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第 42 卷 第 4 期
专

论

Jul, 2020

Vol. 42 No. 4

Modern Law Science

文章编号:1001-2397(2020)04-0037-15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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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检察研究中心,重庆

401120)

摘 要:与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权力的结构性变革相呼应,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建立健全,我国也出现了“ 检察官法官化” 的权力转移现象,并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检察
主导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 该模式由控辩沟通机制、从宽兑现机制、案件速办机制和审查
监督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不管最终适用何种审判程序,其“ 公安记录、检察建议、法院
核准” 的程序内核具有普适性。 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层层把关诉讼
模式的优势,又可以尽早实现繁简分流,推动认罪认罚案件的高效处理,但其在实施中也
面临着权力失序的潜在风险。 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构建不是否定审判中心,恰是要维护
审判中心诉讼结构的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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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由“ 侦查中心” 向“ 审判中心” 转变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看作主旋律的话,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完善可谓这一改革的变奏曲。 这是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刑事诉讼职
能关系和行权模式。 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中,从检察机关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到
被追诉人认可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再到法院采纳量刑建议,这一过程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中心
环节。 在裁判结论的形成方式上,根据新《 刑事诉讼法》 第 201 条的规定,除几种法定例外情形外,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显然,就专门机关
的职能关系而言,这既不是“ 各管一段” 的“ 无中心” ,也不是盲从侦查结论的“ 侦查中心” ,更不是在
强调“ 审判中心” ,其处处体现的是对审查起诉职能和检察机关诉讼角色的倚重。 一言以蔽之,就是

让检察机关成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主导者,从而使程序运行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 起诉中心” 。
但问题是,在“ 审判中心” 的改革主旋律下,“ 检察主导” 的变奏是如何发生的? 检察机关何以成为认
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主导者? 检察机关又该如何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运行? 怎样认识检察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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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和隐患? 如何协调检察主导与“ 审判中心” 的关系? 不厘清这些问题,就很难准确把握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要义。
一、检察主导:一种新程序模式的形成
一般而言,不管是将检察官视为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还是将其描述为地位超然的“ 法律卫
士” ,检察官作为侦控主体、案件管理者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都是一国刑事司法体系中最有
权力的官员之一,并对该体系的运行具有重大影响。 传统意义上检察官的主导或核心地位不是排
他性的,特别是,其并不以否定法官( 实体处分权层面) 的主导或核心地位为前提。 如果案件进入审
判阶段,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就会转移给法官。① 然而,这一状况正在逐渐被实践改变。 “ 检察官在大
量的案件中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决定是否科处制裁以及制裁的严厉性或宽大程度的官员” ,成为“ 法
官之前的裁判者” 。② 至少在部分程序中刑事诉讼权力出现了“ 从法官决定向检方决定的强烈转
变” ,③检察官的支配地位从推进程序延伸到决定实体结果,从审前阶段拓展到审判阶段,进而形成
一种检察主导的刑事司法运行模式。 归纳起来,该种程序模式中的检察主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形态:
其一是起诉替代措施选择中的检察主导。 裁量权是检控权的应有之义,各国的检察官均在不
同程度上被赋予了基于法律和政策了结案件的权力。 在奉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检察官
拥有广泛的裁量权决定何种案件应当起诉,其不起诉的决定几乎不受任何审查。④ 而在规定起诉法
定或强制起诉原则的国家,如德国,也为轻微犯罪规定了起诉例外,审查起诉中撤销案件非证据上
的法定理由就多达 12 个,强制起诉只适用于可能判处 1 年监禁刑以上的所谓重罪。⑤ 事实上,有时
已经很难从一些粗略的统计数据中看出二者在起诉裁量权上的巨大差异:德国警方移送检察机关
的案件,只有约十分之一的案件通过庭审程序结案。 检察机关对约 54% 的案件都做了撤销案件处
理;荷兰警方移送给检察机关的半数案件也没有进入审判程序,而由检察机关自行处理了;⑥在美国
的部分州,38%的被告人也被检察官撤销指控,⑦“ 许多检察官事务所审查的 1 / 3 或更多的案件都不
起诉” ,个别管辖区能达到 50%;⑧在日本,做不起诉( 含起诉犹豫) 决定的案件占检察官处理案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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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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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荷兰] 彼得·J. P. 达克:《 荷兰检察官:公诉与量刑官员》 ,载[ 美] 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 ﹒韦德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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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62%。① 而更为重要的是,检察官不仅在起诉或不起诉问题上拥有“ 全有全无” 的抉择权,可对
部分轻微犯罪无条件地不起诉,而且还可直接决定许多替代起诉的措施,这无疑是在一定意义赋予
了检察官裁判性质的权力。 这些替代措施主要包括: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负
担或指示,如向慈善机构捐款或向被害人赔偿,检察官可以经犯罪嫌疑人同意时作出撤销案件、延
缓起诉、中止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要求犯罪嫌疑人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前分流项目,
如自愿毒品治疗、工作培训、和解等,视效果决定是否撤销案件;直接科处罚金、社区服务刑等监禁
刑以外的刑事制裁。
其二是轻罪快处程序中的检察主导。 为了解决案件量激增带来的刑事司法资源特别是审判资
源供给不足问题,不少国家都建立有高效处理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该类轻罪快处程序的共同特
征通常是检察官主导案件的解决,并在事实上享有对案件的处置权,而( 如果需要的话) 法官仅在形
式上审核把关。 最为典型的当属刑事处罚令程序。 目前,德国、意大利、挪威、克罗地亚等国以刑事
处罚令方式处理案件的比例都在逐年上升。 在德国,三分之一的定罪案件均是以刑事处罚令处理
的。② 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部分轻微犯罪案件,如果检察官认为无法庭审理必要,可以向法院
提出书面申请( 开启审判程序后也可以口头提出) ,法官依据该申请,径行以签发书面处罚令方式确
定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 只要被告人未在收到处罚令后的两周内提出异议,则处罚令等同于确定
判决。③ 检察官的书面申请中已包含了具体的案件处理提议,这是法官签发处罚令的基础,法官虽
有拒绝签发权但并不会轻易行使。 在有的国家,刑事处罚令程序甚至没有法官参与,而是完全由检
察官负责,由其直接向犯罪嫌疑人发出案件处理的提议,如未被拒绝,就会成为终局处理。④ 这种完
全抛开法官的刑事处罚令亦可归入上文论及的起诉替代程序。
其三是协商模式下的检察主导。 近年来,以自愿认罪、诉讼合作、放弃正式审判等为特征的协
商性刑事司法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 由于更加依赖检察官在积极斡旋和塑造诉讼结果方面的作
用,协商性司法进一步强化了检察官的准法官角色。 美国的辩诉交易对此体现得最为充分。 检察
官在与辩方就指控或量刑问题展开协商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法官通常不会参与协商过程,在辩诉
交易中扮演非常“ 边缘性的角色” 。⑤ 面对协商结果,虽然法官在理论和法律上还保留着自由决定是
否接受的权力。 但实践中,法官绝不会轻易拒绝控辩协议,庭审更像是“ 走过场” ,“ 法官几乎会毫无
例外地听从建议” 。⑥ 在美国诉安米唐一案中,对于法官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检察官同意的处理
方式,二审法院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但却强调:“ 审判法官必须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自由裁量

