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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 — 以《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为分析对象 

但 未丽 

摘 要： 社 区矫正立法正在进行 中，国务院法制 办发布《中华人 民共和 国社 区矫正法 

(征求意见稿)》后 ，学界和实务界反响强烈。文章认为，社 区矫 正立法应重点研究和考 

虑以下问题 ：社 区矫正的性质与适用对象；机构与队伍建设 ；社 区矫正执行人 员的身份 

与权限；流动人 口的社 区矫正与执行地 ；社区矫正判决(决定)前的社会调查 ；矫正对 象 

的收监与追逃；以及社区矫正考核标准与“重犯”认定等《征求意见稿》未涉及或者虽涉 

及但有修正必要的立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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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矫正在试行十余 年后稳 步发展 ，不但参加矫正 的人数逐 年增加 ，相关 内容先后写进《刑 

法》和《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的专门立法也提上议事 日程。2016年 12月 1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但纵览《征求意见稿》全文，不 

少应有内容未能列入，或者即使涉及也不够周详 。2017年 5月 ，笔者作为 中央政法委派出的三名专家 

调查组成员之一，赴甘肃、北京等地对立法中争议最大的“社区矫正用警”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结合 

调研情况及笔者长期来对社区矫正司法实践的跟踪考察 ，认 为社区矫正立法中应该重新审视和厘清如 

下 几个重要问题 ：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和适用对象 

制定社区矫正专门法 ，社 区矫正的概念和性质是无法绕开的问题。社 区矫正的性质曾在 2003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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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 

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被界定为“与监禁矫正相对 的行刑方式”“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但 2011年公布 的 

《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都未予明确规定。《征求意见稿》也同样未对社区矫正 

及其性质进行定义 ，只在第 1条说 明“制定本法”是为 “正确执行刑罚”，在第 2条确定社区矫 正的适用 

范围时沿用了之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确是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 

监外执行的罪犯”四种非监禁刑对象。 

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直接决定适用对象，如果不厘清前者而仅规定后者，必然造成概念和理论上 

的困惑。也因此有学者批评说：“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将社区矫正严格限制在对部分非监禁刑的 

刑罚执行和缓刑 、假释罪犯的监管上⋯⋯将其他种类的非监禁惩罚措施和转处措施 ，包括剥权刑 、罚金 

刑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等，都排除在社 区矫正之外 。这不仅不符合刑事一体化 的要求 ，而且对社区矫正概 

念造成很大的混乱”①。笔者同意这种批评 ，把社 区矫正定位为 “非监禁刑执行”是严重不准确 的。首 

先，就现行刑罚种类而言，中国除了自由刑、生命刑，还有资格刑、财产刑，其中自由刑可分为监禁刑(剥 

夺自由刑罚)和非监禁刑(限制自由刑)。可见，如果单论非监禁刑，那么除了管制，还包括罚金、没收财 

产和剥夺政治权利等 ，而社区矫正并未将所有非监禁刑对象囊括其 中。其次 ，社区矫正现在适用 的四种 

对象中，严格说来 ，只有管制属于非监禁刑 ，缓刑 、假释和监外执行实际属于 自由刑执行过程 中附条件的 

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特别是，社区矫正制度只是限制而非剥夺人身 自由，并更多追求教育目的，致力于 

帮助曾危害社会的人再次回归社会 ，具有前瞻性、可塑性和不可预估的未来价值，在性质定位上不应仅 

止于部分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 。尤其当前 中国刑事诉讼和刑罚的结构存在诸多缺陷，正在改革之 中，社 

区矫正的性质 、制度潜力和适用范围非常有必要做更多开拓。 

其一 ，作为社会防卫制度和刑法预防措施。社区矫正稍加改造 ，完全可填补 中国劳教制度取消后的 

社会防卫空 白，拓展为刑罚启动前的预警措施或正式建成 中国防卫制度 (取代学者们倡议 的保安处分 

制度②)，对有人身危险性的轻微犯罪行为人予以警告和矫正，在适用对象范围上可考虑违犯《刑法》规 

定、但因年龄或情节原因不予处罚的行为人，如 14岁以下的暴力犯罪人，14～16岁之间的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等八种重罪以外的少年犯罪人，以及《刑法》第 37条规定应予“训 

