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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附民判决执行的阻却及制度改造
———以被害人为视角
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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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屡成空头支票已成为常识性诉讼现象，刑事诉讼法遵循的重犯罪惩罚，

轻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立法理念，无疑是重要的幕后推手。消除这种现象应当重新诠释刑事司法正义之
内涵，将被害人权利保障提升至应有的高度，赋予被害人选择提起独立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权，完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以及审前程序的财产保全制度，将刑民判决执行挂钩。
关键词： 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 审前保全
中图分类号： D925．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5） 01 － 0174 － 06

一、引言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 以下简称“刑附民”） 判决中民事赔偿部分屡成“空头支票”已成为
常识性诉讼现象。这从各地刑附民判决的执行情况可以印证。例如，
2007 年 1—5 月，河南省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 24 件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成功率为零。据统计，该法院近年附带民事诉讼平均执行率
不足 5% 。又如，广州市两级法院近三年共受理 1710 件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执行结案数为 1426 件，
其中被告方自动履行 60 件，和解结案 23 件，法院强制执行 105 件，实际执行到位的案件比例仅为 13% ，
其余绝大多数案件均以中止或终结的方式结案。据估计，大约有 80% 以上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根本无
法执行到位。再如，从 2006 年至 2007 年上半年，湖南省醴陵法院刑庭共有 25 件附带民事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最终没有一件全部执行完毕，部分执行完毕的也仅有几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到位
率没有达到 5% ① 。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为例，自 2002 年以来，该院
执行庭共承办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 36 件，执行标的达 159． 26 万元。该院为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把此类执行案件作为攻坚目标，采取多种执行措施，穷尽一切手段，但截至目前，执行到
位的只有 16． 22 万元，执行到位率仅有 10% ，大部分案件均以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
裁定中止执行或发放债权凭证。从全国各地来看，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的比率一般在 10% 左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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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附民判决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各地法院的“顽症”，法院为解决刑附民判决执行难题绞尽脑汁，但收
效甚微。笔者认为，以立法救济旁落的被害人为角度，深入细致地剖析和梳理刑附民判决空判现象形成
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具有理论和实务双重必要性。
二、阻却刑附民判决执行的成因分析
（ 一） 被害人没有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直接维权的机会
从诉讼的本源上讲，由于犯罪是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被害人作为被侵害的对象成为刑
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原告”顺理成章，然犯罪证明的复杂性又决定了被害人难以肩负侦查和起诉之重
任，需要设立专门的国家机关司职侦查和起诉。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和卢梭从理论上对国家司职侦查
和起诉职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社会契约理论。洛克认为，“任何人放弃自然自
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唯一方法，是同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舒适、安全和和
［2］
平的生活”
。卢梭认为，国家其实是基于全体人民的约定而产生的一种结合形式，加入这一组织的每

个人应当以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3］。受社会契约论影响，犯罪学将犯罪的本
质定义为个人对国家的侵害并提出了犯罪国家化的思想，该思想被我国学者吸纳。按照中国传统刑事
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国家通过对犯罪人的定罪和判刑，对犯罪人进
行惩罚，实现刑罚正义，并预防被定罪的人及潜在的犯罪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4］。
自从犯罪国家化理论被植入刑法后，国家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被过度夸大甚至妖魔化了，被害人与
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则被遗忘了。刑事诉讼也从本源意义上的为被害人提供公力救济转变成为国家惩治
犯罪的活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紧紧围绕国家司法机关查明犯罪事实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展开，国
家追诉主义和实体真实主义成为刑事诉讼构建的两个基点。作为国家代表的控审机关，关心的是犯罪
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和量刑的恰当性，不会关心被害人权益的维护。被害人被“强制”交出犯罪控诉权
后，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天然联系被生生地割裂了，从诉讼“局中人”演变成了“局外人”，丧失了参与刑事
诉讼程序，表达自己案件处理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即使立法赋予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但因为刑民诉讼仅仅是两个不同类型诉讼的合并而已，被害人实际上丧失了运用刑事诉讼解决民事赔
偿问题的筹码。
（ 二） 被害人无法在审前和判后获得司法救济
应该说，侦查阶段是防止被告人及其亲友转移财产，预防刑附民诉讼空判的最佳阶段，在这一阶段，
如果能够及时保全被告人的财产，将会为以后的执行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我国立法并没有赋予侦查机
关财产保全职能，侦查机关也无权为保障刑附民判决的执行而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财产，虽然《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一百三十九条和一百四十二条赋予了侦查机关搜查、扣押、冻结犯罪嫌疑
人赃款、赃物的权力，但立法明确了搜查、扣押、冻结之目的在于搜集犯罪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扣押、冻
结的物品及银行存款、汇款必须与案件有关。搜查、扣押、冻结的物品及银行存款、汇款虽然可能有助于
刑附民判决之执行，但这种关联性纯属巧合。在许多没有赃款赃物的案件中，侦查机关根本就没有搜
查、扣押、冻结财物和存款的权力。因刑事诉讼采取线性模式构建，在同一事实案件的审理程序上，采取
“先刑后民”的规则，法院在刑事侦查阶段无法进行民事审判，被害人也根本无法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即使被害人发现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无法阻止被告人及其亲友转移财产。在起诉阶段，立法上
虽然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被害人意见并审查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但同样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财产保全
的职能。被告人及其亲友可以在漫长的审前程序中从容地转移财产，被害人却只能坐视其成而束手无
策，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刑附民判决最终成为“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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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没有赋予被害人参与执行程序的权利，法院审查执行机关移送的减刑和假释材料采取的
是书面的、不公开的“行政审批”方式，既不听取被告人的意见，也不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而且与刑附民
判决之执行完全剥离，被告人没有赔偿的动力，因此，被害人变相丧失了运用减刑、假释程序解决赔偿问
题的机会。
（ 三） 被害人刑事和解受限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秉持工具主义法律观，认为形事诉讼法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在于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而是为了给犯罪行为恰当的刑罚处
罚，罚当其罪也因此成为刑事司法正义的评价标准。刑事和解具有刑罚市场化的消极外观，学者对刑事
和解之适用持谨慎态度。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言，“通过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由法院进行判决是国
家刑罚权实现的最直接表现，而由于当事人的和解使得这种刑罚权的实现被冲淡，甚至被化解，是值得
［5］
探讨的”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立法对刑事和解一直持排斥的态度，阻断了刑事纠纷的多样化解决

