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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都 别 想 着“ 捞 了 就 跑 、跑 了 就
了”。近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
逃追赃办公室发布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 3月 31日，两年的时间，“天网”行动先
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287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476人，“百名
红通人员”40 人（数字截至 2017 年 4 月
底），追回赃款 89.9 亿元人民币，追逃追
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境外追逃追赃工作阶段性胜利的取
得，在反腐专家看来，与中国刑事法治建
设的全面进步关系密切。“境外追逃追赃
工作的成绩，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国刑事
法治的全面进步和国际法治形象的稳步
提升。”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院副教授、G20反腐败追逃追赃中心研究
员张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追逃“利好”
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
施行，取消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
数额标准，而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
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2016 年 4 月
18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

《解释》），公布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具体定
罪量刑标准。据此，贪污贿赂犯罪“数额
较大”的标准由之前的 5000 元调整至 3
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
出相应调整。结合《解释》，“数额特别巨
大”的标准为300万元。

如何看待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
准的调整？

在最高法召开的《解释》发布会上，
最高法刑二庭庭长裴显鼎指出，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原标准已不适应这
种发展变化。加之近年来的实践，由于
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
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
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

考虑到现实操作性，《解释》采取“数
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模式。对此，
裴显鼎说，情节设置上辅以不同的犯罪
数额限制，以此增进司法的确定性，避免
因情节难以量化而出现操作性问题。

对于标准的修改，西安政治学院教
授傅达林则认为，体现了量刑的科学化
与反腐的法治化。傅达林指出，将量刑
的具体数额标准规定在刑法当中，精细
有余而灵活性不足，难以有效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刑法的这种看似抽象
化的修正，实际上是为贪污贿赂犯罪确
立更为科学的量刑，最终追求反腐的法
治化效果。“由精细趋于原则的立法，是
另一种科学立法的体现。”傅达林指出。

定罪量刑标准的科学调整，对境外
追逃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定罪量刑的标准调整以后，入罪的
起刑点提高了，给张军的劝返工作带来
转机。”谈及上海“天网”行动追逃对象张
军，该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指挥中心办
公室主任浦雪章说。

2016年 12月 28日，在中央反腐败协
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一
部署和上海市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
工作办公室的直接组织协调下，历经

1001 天的逃亡，潜逃至澳大利亚涉嫌贪
污的犯罪嫌疑人、上海“天网”行动追逃
对象张军被成功劝返回国。

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
行调整的同时，作为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后的一种执行措施，终身监禁进入
刑事处罚的视野。

2016年 10月 9日，因犯受贿、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由此，白恩培成为了刑法
修正案（九）施行以来，第一个被判处终
身监禁的官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廉政建
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白恩培被
判终身监禁案，具有特殊的反腐意义。终
身监禁的运用，弥补了直接死刑过重而无
期徒刑过轻的问题，丰富了惩治腐败行为
的手段，让惩治更为精准和完备。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杀贪官”的观念，
不严惩贪官，不足以体现民心民意。对此
观念，庄德水表示，死刑政策的运用要体
现政治智慧，减少死刑，代之以终身监禁，
完全符合国际司法趋势，体现中国反腐的
国际化，彰显中国政府的反腐态度。

“在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趋势下，
参考世界各国的做法，终身监禁是尽量
不折损法律威慑力的替代性措施。按照
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从依法本可判
处死刑的巨贪开始尝试终身监禁，是积
极而稳妥的选择，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重大体现。”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
平说。有学者认为，刑事处罚措施的调
整，在一定程度上为通过国际司法合作
开展追逃工作减少了障碍。

追赃“利剑”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打破“避罪天堂梦”

如果说贪污贿赂犯罪标准的修改，
给追逃工作带来重大利好，那么“违法所
得没收程序”制度的建立，给追赃工作带
来了新的天地。有媒体评论称，没收违
法所得，是釜底抽薪，让犯罪分子的“避
罪天堂梦”失去了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贪官外逃一直是反腐败
工作中的一大难题。一般情况下，如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按照法律规
定，诉讼程序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如
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修改前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应当撤销案件，或
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也就是说，当
贪官逃匿或者死亡，诉讼程序就无法推
动甚至是启动，外逃人员的违法财产也
就无法得到追缴。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这次修订
中，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
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开辟了我国刑
事诉讼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先河。

随后，2012 年 10 月 16 日，最高检第
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 80次会议通过《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同年11
月 5日，最高法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2013年1月1日起施
行。上述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适用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了详尽诠释，为“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运行提供了具体依据。