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适用对象等。 

其二，作为刑事诉讼分流措施(转处措施)的考察方式，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监督、引导和矫正措施， 

帮助触犯《刑法》的轻微犯罪人消除人身危险性。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和解与针对“可 

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这两种制度 的实质是诉讼分流措施 ，但又只 

作了初步规定，相关制度衔接还很不完善。笔者认为，对刑事和解后不起诉的对象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 

未成年人 ，很有必要增加社区矫正为考察方式 。⑧ 

当前，中国社区矫正正在立法、成长之中，具备相当的张力和可塑性，正是可资改造的大好时机，而 

中国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处罚到法律后果严苛的刑事处罚之间过渡过于突然，缺乏一个能予 

处罚又给机会的缓 冲地带 ，特别是大量轻罪微罪入刑 ，而相关轻罪制度体系和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又尚未 

建立 ，因此 ，社区矫正的定位应慎重考量 ，不宜完全限定为刑罚执行方式或非监禁刑执行方式 。当然 ，考 

虑到当前滞后的司法现状和立法局限性 ，现在对社 区矫正的概念 、性质不作明确规定 留待未来探索 ，为 

将来社区矫正的多元发展留下空间，也算是一种应变策略。但我们应认识到社区矫正在刑罚体系和犯 

① 梅义征：《社区矫正制度的移植、嵌入与重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第 43页。 

② 保安处分立足社会防卫，根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进行矫正、感化、医疗等 ，以期处分对象 

改过迁善、预防犯罪。由于保安处分对未然犯罪可能性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程序上稍微不严密或监督不力，便极易被 

滥用 。再者 ，中国在强制戒毒和强制 医疗 方面 已有较 成熟 的规定 与实践 ，而这 两方 面都是 保安 处分 的重要 内容 。鉴于 

此，中国是否尚有必要因劳教废止而全盘搬用西方保安处分制度，值得进一步探讨。 

③ 但未丽：《社区矫正立法宜缓不宜急》，《人民检察))2016年第 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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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防控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即其完全有能力就势盘活中国整个刑事司法制度 ，应尽其用 。 

二、社区矫正的机构、队伍及其设置 

社区矫正机构问题在《征求意见稿》中基本是缺位的，除第 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可视为确定社 区矫正具体业务的负责部门，以及第 5条 的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社区矫正机构”可视为 

执行机构外 ，再无更多表述。且“社 区矫正机构”是什么、属什么性质 、设在哪⋯级 、人员配备及执法权 

限均未明确。从 I 作性质和 T 作内容出发 ，社 区矫止的上作机构应包括管 机构 执 机构 ， 管 机 

构的职能是从宏观上指导 、监督和检查 ，执行机构则具体组织 、从事礼 矫正 I 作 ，_Îj 仃 {：l{父 ， 

职责各有5)-q-'-。遗憾的是 ，在社 矫正试点开始时，机构建没干̈队伍建设行术同时全面展J 近年1 

省市司法行政系统虽然也纷纷成立社区矫正 的专门管理机构 ，但行政级圳、人员职数 、称 符不十H川 

在执行机构方面，试点之初 曾确定 司法所为执行机构 ，但司法所同时还承担法律服务 、法 ：化 、人l 州 

解等其他八项T作仟务 ，一人多职或互相借用情况很普遍。 

从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关系上讲 ，社区矫正立法最好仵统一 、规范 的机构运行得成熟 定 l{1f，fif进i r 

立法确认 。但如果法律化不得不先行一步 ，那么建议立法时一定考虑 自上而下建立社 区矫正的管理机 

构和另行重建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 ，即在中央 、省(直辖市)、地级市三级建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统一级别 、名称、职责，并在县(市、区)级建立社 区矫正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应尽快建设成一支专业化、 

