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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
———以国际标准为参照
赵新彬
（ 铁道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3）
要：刑事侦查中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极易被忽视或受侵害 ，为有效实施少年利
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未成年嫌疑人享有辩护权 、不得自证其罪等一般性诉权外，还
摘

制定了侦查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 、犯罪背景调查、特别援助、隐私权特别保护、限制羁押等刑事侦查国际
标准。我国已加入相关公约，立法上也在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存在着专业化实质
缺乏、审前羁押率较高、特别援助不到位、案件处理不及时、程序不够简约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以体现对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司法和人文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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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个性 、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在侦查中除了享有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之外，
还需享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这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承认 。国际上业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标准。 我国签署了 1985 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 又称《北京规
则》）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等国际法律文件，国内相关立法及公检法机关发布的规定或
司法解释也确立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 ，尤其是 2013 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和
2014 年 1 月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中，对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更是作
了较大修订，向国际标准又靠近了一大步。 但是，原则的落实与细化，与国际标准相比，还存在一定差
距，需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一、国际公约框架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国际标准
1991 年《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的国际标准主要集中在《北京规则 》、
》
（
《
》
）
、
《
》
则 又称 利雅得准则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等文件中，其内容主要包括：
（ 一） 专业化标准
一是侦查机构专业化。联合国在涉及儿童权利保护的《儿童权利公约 》第 40 条第 3 款、《北京规
则》第 2—3 条、《利雅得准则》第 52 条中规定，缔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或建立专门适用被指控和确认
触犯刑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和机构，促进和保护所有青少年的权利和福祉。2004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17 届国际刑法学会通过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决议 》也确认，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以及由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 ，该司法部门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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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少年案件侦查专门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摆脱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采取适应少年身心特
点，灵活、便捷的程序。
二是执法人员专业化。《北京规则》第 6. 1 条、第 6. 3 条、第 12 条、第 22 条及其说明中规定，专门处
置少年违法犯罪的警官或主要防止少年违法犯罪的警官应接受专门的培训和指导 ，在大城市，还应设立
专门的特种警察小组，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并赋予他们有权采取多种措施和适当的执法权限； 处置少
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司法人员构成应当专业化 、多样化，努力确保司法人员组成中有熟悉少年成长和心理
规律，懂得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和行为科学基础知识的，比例合理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
并采取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等形式进一步保证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利雅得准则 》第 58 条、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81 至 86 条规定，国家应培训一批女执法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
尽可能地使她们熟悉并利用各种方案和指导办法 ，不把青少年放在司法系统中处置；拘留所管理人员要
求专业化，并保持经常的培训。少年的身心特点以及少年刑事侦查教育矫正的目的决定了少年刑事案
件的侦查人员是“特殊”的专业警察，应当具备和少年身心特点相关的知识 。
（ 二） 教育矫正标准
首先，是在个别化区分基础上的教育。《儿童权利公约》第 40 条和《北京规则》第 1 条、第 2 条、第 5
条、第 17 条规定，少年司法中采取的反应不仅应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 ，而且应与少年的情况及社
会的需要相称，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12 条、第 17
（ c） 条、第 38—46 条规定，对于被逮捕或待审讯的少年，拘留所内应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和课程，应具备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图书资料等教育条件，并提供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机会，以增进他们的健康，增强他
们的自尊心，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其次，是对犯罪背景的全面调查。《北京规则》第 16 条、《国内法和国际法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
第 8 条规定，主管当局在对涉罪未成年人作出处理前 ，应对其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
的调查，以便作出明智的决定。《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27 条规定，应当撰写一份被拘留
少年的心理及社会状况报告，说明与该少年所需管教的特定类型等级有关的任何因素 ，以便为少年确定
在所内最适宜的安置及其所需，以及拟采用的特定类型和等级的管教方案 。如果需要特别感化待遇，且
留该所的时间许可，则应由该所训练有素的人员拟定一项个别管教书面计划 ，说明管教目的和时间构想
