责任

的问题。再审法院认为，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翔运支行存在

过错，杨某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吉林高

院于2014年判决维持二审法院关于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的内容，而撤销了翔运支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

判决内容。

 2.吉伯益（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里程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华

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中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侵权责任

纠纷案

案情介绍：2010年，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天公司”）、成中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中公司”）拟转让其分别持有的湖南华天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天铝业”）的股权共计60.87%，华天铝业

委托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里程事务

所”）、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沃克森公司”）对华天铝业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审

计和评估的基准日为2010年8月31日。2010年12月，吉伯益

（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伯益公司”）通过网

络竞价的方式，以人民币2335万元竞买到华天铝业60.87%的

股权。吉伯益公司受让前述股权后，委托湖南恒信弘正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信事务所”）对华天

铝业截至2010年8月31日止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审计，审计结

果与里程事务所存在差异。2013年1月，吉伯益公司遂以其

在股权转让中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将华天公司、成

中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调整股权转让合同价格，返还股权转

让款。该案件经一审、湖南高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吉伯益公

司的诉讼请求。同时，湖南高院认为吉伯益公司在股权转让

交易完成后单方委托恒信事务所作出了审计报告，但未提交

其他证据佐证，故仅依据该审计报告不足以否定里程事务所

审计报告和沃克森公司评估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014年6月，吉伯益公司因侵权责任纠纷将里程事务

所、沃克森公司、华天公司与成中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几被

告连带赔偿吉伯益公司损失人民币1386.494773万元。一审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吉伯益公司以其单方委托的恒信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认定里程事务所审计报告和沃克森公

司评估报告为不实报告，依据不足。吉伯益公司没有证据证

明里程事务所、沃克森公司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依法拟定并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后施行的执业准

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允的原则，出具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审计业务报告以及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情形，故其仅依据恒信事务所审计报告不足以否定里程

事务所审计报告和沃克森公司评估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由此，判决驳回吉伯益公司的诉讼请求。吉伯益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南高院。

湖南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吉伯益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

明里程事务所、沃克森公司在审计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执

业准则及诚信公允的原则，而且在吉伯益公司诉华天公司、

成中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判决中已认定，吉伯益公司在股

权转让完成后单方委托恒信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因未提

交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否定里程事务所审计报告和沃克森

公司评估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

求，本案因此亦不存在侵权行为，吉伯益公司主张里程事务

所审计报告和沃克森公司评估报告为不实报告的依据不足。

此外，吉伯益公司在竞价、签约与交接阶段并没有对竞拍程

序和里程事务所审计报告、沃克森公司评估报告提出异议。

诉讼中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报告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问题，也无证据证明华天公司、成中公

司以及里程事务所、沃克森公司及其相关注册会计师有存在

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吉伯益公司主张华天公司、成中公

司以及里程事务所、沃克森公司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

因此，湖南高院于2016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
责任中的几个问题

（一）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

理当是应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给他人造

成损失；他人的损失与侵权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会计

师事务所存在过错。

前述案例1中，三级法院在认定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应当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点上保持一致，从法院的判决中可以

看出，法院在认定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主

要对如下情况进行了判断：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虚假验

资报告，存在侵权行为；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未认真审查

的过错；因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虚假验资报告导致了永

和公司设立的不法后果。而案例2中，两审法院因原告吉伯

益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里程事务所、沃克森公司的评估报

告为不实报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吉伯益公司与沃克森公司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执业准则及诚信公允的原则等行为，因此

认定不存在侵权行为，从而未支持吉伯益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仅为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注册会计师是受会计师事务所的指派进行审计活

动，履行职务行为。在因注册会计师违反相关规定出具不实

报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下，侵权行为的直接做出者虽然是

该注册会计师，但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者仅为会计师事

务所。

（三）法律适用因被侵权人的不同、具体侵权行为

的不同等有所区别

从《注册会计师法》中的规定可得知委托人、其他利

害关系人可能成为被侵权人，而《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

定》中则规定仅利害关系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由此，

如委托人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民事侵权之诉则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分析委托人的地位以此决定是否能适用《会计师事务所

侵权赔偿规定》。此外，如因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报

告而导致他人损失的，法院通常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

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

批复》这一规范性文件。前述案例1中法院在判决中适用的

即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

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而案例2中法院适用的

则是《侵权责任法》《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定》。

（四）过错认定的原则因侵权行为的不同、被侵权

人的不同等有所区别

《会计师事务所侵权赔偿规定》第四条中规定：“会计

师事务所因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对外出具不实报告给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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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除外。”笔者认为，根据该条规定，利害关系人

提出的民事侵权赔偿之诉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但过错推定

原则应当严格注意其适用条件，如非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民事

侵权赔偿之诉或被侵权人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在非审计业务活

动中的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等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适用

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原则等。不过从前述案

例2中也可以看出，目前的司法实践针对此类案件并没有明

确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案例2中湖南高院适用《侵权责任

法》，认定该案属于一般侵权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

原则。此外，即便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需建立在原告就其主

张能提出初步证据的基础上，否则很可能因举证不能承担败

诉后果。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形式因侵权行为的

不同、侵权人过错形式的不同、被侵权人的不同等而有

所区别

如会计师事务所因出具虚假验资报告造成他人损失时，

通常是在其虚假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在审计

业务中因出具其他不实报告的侵权行为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失

的，如果过错形式是故意，会计师事务所将与被审计单位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过错形式是过失，则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上述案例1中，博大会计师事务所因出具虚假验资报告

造成他人的损失承担的便是补充赔偿责任。

三、改进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侵权
赔偿责任现状的建议

从前述对我国现行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的分析中，

可以看出有关规定尚存在需完善之处，而实践中也需要统一

此类案件的适用标准。此外，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也

需完善其执业行为，这样才能使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

避免给客户造成损失，也能有效预防其自身的执业风险，避

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现状进行

改进：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立法机关应对现行的有关

规定进行梳理，理顺各规定之间的关系以及适用情形。如明

确在委托人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时的法律适用

依据，是否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及适用的前提条件等，使司

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能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2.准确适用有关规定。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当

严格依照现行的有关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根据案件不同的

事实情况准确适用规定，对案件事实相同的案件尽量做到适

用统一的标准，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3.完善内部制度和管理。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完善的

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对执业行为予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

还应当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对相关规定进行学习，使工作人员

对其工作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4.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从事法律法规明令

禁止的行为。此外，还应当遵守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诚信公

允等原则以及事务所内部的有关制度。

5.注册会计师在工作中应当遵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

对委托人的不正当要求，应当严守职业操守，予以拒绝。此

外，还应当对工作恪尽职守、勤勉尽职，避免过失的出现。

6.注册会计师应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完整妥善保管工

作底稿，会计师事务所也应当对有关文件妥善保管，便于纠

纷出现后明确划清责任，以预防风险。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当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从事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的行为。此外，还应当遵守执业准则和规则以及

诚信公允等原则以及事务所内部的有关制度。

在
国际贸易交往中，人们通常用英文书写和签署他

们达成的协议。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法

律背景不同，一些外方起草的合同和国内的合

同，在格式，内容和着重点方面有所不同。为此，我们有必

要了解和掌握英文合同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一、英文合同的构成

一份完整的英文合同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即标题

（Title）、序言（Recitals）、主文条款（Terms and 

condition）、结尾或签署（Execution）。多数英文合同还

有一个封页，上面记载着合同的名称、签约双方、签约时间

和签约地点等。

标准的英文合同主要有以下内容：

 肖永成/ 文

英文合同制式条款的理解和应用

（一）标题（Title）

（二）序言（Recitals）

１.签约方（Parties to the contract)

２.签约背景（Background to the contract)

３.签约时间 (Signature time of the contract)

４.签约地点 (Signature place of the contract)

（三）主文条款部分 （Major Terms and 

Conditions）

１.定义（Definitions ）

２.声明和保证（Representation and Warrants）

３.具体权利义务条款（Operative Terms and 

Conditions）

４.有效期 （Terms）

５.终止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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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保密 （Confidentiality）