①
②

参见[ 日] 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 第七版) 》 ,张凌、于秀峰译,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7 页。

参见[ 美] 史蒂芬·C. 撒曼:《 刑事处罚令:检察裁决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改革的模式?》 ,载[ 美] 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 ﹒韦德

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 ,杨先德译,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8 页。
③
④

宗玉琨译:《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3-286 页。

参见[ 荷兰] 彼得·J. P. 达克:《 荷兰检察官:公诉与量刑官员》 ,载[ 美] 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 ﹒韦德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检

察官》 ,杨先德译,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1 页。
⑤
⑥

Darryl K. Brown, Judicial Power to Regulate Plea Bargaining, 57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1225(2016) .

[ 美] 克雷格﹒布兰德利:《 检察官的角色:辩诉交易与证据排除》 ,载[ 美] 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 ﹒韦德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

检察官》 ,杨先德译,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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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使自己作出的、有别于控辩双方达成协议的决定合理化” 。① 许多欧陆国家也都引入了协商模
式,检察官在与辩方协商的基础上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一般都会采纳这一建议,除非认为该
建议明显不当。 不管是辩诉交易,还是量刑协商,虽然极少有国家在法律上直接赋予检察官量刑建
议对法官量刑裁判的必然拘束力,从而在形式上否定法官的量刑权,但协商实践中量刑建议对量刑
裁判产生了高度影响力或“ 预决” 效果,法官对检察官的建议都会认真考虑,并乐意与检察官在事实
上分享量刑权。 值得一提的是,协商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检察主导。 德国的认罪协商就主要发生
在法官与辩方之间,检察官仅有一定意义上的否决权。
同样,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健全,我国也出现了“ 检察官法官化” 的权力转移现象,
并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检察主导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 按照《 刑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要
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主导作用:在审查逮捕期间或者重大案件
提前介入时向侦查机关提出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情况纳入批准
或者决定逮捕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依职权启动认罪认罚从
宽程序,告知权利和相关法律规定,听取相关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提出具体
的量刑建议;决定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适用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程序适用或程序转换的建议;主持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对符合有重大立功或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特定条件的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依法作出特别
不起诉决定;审核公安机关对认罪认罚被追诉人拟作的特别撤案决定;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提出
的量刑建议对法院产生“ 一般应当采纳” 的效果;负责对认罪认罚案件办理全过程的监督。
与域外相比,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构建的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有几个鲜明特点:( 1) 检

察官能以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方式直接处理一些认罪认罚案件,但没有创立检察官可直接科处
刑事制裁的起诉替代程序。 (2) 其适用的案件范围不局限于轻微犯罪,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轻罪
快处程序。 (3) 在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会人的沟通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听取意见方式,不具备协商
模式的要素与结构,不以协商为必要条件。② (4) 在适用条件上不仅要求被追诉人认罪,还通过要求
认罚强调被追诉人的真诚悔罪及充分配合追诉的态度。 (5) 域外检察主导的替代程序是一种反传
统路径,而我国的检察主导则契合传统的流水线作业模式。 (6) 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
对人民法院量刑裁判的刚性制约力。 (7) 检察机关既是主导者,又是监督者。

应当注意,有不少论者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检察主导这一概念。 如认为检察机关之所以

需要充分发挥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执行中的主导作用,因为其是“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刑事诉讼
中上承侦查下启审判的司法机关” ,③或是因为其是“ 国家追诉的执行者、刑事政策的调控者、程序分
流的主导者、诉讼活动的监督者、案件质量的把关者” ④。 有论者还根据具体的检察职能分门别类地
研究了检察机关的全程性、阶段性、环节性和结构性的主导作用。⑤ 其实,这里的“ 主导” 几乎已和
①