职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 

三、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执法身份与执法权限 

目前中国社 区矫正的在册总人数为 70多万．接近全 国罪犯总数的三分之一。② 对这些进入社 的 

犯罪人，一方面要对他们进行帮助 、矫正，给出路 、给机会；另一方面要做好防范监督，预防再犯。如上所 

述 ，必须要有一支统一 、规范、法律化 、职业化 、专业化的稳定执法队伍才能堪此大任 。但《征求意见稿》 

中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相关问题被严重忽视了，特别是一J法实践 中一直 扰的执法人员身份和执法权 

限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 

首先 ，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称谓不科学。《征求意见稿》仅将社 区矫正执行人员模糊地称为“社 区矫 

正机构工作人员”。目前，中国具体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司法所临时或长期从事此项工作 

的司法助理人员，事实上还包括某些 省(市)抽调协助工作 的监狱 民警。此外，不少地 区，如上海、深圳 

等地还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聘请了大量矫正社工。由于《征求意见稿》并未特别限定社区矫正 

作主体身份 ，故从广义上讲 ，上述凡是在社区矫正机构 中从事矫正_丁作的，都可以被称为“社 区矫正 

机构 作人员”。所 以，这个名称所指外延并不明确 。 

其次，《征求意见稿》对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来源要求、工作身份、人员分类、职数、配备标准、丁作 

职责等规定完全缺失。其仅在第 7条规定“依法开展社区矫正活动 ，受法律保护”，“应当严格遵守宪法 

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严守纪律 ，清正廉洁”。这些实际属于工作要求范畴，并 未对这支队伍 的 

基本框架要素作 限定。 

再次，《征求意见稿》未赋予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刑罚执行地位、执法身份和执法权限。社区服刑 

人员都是违犯《刑法》、经过刑事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经过诉讼程序认定和审判的犯罪人 。实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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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未丽：《社区矫正 ：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同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75贞。 

② 陈光中：《社区矫正发展及其立法的几个问题》，《法制 日报}2017年 4月 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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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事执法权限一直不明，导致执行人员在面对社区服刑人员 ，特别是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和不遵守相 

关刑事义务和矫正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时，缺乏应有 的执法力度 和执法威慑力。从笔者参加的“社 区 

矫正用警”问题专门调查来看 ，一线执行人员普遍反映以下工作环节应由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进行 ： 

第一 ，入矫 、解矫宣告环节以及开展集 中教育时，需要警察在场并 由警察 宣布 。这几个环节 旨在帮 

助社区服刑人员提高身份认识 ，明确 自己的行为规则与活动边界。虽然身份认识有贴上犯罪标签之虞 ， 

但也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服从监管 、从而减少侵害社会 的风险所必需 。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而言 ，警察 的 

权威性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由普通公务员来宣布矫正开始和结束 、来进行集中教育 ，部分社 区服刑人 

员不但未觉得更亲近，反而心存质疑和抵制 。比如调研 中发现有集中教育时不认真听讲倒头大睡的；有 
一 被批评便侮辱谩骂，甚至扬言报复的；有当场将矫正通知书一把撕了扬长而去的；也有直接拒绝参加 

人矫或解矫宣告 的；甚至有当场殴打司法所长的 ；等等。但若有警察在场 ，矫正态度便明显不同。 

第二 ，收监环节需要警察实施 ，并赋予取证权、抓捕权和短暂羁押权。在收监过程中，一是提起收监 

建议需要收集相关刑事证据 ；二是必要时需对建议收监对象及 时实施抓捕 ；三是从提起收监到收监决定 

作出期间 ，需要对收监对象进行先期羁押。上述每个环节都需要执行人员具有执法主体资格 和执法权 

限。但为防止滥用职权 ，义羁押应经过社区矫正机构负责人批准 ，超过一定期限应 由检察院审批。 

第三 ，在执行法院禁止令 、制止违反禁止令及制止犯罪环节 ，需要 由警察及时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 