７.违约（Breach of Contract ）

８.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９.争议的解决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10.适用法律 (Applicative Law/ Governing Law )

11.其他规定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

（1）通知 ( Notices)

（2）合同的签约份数 ( Counterparts )

（3）合同附件 ( Schedules and Annexes)

（4）合同语言 ( Language )

(四)合同的签署 (Execution )

二、对于上述条款可作如下解读

（一）标题（Title）

英文合同常见的标题有：

Purchase Agreement (采购协议)，Purchase Order ( 

采购订单)，

M&A  Agreement （并购协议）

Amendment to XXX Agreement （……协议的修订协

议）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to XXX Agreement (……

协议的补充协议）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谅解备忘

录)

Main Contract （总包合同）

Sub- Contract （分包合同）

英文合同的标题和中文一样，并没有实际意义。主要是

表明合同的性质和方便今后查阅。

（二）序言（Recitals）

序言主要包括“签约方”和“签约背景”两个方面的内

容。

1.签约方，也就是合同主体。

如下例：

This 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in ( place 

) as of the date （DD）（MM）（YY）by and between 

British XXX Corporation, a company incorporat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 of England, whos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s at the Lond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

China XXX International Chemical CO.,LT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at No xxx Road Beijing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B”)

　American XXX Co.Lt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and existing under NEW YOUK Law, having its 

headquarters domiciled in NEW YOUK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Ｃ”)

“签约方”后面主要是介绍公司注册和营业地情况，

如：依据……法律注册、注册地点、主营业地、及总部等。

签约方后面的介绍有以下作用：

（１）税收方面的影响

签约方依某国的法律注册或其主营业地在某个国家，意

味着应在注册地或主营业地进行纳税。

（２）识别对方属哪个国家，以判断民事法律行为能力

情况

各国法律对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有不同的规定。如韩国

适用法人的营业地法，奥地利适用主要事务所在地法。大多

数国家采用法人国籍法。通过了解签约方的注册地或主营业

地，就会知道该国对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以便

在合同仲裁，或纠纷解决条款上，就准据法和管辖地的选择

有相应的准备。

２.签约背景( BACKGROUND)：“Whereas”（鉴

于条款）

　　

肖永成律师
京 都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肖永成律师具有英

语、法学教育背景，并

有长达十年的国际贸易

实务经验和十多年的律

师执业经历。主要执业

领域为国际贸易、公司

业务、民商业务、刑事

业务。

英文合同的“签约背景”，通常由“Whereas”字样开

头的句子组成。有时称为“Whereas Clauses”，即“鉴于

条款”。

“鉴于条款”主要叙述当事人之间对于某项事实和背景

的共同认识。有的鉴于条款着重说明双方合同须实现的目的

等。

实践中，有的“鉴于条款”对合同目的讲得非常清楚，

但主文条款却含糊不清。如果二者发生争议，通常应以“鉴

于条款”叙述的为准。

如，在一起铺设地下油管的买卖合同中，鉴于条款约

定，购买方购置的油管主要用于铺设在北方冻土层。但合同

主文对于冻土层油管特殊的工艺和规格并没有叙述清楚。如

果供货方仅依照合同规定的参数或自己通常的理解提供一般

的油管，可能就构成根本违约，因一般的油管无法实现铺设

在北方冻土层的合同目的。

英 国 法 律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法 律 原 则 ， 即 禁 止 反 言

（estoppel）。签约方在“Whereas”部分所作的事实陈

述，不得在事后对这些事实加以否认。

英文合同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

“The GOODS there of provided by the SELLER 

shall be new, of good quality and fit for the intended 

purpose”

“卖方提供的货物应崭新未用过、质量工艺上乘且满足

合同欲实现的目的。”

上述例句即可规定在正文中，也可在鉴于条款中表述。

若违背上述约定，提供的货物是二手的，或曾经使用过的，

有可能会构成根本违约。

“Whereas”条款在补充协议中比较常见，主要叙述补

充协议是基于过去已签订了某个合同或协议，并在此基础上

签订协议。

３.签约时间和签约地点（Signature time /place of 

the contract)

英文合同的签约背景中常列明签约时间和签约地点。签

约时间涉及到合同的生效问题。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生效时

间，除法律规定需要经过审批或登记生效以外，签约时间应

视为合同的生效时间。

合同签订地不仅涉及纳税问题，还涉及到合同争议的管

辖权问题。如果合同中因为疏忽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则签

约地点则可能决定着准据法的认定。

（三）主文部分（Major Terms and Conditions）

１.定义（Definition）

在国际贸易中，双方对法律和技术用语的理解可能存在

差异，定义条款可以使双方在一些关键用语的认识上达成共

识，从而减少争议。

定义条款在英文合同中非常常见。主要是将所有的、在

合同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同一个词语给以统一解释。如:

“WORK”shall mean all work to be carried ou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elivery of EQUIPMENT 

services of installation, 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of the 

EQUIPMENT

对于被定义的词语，通常将其单词全部大写，如：买

卖合同中的“WORK”、“BUYER”、“SELLER”、

“PURCHASE AGREEMENT”，及上文中出现的

“WORK”“EQUIPMENT”等；或者将其首字母大写，

如：“Work”、“Buyer”、“Seller”、“Purchase”、

“Equipment”等。

英文合同被定义的词语，若出现在合同的其他地方，只

要表述的意义与被定义的词语意义一致，就必须采取相同的

大写形式。否则被定义的词语将失去其特定意义，会被视为

普通意义来理解。

2.声明和保证/陈述和保证（Representation and 

Warrants）

英文合同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声明和保证/陈述和

保证”条款。主要原因是合同所确定的事务很重要，合同一

方要求另一方作出声明和保证，或透露对方所不了解和掌握

的信息，以保证合同能过顺利履行。如公司组建成立情况，

签署合同是否获得授权，公司是否面临破产，公司是否遭受

与本合同事务相关的诉讼等情况。

同时，合同一方会要求对所透露的信息进行保证。如果

违反了该保证，合同一方将有权采取包括终止履行合同在内

的相应措施。如：

“Party A has taken all necessary corporate actions 

to authorise the execution of this Agreement. In signing 

this Agreement, Party A’s representatives have 

fully authority to execute and the bind Party A to the 

Agreement by virtue of a valid power of attorney.”

“甲方已获得所有必要的股东决议授权签署本协议。甲

方代表在签署本协议时，通过有效的授权书完全有权签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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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并对甲方有约束力。本协议对甲方构成合法、有效并有

约束力的义务，根据本协议条件能够得以执行。”

“Party A and the Guarantor hereby undertakes to 

indemnify and keep indemnified the other party for all 

costs,expenses ,liabilities,and losses which arises as a 

result of any breach by Party A or the Guarantor of its 

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 hereunder.”

“甲方以及担保人在此承诺，赔偿合同及其他方因甲方

或其担保人违反陈述和保证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开支、责任

或损失。”

声明和保证条款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并且是能够实现

的，否则对方会依此要求承担责任。声明和保证应以实现合

同目的为前提，过多的保证并不能带来很多的益处。

另外，声明和保证条款通常也是双务，彼此都向对方作

出保证和承诺。

如：

Each party represents and warrants that：

(各方声明并保证：）

3.具体权利义务条款（Operative Terms and 

Conditions）

权利义务条款反映的是合同的实质内容。由于合同的目

的不同，标的不同，合同权利义务自然不同。对此，无具体

的规律可寻，也无特定的制式。对于这部分的内容，应根据

双方谈判的结果进行叙述。

4.有效期（Term）

英文合同中通常会有一个有效期，即约定合同的生效日

期、有效期间等。合同的有效期间应以完成合同所规定的义

务为前提。如果双方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完成各自的义务，

通常会在合同中确定一个有效期的延展期限。

有的合同约定，合同的生效日期自签署后的第Ｘ周开

始。但需注意的是，有的国家每周的起止日期与中国的起止

日期存在不同。中国一般认为，一周的开始时间为周一凌晨

零点始，结束日期为周日午夜十二点止。但有些国家认为一

周的起始时间自周日凌晨零点始，结束日期为周六午夜十二

点止。若按照中国的惯常理解合同的生效日期，或规定某项

事宜须在第Ｘ周的第一天开始，那么在具体的履行过程可能

会存在纠纷。

5.终止（Termination）

合同有自然终止和人为终止两种。自然终止主要是合同

约定的时间已到期，或双方约定的义务已结束。人为终止是

指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由于出现某些特殊情况，如果继续履

行合同，将导致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遭受巨大损失，因此赋

予对方的一个救济权利，即终止合同。如下例：

“Either Party shall, subject to 15.2, be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the other Party;

