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嫌犯
各级检察机关立足实际，探

索、完善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
合适成年人到场、强制辩护、附条
件不起诉、分案起诉、犯罪记录封
存、 心理干预等一系列适合未成
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制度， 大大
提高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效果。
许多探索被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
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吸收，为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作出
了贡献。

据介绍，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开展社会调查 ６
万余人，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 ２２

万余人， 申请法律援助 １５ 万余
人，开展亲情会见 ４．８ 万余人，决
定附条件不起诉 １．１ 万余人，进
行犯罪记录封存 １２ 万余人。

“全国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
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原则，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
努力教育、感化、挽救每一个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 在检察官的帮助
下， 一大批因实施犯罪或者受到
犯罪侵害而陷入困境的孩子得以
回归社会，长大成才，千万个受到
伤害的家庭找回幸福安宁。”王松
苗说。 ⑥6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大
２７ 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３０
年来有关情况和检察机关加强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数据
显示，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检
察机关经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 ９２ 万余人，不批准逮捕
１６ 万余人，起诉 １０８ 万人，不起
诉 ５ 万余人； 坚持以零容忍的态
度， 依法严厉惩治了一大批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

绍，从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
起诉组至今，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已经走过了 ３０ 年发展历程。
３０ 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无
到有、 从小到大， 日趋专业和规
范， 初步形成了符合司法规律和
未成年人特点的特殊司法理念、
工作机制和工作规范， 打造出一
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未
成年人检察队伍， 为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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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布数据显示———

未成年嫌犯不捕率不诉率上升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 ２７ 日从最高检获悉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检察机关分别
对 １６５２４ 名 、１４８９２ 名 、１４４９９ 名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捕
决定， 不捕率分别为 ２５．２３％ 、

２６．６６％ 、２９．４１％ ； 分别对 ５２０９
名、５２６９ 名、４９５４ 名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诉率
分别为 ６．６％、７．３４％、８．４３％，不
捕率、 不诉率均呈逐年上升趋
势。

量刑规范化试点范围扩大
危险驾驶罪等８ 种罪名被纳入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 ２７ 日从最高人
民法院获悉， 最高法近日下
发通知， 将危险驾驶罪等 ８
种罪名纳入量刑规范化罪名
和刑种试点范围， 使适用量
刑规范化的罪名达到 ２３ 种，
案件数量占全国基层法院刑
事案件的 ９０％左右。

最高法《关于扩大量刑
规范化罪名和刑种试点的通
知》将危险驾驶罪、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信
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
法持有毒品罪、 容留他人吸
毒罪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
罪等 ８ 种罪名纳入规范范
围，从有期徒刑、拘役扩大到
罚金、缓刑，并指定天津、辽
宁、福建、海南、湖北、广西、

云南、 陕西等地 ８ 个高级法
院作为试点法院， 在辖区内
指定有关中级、 基层法院开
展试点， 在此基础上提出量
刑指导意见。

通知同时指定量刑规范
化工作基础比较扎实的广东
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就
８ 个试点罪名的罚金刑进行
试点，并提出指导意见。

最高法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全国法院正式实施
量刑规范化工作， 规范法官
的量刑思维和量刑方法，明
确常见量刑情节的调节幅
度，细化 １５ 种常见犯罪的量
刑起点幅度， 为法官量刑提
供基本遵循， 在保证刑罚个
别化的同时， 有效规范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 实现量刑公

正和均衡。
量刑规范化工作可以有

效对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 为诉讼各方提供
明确的量刑指南， 使协商和
抗辩有的放矢， 容易达成一
致，同时也倒逼侦查、检察机
关更加重视量刑事实的调
查、审查工作，加快对轻刑案
件的侦查、起诉工作，防止超
期羁押。此外，量刑规范化工
作还可推动量刑公开， 促进
司法廉洁。

据介绍， 量刑规范化工
作正式实施以来， 量刑更加
公正均衡、公开透明、廉洁高
效， 规范量刑活动已成为刑
事法官的一种自觉和常态，
规范量刑的思维已经延伸到
其他案件和刑种。 ⑥6

新华社

专家为防止冤假错案支招

应充分重视程序公正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电

呼格案、陈满案……近年来，司法
机关纠正的数起冤假错案受到舆
论广泛关注。 在日前由中国法学
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法
学创新讲坛上，与会专家指出，程
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
刑事诉讼应努力在公正程序的框
架下尽力查明事实真相， 防止冤
假错案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
中表示， 程序公正本身就是社会
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体现
了民主、 法治、 人权和文明的精
神。“程序不公往往导致实体不公
甚至冤假错案。 ”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 四川大学法学院龙
宗智教授认为， 需要从刑事诉讼
程序设计上重视程序公正的问
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按照
程序阶段设计， 而非以审判为中

心来设计，公、检、法各管一段而
非三者的组合， 在程序公正方面
存在不足。 ”

龙宗智指出， 应按照程序公
正的基本要求， 推动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建成中修改
刑事诉讼法， 重新设定审前程序
特别是侦查程序， 使侦查成为被
监督和可救济的法律程序；同时，
对其他诉讼程序也应当按照程序
公正的原则和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进行梳理来重构， 逐步实现我国
刑事诉讼制度的转型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指出，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当事人
对裁判结果的认可、 司法民主的
弘扬，都要以公正的程序为基础。
但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关系
中， 要特别关注程序公正的不完
善性和不完全性， 避免使程序公
正游离甚至背离于实体公正的要
求。 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