[ 美] 韦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南西·J·金:《 刑事诉讼法》 ( 下册) ,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闫召华:《 听取意见式司法的理性构建———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中心》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④

卞建林:《 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好检察主导责任》 ,载《 检察日报》2019 年 4 月 22 日,第 3 版。

2003 年版,第 1079 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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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王祺国:《 在执行“ 认罪认罚从宽” 中发挥检察主导作用》 ,载《 检察日报》2019 年 4 月 23 日,第 3 版。
参见张建伟:《 检察机关主导作用论》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 6 期,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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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 或“ 重要” 等词无异。 正因如此,有论者表示很难理解检察主导的提出在我国学界及实务界
引发的巨大争议。 在这些论者看来,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 位高权重” ,且其职权足以影响或决定案
件走向,检察主导这一论断不过“ 是对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的一种形象
描述” ,“ 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理论和检察制度研究中一个众所周知、耳熟而详的常
识” 。① 当然,从主导的字面意思或者检察职能的重要性角度理解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主
导地位虽无不可,但这样理解并不足以揭示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的刑事诉讼职能关系和行权
模式变革之要旨,即“ 检察官的法官化” 。
二、检察何以主导
之所以将检察机关塑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主导者,以检控权为中心构建一种新的程
序模式,并赋予检察机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一定意义上的定案权,可以说,这既与“ 检察官法官化”
之权力转移的国际趋势有关,也取决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专门权力配置和检察机关的特殊
定位。
( 一) 为何不是法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以从宽利益激励、换取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进而实现诉讼程序的
全程简化,特别是审判程序的简化。 以法院为主导不仅不符合改革初衷,还可能产生诸多负面效
果。 首先,以法院为主导意味着认罪认罚案件仍旧采取法庭中心的程序处理,办案的关键环节和重
点工作需要法院完成。 也就是说,法院既要按“ 繁案精审” 的要求实现非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的实质
化、正当化,又要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法律要求的较短期限内应对庞杂的认罪认罚案件。 相比于
之前层层把关程序模式下的审判工作,法院主导模式无益于缓解审判资源上的供需矛盾,反而可能
加重法院的办案负担。 其次,当前我国对专门机关权力的配置还是各管一段式的,审判权基本不介
入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 在这种权力配置格局下,以法院为主导意味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有在
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有效实施,认罪认罚引发的程序简化也只会简化审判程序。 认罪认罚案件的侦
查和审查起诉工作依然会耗费大量司法资源,改革的经济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第三,法院掌握着裁
判权,以法院为主导可能促使法院过于积极地追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丧失作为裁判者应有的客观
立场和中立地位。 而且,法院的地位和权力使得审辩沟通与控辩沟通有着本质不同,法官的许诺可
以在审判阶段得到同步兑现,当然,无视法官的建议也会确定无疑地导致不利后果,这必然会给被
追诉人带来更为直接的压迫效果,威胁到认罪的真实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 出于此种担
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通常对于法官参与交易过程问题都表现得非常谨慎,美国联邦法院的
规则是“ 法院不应该参加任何这种交易” 。② 而德国的审辩交易模式也因此倍受质疑,“ 量刑选择之
间的突出差异削弱了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 ,而且也无法保障不愿协商或协商失败的被追诉人接受

①
②

万毅:《 论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及其限度》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 6 期,第 42-43 页。

[ 美] 韦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南西·J·金:《 刑事诉讼法》 ( 下册) ,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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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偏倚法官审判的权利。① 此外,检察主导之下,法院由审判者变成了审核把关者,但检察主导的程
序模式毕竟还包含着法院的审核把关,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多了一道防范权力滥用的屏障。 而以法
院为主导,就缺少了一道阶段性的程序制约。
( 二) 为何不是公安机关
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权固然强势,但也受到极为严格的条件要求和外在限制。 《 刑事诉讼

法》 在立案、撤案等的决定模式上均采取法定主义为主的原则:公安机关只能在认为“ 有” 而不是“ 可
能有” 犯罪事实的前提下立案,而在立案后也只能在“ 不应” 追究而不是“ 可以” 不追究的前提下撤
案,甚至都不能在证据不足、可能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终止追究,即便发现侦查终结的案件可能
属于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也只能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意见书。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除了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撤销案件外,公安机关所能做的只是“ 记录在案,
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 换言之,法律严格限制了公安机关以终止追究方式分
流认罪认罚案件的权力,甚至都没有明确其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权力。 而且,更为关键
的是,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贯穿诉讼全程、统摄多种诉讼职能、兼容程序与实体的综合性制度安排。
认罪认罚不一定发生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处罚也主要是在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互
动中兑现,而公安机关虽主导侦查,但基本不参与审查起诉和审判,既没有量刑建议权,也没有定罪
和量刑裁判权,缺乏从宽的话语权,不可能也不适宜向被追诉人提出过于具体且能拘束司法机关的
从宽承诺。 无法应被追诉人要求提供相对确定的认罪认罚利益预期,因此,公安机关虽然可以在特
定环节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但无权决定案件的走向和结果,没有条件主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整体实施。
( 三) 检察机关自身的定位与条件
由于各国刑事司法体制的差异,各国检察制度存在多样性,各国检察官承担的具体诉讼职能、
检察组织设置及检察权的运行方式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在面对一些共同性问题时,譬如与日俱增
的案件压力,各国在探索正式庭审的替代程序方面,呈现出检察自由裁量权和决策权扩张的趋同倾
向。 这种趋同性,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节省司法资源的经济考量。 如果每个起诉案件
都要经过正式审判,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能够承受。 正式审判程序的高耗费催生了检
察机关主导的放弃正式审判的替代程序,而有效发挥这些替代程序的作用也恰是正式审判程序得
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可以说,域外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一定程度上都是正式审判程序中严格
的证明要求和人权保障规则的产物。 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案件问题上,这些复杂的要求和笨重
的程序显得非常无力,而检察主导模式则提供了一条高效处理案件的捷径。 另一方面是检察官的
职能和属性。 检察官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守门员,通过行使起诉权,“ 连接着警方侦查和法庭裁判
这两端,有影响这一进程中的每一个决定的权力” 。② 而且,绝大多数法律体系中的检察官都不仅仅