(a) subcontracts the whole of the Works or assigns 

the Contract without the required agreement;”

“如果合同他方有下列行为，合同一方有权根据第15.2

款终止合同：

（1）未按要求经过许可便擅自将整个工程分包出去或

转让合同。”

与中文合同一样，英文合同有关终止的条款也约定的比

较具体和明确。

但是，在中文和英文合同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约

定：

“Party A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Contract if Party B commits any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under this Contract”

“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何义务，甲方有权终止合

同。”

实践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仅仅依据对方一个小小的违

约便终止合同，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其终止的行为并不能获

有的合同约定，合同的生效日期自签署后的

第Ｘ周开始。但需注意的是，有的国家每周

的起止日期与中国的起止日期存在不同。

得有些国家法官或仲裁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合同应向着有

效，便于执行去解释，法院并不会由于一个微小的，或任意

的违约而支持另一方终止合同的权利。法院衡量的标准主要

看是否造成根本性违约或毁约性违约，或者多次违约而无法

实现合同目的。

但是，如果在合同中约定了可终止合同的具体事项，如

上例，即便没有达到根本性违约，终止合同的请求也会得到

法官的支持。

合同被人为终止后，自然存在着一些未履行完毕的义务

或未曾实现的权利。因此，英文合同除了规定在什么情形下

可以终止合同外，还对终止后的某些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同的终止并不意味着合同中有关法律适用、管辖、保

密等条款的规定也随之终止，通常，英文合同有如下类似的

规定：

“Upon 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XX 

Subject to clause XX and XX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terminate and 

be no further effect, except that Clause Governing Law, 

Jurisdiction, Confidentiality, Liquidated Damages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如果根据第XX条一旦发生终止，则根据第XX条和

第XX条，本协议签约方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再具有任何效

力，但适用法律、管辖、保密、约定的补偿金条款仍然继续

有效”

终止合同应当通过书面方式提出，并且应给对方一个宽

限期，允许违约方在宽限期内进行补救。如果在宽限期内没

有采取措施，守约方才能实施自己终止合同的权利。

6.保密（Confidentiality）

在对外贸易中，由于双方合作事项的性质原因，可能要

向对方披露自己的一些信息，或接受对方的某些信息。而披

露方并不希望有些信息被合同之外的第三方知道。由此，双

方便约定了保密条款。有的英文合同不仅约定对方不得披露

保密信息，而且约定对方的员工也不得对外披露信息。如：

“Each Party shall treat the existence and contents 

of this Agreement as confidential, shall not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other Party’s 

written authority and shall advise all members of its 

staff concerned with or likely to know of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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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 its confidential nature and shall direct such staff 

to maintain such confidentiality.”

“任何一方都应该对本协议内容进行保密，未经另一方

书面授权不得将这些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人。对于与协议有

关的或可能知道该协议的员工，应让他们知晓该协议有关事

项以及协议性质，并要求这些员工保密。”

英文合同中，并不是简单的做上述规定就确立了关于

保密的有关职责。一个完整的保密条款应规定保密信息的范

围、保密信息的使用目的、保密时间等等。如下例：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eans any and all 

date, report ,records, notes, compi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disclo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one Party to the other Party relating to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Work, whether such information is 

disclosed orally, in writing, or by any other means.”

“保密信息”是指一方直接或间接向另一方披露的与工

作有关的所有数据、报告、记录和笔记、编辑、研究或者其

他信息，不管口头披露，还是书面披露，还是以其他任何方

式披露该不例外。”

保密时间在合同中进行约定，有效期结束，保密义务自

然结束。但对于有些合同（如技术服务协议），可能还会额

外约定一个两年的有效期，即合同终止后，保密时间仍在继

续。

保密的主要目的是指未经同意，合同一方不得擅自将保

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但有时候，相关信息向第三方的披露

是不得已的，为此，英文合同会要求应予以注意，并进行限

制。如下例：

“Disclosure may, however, be made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any of the following

（a) To respond to a request by the auditors of a 

Party

 (b) To comply with legal requirement, including 

subpoenas and order of a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信息披露应以满足下列要求为限

（a）回应一方审计要求

（b）法律要求，包括管辖法院的传票和命令。”

在对外谈判中，双方经常会签署一些《谅解备忘录》

（MoU）和《合作意向书》(LoI)。《谅解备忘录》和《合

作意向书》通常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所涉及到的保密事

宜，双方应进行特别的约定。比如：

“This LoI has been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current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 

in respect of the potential cooperation related to the 

Project. Except for Article 6 of Confidentiality, this Lol 

shall no legally binding force or effect.”

“由双方签订的本合作意向书仅仅表达双方有关该项目

进行潜在合作的意向，除了本意向书第6条保密条款外，本

意向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7.违约（Breach of Contract）

英文合同中，违约的相关条款经常以大段落的篇幅出

现。如合同规定了商品的规格、交货的时间、交货的方式，

付款的期限及保密等条款，若一方违反了上述规定，另一方

自然会依合同的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这种以口

头或书名形式确定的违约责任，通常被称作“明示的违约条

款”。

但英文合同有时会出现一种“默示的违约约定”，即当

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却被认为隐含在合同条款之中。

出现“默示违约约定”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所处的背景、

文化、及一些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当合同履行出现

争议时，双方自然会按照自己的理解习惯去解释合同条款。

衡量英文合同是否隐含“默示约定”，主要是看合同中

的“满足目的”条款，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满足目的”，

一般是指“满足通常的目的”。如果合同中明确指出订购的

产品将用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则该合同就可能隐含一个“默

示约定”。如上文我们提到的铺设冻土层下管道案例，若合

同约定的“满足目的”为铺设在冻土层下的管道，如果供货

方提供的货物达不到这一目的，供货方可能就违反了“默示

的约定”。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默示违约约定”，英文合同通常进

行限定，如下例：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Seller warrants that 

the Goods will be fit for the ordinary purpose for which 

such goods are normally used. Seller does not warrant 

that the Goods are suitable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for which they may be required.”.

“除非另有约定，卖方保证货物符合该类货物通常使用

之目的。但卖方并不保证货物符合买方要求满足的任何特定

目的。”

“默示约定”的理解是基于人们的惯例和思维定式。

对“默示约定”进行限定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惯例是为了

实现合同目的，而不是为了破坏合同的完整性。当“默示约

定”和“明示约定”发生冲突时，自然应首先适用“明示约

定”。

英文合同有时也会出现“违约免责限责条款”，也就

是说在合同中规定了免除自己的责任，或者限制自己责任的

一种保护条款。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自己因为违反某个合同条

款而导致整个公司破产，或遭受超出自己预期的损失。如下

例：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Contract, neither Party shall be liable to the other 

Party for damages for loss for revenues or profits, loss 

of goodwill or any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non-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无论本合同其他条款有何规定，任何一方均不向另一

方承担因本合同的履行或不履行而造成的收入或利润损失、

商誉损失或任何间接或附带性损失的赔偿责任。”

上述例句为一个免责条款，即免除了自己由于违约而给

对方造成利润或其他间接损失的责任。

所谓限定责任，就是指由于违约而该对方的赔偿限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如下例：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a party for all claims 

for any loss, damage of indemnity whatsoever resulting 

from such Party ’s performance or non-performance of 

this Contract shall in no case exceed [ ] United States 

Dollars or the RMB equivalent thereof.”