方式，尽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定了部分案件的刑事和解，但由于限制较多，实际上，被害人无一例外地
被赶上了刑附民诉讼的单行道，为刑附民空判现象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 四） 被害人在先刑后民诉讼模式下难以获得执行财产
我国立法基于程序便利性、效率性及刑民诉讼事实认定一致性等因素的考虑，采取先刑后民模式，
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或刑事诉讼结束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问题只能在解决刑事责
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这种模式增加了刑附民判决执行难度： 因刑事责任的确定先于民事责任，被告人及
其亲友在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已经无法影响量刑，打消了被告人及其亲友赔偿的积极性，当被告人不到案
致刑事审判无法开启时，民事诉讼也因此被迫原状待审，财产保全程序无法启动，给了被告人及其亲友
从容转移财产的机会，增加了附带民事判决执行落空的机率。
三、破除刑附民判决执行难的对策
（ 一） 树立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并重的保护理念
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西方刑罚理论上迎来了一次去私人化的“伟大转变”，犯罪被认为是对
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的侵犯。受该理论的影响，刑事司法也朝着 “去被害人化”的方向发展，被害
人卸除了自行调查和起诉的负担，起诉以国王而非被害人的名义进行，国家垄断了刑事案件的起诉权，
被害人远离了自己的案件，刑事司法迎来了被害人权利被剥夺的时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晚
期，西方国家才开始对长期牢固树立的剥夺被害人权利的做法发起了挑战，在广大的法域中采取了以被
害人为中心的改革，被害人从证人跃升为诉讼主体，赢得了一系列的权利。2002 年 7 月英国政府公布
的“所有人的正义”白皮书，就将被害人的利益调整确定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三个关键的领域之一［6］。
刑事诉讼的构造也从以被告人为中心转变为以被告人和被害人为中心，人权保障开始向被告人和被害
人权利同等保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
当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在国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国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却没有紧跟世界
的步伐，在扩充被害人权利方面可谓惜墨如金，当时的改革主要着眼于提升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将被告
人从诉讼客体提升为诉讼主体。可以说，
1996 年刑事诉讼法是被告人的大宪章，但绝对不是被害人的
大宪章，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司法权力的挤压下变得名存实亡。这种理念在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
得以延续。虽然增加了第五编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从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并重
保护理念角度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显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加大被害
人在刑事诉讼的参与力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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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赋予被害人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
如何解决因犯罪行为产生的刑民责任之关系问题，理论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存
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刑民分离三种模式。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在处理刑事责任问题时附带解决民事赔
偿问题，刑事部分的处理优先于民事部分，在刑事责任没有划定之前，民事审判是不能启动的。所谓先
民后刑模式是指民事侵权的处理优先于刑事犯罪，民事赔偿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所谓刑民分离是指
民事侵权诉讼与刑事犯罪追究分离进行，被害人可以随时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而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制
约［7］。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划分为典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混合式及平行式三种模式。典型的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模式是指民事赔偿问题必须依附于刑事诉讼提起； 混合式是指民事赔偿问题可以通过刑
事诉讼附带解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或其他程序单独予以解决； 平行式则是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
讼分离进行，没有附带民事诉讼模式［8］。还有的学者则简单地划分为附带式和平行式两种模式［9］。
笔者认为，解除先刑后民模式给附带民事诉讼形成之束缚的有效办法是重塑刑民诉讼之关系，消除
民事诉讼的附随性，采平行诉讼模式，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离进行。但如果不顾及案件的实际情
况，一律采平行模式，必将损及诉讼效率。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被害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酌
情选择附带诉讼模式或平行诉讼模式，则可实现二者兼顾。当选择附带诉讼模式时，如果被告人或其亲
友积极赔偿，应当选择先民后刑的模式，将被告人积极赔偿作为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依据，充分调动
被告人及其亲友赔偿的积极性，在刑事审判中解决赔偿问题。
（ 三） 建立审前防范机制和判后补救措施
重构刑民诉讼关系，赋予当事人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仅仅解决了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所产生
的困境。根治刑附民判决执行难顽疾，还须通盘考虑审前预防和判后补救。审前预防可以从两个方面
入手： 一是扩大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 二是赋予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权。判后补救措施则是要将刑民
判决执行挂钩。
1． 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多数人获得幸福，刑事和解制度既然能够满足诉讼各方
的需求，自然应当得到立法的认可。2012 年 3 月 14 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
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五篇第二章，但只有 3 个条文（ 第二百七十七条、二百七十八条和二百七十九
条） ，适用和解的案件仅仅是可能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
犯罪，以及可能判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 5 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被
排除在外。而且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侦控机关没有约束力，侦查机关是否撤销案件，检察
机关是否提起公诉，法院是否从宽处理，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和解只能在不影响惩罚犯罪
的前提下进行，并没有给被害人求偿权的实现产生实质性改观： 首先，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太窄。修正
案完全以量刑为依据，将可能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财产权利的重罪案
件被排除在外，又没有赋予被害人申请国家救济的权利，必然产生轻微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以获得赔
偿，而严重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反而赔偿无望的倒挂现象。其次，和解完全是在国家追诉的阴影下进行
的，被害人没有处分权，因为侦控机关的强力介入，原本可以开启的和解大门可能被重新关闭。
完善和解立法的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扩及重罪案件甚至死刑
案件。虽然我国立法上对重罪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和解采取抵制态度，然实践中被告人及其家属赔
偿后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往往能够博取法院在量刑上的优待 ①。但因为缺乏制度上的支撑，被告人的积
极赔偿只能成为酌定从轻情节而非法定从轻情形，能否获得量刑上的优待往往难以预见，反过来制约了
①