承担起诉职能,他们通常还有权指导、参与或领导侦查,选择程序,决定审判范围和导向,管理案件,
制定政策,这些权力使得检察官成为刑事司法体系中最强势的角色,进而成为主导多数替代程序的
①

[ 德] 托马斯·魏根特、[ 美] 吉安娜·朗其瓦、特纳:《 德国协商性刑事裁判的合宪性》 ,载彭海青、吕泽华、[ 德] 彼得·吉勒斯编

②

[ 美] 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 ﹒韦德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 ,杨先德译,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引言第 3 页。

著:《 德国司法危机与改革———中德司法改革比较与相互启示》 ,第 164-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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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人选。
具体到我国而言,每一次《 刑事诉讼法》 修改几乎都涉及检察权的调整,检察裁量权和决策权整
体上也呈现出扩张趋势。 应当说,上述支撑域外检察权扩张现象的动力和条件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不仅如此,检察机关能够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主导者,也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有关:(1) 检
察机关掌握着相当强势的控诉权,虽然要受起诉法定原则的约束,但其约束主要是来自法律。 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人民法院均应开庭审判。 在一审宣
判之前,检察机关还可以申请撤诉,法院一般都会准许。 (2)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也是宪法
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的客观义务不亚于人民法院。 尽管自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颁行以
来,我国刑事诉讼方式进行了以当事人主义为方向的改革,但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并没有也不可
能完全当事人化。 检察机关除了是层层把关诉讼模式中审查起诉阶段的主导者,还要通过审查批
准逮捕实现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同时担负着通过法律监督保障诉讼活动合法性的职责,有足够
的能力和条件保障客观公正地履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主导责任。 (3)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有法律基础和现实基础。 虽然我国通过规定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和取消免予起诉制度明确否定
了检察机关的定罪权,但酌定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存在足以表明,法律依然认可检察机
关对于部分轻微案件的被追诉人,有权在认为其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作程序上的灵活处理,包括附设
被追诉人必须遵守的一定条件。 除了不起诉外,检察机关还有量刑建议权。 同域外一般意义上控
辩双方的量刑建议或意见不同,在我国,量刑建议通常专指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意见。 “ 是一项专
属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 ,①甚至被看作事前开展审判监督的重要途径。② 而且,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试点以前,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就非常高。 各地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基本上能维持在 90%以上,③“ 部
分基层检察院甚至出现了提出率和采纳率的‘ 双百’ 现象” 。④ 这表明,在量刑建议的拘束力问题
上,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早就有一定的默契,这无疑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拘束力的强化奠定了
基础。
三、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结构与要素
域外的检察主导模式通常体现于一种或几种独立的程序类型,而该类程序有别于正式审判程
序,且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适用于认罪案件、轻罪案件或者认罪的轻罪案件等。 而我国检察
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则仅以犯罪严重程度作为程序选择而非制度准用的基准,而且,也没有在
法律上明确规定通用于认罪认罚案件的独立程序类型,在程序模式的外形和内核上有自己的鲜明
特点。

①
②

潘申明、刘浪、周耀凤:《 量刑建议:前沿理论与实战技能》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 页。

参见林喜芬:《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1 年第 1 期,第 125 页。
③

参见张洪超、梁昭、张龙:《 山东冠县:82 份量刑建议全部被采纳》 ,http: / / www. sdjcy. gov. cn / html / 2012 / sxyjj_0727 / 5777. html,最

后访问日期:2020-02- 15;刘宜俭:《 98% 量刑建议被采纳》 ,http: / / news. sina. com. cn / o / 2012 - 06 - 13 / 063924583182. shtml,最后访问日
期:2020-02-15。
④