“在任何情况下，一方对因本合同的履行或不履行所致

的损失、损害或赔偿索赔的责任累计总额不得超过[ ]美元或

等值的人民币。”

有些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喜欢将违约金数额定的很高。

对方违约时，要求承担高额或双倍的赔偿责任。但这种做法

并不能得到某些国外法院的支持。他们认为赔偿应以实际损

失为限，不能包括间接损失，不能因为对方的违约行为而赚

取利益。某些法国法律不支持“罚金”。但如果在合同中对

违约金的数额进行了限定，或者说在签订合同时，对违约行

为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最大程度的预期。这种预期的违约赔

偿金，法院会给予支持。

英文合同中有关违约的这种惯常的用法和规定，值得我

们借鉴和学习。

8.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英文合同中，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条款是不可或缺

的，不可抗力条款通常包括不可抗力定义；遭遇不可抗力的

一方通知另一方有关不可抗力事宜；不可抗力的影响，如延

期履行等；发生不可抗力后的补救措施，如尽力减小不可抗

力影响、终止合同等；不可抗力结束后的恢复履行等。

依据法律规定，不可抗力主要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这个定义太笼统。各方对某个事

件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经常会发生很多争议。下述例子比较可

取，即在定义之后，进一步对哪些情形属于不可抗力事件予

以明确。

“Force Majeure 

Definition of Force Majeure 

In this Clause .“Force Majeure” means an 

exceptional event of circumstance.

(a)which is beyond a Party ’s control.

(b)which such Party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provided against before entering into the Contract.

(c)Which, having arisen, such Party could not 

不可抗力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双方当事人可

以自由约定哪些情形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在选

择不可抗力情形时应与自己所购买的保险联系

在一起，如果不能通过保险进行赔偿的，应尽

可能地纳入到不可抗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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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y have avoided or overcome

(d)which is not substantially attributable to the 

other party.

Force Majeure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exceptional events of circumstances of the kind listed 

below, so long as condition (a) to (d) above are satisfied 

. War, hostilities (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ies.

. Rebellion, terrorism,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civil war.

.  Natural catastrophes such as earthquake, 

hurricane, typhoon or volcanic activity.”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的定义

本条所指“不可抗力”系指某种异常的事件或情况：

(a)一方无法控制的

(b)该方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合理地对其加以预防的

(c)发生后，该方不能合理避免或克服的

(d)不能主要归因于该合同他方的

只要满足上述A至D项条件，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下

列各种异常事件或情况：

战争、敌对行动（不论宣战与否）、入侵、外敌行为；

叛乱、恐怖主义、革命、暴动、军事政变或篡夺政权或

内战

自然灾害，如地震、飓风、台风或火山活动”。

不可抗力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约

定哪些情形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在选择不可抗力情形时应与

自己所购买的保险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能通过保险进行赔偿

的，应尽可能地纳入到不可抗力范围内。

在涉外商事活动中，经常由于分包商或其他供应商的原

因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就此情形，有的当事

人以不可抗力原因进行抗辩。对此，应根据当事国的法律和

合同的规定进行判断。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对于可能发生

争议的事件，如分包商或其他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

行、迟延履行、支付迟延等情形应明确约定在不可抗力范围

内或排除在该范围外。

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自然会涉及到不可抗力的补救措

施。在不可抗力事件所涉及的补救条款中经常有这样的规

定：“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尽力减少不可抗力影响的

义务”。但对于“尽力减少不可抗力影响的义务”往往会出

现一些争议。因为合同双方对“尽力”的标准理解不同。对

此，最好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在遵循“合理性”的原则下，

将“尽力”的标准进行明确。

不可抗力持续到一定的时间可能会导致合同的终止，造

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会影响双方的相关权益。

合同的终止应根据不可抗力持续的时间来确定。合同的

谈判、签订和履行涉及合同各方的许多方面，及各方的投入

和精力。盲目地终止合同可能对双方造成的损失更大。在确

定不可抗力和提出终止合同的时间方面，应以合同双方所遭

受的损失最小为原则，同时也应考虑合同期的长短，合同标

的种类等因素。合同期越长，不可抗力持续的时间限制也应

更长，如一个10年起的建设合同，应规定不可抗力持续超过

两年，双方才有权终止合同；而对于一个交货期为10个月的

合同，可以规定不可抗力持续２个月，双方有权终止合同。

9.争议的解决（Settlement of Disputes）

（１）仲裁（Arbitration）

任何合同解决争议的方式无非都是三种，即调解、仲裁

和诉讼，英文合同也无异。实践中80%的英文合同都将仲裁

作为解决争议的首选。

在英文合同中，仲裁条款通常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仲裁意思表示；如：

“Both parties agree to have any dispute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validity, termination and/or construction 

of the agreement settled by XXX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before a sole arbitrator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rbitration Rules 

“合同方同意，将与本协议的存在、效力、终止或解释

方面有关的争议提交XXX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仲

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员为一人”。

①仲裁范围；如：

“Any dispute, claim or controversy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urchase Order ( including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is Purchase Order’s existence, 

validity or termination) or the breach termination or 

invalidity thereof

“因本采购订单产生的或与本采购订单有关的任何争

议、索赔 或争吵（包括有关采购订单的存在、效力或终止的

问题），或违约、终止或无效”。

有时候，英文合同还对“争议”一词予以定义，以避免

将来对“争议”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Dispute” means any dispute or controversy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a dispute 

or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validity, 

interpretation o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争议”指因本协议产生的各种争议和争论，包括本协

议存在、效力、解释、执行、或违约有关的争议或争论。

②仲裁机构

英文合同除约定仲裁意思表示和仲裁范围以外，最主要

的是约定仲裁机构，目前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仲裁机构主要有

以下几个：

A.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B.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没有仲裁员名册，仲裁双方可以

聘请全世界任何地方、具有相当公正，有一定知识程度的人

员作为仲裁员。斯德哥尔摩仲裁院隶属于斯德哥尔摩商会，

它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只设一个秘书处，也没有固定的书

记员，每个案件临时从律师事务所聘请有经验的律师担任书

记员。

C.美国仲裁协会(AAA)

D.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E.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

F.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除上述几个要素外，英文合同的仲裁条款中还常常约定

仲裁地、仲裁规则、仲裁语言和仲裁效力几个方面的内容。

确定了仲裁地点和仲裁规则，并不能断定“争议”由制

定仲裁规则所在地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如合同约定，“如

果协商不成，则双方可以去北京仲裁，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这种约定并不准确。去北京仲

裁，并不能断定由北京的仲裁机构仲裁；确定了适用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并不能由此认定由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实践中完全可以由，如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北京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为此，应将仲裁地、仲裁机构、仲裁

规则约定清晰，比较标准的英文合同都涵盖了上述几个方面

的要素。

（２）法律诉讼（Legal Action)

英文合同中也能看到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的约定，如下

例:

“Any claim or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or its interpretation shall be brought in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itting within the State 

of Delaware.”