以及应用以达到目标的方式、阶段和延迟情况。
追究被控犯罪少年的刑事责任并非基于报应和社会防卫 ，而是为了救治教育孩子，有利于其复归社
会，正常生活。因此，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特别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未来和前途，实
行教育感化的福利主义和矫正主义 ，已为多数国家的少年刑事政策和国际文件所吸纳和坚持 。
（ 三） 特别援助标准
首先是情感援助。《北京规则》第 7 条、第 13 条第 5 款、第 15 条及其说明中规定，少年拥有被指控
罪状的知情权、沉默权、聘请律师权和监护人到场权等权利 ；看管期间少年有权接受一切必要的社会 、教
育、心理、医疗和物质等方面的个人援助。《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59—62 条规定，被拘
留少年有权与家人、律师等外界见面或保持书面、电话联系，有权通过报纸、电视等了解外部信息。
其次是法律援助。《北京规则》第 15 条规定，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少年应有权由一名法律顾问或在
国家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系统中的审请法律援助。《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18（ a） 条规定，
少年有权得到法律顾问，并能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经常与其进行联系。 此种联系应保证私下进行，严
守机密。
及时的亲情和法律援助，可以给予未成年人，尤其是初犯和偶犯心理安慰，减少其恐惧情绪；未成年
人可以借用外界的力量，弥补对抗力量之不足，维护自己的诉讼权益；侦查机关也可以利用他们亲密的
关系，发挥亲情教育感化的功能。
（ 四） 迅速简约标准
《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北京规则 》第 20 条及其说明、《保护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17 条中规
定，在少年案件中迅速办理是首要的问题 ；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拘留
116

赵新彬：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

期间调查机构应优先以最快捷方式处理此种案件 ，以保证尽可能缩短拘留时间。“惩罚犯罪的刑罚越
［1］
迅速和及时，就越公正和有益，它可以减轻捉摸不定给人带来无益的折磨。” 迅速简约原则的确立主
要是使少年尽快从被追诉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尽量减少刑事程序对少年的消极影响 ，尽快恢复其正常的
社会生活。
（ 五） 限制羁押标准
《北京规则》第 17． 1（ b） 条、第 18. 1 条、第 19 条规定，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灵活的处置措施 ，
从而最大限度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狱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置办法，应是最短、必要的期限。《联合国
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 2 条、第 17 条、第 63—65 条规定，剥夺自由应作为最后的一种处置手段，
时间尽可能短，并只限于特殊情况；束缚工具和武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其他控制方法用尽，并证明无效
时才使用，并必须有法律和规章的明文授权和规定 ，不应造成屈辱或侮辱。为了防止少年自我伤害等情
况的发生，可根据所长命令，与医务人员磋商，采取约束措施，并报告上级。“监禁只不过是对一个公民
［2］
的简单看守，实质是惩罚，所持续时间应尽量短暂，对犯人也尽量不要苛刻。” 在联合国第六次预防犯
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许多国家主张对少年犯采取轻刑政策 。这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回

归社会。
（ 六） 隐私特别保护标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8 条、第 14 条、第 21 条和《儿童权利公约 》第 40. 2（ b） 条、《联
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 68（ b） 条中规定，儿童的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保障； 新
闻报道应注意对少年个人资料的保密 ，原则上不应公布，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
成伤害；对少年犯罪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第三方利用，也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 。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第 68（ b） 条规定，拘留所的管理人员应尊重少年隐私权，尤其应对
其作为专业人员身份从中得知有关少年或其家庭的机密事情保密 。这些特殊的措施，目的在于尽量缩
小少年犯罪的消极社会影响，减少负面的社会评价，为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减少障碍。
（ 七） 分别关押标准
首先是未成年人与成人分别关押。《北京规则 》第 13. 4 条、《利雅得准则 》第 29 条规定，审前拘留
的少年应与成人分开看管，应拘留在一个单独的监所或一个也拘留成年人的监所的单独部分 ，除非他们
是同一家庭成员，或作为确经证明有益于少年的特别管教方案内容的一部分 ，可在控制情况下，让少年
与经过慎重挑选的成人合并关押 。
其次是根据涉嫌犯罪类型的不同对未成年嫌疑人进行分离。《利雅得准则 》第 28 条规定，拘留少
年的环境条件必须根据他们的年龄 、个性、性别、犯罪类型以及身心健康，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具体需要、
身份和特殊要求，确保他们免受有害的影响和不致碰到威胁情况 。将被剥夺自由的各类少年分开管理
的主要标准是提供最适合有关个人的特殊需要的管教方式 ，保护其身心、道德和福祉。
二、我国关于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规定
（ 一） 专业性标准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
应当设置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办案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
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 新《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规
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 ，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
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新《刑事诉讼法 》解释第四百六十一条也规
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人员
进行，并应当保持有关审判人员工作的相对稳定性 。
多年来，公安机关在不断摸索与创新中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 ”相结合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挽救了大批失足少年。公安机关在预防和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 、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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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司法功能，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 二） 教育矫正标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第三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均规定了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的原则，司法机关要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公安
