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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案件轻刑化问题研究
黄家盈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 广州 510150）

［摘 要］当前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较多地适用缓刑、免予刑

统计，
因职务犯罪被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事处罚的情况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产生这种现象

或者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有 ４３２７７ 人，
缓刑适用率为５０．５６％。其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
还有社会干

中，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 ５１．５５％，远高出同期刑事案

扰因素等。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从法律上严

件平均 ２０．９１％的缓刑适用率。②对贪污受贿、渎职受贿、渎职侵

格掌握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强化检察

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过多、过滥已成为一个

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三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审判

严重的社会问题。

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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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适用越来越少
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大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缓。山
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１９９６ 年因受贿 ６１．６ 余万元一审被

社会公众对刑事审判的理解，
最直观的就是看判决结果，
也

判处死刑，而 １２ 年后山东原省委副书记杜世成，２００８ 年因受

就是判断量刑是否准确。量刑是使法定的罪刑关系变成实在的

贿 ６２６ 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从受贿数额上来看，杜世成案的

罪行关系；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得以发挥，进

受贿数额比胡建学案的受贿数额多了 １０ 余倍。１９９８ 年南京市

而为刑罚目的的实现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量刑的偏差或者失

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查贵今贪污 １２５．６ 万元，被判处死刑，而

当，会导致当事人的不满和对立，甚至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

２００８ 年安徽歙县原政协副主席徐普来贪污 ４９１８ 万元，被判处

正的怀疑和动摇，对刑罚的目的的实现造成不良影响。贪污贿

无期徒刑。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辽宁大连证

赂案件的判决结果偏轻的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券公司董事长石某，贪污公款 ２．６ 亿元，挪用公款近 １．２ 亿元，

笔者对当前我国贪污犯罪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了浅要研究。

终审也只被判处死缓，被称之为创造了
“贪官不死”与司法量刑

一、
当前贪贿案件定罪量刑特点与社会影响

“通货膨胀”的最新纪录。③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法定刑设置实

（一）法定、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幅度逐渐加大
目前对贪污贿赂案件，只要有法定的从宽情节，一些司法
机关毫不吝啬地将该情节的从宽作用最大化。如规定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的，一律减轻处罚，甚至可以直减到最低刑处罚，
最后适用缓刑了结。此外，
对具有刑法规定可以免除处罚情节的，
尽量免除处罚或者不起诉。有的被告人法定的量刑情节实在靠
不上，司法也往往以“认罪态度好”、
“退清赃款赃物”等理由予
以大幅度地从宽量刑。以至于目前贪污、受贿数百万元，判处
１０ 年左右有期徒刑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
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未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擅
自适用减轻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
甚至对贪污受贿数十万元，
无

际上已经在司法上被虚置。
(四)相对不起诉率高
据某地级市检察机关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审查起诉工作统
计，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不起诉率仅为 ２％；检察机关自
侦案件的不起诉率则高达 １５．３％。④一些受贿案件，犯罪人只要
在指定时间内将违法所得财物上交到指定账户，
退出赃款，
或者
认罪态度深刻，就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贪污贿赂犯罪处罚轻刑化违背了公平正义理念，削弱了对
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使群众的反腐败热情和信心
受到打击，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１．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影响法律权威。与同期一般刑事犯

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条件的犯罪分子，
仅因犯罪时间较短、

罪相比，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率明显较高，这实际上是一种量

归案后坦白交代就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①直至

刑上的失衡，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冲突，使刑罚的适用失去其

２０１１ 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规定一个法定减轻情节只能

应有的公正性和均衡性。而在各种综合因素促成下形成的“特

作降低一档量刑，量刑减轻幅度过大的情况才逐渐得以改善。

权犯罪特殊化处理”现象更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然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适用率畸高
贪污贿赂案件大案率比例越来越高，
常态应该是刑罚也应