“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或解释有关的任何索赔或争议应

向位于特拉华州境内有管辖权的法庭提起诉讼”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诉讼条款，可以根据当事人的

所在地、合同的履行地、合同的签订地、或标的物的所在地

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来审理可能出现的纠纷。我国的民事诉

讼法除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外，也赋予了当事人自主选

择法院的权利。但涉外合同提前约定法院管辖的条款比较少

见，这主要由于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在他国的承认和执行有

很多的顾及，双方也很难就法院的管辖提前达成一致。

实践中经常看到的是，由于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或

仲裁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当出现争议时，合同一方不得已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了诉讼。如果在中国提起诉讼，当事人

自然会想起适用中国的法律。但有时外方会在外国或第三国

法院提起诉讼，遇到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当事人往往无所应

对，不知所措。所以，遇到英文合同有关诉讼条款时应当予

以慎重对待。

10.适用法律（Applicable Law/Governing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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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英文合同都会约定“适用法律”条款，指明合

同所适用国家的法律或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比如：

“this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and construed by 

the la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阅读和审查英文合同过程中，应首先查看合同条款

所适用的法律。法律的不同，对各方利益的影响都很重大。

各国法律的术语可能不同，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能不同。如

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而英国法律的规定却为六

年。各国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权利义务等可能规定不

同。适用不熟悉的外国法律，将对合同的解释存在着隐藏的

风险。

通常情况下，在考虑适用法律的问题上，应选择自

己最为了解，又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法律，如本国法律。若

对方不同意，可选择自己比较熟悉，又最大限度地维护自

己利益的其他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等，如

INCOTERMS2000、信用证UCP600、国际货物销售公约

CISG等。

11.其他规定（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1）通知（Notices）

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内容的变更、终止，及相互之间

的交流自然离不开通知。

英文合同往往规定通知应当通过书面方式进行，并在合

同条款中详细列明双方的通信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及电子

邮箱地址等内容。

由于通知方式的不同，接受人经常以没有接到通知或其

他理由要求免责。为此，双方应在签订合同时，对各种通讯

的方式和通知到达时间予以明确。如下例：

Notices are effective when received by the recipient 

during the recipient’s regular business hours. Notice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ceived;

①Upon confirmed receipt of delivery, if delivery by 

hand;

②Upon confirmed transmission if sent by fax;

③Upon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if sent by 

registered mail or curier;

④Upon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content of 

e-mail (ather than auto-reply ) if sent by e-mail;

If the time of such deemed receipt is not during 

customary hours of business, notic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ceived at 8:00 a,m, on the first day of 

business thereafter.

通知只有在接收方于其正常工作期间收到方可生效。

通知在下列情况视为收到

①如果采取亲自递送方式，于确认收到之时；

②如果采取传真方式，于确认传输之时；

③如果采取挂号信或邮政快件方式，于知晓通知之时；

④如果采取电子邮件方式，于知晓收到电子邮件内容

时；（但不包括自动回复）

如果该视为收到的时间不在惯常的工作时间，则该通知

应视为在随后第一个工作日早晨８点收到。

（2）合同语言（Language)

本文主要是总结英文合同的一些制式和规律，自然合同

的语言是英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执行合同的人为非

英语国家，那么，在执行方面可能就会遇到障碍。我们经常

看到合同文本经常由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但两种文本在字

面翻译上，有时并不完全对应，自然在合同的解释方面存在

偏差，往往各说各理。所以，合同应当约定，两种语言文字

的解释出现争议时，应以英文或者中文为准。

但是，有的合同却约定，两种语言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这种表述方式未必不可，因合同毕竟约定了仲裁条款，双方

可以将这种由于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确定的争议留待以后

去解决，或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另外，合同约定的语言为英文，但在执行过程中，通过

第三方往来的信函、通知，或附件中的技术资料可能为第三

国语言。为此，双方也应一并约定，或提供翻译件。

(四)合同的签署 (Execution )

合同的签署就意味着合同的结尾。大部分人对合同的

结尾部分并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在合同最后一页签署并盖公

章，合同就已完成了。但英文合同的签署与中文合同存在不

同，英文合同通常由授权代表直接署名。为此，在合同签署

时，应审核对方签署人是否适格。如果是法定代表人签署，

应审核对方公司的章程，章程中是否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

如果是授权代表签署，应审核该代表是否有授权委托书。另

外，合同签署时，要在签署页署全名，同时在合同的每一页

都要小签，即在每一页签署上其姓就可。

（注：本文的部分内容和例句参考于范文祥编著的《英文合同阅读

与分析技巧》　法律出版社　2007，12）

一、通用报告准则（CRS）与AEOI标
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关系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经合组织（OECD）发起

的，共6章32条，规定的征管协作形式包括情报交换、税款

追缴和文书送达，但允许缔约方对税款追缴和文书送达作出

保留。考虑到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及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我

国在《公约》批准书中对税款追缴和文书送达（包括邮寄文

书）作出了保留。因此，我国税务机关主要与其他缔约方开

展情报交换协助。

2013年7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支

持经合组织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框架内的税收情报

自动交换作为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的新标准。因此《多边税收

征管互助公约》核心创新是“税收情报自动交换”，以前我

国签订的双边协议有很多有税收情报交换条款，但基本上都

是经请求申报。那么税收情报如何自动交换呢？

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是有标准的，自从美国《海外账户税

收遵从法案》颁布以后，美国的一些国外高净值客户就非常

敏感，担心其在中国的金融账户信息被披露。如今，OECD

与G20共同配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要求更高的自动交换标

准，那就是2014年2月13 日OECD发布的《金融账户涉税信

息自动交换标准》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以下简称《AEOI标准》)。

AEOI标准在G20推动下，并经2014年7月15日经合组织理

事会批准，要求各主权国家通过金融机构获得信息并实现每

年与其他主权国家自动交换这些信息，它规定了金融账户信

息交换、金融机构对不同类型的账户和纳税人的报告义务，

以及金融机构要履行尽职调查的程序。该标准主要包括四大

主要部分1：第一部分,主管当局协议范本（CAA）;第二部分,

通用报告准则（CRS）；第三部分CAA和CRS模型。AEOI

标准要求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包括：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

费、工资薪金、各类津贴、奖金、退休金、佣金、劳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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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收益、经营收入等收入信息；第四部分是相关附件。因此

通用报告准则(CRS)是AEOI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税收情报

自动交换标准的主要内容。而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税收情

报交换标准主要依据就是通用报告准则（CRS）。

二、通用报告标准在我国的实施

目前已有逾90个国家(地区)承诺积极落实推行CRS，其

中逾50个国家(地区)承诺于2017年进行第一次信息交换, 并

于2016年1月1日实施新的账户开户流程。例如，中国工商

银行阿姆斯特丹支行就曾在其网站上发布如下信息:自2016

年01月01日起，工银欧洲阿姆斯特丹分行（以下简称“本

行”），即将施行通用报告准则（以下简称“CRS”），并

向客户采集数据信息。2014年12月09日，欧盟理事会颁布指

令2014/107/EU法案以修正原有2011/16/EU法案。此项法案明

确规定，自2016年01月01日起，相关国家正式实施收税收信

息交换。欧盟成员国应于2015年底之前将此项法案纳入国家

法律。自2016年01月01日起，所有荷兰银行依法均有义务向

当地税务机关机构提交财务信息报告，该财务信息报告需涵

盖账户余额和财政收入。随后，地方税务机关机构将传递此

信息给纳税人。并且，于次年6月30日之前提交上年度的年

度CRS报告为所有银行的义务之一。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承诺将于2018年9月实施通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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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CRS）。这一标准与原来的情报交换相比，有两个突

出变化，一个是“自动”，一个是“批量”。所谓自动，就

是各缔约国收集对方国家纳税人在本国的金融账户信息，按

年主动向对方国家发出；所谓批量，就是每次主动交换的情

报并不是有关国家某个纳税人的单一信息，而是尽可能将掌

握的该国所有纳税人的账户信息进行交换。中国承诺成为第

二批实施CRS的国家(地区), 将于2017 年1月1日实施新的账

户开户程序,并于2018年进行第一次信息交换。

三、通用报告准则的主要内容

(一)通用报告准则

CRS的英文是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通用

报告准则），它由多个成员国共同推出，是一个全球版的

FATCA条款。CRS是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倡导的

AEOI(税务信息自动交换宣言)中重要的框架协议。AEOI的

签署方是各国税务局。一旦签署生效，CRS的要求就会成为

本国税法的一部分。CRS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保证财富的拥

有者在任何属地拥有的财富都必须进行申报。

CRS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CRS的标准部分，

这部分主要描述如何去判定某个人或者公司账户是否需要申

报，其中包括一般申报要求、一般尽职调查要求、对已存在

个人账户的尽职调查要求、对新个人账户的尽职调查要求、

对已存在公司的尽职调查要求、对新公司的尽职调查要求、

特殊的尽职调查要求、术语解释及如何有效地执行CRS的手

段等；另一部分是样板本地机构协议模板，由各国税务局根

据该模板签署，协议一旦签署就会成为该国本地税法的一部

分，未履行CRS要求的申报内容，将被视为违背了该国税

法。(见图1)