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规定，贯彻“教
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方针，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讯问时应当耐心细致地听取其陈述或者辩解，并针
对其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在相关法律中不仅有教育矫正的原则规定，也有
教育矫正的具体内容；不仅要求警察发挥教育矫正的主导作用 ，而且注重吸收家长、教师等多方力量参
与，形成合力，落实法律的教育矫正的功能。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也把“尊重和保障人权 ”写了进去，
这其中就包含了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同时该法也再次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 ”的方针以及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 三） 特别援助标准
首先是亲情援助。《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二条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
通知监护人到场；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应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社会治安行为的，给予行政处
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规定了监护人的
到场权、被关押少年的通信权和会见权。
其次是法律援助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对需要援助的未成年人应依法提供法律
援助和司法救助。我国法律围绕“刑罚教育目的”而设计的亲情援助制度，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特
殊保护，为监护人及其近亲属参与诉讼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亲情援助和法律援
助存在很大的不足，如亲情援助不到位、法律援助范围受限等。
（ 四） 限制羁押标准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规
，
定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 ，严禁对违法犯罪少年使用收容审查 ；对未
成年人紧急情况下的强制保护措施 ，在危险消除后，应立即解除；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原则上不得使用械
具，确有必要，应以避免和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限度 ，威胁消除后，立即停止使用；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
人的处理，应当比照成人违法犯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新《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时，应当讯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些规定对成年与未成年被告人作出了明确区分，
对限制羁押的适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为轻缓措施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
（ 五） 隐私特别保护标准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四十
五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五条、新《刑事诉讼法 》，以及 2014 年 1 月修订
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均规定，要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名誉、人格和尊严，任何
组织或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
络等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被判处 5 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实践中侦查机关一般能严格控制调查讯问的范围 ，不着警服，不使用械具等。
侦查阶段对未成年嫌疑人的信息不公开 、不传播，不仅有利于侦查的顺利进行，而且更重要的是贯彻了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利于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 六） 迅速与分别关押标准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应及时办理；
对于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尽量缩短羁押时间和办案时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四十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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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于
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人人犯分别关押 、管理，并根据其心理和生理特点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予照
顾。迅速与分别关押的目的在于保证未成年人免受长时间程序的困扰 ，避免成人犯罪可能带来的不良
影响，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矫正 。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立法规定与国际标准之差距
（ 一） 专业性标准实质缺乏
首先是专门机构的临时性。我国虽然确立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设立专门机构 ，但是，很少
有公安机关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机构来设置 。实践中往往是在少年刑事案件发生后，才成立临时性的
组织或部门，负责案件的侦查任务。
其次是侦查人员专业化匮乏。从当前我国法律对侦查人员的规范要求看 ，主要有两点：一是涉及未
成年人案件应由专职人员负责办理 ；二是办案人员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 ，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思
想工作。对照国际标准对司法人员的专业化要求来看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的缺陷是，我国的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大都有专职人员办理 ，但“专职人员办理 ”和“专业人员办理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实践中法
庭受理的每件案子都有专人办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专职人员”就是“专业人员”；而且现有规定当中“熟
悉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善做未成年人思想工作 ”的规定比较抽象、模糊，存在很大的自由解释空间。
因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不能体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侦查人员特殊的工作要求 ，所以司法实践中很
难保证专人在青少年涉嫌违法犯罪问题方面的专业性 ，也不利于侦查人员专业性的提高。
再次，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手段的使用限制和救济途径不够 。 对于涉及隐蔽性强的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司法实践中使用诱惑侦查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无论是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机会提供型诱惑侦