孙伟铭案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孙伟铭死刑，判决后，其父孙林为了保住其独子孙伟铭的命，四处借钱、卖房，一共赔

偿了 111． 4 万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二审因此改判无期徒刑。四川大学王建平教授认为，上述赔偿是被死刑判决压出来的，孙伟铭并
不积极，也不能认为孙伟铭具有重大悔罪表现。可见，二审改判并非因为被告人孙伟铭的忏悔，而是因为赔偿后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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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赔偿的积极性。虽然重罪案件被害人救济金制度在我国已经零星推广 ①，但因为救济金来源、适
用案件类型、分配金额及审查程序的确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将其制度化还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支撑。
在国家救济金制度建立之前，应当将重罪案件纳入刑事和解制度调整的范围，使赔偿与量刑关系透明
化，增强被告人赔偿的可预见性，防止犯罪惩罚以牺牲被害人的利益为代价，在被害人救济金制度设立
之后，重罪案件再退出和解制度。二是重罪案件和轻罪案件设置不同的和解方案。在轻罪案件中，应当
贯彻刑事纠纷民事化处理方针，将程序进行的决断权交付被害人，和解协议对侦控机关具有约束力，如
果被害人不愿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侦控机关应当作出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决定。但在重罪案件中，
则不能采用此方针，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和解方案，只能作为法院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的依据，
不能因此撤销案件或不起诉。
2． 赋予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权。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财产保全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兼容性问
题； 二是裁定权、措施实施权及各方不服时的救济途径。财产保全措施虽然属于民事诉讼措施，但在刑
事诉讼程序中亦可直接适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虽然在理念、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区别，但两者之
间亦存在诸多共通性特征，运用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措施为刑事诉讼补台是必要的。许多国家和地
区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的“假扣押”就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14］。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将财产保全决定权和实施权分阶段授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也可以集
中授权给法院行使。如果采前一种做法，则存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权力扩张问题，同时保全异议裁定
属于诉讼行为，需要以诉讼化模式构造，与公安、检察机关职权行使的行政化模式格格不入。如果统一
由法院行使，则上述问题不复存在，只需要解决法院介入侦查阶段的问题。相较而言，后一种做法更为
简便，修改的幅度更小。
3． 建立刑民判决的执行挂钩机制。将刑附民判决的执行作为减刑和假释的依据。具体操作可以从
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将刑附民判决的履行作为法定的减刑和假释情节； 二是将目前有名无实的书面式减
刑审理程序改为公开的减刑听证程序，被害人在听证程序中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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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Formative Ｒ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xecution Difficulty of Incidental Civil Decision
Geng Xiang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Incidental civil decision becomes blank check is a common phenomenon，which is formed for multiple system background，the defendants are deprived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even life for crime is undoubtedly
the important reason，but it is not the only factor，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dopts the idea of paying attention
to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disdaining safeguarding the victim s’rights，which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cause． The ways of eliminating the phenomenon should be explaining criminal justice again，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otect the victim s’rights and promoting it to the due height，giving the victims the right to choose independent civil litigation or incidental civil lawsuit，setting up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for public prosecution case and pretrial property preservation procedure，contacting its execution to that of criminal decision．
Key words： Incidental civil litigation； criminal justic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criminal litigation prior to civil
law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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