 （二）CRS与FATCA的异同点

CRS和FATCA条款非常相似，它借鉴和使用了很多

FATCA条款已经实现的条款和定义。FATCA条款是在各国

政府之间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政府对政府的。与FATCA条

款不同的，CRS的签署方是各国有能力去收税的机关，是

各国税务局之间签订的协议。FATCA条款的理论依据是你

的公民身份，如果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那么，“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你在全球的资产都要按照美国税法的规

定缴税。那么CRS的原理是，以你的地点为依据。你去不同

的地方居住、工作、赚钱，无论你现在在任何地方，你在其

他国家的信息都有可能依据CRS的报告要求被报告。假如一

个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瑞士，同时会在中国、英国、澳大利

亚居住。根据CRS，如果你不向瑞士的税务机关报告你是哪

一国的税务居民，那么瑞士的税务机关会根据你在中国、英

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认定你的纳税

义务。

（三）CRS下的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

假设一个人建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持有股票、房产

等资产，根据CRS，这个公司被认定为一个金融机构，需

要上报公司持有的所有资产的所有人的信息。这个公司为什

么会被称为是一个金融机构，是因为它投资的房产（租金收

入）和股份（利息收入），都不是进行实业贸易所得到的，

所以这个公司会被CRS定义为一个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之

下，CRS要求进行申报。当然，如果这个公司投资的是各种

金融资产，比如证券、利息、保险、年金等，也会被定义为

金融机构进行申报2。

判断是否为CRS定义下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通过以下几

步：首先，要判断该机构是否为一个实体。

第二，要判断该实体是否在已经签署了CRS

的国家，如果该实体所在的区域并没有签署

CRS的样板本地机构协议，那么这些实体暂

时不被CRS定义为金融机构。截止到2016年6

月30日，已经有101个国家签署了CRS的样板

本地机构协议。第三，要判断该实体是否为

金融机构。最后，CRS下应报告的金融机构

主要分为储蓄型（银行）、托管型（信托公

司）、投资公司和一些特定的保险集团。

CRS根据下图的流程判定一个实体是否

为应报告的金融机构(见图2)：

 （四）CRS下的应报告金融机构（Reporta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

在CRS里我们需要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

NFE（Non Financial Entity,非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是

指不做银行、保险、年金、证券等相关业务的公司。非金融

公司分为两类，一类是active NFE（主动型非金融公司），

另一类是passive NFE（被动型非金融公司）。被动型非金

融公司是指有5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被动收入，比如租金、

分红、利息等。CRS要求所有的被动型非金融公司进行申

报。申报的期限与不同国家的税务申报的时间节点相关。主

动型非金融公司是指50%

以下的收入来自于被动收

入，比如拥有动产或者进

行贸易都不是被动收入。

主动型非金融公司不需要

向CRS报告。在不同的申

报时期，由于主动收入与

被动收入比例的变化，那

么一个公司可能是主动型

也可能是被动型。

对于 C R S 的报告体

系，我们需要从应报告账

户的定义开始说起。

应报告账户是指账户的持有人是个人或者被动型非金融

公司，那么这些被动型非金融公司的一个或者多个实际控制

人的账户信息是要被报告给CRS的。应报告账户分为两类，

一类是个人账户，一类是公司账户。同时，CRS的标准部分

也规范了如何分别对个人/公司账户的已存在账户及新建账户

进行尽职调查。个人账户申报无起征点，也就是说符合申报

要求的个人账户里的每一分钱都要进行申报。而公司账户的

起征点相对比较高，是25万美金。

1.应报告账户（Reportable Account）(见图3)

What is CRS
(什么是通用报告准则）

2-Parts
（CRS包括两个部分

Standards（标准）

Mode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MCAA)
（样板本地机构协议，由各国税务局签署）

All Jurisdiction signs and agrees to implement 
through domestic law the standards

（协议一旦签署就会成为本地税法的一部分）

Reportable FI
（应该报告的金融机构）

What i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under CRS?
(在CRS之下，如何定义一个金融机构）

Is the entity in a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是否是CRS的签约国）

Is the entit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是否是金融机构）

Type of FI
（金融机构的类型）

Is it an entity?（是否是一个实体）

On 2016/6/30, 
There are 101 Jurisdiction

（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已经
有101个国家签署）

Depositary
（存款的）
e.g bank

Custodian
（托管的）
e.g trust

Investment Entity
（投资公司）

Specified 
Insurance Group
（某些保险集团）

Means Any Account hold by an individual or 
by a Passive NFE with one or more controlling persons 

Who are Reportable.

Reportable Accounts

Types

Individual Entity

Preexisting Accounts

New Accounts

Individual-No threshold

Entity-From $250,000

可被报告意味着这个账户的持有
人是个人或者被动型非金融公
司，这些非金融公司的一个或多
个实际控制人是要被报告的

可被报告的账户，包含已存在的
和新建立的账户。这些账户包括
了个人账户和公司账户。个人账
户申报无起征点。公司的申报起
征点是25万美金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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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报告账户测试（Test of Reportable Account）

应报告账户的测试分为个人账户测试和公司账户测试。

个人测试中如果该个人是账户的持有人，同时账户在已经签

署了CRS样板本地协议的国家，则这个账户就是应报告账

户。公司测试中如果是被动型非金融公司（被动收入高于

50%），则需要被报告。持有被动型非金融公司资产的一个

或者多个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将被报告。(见图4)

3.应报告金融机构

如果某个金融机构是应报告的金融机构（存款类、托管

类、投资公司或者某些特定的保险集团）,首先，它们本身

根据CRS需要被报告。同时，更重要的，这些金融机构需要

审阅它们的客户（个人、主动型的非金融公司及所控制的财

产有实际控制人的被动型的非金融公司）的财务账户。如果

这些客户的财务账户是应报告账户（上文中已经定义），那

么，应根据CRS标准中的尽职调查要求对客户的财务账户信

息进行收集，同时将相关的账户信息报告给客户作为税务居

民的所在国3。(见图5)

假设在信托结构中，某家信托公司被CRS认定为应报

告的金融机构，则它所持有的资产的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将被

报告。如果信托还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委托人仍享有信托资

产的部分控制权，则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委托人，委托人的

账户信息会被报告。如果已指定了受益人，则资产的实际控

制人被认定为受益人，受益人的账户信息会被报告。通过

CRS，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希望通过信托结构来隐匿的资产将

会被暴露，这也削弱了信托的保密性功能。

这里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委托人已经把资产转

移给信托公司，受益人还没有拿到信托资产，这时信托的资

产是由信托公司代持的，但并不是信托公司的资产（信托资

产没有法人主体）。那么信托公司需要向CRS报告的是信托

公司的资产，还是信托的资产？”CRS在标准部分中对应

报告账户的解释中说明了“被动地非金融公司（信托公司）

在CRS下要求报告的不是信托公司的资产，而是信托的资

产。”

（五）CRS的报告期限

每个不同国家的税务局在签署CRS时都会有报告期限。

各国可以选择于2017年1月1日，2017年7月1日，2017年12月31

日，2018年6月30日及2018年9月1日等时间点开始实施CRS申

报。中国现在还没有确定申报的时间，但是最晚也会于2018

年开始申报。

四、CRS对中国移民人士纳税的影响及
应对

如果中国公民张先生取得了美国的国籍，但由于其前期

生活在中国，很多财产都存在中国的银行。由于其取得了美

国的国籍，则中国的银行会向中国税务机关汇报张先生的财

产情况，中国的税务机关会将其在中国的财产信息自动交还

给美国的税务当局。

如果张先生移民后也长期居住在中国，则他也是中国的

税务居民，如果张先生在美国有账户，则其账户信息银行会

自动提供给美国税务机关，美国税务机关会自动交换给中国

税务当局。由于CRS实行了全球金融信息的自动交换，则一

个移民在全球的资产都会显示在本国税务机关的系统中，对

于移民的纳税申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一旦自己申报不准

确，可能会被面临追诉的风险。因此在CRS背景下要应对中

国移民纳税申报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合适的移民国家

根据实施CRS标准的《公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税

种都会得到中国税务机关的协助。《公约》在我国适用除关

税、船舶吨税外的所有税种。根据《公约》规定，缔约方必

须按类别列出本国适用《公约》的税种，未列入的税种，缔

约方不能向其他缔约方请求征管协助，也不对外提供该税种

的征管协助。我国在声明中列出了目前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的16个税种。也就是说，《公约》执行后，我国开展国际税