查，对于心智尚未成熟、辨识能力较差的未成年人来讲，极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更多的犯罪来。 如果是
迫不得已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了诱惑侦查 ，也要赋予其就警察圈套做无罪辩护的权利 。
（ 二） 特别援助质量堪忧
首先是法律援助不到位。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受
传统习俗和观念的影响，
公安机关对辩护律师的介入一直都存在抵触情绪，
认为辩护人的介入会降低办案
效率，
即使有辩护律师的介入，
也多是形式大于实质，
宣示性意义较强。司法实践中，
侦查阶段未成年人辩
护权的实施仍然存在着会见通信难、
阅卷难、
调查取证难、
程序性辩护手段缺失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加
上《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
常常使刑辩律师如履薄冰，
辩护质量难以保证。
其次是亲情援助难落实。虽然法律规定了监护人的会见权、在场权等权利。 但在现实中由于世俗
传统观念的影响或者因经济贫困等因素制约 ，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往往对涉罪少年是“怒其不争 ”或碍
于困难等而不愿或无法在侦查程序中出现 。加之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流窜犯罪、异地犯罪多发，异地侦查
的案件较多，又加剧了监护人缺席的现象。亲情教育的功能，实践中落实起来非常困难。
（ 三） 迅速简便标准缺失
相关法律规定了“及时审理未成年人案件 ”，但如何“及时 ”，遵守什么时限和程序没有明确规定。
笼统的“及时”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 》虽然在第五编第一章专门规定了单独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规定的粗线条型和模糊性，也很难保证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的迅速简便，
加之警力不足、办案理念转变不到位、程序重视不够等因素，实践中往往会导致侦查拖延，难以满足未成
年嫌疑人侦查程序迅速简便的特殊要求 。此外，简易程序的不足使案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分流 ，警察
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中去；而受繁琐普通程序的限制，侦查机关不能把主要精力放
在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教育上，使得教育矫正这一程序的核心内容难以落实 。
（ 四） 程序性制裁缺失
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但是缺少违反程序的法律制裁措施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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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利很难真正落实。如监护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到讯问现场 ，警察泄露案情等程序违法行为，导致未成
年人程序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找到救济的途径。以“隐私特别保护”为例，在侦查各个环节均要求“媒
介报道阻断，保护未成年人名誉”，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国家机关超越程序，泄露当事人隐私； 媒体违
反法律规定，随意报道的现象大量存在。 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检察院应该“提出纠正意见”。这显然不能阻止新闻机构对未成年人犯罪
案情报道的诱惑，对于侦查机关的程序违法也不能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 未成年嫌疑人其他诉讼权利
的保护，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应加大程序违法的惩罚力度、全面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
予未成年人上诉权等程序性制裁制度 ，以保障未成人程序权利的全面落实 。
（ 五） 羁押率较高
首先是未成年嫌疑人逮捕率较高 。2005 年 A 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办理的 60 例未成年人案件，涉
106
及
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有 42 件 79 人，逮捕率为 74． 5% ；2006 年办理的 108 件 182 人案件中，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有 75 件 134 人，逮捕率为 73． 6% 。另外，外来未成年人逮捕率明显高于本地未成年
人。2006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间，该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共办理 Ｒ 市籍未成年人案件 16 件 39 人，
其中批准逮捕 5 件 24 人，逮捕率为 61． 5% ； 办理外省市籍未成年人 92 件 143 人，其中批准逮捕 70 件
110 人，逮捕率为 76． 9% ［3］。外来未成年人逮捕率比本地未成年人高出 15． 4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本地
未成年人。最近，在一系列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后 ，未成年人羁押率虽有所降低，
2013 年 1 月至 4 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嫌疑人 192 名，同
但仍然偏高，以海南省为例，
［4］
比下降 22． 6% ，逮捕率同比下降 9% ，但仍高达 75% 。
其次是取保候审适用率低。Y 市 2004 年上半年，未成年人取保候审总数为 23 人，逮捕总数为 73
人，取保候审人数除以逮捕人数的数值为 31% ，其中具有本市籍人员占取保候审总数的 91． 30% ； 下半
年，取保候审人数为 14 人，逮捕人数为 77 人，取保候审人数除以逮捕人数的数值为 18% ，其中本市籍
［5］
人员占取保候审总数的 92． 85% 。逮捕以羁押监禁为手段，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具强制性和严厉性
的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惩罚色彩，不符合当前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 。目前在审前程序中
慎用逮捕措施，尽量减少羁押，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四、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权利之国际标准的落实
（ 一） 转变理念
首先是对少年犯罪者看法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少年犯罪的认识也发生了变
化———少年是侵害人，也是受害者。少年发育还不成熟，辨别和控制能力弱，对外界的信息不加识别地
［6］
接受，可能成为社会阴暗面的牺牲品。不良的社会经济环境、家庭环境都可能导致少年犯罪 。 再者，
青春期的违规行为是未成年人的行为常态 。人成长过程是从幼年的蒙味期经过少年的野蛮期再到成年
［7］
的文明期，使少年经常处于违规状态 。 国际文件对被控少年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多是从保护少
年角度出发，关注更多的是犯罪的未成年人，而非他们的犯罪行为。

其次是尽快树立并贯彻实施少年利益最大化原则。《儿童权利公约 》第 3 条第 1 款规定了少年最
大利益原则。“最大利益”标准超越了传统权利保护的概念，开辟了新的保护儿童权利的发展方向和法
［8］

理解释 。该公约要求在侦查案件时，以保护少年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为准则，严格遵守教育矫正的标
准。最大利益原则是针对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 ，也是对人类自己未来的预先性保护 。
（ 二） 落实专业化标准之要求