饶冠俊:《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基于实证分析的视角》 ,载《 甘肃理论学刊》2017 年第 6 期,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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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独立性
与域外国家及地区不同,我国并没有限制检察主导模式适用的案件范围。 因此,就我国检察主
导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独立性而言,关键是要准确理解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与普通程序、简
易程序及速裁程序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认罪认罚案件并没有独立的诉讼程序,特别是在审判阶
段,既可能适用速裁程序,也可能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其中,普通程序带有普适性,简易程序
只是限定于认罪( 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案件,只有速裁程序属于认罪认
罚案件的专用诉讼程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独立性。 尽管简易程序或
普通程序并不为认罪认罚案件所专用,但是,从《 刑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认罪认罚
案件处理的核心要求( 法律中直接相关的规定,特别是《 刑事诉讼法》 第 201 条等) 是贯穿所有认罪
认罚案件诉讼程序的。 换言之,即便认罪认罚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其检察主导的程序内
核没有改变,其审理程序与非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程序相比仍会有很大差异,从而凸显检察主导程
序模式的相对独立性。
( 二) 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基本构造
所谓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构造,就是体现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基本程序要素的组合和结
构。 如果基于动态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程序则应包括认罪认罚的
激励机制、认罪认罚的达成机制、认罪认罚的确认机制、认罪认罚的保障机制、认罪认罚的效果机制
以及认罪认罚的救济机制。 但如果去繁就简,就刑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要素而言,检察主导
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至少应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①
其一是如何认罪认罚,即检察主导的疏导、激励、确认认罪认罚的控辩沟通程序。 该程序的要
旨就是,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而作出涉及当事人重要实体权利及程序利益的决定
前,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及其他相关诉讼参与人的意见,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观点、影响决定的
机会。 与交易模式相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听取意见则更多是由官方单方面地给出固定的认
罪认罚利益。 也就是说,专门机关仅听取被追诉人“ 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的意见,实际上是由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来争取从宽。 按照达玛斯卡的分类,② 这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协商模式的
独立程序范式。
其二是如何从宽,核心是检察主导的从宽兑现程序。 从宽兑现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核
心模块,能否通过检察主导,建立起有效增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利益确定性的从宽兑现机制是决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 阶段分明、层层把关式的诉讼模式决定了从宽的兑现程
序至少应该包括两类,即从宽决定在当前诉讼阶段的非同步兑现程序和从宽建议跨阶段的非同步
兑现程序。 前者包括在三大阶段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利益的即时兑现,但主要发生在审前阶段,重点

①

当然,这种划分主要着眼于程序的功能,但程序功能的确定不可能有一个公认或完全客观的标准,因此,上述划分是相对的,某项

具体程序在基于功能的性质归属上也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以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程序为例,从权利保障和救济的视角看,属于被追诉
人认罪认罚后反悔权的保障程序,从运行程序的特色构造看,属于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处理程序的一部分,而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的
被追诉人与专门机关的交往关系及具结性质而言,则属于沟通程序的组成部分。
②

达玛斯卡认为:“ 有两种新兴的程序模式正在迅速发展:一种是官方给出固定的认罪利益,而被追诉人‘ 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一

种是官方与被追诉人就其认罪利益予以协商。 后一种模式包含多种形式,并不仅限于辩诉交易。” Mirjan Damaška, Negotiate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Courts,2 J. Int’ l Crim. Just. , 1019(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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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以不起诉方式兑现。 后者则是指通过人民法院以判决认可指控意见,主
要是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量刑裁判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实现。①
其三是如何从快、从简、从缓,即检察主导的案件速办程序。 之所以针对认罪认罚案件构建检
察主导的程序模式,就是为了推动“ 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层次化改造” ,完善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程
序机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多元化的全程快速办理程序。② 通过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减少
审判环节人民法院的实质性工作。 而且,在审前阶段,检察机关就可以通过强化侦诉协作、控辩沟
通、非羁押诉讼等措施和途径,以非对抗方式促进侦查、审查起诉的提速,最终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刑
事诉讼的全程简化或“ 跳跃” 式简化。③
其四是如何确保程序效果不偏离预期目标,即检察主导的审查和监督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预期功能的发挥是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真诚性,认罪的真实性,程序的沟通性,从宽的
妥当,以及从快的适度等为前提和基础的。 因此,有效的保障程序是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重中之
重。 目前,在检察主导程序模式效果的保障上我国主要采取的是权力关照模式,即一方面通过职权
法定或者积极倡导职权的道德自觉,以有形或无形规则的直接控制,减少专门机关特别是发挥主导
作用的检察机关在“ 事中” 怠用、乱用、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不同诉讼环节的层层把关
和“ 事后” 的职权审查,借助程序制约或监督机制,特别是检察机关贯穿全程的法律监督,实现权利
保障和权力控制。
( 三) 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内核
诚然,我国检察主导程序模式构建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认罪认罚案件的分流和简化。 就
此而言,有论者将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视为一种特殊的简易程序④也不无道理。 但仅
仅认识到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简易特征是远远不够的,认罪认罚案件不同诉讼程序的联结点绝不
止于程度不同的简化,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必然有更加充实的内核。 基于当前的改革背景和程序
模式的内在要求,该内核至少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 普适性,即能无例外地适用于处理认罪认
罚案件的专属程序和非专属程序。 (2) 系统性,即具备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案件处理流程,具备基
本的程序要素,可以自成体系。 (3) 非常规性,即打破常规的机制和原则,有别于一般诉讼程序的要
求。 (4) 法定性,即一般均由法律明文规定,既不违反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也契合我国职权法定的
控权机制。

对照上述特征,就新《 刑事诉讼法》 确立的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看,其最基本、最核心
的要求是:在侦查环节,侦查人员在讯问被追诉人时应当告知认罪认罚从宽相关法律规定,将被追
诉人自愿认罪情况记录在案,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
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听取被追诉人等的意见,提出量刑建议,主持具结书的签署,并在起诉时将认罪
认罚具结书随案移送;审判环节,法院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并审査其认罪认