收征管协助的范围将由原来的以所得税为主，扩大到税务机

关征收的所有税种，税务机关收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力度将

得到大大加强。对于我国未开征的税种，我们不对外提供任

何形式的征管协助。比如美国开征的遗产税，我国就不负责

征管协助，因此有些税种可以规避。

2．选择合适的金融机构

根据通用报告准则，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具有向有

关国家报送信息的职责。需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包括存款机

构、托管机构、投资机构和特定保险公司等。无需报送信息

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或中央银行、特定

退休和养老基金机构、符合条件的信用卡发行机构、豁免集

合投资工具以及受托人已被记录的信托公司等5。

因此移民人士可以多利用这些没有报送信息义务的金融

机构来协助提供解决方案。

3. 选择合适的地区

《公约》仅对主权国家开放，因此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能独立签署《公约》。根据两特区基

本法以及我国相关国内法规定，经征询两特区政府意见，我

国在《公约》批准书中声明，《公约》暂不适用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因此移民人士可以考虑某些地区

来做财产规划安排。

1 OECD,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 [J], OECD PUBLISHING 2, 2014: 21-65

2 OECD,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hat It Is, How It 

Works, Benefits, What Remains to Be Done [J], OECD PUBLISHING 1 

2012: 5-15

3 邵朱励．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国际标准的建立及中国的应对

［J］.税务与经济，2013，02: 102 －107．

4 王月，税收情报交换国际标准的建立及对中国的启示（J）.商，

2015（27）:181

5 崔晓静．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的困境分析 ［J］. 涉外税务， 

2011，04: 44 －47

Test of Reportable Account

Individual

Is an account 
holder in a 
reportable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

个人测试：如果该个人是账户
的持有人，同时账户在已经签
署了CRS的国家，则这个账户
就是可被报告的账户

公司测试：
如果是被动型非金融公司，则需要被报告。
主动型非金融公司就是它的被动收入低于50%，那么就不需要报告。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ntrolling persons 
for the NFE be reported
（被动型非金融公司资产的一个或多个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将被报告）

Entity

Passive Entity Is an entity which is not a Active 
Entity

Active Entity Not less than 50% of the gross 
income is passive income 

or assets held are us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assive income

Is an account holder a passive NFE

【参考文献】

Reporta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
(e.g depositary, custodian, investment entity, specified 

insurance group)

Review Their 

Financial Account 
Customers 

(e.g Individual/Active NFE/Passive NFE 
with controlling person)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a Reportable Account

By applying Due Diligence Rules

Report Relevant Account Information to the 
Relevant Tax Authority where the Account Holder

Is a Tax Resident

如果是应报告的金融机构，它本身一
定会被报告。同时，它应该审阅它的
客户。这里就回到前面定义的应报告
的账户，如果客户属于应报告账户，
那么他的相关账户信息就会根据当地
法律报告给他作为税务居民的所在地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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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2000年左右，在互联网大潮下，“互联网+法

律”机构逐渐开始成立。从2012年起，也就是“互联网+”

概念提出初始，互联网法律机构开始呈现了爆炸性地增长。

 

媒介：PC端的网站是最传统的媒介，也是目前使用最

多的媒介。移动端的APP适用于社交通讯的功能。微信公众

号常用于信息阅读的推送。

 

融资情况：在这129家机构中有23家企业获得融资，即

17.8%的比例。除2004年成立的中顾网和2008年成立的安存以

外，获得融资的企业都是2012年以后成立的新企业。有7家企业

一、引言

为了解互联网法律行业的发展情况，调研组进行调研并

制作了《2016年度互联网法律服务行业调研报告》，为布局

互联网法律行业提供参考，帮助律师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拓宽

案源、提高工作效率。

该报告分析中国目前依托于信息技术，区别于传统律

所，但依然在法律范畴内提供服务的机构的现状，特别是

2012年以后呈现的新机构做了重点描述和分析。报告分析了

目前国内136家互联网法律机构的一些特征，列举了它们的

名称、媒介、律师资源、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机构标签、

运营主体的名称和融资情况，总结出中国互联网法律机构五

种基本运营类型，并提出了“互联网+法律”未来发展的四

种途径。

二、概况

 《2016年度互联网法律服务行业
调研报告》解读

　　

调研组成员
陈宇，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任视宇，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成栋，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已经获得A轮融资，2家B轮，其余均在天使轮和种子轮。

 

律所参与：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所作为一个组织参

与，并成立了互联网法律机构。在这136家互联网法律机构

中，有28家有律所背景，占到全部的20.6%，并且全部都是

2012年之后成立的机构。

三、分类

法律电商：法律电商目前仍是互联网法律机构的主力。

目前法律电商主要的经营方式是在网上出售法律服务，如

合同草拟、合同修改、律师咨询及常年法律服务等业务。在

136家机构中，有97家都是提供此类服务，占到了71.3%。法

律电商以互联网为渠道，网罗案源，通过自营或者签约律师

入驻该平台，提供服务，试图解决律师与客户之间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帮律师找到客户，同时也帮客户找到律师。

近年来的法律电商不再寻求诉讼案件的委托，转而开始

做非诉文件的写作或专项事务的处理这样标准化的服务。最

大的变化就是客户更在乎法律服务平台的信誉，而不再关注

办理案件的律师。在法律电商2.0阶段，大部分互联网法律机

构不再提供律师库或推荐律师，有些甚至不告诉客户负责其

工作的具体律师及其履历。

法律自媒体：如今可以说每个律所、法律业组织机构，

甚至不少律师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自媒体，用于与外界沟

通，宣传自我。法律自媒体确实改变了法律机构宣传的方

式，特别是通过朋友圈，在同类人士的范围内集中传播的针

对性大大提升，比起传统媒体更能让文章直达到目标对象手

中。

法律工具：提供法律辅助服务的互联网机构也是很早就

有的，法条检索、案例检索等工具早已被律师认同和使用。

而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近年来还出现了电子签名、电子证

据保存、大数据等为律师和客户使用的法律工具。

律师培训：有部分机构已经开始做律师培训课程，通过线

下课程的方式推广，并辅助以线上课程的形式扩大影响力。

法律人社区：法律人社区可以提供法律人之间相互交

流、信息分享、合作的平台。

四、展望

从这些较为成功的互联网法律机构中，我们总结了以下

互联网法律机构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或可为尝试。

细分领域：律师资源的稀缺决定了法律电商很难走和淘

宝一样“百货商店”的道路，故法律电商开始集中精力在某

一专业领域精耕细作，提供更为专业、优质服务。法律电商

的细分领域常见的有小微初创类、知识产权类、债权回收类

和离婚类。

模式创新：所谓运营模式就是在一个企业定位、核心创

意之外，在运行过程中为吸引目标客户、提高客户服务感受

而采取的方式方法。同样是电商，有些机构会通过悬赏、抢

单、方案竞价等方式提高客户与律师的感受，也是一种模式

上的创新。

业务开拓：目前“互联网+法律”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

成熟的程度，近年来许多原本没有想到过的新型业务陆续出

现，令人大开眼界。如异地互助、电子证据都是互联网下法

律业的新业务。

技术驱动：在“互联网+法律”的创新过程中，电子科

技的进步和运用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合同文本拼接技术、

电子证据保全、电子签名和大数据等服务本身就是通过技术

手段推动的。而目前在互联网法律行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正值风口，未来值得期待。