一是建立稳定的专门的涉罪少年案件侦查机构 。公安部一般不负责具体案件的侦查，但可建立少
年刑事案件指导小组，指导全国少年案件的刑事侦查工作 ，对有关法规作出解释，协调与最高检、最高法
的关系；省级及以下各级公安机关可建立稳定的少年案件刑事侦查大队 ，负责本辖区内少年犯罪案件的
刑事侦查工作；搜集、统计、分析和研判本辖区内少年犯罪案件的情况及原因 ，并提出政策性意见或建
议；上级公安机关应负责指导下级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基层公安机关应及时与辖区街道、学校、居委会
120

赵新彬：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

等机构协作，共同做好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正工作 。
二是细化并健全执法人员的专业化标准 。对未成年人案件侦查人员的资格标准法律应作出明确规
定。综合国外标准和我国的司法实践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案件侦查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年龄上
要求一般在 35 岁以上，有子女抚养教育的经验，关心儿童健康成长； 二是有 5 年以上办案经验，业务精
良，办理过未成年人案件的可优先选取 ；三是有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 经
专门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上岗后还需定期进行学习和培训，以便及时掌握青少年心理变化、犯
罪趋势以及最新的法律法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侦查人员要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乐于
为未成年人服务，愿意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
（ 三） 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背景的调查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身心发育尚未成熟 、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易于改造
等特点，因此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应与成人刑事案件的侦查有所区别 。 司法中侦查机关调查的
重点除了搜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外，还应重点调查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形成演变
过程，以及对未成年人不良性格与行为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 。具体内容包括：年龄、性格、生
活经历等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平时表现、个人信仰、认罪态度等具体情况的调查；是否存在遗弃、虐待、
体罚等家庭背景情况的调查；是否存在歧视、体罚学生等学校环境的调查；社区的治安秩序好坏、家庭及
邻里关系是否和睦等居住环境的调查 。
犯罪调查工作应坚持全面、直接和科学的原则。凡是同案件形成和案犯处遇有关的各种事实因素 ，
都应纳入调查的范围。在调查工作中，应强调直接接触、实地考察，以保障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准确性和
可靠性。调查人员应具有法学、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并掌握一定的社会调查技能。在
必要时，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 、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
（ 四） 严格落实法律和亲情援助制度
首先是落实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应当规定监护人聘请律师的权利 ，有经济能力的监护人，
应该为未成年人聘请律师，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有当监护人确实无经济能力时，才适用指定律师援
助，保障律师的参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了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通知指派律师援助
的义务。援助的质量，可以通过规定援助律师资格来保障。例如可要求援助律师具有较为丰富的执业
经验，有抚养教育孩子的生活经验等。取消对侦查阶段援助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隐性限制 ，保证律师调查
权、侦查阶段的辩护权、阅卷权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其次是亲情援助之保障。新《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监护人
应当到场的义务，以及监护人缺位时，学校及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应当到场的援助责任 。对于有经济
能力的监护人，必须履行对少年的亲情援助义务，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监护人，国
家给予经济援助，以保障亲情援助的实现。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适时地设立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基金，
组建少年助警队，同时，法律还应当明确，监护人或其他人员无正当理由不行使在场权和辩护权时 ，要承
担援助不力导致的诸如警告、训诫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五） 坚持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的规定，慎用或不用逮捕
首先是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少用逮捕。“少捕”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 但在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拘传、拘留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能伴随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只有监视居住 、取保
候审和逮捕。监视居住成本过高、操作性不强，适用率不高。目前司法实践中，降低逮捕率最可行的方
法就是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和方式 ，或者是借鉴美国的“缓冲管护 ”模式，找寻实施替代性的非羁
押监护方式，如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 、社区管护制度等。
其次是准确把握适用要件，慎用逮捕。逮捕的刑罚要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是指宣告刑
而非法定刑。可见，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可能被宣告缓刑的嫌疑人 ，不应逮捕。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规定比较原则 、笼统，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问题。 新《刑事
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此作了明确修改，细化了逮捕条件和审查批捕程序，把“有逮捕必要的 ”规定细化
为五条具体内容：（1）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2） 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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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串供的；（4） 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5） 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同时，该法第九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
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