不是警察身份且不具强制执法权 ，社区矫正执行人员 即使发现社 区服刑人员正在进行犯罪或者违反禁 

止令 ，也不过起个报警作用 ，无法及时制止 、取证和将其羁押。 

第四，在法院决定监外执行 的情形 ，需要与社 区矫正机构进行现场交接 ，该现场接收工作需要警察 

执行。虽然由于身体原因或怀孕哺乳等原因，罪犯的刑罚执行地点由监狱变更为社区，但法院的刑事判 

决应 以庄重形式予以宣读 ，以维护刑罚执行 的严肃性 。 

第五，社会调查评估环节也应由警察实施 。社 区矫正判决 (决定 )前社会 调查的性质实际属刑事取 

证行为 ，如果以警察身份出现 ，不仅可以提升调查程序的严肃性 、规范感 、公信力和证据属性 ，也容易得 

到当事人 、家属 、社区居民和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受访 人员 因为提供相 

应信息以及前往取证人员 因调查结论与 查人员 而受到纠缠 、威胁的情形 ，从而保证调查报告 

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调研中从事社会调查 的工作人员反映，如果 出具不同意判决 (社 区矫正)的意见 ， 

常会遭到社区服刑人员家属谩骂，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形成 了很大压力。 

从刑罚执行的连贯性和一体性、社区矫正的刑罚属性以及中国多年形成的崇尚警察威信的传统文 

化来看 ，上述环节均应 由警察执行并赋予相应执法权 限。虽然社区服刑人员大多属于不需要关押 和不 

需要继续关押 的轻罪犯人 ，但他们都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 ，这是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如缺乏相应警务措 

施和警务装备应急，不仅是对社区安全不负责任 ，也是对负有监管职责的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不 

负责任。虽然按之前规定 ，一些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区前经历过判前人身危险性调查 ，但这毕竟属于主 

观评估。事实上 ，社 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到底有多大，再犯可能性有多高 ，再精确 的测量都难 以保 

证其准确性。更不用说真正进入社区的服刑人员 ，如监外执行对象 ，还不是以人身危险性大小为考量标 

准 的 

四、流动人 口的社区矫正与执行地 

社区矫正在流动人口犯罪人中如何平等适用和有效适用，是《社区矫正法》无法避开的问题之一， 

但《征求意见稿》中未见相关有力措施 。 

实践中，流动人 口犯罪人 的社区矫正适用率普遍偏低 ，原 因主要有三：一是法官适 用有顾虑。流动 

人 口犯罪人在城市 中没有户 口或 固定居所 ，往往很难掌握其社会关系 、联系方式 和落实监管措施 ，而监 

管缺位则易导致新的犯罪 ，从而增大法官的判决风险 ，于是法官在对这类群体适用社区矫正多持保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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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二是矫正机构难接收。因为流动人口不但多数无 固定住所或者多人住在出租房里，通常还无稳定 

的经济生活来源，也无稳定的社会关系，难以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 ，“流入地”社区矫正机构大多不愿接 

收。三是流动中的社区服刑人员再犯风险高。由于“流入地”与“流出地”分离且 缺乏有效 的相应监管 

手段和矫正策略，导致这部分社区服刑人员长期脱管 、漏管甚至再次犯罪时有发生。这不仅背离刑罚执 

行预防犯罪的基本 目标，也给“流入地”的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隐患。因此 ，流动人 口犯罪人 中本应假释 

的常常不被裁定假释，而主观恶性不大可以判缓刑的轻罪犯 ，也多被判处监禁刑而非社区矫正 ，导致 同 

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判、同样的服刑表现不能同样假释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区矫正执行地。《征求意见稿》第 10条第2款规定：“社区矫正在社区矫正人员的居住地执 

行。”实际上 ，许多流动人 口犯罪人的居住地是不稳定的 ，随时可能更换 ，有 的经常处 于流动中 ，如果一 

律 以居住地为社区矫正执行地 ，就会导致上述提及的“流人地”司法机构不愿接收 ，法官不敢轻易判决 ， 

即使勉强判决或决定 ，也容易脱管 、漏管 ，增大再犯风险。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有的省(市)是将在“流入 