①
②

参见闫召华:《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裁判制约力》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参见周强院长在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对《 关于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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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 》 的说明。
③
④

孔令勇:《 诉讼程序的“ 压缩” 与“ 跳跃” ———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新思路》 ,载《 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第 40 页。
参见陈瑞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 ,载《 中国法学》2017 年第 1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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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在依法判决时一般应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
刑建议。 归纳起来就是,通常情况下,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侦查机关告知权利、如实记录,移送检察
机关;检察机关告知权利、听取各方意见、提出量刑建议、主持具结书签署,移送法院;法院告知权
利、审查核准。 一言以蔽之,就是“ 公安记录、检察建议、法院核准” ,检察机关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不
言而喻。

四、检察如何主导:非检察环节的实现途径
检察主导程序模式中的检察主导既不是强调诉讼模式意义上检察机关阶段性的主导作用,也
并非刻意凸显检察机关在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检察环节中的主导地位,而是着眼于检察机关
在整个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最核心角色的基本定位。 该定位适用于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诉辩关系,
当然也适用于诉侦关系、诉审关系,而且,相较而言,更为看重专门机关关系中的检察主导,更为重
视检察机关在非检察环节中的主导作用。 检察机关在非检察环节中的主导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
检察机关的工作对其他专门机关工作发挥的引领性和“ 预决” 性的作用,才真正决定着认罪认罚从
宽程序之检察主导的性质。
( 一) “ 预决” :审判环节的检察主导
审判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审判环节前启动,在审判环节继续
推进。 二是到审判环节才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在这两种情形下,按照《 刑事诉讼法》 的要求,检
察机关均应发挥主导作用。 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于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对于审判机关裁
判的制约力,或者说是对诉讼结果的“ 预决” 力。 但在检察主导作用的实现途径上两种情形略有
不同。
如果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是在审判环节之前启动,法律对检、法互动模式规定得比较清晰。 《 刑

事诉讼法》 第 201 条从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案件中指控意见( 指控的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
议) 对人民法院的约束力,即,原则上,人民法院均应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如果存在五种法定
情形之一的,可以不采纳指控意见;在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 明显不当” ,或者辩方对量刑建议提
出异议时,给予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的机会。 但纵观该条列举的五种不采纳指控意见的例外情
形,其实多已不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而被告人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异议动摇的
也是认罚条件的符合性,也就是说,规定法院面对这些情形时拒采指控意见,其用意不在于否定检
察机关指控意见对裁判的制约力,而是为了强调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基本适用条件的审查职
责。 因此,关于指控意见对量刑裁判的约束力,《 刑事诉讼法》 第 201 条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对于符
合认罪认罚制度适用条件且适宜适用该制度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
指控的指控意见,除非量刑建议“ 明显不当” 且人民检察院拒不调整或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 不难
看出,在规范层面,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具有一定的刚性制约力,限制了法院裁判
的裁量空间。 指控意见的刚性制约力直接改变了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司法权的基本配置,决定了
审判权的行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法院在该类案件中的角色从裁判者变为了审核者,更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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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它还直接限定了法院审核结论的倾向性。① 因此,在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可以
省略,审判的重心就是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具结书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 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
中,尽管可能还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但审判的重心与速裁程序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需
要法院在行使审查职责时更加谨慎。
如果被追诉人在审判阶段特别是开庭时才选择认罪认罚,《 刑事诉讼法》 并未明确程序应以何
种方式推进。 但“ 两高三部” 《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 第

49 条规定:“ 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但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就定罪和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 也就是说,当庭认罪认
罚的案件,不再以检察主导、法院审查的程序模式进行,而改由法院全权负责,即由法院在听取控辩
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直接依法裁判。 该条解释可能是考虑到,当庭认罪认罚在价值、作用上已大打折
扣,由法院直接裁判更有效率。 基于相同的理由,《 指导意见》 第 50 条对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认罪
认罚案件的处理程序也作出了类似规定。 仅从程序的直接成本角度观察,《 指导意见》 第 49 条的规
定似乎不无道理,但事实上,该处理方式既不合法,也不尽合理。 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 虽然没有明
确规定当庭认罪认罚的处理程序,但该法第 192 条第二款及第 201 条规定的认罪认罚案件审查和裁
判方式并没有设置“ 当庭认罪认罚” 的例外,换言之,除法定情形外,量刑建议、具结书等也应当是审
判环节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必备要素。 《 指导意见》 中的处理方式有违立法精神。 另一方面,法院
直接裁判方式实质上是允许审判机关抛开检察机关,直接与被追诉人就当庭认罪认罚问题进行沟
通,较之于检察主导、检法互动的程序模式,不仅少了一道防范权力滥用的审查关卡,也直接威胁到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更无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所能得到的从宽利益。 仅仅为了效率,
就牺牲公正、人权保障等显然是得不偿失。 因此,对于审判环节当庭认罪认罚的案件,同样应当采
取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 不管程序是不是由法院启动,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均应由检察机关在听取
意见的基础上向法院提出有一定制约力的量刑建议。
( 二) 引领:侦查环节的检察主导
质疑我国检察机关主导地位观点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公安机关是负责侦查的主要专门机关,
检察机关很难称得上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 而不少认可检察机关刑事程序主导地位的论者也承
认,侦查阶段确有其特殊性,“ 检察官主导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总体性和盖然性描述,并不意味着
检察官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程序中都占据绝对的支配性地位” 。②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争论是在
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层面上展开的,即便不能在一般意义上说检察官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也不能
由此否定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我国的诉侦关系模式已经为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侦查环节奠定了坚
实基础:第一,侦查是为起诉作准备的,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审查起诉权,对公安机关搜集的材料和提
出的意见审查把关,决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并可直接以不起诉终结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 第二,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审查批捕权,控制公安机关采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第三,检察机关通过