五、结语

该报告是对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法律机构的梳理，希望

能对该行业的参与者具有借鉴作用，为我国互联网法律领域

的前进起到一点助力。

（请扫二维码获取报告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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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说，井冈山这样的地方，

一辈子去一次就够了。可已

经去过两次的我，不仅未感

到厌倦，反倒对这片土地萌生了一种别

样的亲近。

2013年曾与律所的同事们一起到井

冈山开展党支部活动，初次看到烟雨之

中的翠竹与青山，不禁为此地的风景秀

美绮丽而惊叹；参观完毕烈士林园和博

物馆、朱毛旧居后，又不禁为历史的沧

桑和沉重而叹惋。这一行程，给我们大

家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年之后，有幸参加北京市司法局

律师行业综合指导处举办的培训班，得

以重返井冈山。依然是15个小时的绿皮

火车，行程安排也和三年前的差不多，

我以为会索然无味。但当我再次踏进烈

士陵园看到那些碑文与雕塑，当我再次

走进博物馆研读那些文字与图片，当我

再次坐在朱毛旧居的读书石上，我仍然

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是震撼，也

是感染。

如果怀着一种观光的心情，我可能

很难对这里产生认同与共鸣，因为风景

再好，也不过是山川河流，只有渗入了

文化和历史的因素，才可能直指人心。

这一次在井冈山，无论是干部学院的老

师，还是现场教学的讲解员，都没有采

取说教或背诵的方式。他们在讲述历史

时，都带着自身的情感和真诚，自然而

然地带有了极强的感染力，让我们在一

重上井冈山

瞬间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历

史之中，也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没有的

历史知识。在以“追忆前辈的人生坐

标”为主题的红色故事会上，红军将领

的子女们回忆父辈的人生道路。王辉球

中将之子王涌涛总结出革命先辈的三个

共同特质，最后一个是“共同的优秀品

质”，即“坚定、勇敢、坚韧、自律、

忠诚”，这也同样是我们现在需要具备

和坚守的品质。

在这一次培训班，最令人难忘的

活动自然是重走红军挑粮小道。初到井

冈山时，谈及活动安排，大家还开玩笑

地问道：“需不需要挑粮食？”老师

答道：“不需要挑粮，但是需要穿红军

服，可以扶棍子！”那个时候可能没有

人预料到迎接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考验。

当天一早出发，上午艳阳高照，闷

热潮湿。我们穿着红军服行走，一会就

汗流浃背。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煞

是难受。上午的活动结束后，中午一点

半到达挑粮小道起点。虽然是林荫路，

一点都不凉爽，仍旧酷热难当。一路

上坡，基本上都是泥土路或简易的石头

路。我们没走多久就挥汗如雨了。正在

懊恼伞带得多余，忽然之间就下起瓢泼

大雨。天色一下变得昏暗。两侧翠竹密

密匝匝。耳边只听见哗哗的雨声，目光

所及之处都是一片迷蒙。脚下的流水由

开始的小溪变成了小瀑布，混杂着泥浆

和草棍木屑。本就十分难走的山路，变

得分外崎岖。一开始，大家还能挑选地

踩着稍微干净一点的石头往前走，不久

就发现脚下除了泥水之外已经看不到路

面，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了。这个

时候我才庆幸自己的英明，早晨出门舍

弃自己的小伞带着酒店的大伞——打着

 吴欣荣 / 文

 图（右一）为京都律所律师吴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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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折叠伞的同志，根本就抵挡不住这

样扯天扯地的大雨，除了头顶，全身上

下很快湿透，背包里也灌满了水。我举

着这样大的一把伞，也未能幸免。时间

久了，雨水开始顺着伞柄往下流，又沿

着手腕淌进袖管里，落在裤腿上。浑身

上下很快湿透了。

我第一次在暴雨中穿越旷野，也

是第一次淋雨——不仅淋雨，而且是淋

得彻底。风吹过，寒意一层一层地沁上

来，气温骤降。转眼之间，从酷暑转换

到了初秋。有人担心遭遇泥石流，在沿

途的亭子停下来躲避。而我，早已将这

些置之度外，仿佛只能不停地向前走，

不能停留。后来竟然从队伍的尾巴走到

了最前面。前面，蜿转回旋的山路全浸

在一片茫茫水雾之中。回头，身后几

把伞影影绰绰自竹林之中显出。等待他

们跟上的间隙，我几次站在路侧的悬崖

边上，默默出神，某些时刻仿佛忘记了

一切，只感觉天地如此巨大，人如此渺

小，甚至卑微如尘。

最终，当我们走完全程到达黄洋界

时，雨幕之中，黄洋界哨口营房遗址静

静矗立。没有游客，没有喧哗。这座黄

色的房子和四周青翠的山峦相伴，让人

感到安宁和肃穆。

将近两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集合

地点时，雨才渐渐地停下来。后面的人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才陆陆续续到达。老

师说这是他带班以来第一次遇见全程下

雨，而且一直下得这么大，所以“教学

效果特别好”。大家都觉得辛苦，但也

有趣。在等待期间，雨停后，面前的山

中缓缓腾起几片云雾。云雾映衬着翠绿

欲滴的山峦，真是美到了极点。大家穿

着湿漉漉的衣服固然冷，却依然不肯放

过这样的好风景，都陶醉于其中了。风

雨之后方能见到彩虹，瑰丽奇伟常见于

险远，这些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词句，此

刻，又重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这一次培训班，留给我们每一个人

凝心聚力 与爱同行

2016年8月5日，京都律师事务所朱勇辉律师、秦庆

芳律师、袁方臣律师、欧洋作为爱心代表们又一次来到

房山区法院，为“泉计划”受捐助的孩子们送去了助学

帮扶金。房山法院的马绍辉、刘莹、王友娟、马婧姬、

隗萌萌、李琳参与了爱心活动。

活动现场，房山法院法官马绍辉讲话，感谢京都律

所对孩子的扶持。京都律所代表将助学金、奖学金发放

到学生手里，并鼓励孩子克服苦难，坚持学业。学生代

表表示将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泉”计划启动于2012年6月29日，在房山区法院

未成年人法庭的大力支持下，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

工作人员们持续为房山区的困难家庭的学生提供物质和

精神上的帮助。

——“泉计划”助学帮扶金发放仪式

的感悟，可能并不相同。于我而言，我

觉得经此一役，我又变得无所畏惧了。

当我在这重重山峦与层层云雾中，经历

暴雨与骄阳的洗礼时；当我静夜里坐

在院子里的小凳上，聆听草木细微的

时；当我站在飞瀑前，凝望水幕中一

道横贯的彩虹时；当我在夜雨中穿越小

径，身边有人为我举伞淋湿自己却要护

我周全时；当我在山林中踌躇，听到一

句“有我在，一切放心”时；我庆幸，

我的生命中始终有知心朋友陪伴，给我

温暖。

在离开前夜，我坐在院子里许久。

四周静寂，一个人也没有。这样纯美

的环境，自然能造就出纯净的内心。可

以忘记一切，放下一切，只剩了万籁相

随，同心同意。这样的生活，曾经无限

向往，也曾经倾力追寻，但终究还是要

离去。我心中默默祷祝，愿我们都永久

记住美好，忘却辛劳与烦忧。

回京后这几日，大家都在感悟井

冈山精神，总结井冈山之行的收获。我

想，无论身处什么年代、什么样的社会

环境，一个人，终究要坚守自己的内

心。如果不能做到崇高和伟大，至少要

保持良知，做到言行一致，作出决定后

就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执行。不以损害他

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能够勇于承担责

任和后果，对自己的错误作出诚恳的道

歉，无需经受良心的不安与谴责，为自

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在临死的时

候，能够做到心中坦荡，无愧无悔。否

则，无论多么堂而皇之的借口，都难以

掩盖内心的孱弱和虚伪，更无法拯救卑

微的灵魂，更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这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到的，或者是应

当尽一切努力去做到的。这就是我此番

经历风雨洗礼之后的一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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