地”居住半年以上视为确定社 区矫正“居住地”的标准，如果同时能满足落实监管条件 的要求 ，通常都以 

“流人地”司法所为社区矫正接收司法所 ，而居住半年以下的则以原户籍地为“居住地”。该做法有其合 

理和可行之处，建议社区服刑人员执行地不宜一律规定在居住地执行，可以考虑居住地和户籍地相 

结合 

五、社区矫正决定前的调查评估 

关于社区矫正判决(决定)前 的调查制度，《征求意见稿》第 l0条第 2款规定 ：“社 区矫正决定机关 

根据需要可以委托社 矫正机构或者居民委员会 、村 民委员会等组织对罪犯 的社会危险性和对社区的 

影响，进行调查评估”。此规定不足在于 ： 

第一，未将调查程序确定为社区矫正判决前必经的程序。为增强礼区矫正适用的针对性并对社区 

安全负责，应规定所有可能判决(决定)参加社区矫正的犯罪人都接受社会调查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再 

确定是否适合在社会上服刑。 

第二 ，调查主体过多。《征求意见稿》把社区矫正机构或者不具备刑事取证资格的居 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等组织都列为调查主体，且未对调查人员资质、调查人数和调查纪律作出规定。“居民委员 

会 、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原则上并不具备刑事调查和证据收集资质 ，不适合 承担可能影响刑事判决结 

果、法律要求高的专业行为。 

第三 ，调查内容过于狭窄。除调查“罪犯的社会危 险性和对社区的影响”，还应全面关注犯罪人所 

受教育 、家庭情况 、人生经历 、社会适应能力 、人际关系 、平时表现等要素。 

第四 ，未对判决前调查报告性质作出规定。调查报告影响犯罪人在社 区还是在监狱服刑 ，这是没有 

争议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调查报告属于证据 ，就得接受法庭质证 ，否则不应影响量刑。 

笔者希望正式的社区矫正立法检视上述不足 ，规定凡是可能判决(决定)社区矫正 的对象都应接受 

调查，并明确礼会调查的刑事取证性质，同时规定调查机构、调查主体资格、调查纪律、调查人数、调查范 

同及内容等，强调渊查工作只能由社区矫正机构有执法身份的人员承担，坚决不能“委托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更不能随便委托给一般社会组织。 

六 、社区矫正的收监 、减刑与追逃 

关于社 服刑人员的减刑和重新收监，《征求意见稿》第 14条、第 l5条分别进行了规定，明确指出 

社区服刑人员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 、撤销缓刑和假释条件的，社区矫正机构应 当向人 民法院提 出减 

刑建议或撤销缓刑 、假释收监的建议 ，但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定时是否应开庭审理 ，而且社 区服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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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申诉权利和申诉程序也未涉及，这是其一。其二，收监建议提出后到收监决定前的一段时间，社区 

服刑人员是否应羁押，谁负责羁押未予明确。《征求意见稿》第 17条只规定了已经“决定收监执行的， 

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将其羁押，并移送监狱或者看守所 ”。而通常来说 ，需要 收监的社 区服刑人员人身危 

险性较大 ，有随时危害社会的可能 ，但从报请收监经过若干环节到最后法 院决定 收监 ，需要一两个月时 

间不等 ，而在该时间段 内社区服刑人员在社会上 自由活动则很可能危及社区安全 。因此 ，在提起收监建 

议的同时，往往需要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临时羁押。鉴于羁押可能随时进行 ，笔者主张羁押由社 区矫正 

执行机构承担。其三，关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收监执行任务，《征求意见稿》第 17条规定由公安机关 

负责 ，即“对宣告缓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的社 区矫正人员决定收监执行的 ，公安机关应 当立即将其羁 

押，并移送监狱或者看守所”。而 2012年“两高两部”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 27条规定：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 收监执行 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 

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 ，公安机关 予以协助”，以及 “监狱管理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 

定收监执行的，监狱应当立即赴羁押地将罪犯收监执行。公安机关对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 收监执行 

的，由罪犯居住地看守所将罪犯收监执行”。笔者更倾向于之前上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关于收监的 