①
②

参见闫召华:《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裁判制约力》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1 期,第 23 页。

万毅:《 论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及其限度》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 年第 6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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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法律监督权,确保公安机关立案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最后,检察
机关通过行使提前介入权,在一些重大案件中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引导取证。 通过合理地行使这些
职权,检察机关成为审前程序中“ 当之无愧的主导者” 。① 还有学者据此提出,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
构建新型诉侦关系,也“ 应当以公诉职能为中心,指导、监督和制约侦查权运行” ,进一步明确检察机
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②

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侦查环节的主导作用侧重于引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认罪认罚的,公安机关只能告知权利,听取意见,记录在案,随案移送,既
不能作出具体的从宽承诺,也无权以要求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对认罪认罚作法律上的正式确认,而只
能待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就认罪认罚的具体内容与辩方沟通,确定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审
查、认定具结书的内容。 (2) 在审查批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检察机关将认罪认罚情况作为社会
危险性评价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不批捕没有社会危险性的认罪认罚者,或者建议变更为非羁押措
施,直接参与和推动侦查环节的认罪认罚从宽工作。 (3) 按照《 指导意见》 第 24 条规定,检察机关还
可以在审查逮捕期间或者重大案件提前介入( 听取意见) 时向公安机关提出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意
见或建议,对于该意见或建议,公安机关应当认真听取,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事实上,基于监督职
责,检察机关还负有确保在整个侦查环节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合法运行的权力和责任。
五、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
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转移了诉讼阶段的重心,局部改变了刑事司法权的基本配置,并
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专门机关的配合制约关系,既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层层把关诉讼模式的优势,又
可以尽早实现繁简分流,在确保公正和人权的基础上,实现认罪认罚案件流水线式的高效处理。 但
是,应当看到,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在实施中也面临着权力失序的风险,需要建立起相应的风险防
控机制。
一是主导权滥用风险。 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本质上属于里恩教授所谓的“ 替代程
序” ,在这一程序中,“ 虽然法院可能参与最后阶段的制裁,但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检察官” 。③ 居于主
导地位的检察机关在替代程序中可谓“ 大权独揽” 。 而且,与域外“ 替代程序” 相比,我国的认罪认罚
从宽程序由于三个特点的存在而更有可能放大检察机关滥用主导权的风险:(1) 我国法律直接规定
了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对法院裁判的刚性约束。 (2) 我国不区分轻罪、重罪,只要被追诉人认
罪认罚,就可以适用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予以从宽处理。 (3)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其法律
监督权是外向型的,即检察机关自身不是法律监督的对象。 鉴于此,有必要考虑以下控权措施:首
先,从严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特别是要从严界定认罪认罚,以此适当控制检察主导
程序模式的适用范围。 其次,淡化量刑建议的刚性制约,通过畅通控辩双方的异议途径,增强量刑

①

朱孝清:《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载《 检察日报》2019 年 5 月 13 日,第 3 版。

③

[ 瑞士] 古尔蒂斯·里恩:《 美国和欧洲的检察官———瑞士、法国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王新玥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

②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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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公开性,以及强化量刑裁判的说理,构建以柔性制约为核心的量刑建议增效机制。 再次,应
允许检察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 轻罪还是重罪) 灵活选择量刑建议的形式,整体上宜采取以幅度
建议为主,精准建议为辅的量刑建议形式。 第四,建立健全对检察主导权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在内部,通过明确的权力清单、合理的绩效考核、有效的案件管理机制等规范检察主导权的运行。
在外部,应重视审判环节的审核把关功能,同时,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可激发监察监督效能,使
其成为检察主导权异体监督的主要途径。
二是认罪真实性保障风险。 在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下,对于案件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问题,
审查起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审判环节只是审核把关。 通常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改变了程
序的推进方式,但并未降低而且也不应该降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① 但应当看到,在认罪认
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内涵以及评判方式上,已经发生了微妙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即检察机关主导着
案件证据与事实的审查认定,而且,这一工作主要是在审查起诉环节完成,法院事实上不再担负通
过审判查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责任。 表现在庭审环节,检察机关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被显著减轻了,
“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基本被免除” ,“ 至于
公诉人出庭参与庭审,基本上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② 而《 刑事诉讼法》 第 201 条也限定了认罪认罚
案件法院判决形式的选择空间。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并不意味着法院查
明事实真相责任的减轻,“ 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心证门槛不能降低” 。③ 但问题是,如果举证、质证