挑衅。因此，如果不能及时加以有效遏制，势必会影响刑罚的威
严和法律的权威。

该越来越重，但实际上，贪污贿赂犯罪的缓刑适用率始终居高

２．违背刑罚目的要求，不利于预防职务犯罪。刑罚的目的

不下。１９９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

在于预防犯罪，然而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仍呈高发态势的情况

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曾强调，国家工

下，大量适用缓刑使法律对罪犯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同时，也严

作人员贪污、受贿 １ 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

重损害了刑罚一般预防目的，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不

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
一般不适用缓刑。但近年来贪污受贿

力，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惩罚或从轻处罚

犯罪缓刑适用率太高、太滥的情况仍较严重。据最高人民法院

的错误观念，极易助长他们的仿效心理和侥幸心理，造成“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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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百”的效应，不利于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３．降低司法公信度，造成不良社会风气。贪污贿赂犯罪社

作性。
（二）强化证据固定意识，提高侦查办案水平

会危害严重，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

大力提高侦查人员固定证据意识，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侦查

心所向，对犯罪人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便将其释放，没有对

手段，在证据固定上下功夫。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重

其采取任何实质性制裁和惩罚，无法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要证人积极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人证言，及时获取

策，使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降低了司法公信度，
必然影响

合法有效证据。努力实现从重口供到重证据思路的转变，不仅

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要积极收集直接证据，而且要注意收集能印证主要犯罪事实的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间接证据；不仅对言词证据要审明问细，而且要注重实物证据

二、
贪贿案件轻刑化产生的原因分析

的收集，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达到“零口供”也能定罪，不断提

贪污贿赂犯罪的轻刑化趋势，探究其原因，涉及到立法、司

升侦查办案水平。

法、办案及社会多方面的原因。

（三）建立量刑建议和量刑辩论制度
积极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由公诉部门对自侦案件提出量刑

（一）立法自身存在不足
首先，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有待完善。对贪污贿

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通过量刑建议列举证

赂犯罪量刑幅度过宽，法律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如《刑

据分析是否适用缓刑、免刑理由，使量刑程序透明化，促使法官

法》第 ３８３ 条第 ３ 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不满 ５

加强自我约束约，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可在移送起诉

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

书时向法院移送量刑建议书，对影响被告人量刑的情节予以说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太宽，
致使法官自由裁量权

明，并对具体量刑幅度提出建议。既提供判决参考意见，又进行

过大。其次，缓刑法定条件规定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缺

量刑情节监督，既追求定罪判决，又重视量刑结果。

乏一定的客观标准。
《刑法》第 ７２ 条规定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

（四）加大重罪轻判监督力度

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检察机关对贪贿案件的判决严格把关，对没有提出适用缓

现”作为依据，其严密性不足、
可操作性不强，让人难以把握，导

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重点审查，发

致法官适用缓刑的随意性比较大。

现重罪轻判、滥用缓刑问题，要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

（二）证据固定意识不强

知书等方式进行监督，及时予以纠正。对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判

部分侦查人员证据固定意识不强，
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

决畸轻的，应当依法提起抗诉。同时，加大对法官徇私舞弊、滥

仍根深蒂固，
“从供到证”的侦查办案模式还未得到根本转变。

用职权的查处力度，对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构成犯罪

由于侦查技能不强，有的侦查人员只重视收集证据，不重视固

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定证据，只重视收集直接证据，不重视收集间接证据，导致对翻
［注释］

供估计不足，进而影响到犯罪及数额的认定。侦查技术手段受
限、侦查设备落后等因素也造成办案中证据收集不扎实。此外，

①王军：
《刑事抗诉若干问题研究》，载张仲芳主编：
《刑事司法指

贪污贿赂犯罪对象大多智商高、犯罪手段隐蔽，通常是“一对
一”实施，造成证据易变性强，获取难度增大。

南》
（总第 35 集），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 页。
②《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 57 集），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6

（三）受非法律因素影响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较为特殊，不少

页。
③贾春旺：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检察日报》,2008 年 3 月

人担任着重要职务，背景深厚、关系网复杂，一旦案发，便动用
各方面关系说情，影响法官行使裁判的能力。社会特权思想及

23 日。
—以陕西省宝鸡市检察机关
④黄超等：
《刑事从宽的实证分析——

对贪污贿赂犯罪危害性认识不够也给轻刑化带来较大影响，使
司法人员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心态，只要犯罪分子能够积极退

为例》，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8 年 10 月。

赃，不管其对单位或社会造成如何恶劣的影响，也可能对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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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一致。其次，完善缓刑适用条件规定，
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
在实体上作限制性的规定，对适用标准进行细化，增强其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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