具体送监规定 ，即对 已经决定收监的对象 ，由社 区矫正执行机构负责将其送监，在力量不足时请公安机 

关进行配合协助。 

关于社区矫正过程中的追逃 。由于当前社区矫正监管手段有 限，监管措施一时还不到位 ，特别在广 

大农村地区由于服刑人员住得分散和因生存需要不得不流动外出，脱管 、漏管 比较严重 。为防止社区服 

刑人员犯下大案或者伺机流窜作案 ，笔者认为 ，除了 2016年“两高两部 ”联合发布的《进一步加强社区 

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规定的“撤销缓刑、撤销假释裁定书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决 

定书 ，可以作为公安机关 网上追逃依据 ”外 ，还可以考虑规定 ：凡是对脱管 、漏管一定时间和次数 的对象 

经警告仍然不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的，就交公安机关 网上追逃。此后追逃工作 由公安机关负责 ，追回后 

移交社 区矫正执行机构。因为即便在社区矫正机构设置警察，人数必然也是有 限的，不适合派出去漫天 

追逃。同时，为防止社区服刑人员的脱管 、漏管和增强其 自觉性 ，建议考虑建立社 区矫正担保人和担保 

金制度。 

七 、社区矫正的考核标准与“重犯”认定 

社区矫正执行情况的考核，是考核过程还是结果，抑或两者兼顾?《征求意见稿》中未涉及。实践 

中，绝大多数省(市)都是将“重犯率”作为社区工作效果的考核标准 ，这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考核模式 ，而 

只考核结果显然是不科学的。一方面 ，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 的认定标准不 明确，过失犯罪 、防卫过当、 

被胁迫参与犯罪、犯罪中止等情形，并不能准确表明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更不能说明之前矫正 

工作没做好 ；另一方面 ，正 由于这种结果考核导向 ，导致实践中存在追求虚假执法效果现象。有的社 区 

服刑人员本来因违法行为已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但由于相关考核要求和倒追责任的规定，致使社区矫 

正机构应该收监也不报收监。 

关于社区矫正的考核 ，重新犯罪率可以作为其重要方面 ，但必须界定 “重犯”的标准 ，建议 以故意犯 

罪为限。此外考核还应兼顾社 区矫正的执法过程 ，毕竟工作情况 、工作质量与工作效果不是绝对正相关 

的，如果仅以工作效果为唯一标准 ，则有失公平。 

八、余论 

关于公益劳动。《征求意见稿》关注了试点文件中的公益劳动内容，如第 34条规定：“社区矫正机 

构可以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公益活动 ，服务社区群众 ，修 复社会关系 ，培养其社会 责任感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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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 ，发现该条文只规定 了“可 以组织”，而不是“应该组织”，而且表述 的不是从事“公益劳动”，而 

是参加“公益活动”。可见之前一直沿用的“公益劳动”规定，未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予以确认。笔 

者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同，因为公益劳动实质是一种刑事义务 ，应在中国刑罚体系中增加社区服务刑种 ， 

根据情况对决定社 区矫正的犯罪人附加适用。 

关于管制。一线实务多反映管制对象很难管 ，因为适用社区矫正的四种人 中，如果缓刑、假释人员 

违反相关规定，监外执行对象的相关法定条件消失，就可能被收监，而管制对象除非犯下新罪或发现漏 

罪 ，却并无此可能，他们往往有恃无恐。针对这种情况 ，建议增加管制易科拘役制度 ，或者以刑法修正案 

形式废除该刑种 ，对相应适用对象以缓刑替代处罚 。 

关于矫正项 目。《征求意见稿》几乎没有规定任何矫正项 目。社 区矫正试点试行这么多年 ，矫正方 

法单一 ，几乎没有发展常规有效的矫正项 目，矫正手段几乎仅限于集体教育 、写思想汇报 、一月或两月报 

到一次 ，缺乏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有个别地方开展了心理矫正 ，但也只是临时性或阶段性的 ，未能常 

态化和制度化。 

Problem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Legislation 

Abstract：Community correction legislation is in progress．W hen the“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raft)”was promulgated by the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it 

received warm responses from the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 legislation should focus on an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The nature and targe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team construction；the identi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executive staff；how 

to make it work equally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 execution sites；social investigation before 

making community correction decision；how to put community correction offenders in prison and chasing 

fugitives when they break the regulations；assessment standards，including how to identify recidivism and some 

other contents not involved or calling for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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