2017年1月，“两高”联合发布《关于适
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违法所
得没收程序适用的罪名范围、概念认定、证
明标准以及具体操作规范进行了明确，增
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操作性。

专家指出，上述规定，充分发挥了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
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效，促进
了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形成良性互动和
有效衔接，推动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
规范、统一使用。

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
黄风指出，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实际上是遵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4
条而创建的“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制
度，有助于实现在腐败犯罪嫌疑人死亡、
潜逃或者缺席情况下的犯罪资产追缴。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将刑事司法
国际准则引入中国刑事诉讼，呼应了国际
社会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的趋势，也
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力的
法律保障。李华波案是我国第一起运用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
分子涉案赃款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

2013年3月11日，江西省上饶市检察
院向上饶市中级法院提出李华波案件《没
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上饶市中院受理并对
外发出没收公告。3月20日，最高检向新
加坡检方发出请代为向李华波及其利害关
系人告知并送达没收公告的司法协助请求
书。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院就此案一
审作出裁定。4月20日，按照最高检的司
法协助请求，新加坡总检察署通过新警方
将裁定正式送达李华波本人及在新的7个
利害关系人。4月25日，未收到李及利害
关系人的异议，裁定正式生效。

断其财路，绝其后路。“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切断了外逃贪官的资金链，不仅
如此，对于那些想外逃的腐败官员也起
到了警示作用。伴随着各种财产申报制
度以及财产登记制度的推进，防治腐败
的笼子正在制度上逐步扎紧。

追逃追赃在路上
制度发力提升国际法治形象

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追逃追
赃任务依然繁重。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
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
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 365
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
共计946人。这些外逃人员有的在“红色
通缉令”公布后变换身份、躲避追捕；有的
深居简出、不再露面；有的投案犹豫、决心
难下；有的执迷不悟、负隅顽抗。

4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办公室发布公告，公开部分外逃
人员藏匿线索，22名外逃人员目前可能居
住地被公开曝光。舆论称，公告外逃人员
藏匿线索宣誓了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的
坚强决心，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追
逃追赃工作的进一步理解与支持，有利于

国际主体间达成反腐合作的政治意愿。
就在紧锣密鼓开展追逃追赃集中行

动的同时，学者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力
求从制度上和源头上解决一些深层次的
法律问题。

劝返，作为引渡替代措施的一种，在
我国境外追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2014年 10月 10日，最高法、最高检、
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
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宣布了关于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政策标
准。但是，在黄风看来，通告对于逃往境
外人员所处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劝返”
的特殊作用应该考虑更充分一些，力求
能够为境外追逃中的“劝返”提供明确、
有效和稳定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为此，黄风建议，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
明确和细化境外人员自首的特殊认定标
准。明确标准，可以使“劝返”工作更加有据
可依，使向那些顾虑重重的外逃人员所作出
的宽大性承诺更加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进
而感召、鼓励更多的外逃人员回国投案。

“只要在相关的法律程序终结前表
示自愿接受引渡或者遣返，从而使得境
外相关审查程序终止、简化或者提前完
成，确保了引渡、遣返或移交的实现，并
且回国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的，
应当视为自首。”黄风建议。

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应有作用，也引发学者的关注。

记者了解到，自引进“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以来，为追缴外逃人员的资产而适
用此程序的审判活动并不多见。在近期
由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举行的

“不经定罪的没收”研讨会上，不少专家
提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降低检方证
明标准的建议。

学者认为，在没收与定罪“一揽子”
处理思维定式的束缚下，现行仍要求在
行使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首先要查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贪污贿
赂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并且要
求达到“高度可能”的程度，从而出现因
证明标准过高导致无法进入申请没收程
序或者面临申请被裁定驳回的情形。

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
的误解和偏见，也是开展追逃追赃国际
合作工作时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有观点
认为，赖昌星之所以能滞留加拿大十余
年，主要原因就在于加拿大方面对我国
刑事司法制度公正性的疑虑与担心。

“即使我们把证明中国刑事司法制
度进步的相关立法摆到他们面前，他们
有可能还是会顽固地认为司法实践和立
法规定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仅仅立法规
定难以说明问题。”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2001年
在加拿大赖昌星案件聆讯庭上作证的经
历为例，张磊向记者介绍了现实的困境。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此，张磊建议，
适当的宣传对于扭转他国对我国国际法
治形象的偏见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十
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就及时向
社会宣传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部
署，引发外媒的广泛报道与肯定，对于向
世界展现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成绩，完善
国际法治形象，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张磊说。 （来源：检察日报）

谁都别想“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天网”行动2年追回近3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