被简化乃至省略,法院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心证门槛? 达不到这样的心证门槛怎么办? 归根结底,
该论点还是没有看到认罪认罚案件事实认定上的检察主导特征。
可以说,改变事实认定方式、转变诉讼重心是检察主导程序模式的优势所在,但这也恰恰隐藏
着案件发生冤错的风险。 因为,就被追诉人而言,只有认罪认罚才能适用从宽程序,其对事实和证
据的异议权受到了限制,而就法院而言,在审查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和证据时,方向特定,程序迅
速,内容简略,结论受限,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导致案件办理质量的下降。 如果检察机关自身再不能
准确理解认罪认罚案件中事实认定方式的转变,认识不到自己在认罪认罚案件认罪真实性保障中
的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而仍然把自己简单定位为类似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控方角色,无疑更会
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事实保障陷于“ 两不管” 的危险境地。 实践中,个别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程序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由于过于追求效率,检察院简化了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而法院的审核也
流于形式。 对此,一方面,需要检察机关准确定位自己在认罪真实性保障中的主导地位,在认罪认
罚案件中更加谨慎地行使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的权力,确保案件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标准。 另一方面,需要法院围绕认罪认罚庭审的重点任务,审核相关的事实问题,确保被追诉人的
认罪认罚和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具有事实基础。
三是从宽激励功能异化风险。 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严格控制了公安机关的程序性权力。 对于
认罪认罚案件,公安机关在程序处理上只能“ 如实记录” “ 随卷移送” ,充当了“ 搬运工” 的角色。 这
意味着,至少在侦查环节,从宽尚很难成为公安机关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有效手段。 这进一步
①

参见肖沛权:《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载《 法学杂志》2019 年第 10 期,第 24 页。

③

孙长永:《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载《 法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81 页。

②

孙长永:《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载《 法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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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实践中,公安机关普遍缺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性,仍然依赖带有强制性的机制确
保取供效果,而审查起诉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被追诉人基本上都已在侦查环节认罪。 换
言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检察机关以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交换” 的并非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而仅
仅是被追诉人同意程序简化或者不上诉。 而在域外,辩诉交易也好,认罪协商也好,官方让步的主
要目的就是换取被追诉人的有罪答辩或自愿认罪。 因此,公安机关程序参与的过度弱化不仅人为
地限制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效果,也会严重制约甚至可能异化认罪激励这一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核心功能,并可能影响到从宽处罚本身的正当性。 有鉴于此,目前可以考虑主要从以下两个
方面强化公安机关在检察主导模式中的程序参与:(1) 在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上明确公安机关向检
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职责,并将其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公安机关程序参与的基本形式。
既然“ 从宽承诺” 可以跨阶段兑现,① 公安机关也完全可以在“ 从宽承诺” 的形成中发挥一定作用。
当然,考虑到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公安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不能过于肯定和具体,②在内容上
要留有余地,但也不能太过笼统,否则与不提无异。 (2) 允许公安机关提出不起诉意见书。 按照目
前的规定,只要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管案件性质及被追诉人是否需要从宽处理,即便是
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且认罪认罚,依照刑罚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被追诉人,公安机关
仍需像其他案件一样,写出起诉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如此处理显然不符合实事求是原
则,无法体现司法处遇个别化的精神。 因此,有必要修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处理机制,对于符合
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特别是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认罪认罚案件,允许检察机关移送不起诉意
见书。
结语:检察主导与“ 以审判为中心” 之协调
为了应对刑事司法系统的超负荷,构建检察主导的替代程序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进而引发
了刑事司法的结构性变革,并正在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刑事诉讼范式。③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
质上也属于检察主导的替代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检察主导特征直接影响了审判环节的性质
和功能,即不管认罪认罚案件最终在形式上适用何种审判程序进行,其本质上均是以检察机关提出
建议,法院加以审查和核准的方式进行的,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审核。 在这一环节,法院的工
作重点是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其对案件事实或证据问题的关
注点也与非认罪认罚案件有明显不同。 从《 刑事诉讼法》 第 201 条的表述看,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
院“ 一般应当采纳” 指控意见的前提是作出有罪判决。 也就是说,除非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适用条件,法院一般应判处有罪。 第 201 条的裁决标准根本没有涉及证据特别是证据的充分性问
题。 之所以如此,反映出的还是“ 检察建议,法院审核” 的检察主导特征。 认罪认罚案件既不应该也
无必要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一样,将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作为庭审的重心。 《 刑
①

参见顾永忠、肖沛权:《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亲历观察与思考、建议———基于福清市等地刑事速裁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②

参见朱孝清:《 侦查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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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 第 222 条将“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列为适用速裁程序的条件。 这一规定的意
义并不止于限定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而是表明:(1)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可以
在庭前甚至可能在审前阶段形成有拘束力的判断。 (2) 审判不一定必须解决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
问题,或者必须以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为核心。 因此,在司法权配置层面,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与“ 以审判为中心” 的用力方向并不一致。 但这并不是说检察主导与“ 以审判为中心” 完全对
立。 构建检察主导的程序模式毕竟只是应对司法超负荷的无奈选择,改革目的不仅不是否定“ 以审
判为中心” ,反而是要维护“ 以审判为中心” 这种现代法治社会基本诉讼结构的有效运作。 而且,从
域外经验看,创立检察主导的替代程序的国家普遍注重从两个方面控制该程序对“ 以审判为中心”

的影响:一是严格限制该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二是严格区分事实与法律,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检
察建议对法官的刚性约束力。 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合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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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line with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criminal justice power around the world, China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transfer of judicial power from judges to prosecutors, and has formed a new procedure
mode based on procuratorial organs’ dominant status. This mode is composed of four basic elements: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the lenient treatment mechanism, the fast

case handling mechanism and the examin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Prosecutors judging the
case———the core requirement of the procedure mode are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enalty. The procedure mode can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ur level -by -

level litigation structure, but also achieve simplification and diversion of the handling of criminal cases as
soon as possible. However, it also faces the potential risk of power disorder in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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