机关应当在 10 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这样可以避免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顽症和不必
要的羁押等问题，既为办案人员考量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提供了确定标准 ，也可使对无逮捕必要的未成
年嫌疑人果断作出不捕或解除变更逮捕决定 。
再次是降低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 。如果嫌疑人在本市有亲属、朋友或其所在工作单位
愿意承担保证人责任，又符合其他不捕条件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对于一些案情简单、情节较轻的外
地未成年嫌疑人，虽在本市无保证人，但其原籍家长或亲属能够履行保证职责 ，又不会妨碍诉讼进行的，
也可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不捕措施 。
最后是推行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捕诉合一制度 ，缩短捕前羁押期限。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嫌疑人认罪的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 ，可以考虑在检察院内部成立专门的未成年
人检察机构，将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个程序合二为一 ，捕后即诉，以缩短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捕前羁押
期限。
（ 六） 制定并落实简约便捷的侦查程序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的迅速简约程序规定严重不足 ，可以单独立法或在新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司法解释等对诉讼的各个环节进行疏通 、简化，实现诉讼程序的及时便捷。 在
加强人性化执法的大背景下，适度扩大侦查机关的权限，增加其行使权力的灵活性，如讯问中警察可不
穿制服，像谈话一样采用温和的语言，直接面对面的形式，消除未成年人的畏惧心理，地点也可以选在家
里或具有家庭氛围的其他场所进行 。
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始终都要秉持“未成年人最大化利益原则 ”，案件
办理既要简便快捷，又不能侵害或减损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尤其是关涉未成年人诉讼权益保障的
辩护权、监护人在场权等程序，对犯罪原因的调查程序，对未成年人感化、教育和挽救相结合的程序不能
简约。司法实践中应尽量克服简便程序缺乏诉权保障的局限 ，避免出现强调快速解决纠纷可能导致的
“廉价的正义”或正义缺失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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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of Juvenile’s Criminal Detection Procedure in China
—Ｒ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Zhao Xinbin
（ Ｒailway Police Institute，Zhengzhou，Henan 450053）
Abstract：In criminal detection process，the proper right of the Juvenile being prosecuted is easy to ignore or
violate． In order to obey to the principle of juvenile’s right maxim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tipulated some international rules，such as the specialization of detection organization and investigators，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inal back grounds ，special assistance，the special protection of privacy right and limiting detention
besides the juvenile’s rights of defense and being not supposed to prove self-crimination． Although China has
attended the concerning convention and connected with them in legislation，the are gaps in the detection
process，such as lacking of specialized investigation，more taking into custody before judge，lacking of special
assistance，untimely case hearing and tedious procedure． Those aspec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to
embody law’s humanistic care for juveniles．
Key words：juvenile；criminal detection；internat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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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Bai Huiying
（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nan Insititut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Zhengzhou，Henan
450044）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material national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the subject of
right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s，which share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has increasingly real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protection of this area． Therefore，more and more subjects of right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start to protect their works by employing te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copyright，patent right，righ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trademark right，etc． However，a series of prominent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practice such as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rms，the formul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 and the difficulty in rights protection，which require a proper mode to offer eff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Key words：traditional handicrafts；intellectual property；cho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rms；technic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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