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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性不起诉"的救济与监督 

王 勇 郭小峰 

摘 要： “隐性不起诉”是指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对于部分涉嫌犯罪事实的减 j 

少处理 。因公诉机关减少犯罪事 实不需要 经过法定的特殊程序 ，往往 成为监督制约的 j 

“真空地带”，致使侦查机关和被害人对于未被公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没有救济程 i 

序。我们认为应通过导入案件及案件单一性等基础性刑事诉讼法理论，使“隐性不起 

诉”得以显性化 ，从而实现对其有效的救济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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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不起诉 ”是相对“显性不起诉”而言 ，特指在审查起诉 阶段 ，公诉机关对于部分涉嫌犯罪事实， 

既未提起公诉 ，也未建议侦查机关撤 回处理，亦未做 出不起诉处理 ，使其处于“悬而未决 ”的隐匿状态 。 

鉴于此 ，这部分被“甩掉”的事实在处理上具有秘密性与行政化 的特点 ，严 重影 响到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救济以及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内外部监督，故有必要揭开这一神秘“面纱”。 

一

、 问题呈现 ：“隐性不起诉”导致救济与监督的缺失 

(一 )个 案呈 现 

案例 1：邓某系 A公司业务员 ，1998年至 2005年 7月期间，利用职务之便 ，采取截留货款等手段 ，侵 

占公 司货款 50万元。2006年 3月 ，B公司通过邓某订购 A公 司“建力 ”牌风柜 14台，但邓某交 由其开 

办的c公司生产，贴上“建力”牌商标，冒充 A公司产品销售给 B公司，价值人民币8万元。公安机关以 

邓某涉嫌职务侵占、假冒注册商标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邓某涉嫌职务侵占罪证据不 

足 ，不予认定 ，仅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 ，法院做 出有罪判决 。但 A公司不服检察机关未起诉邓某 

职务侵 占罪 ，遂向法院提起 自诉 。一审法院判决邓某犯职务侵 占罪 ，并科以刑罚 。邓某以检察机关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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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 占事实做 不诉决定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采纳了其意见，并将案件发回 

重审。原审法院要求检察机关对邓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做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认为于法无据，拒绝做 

出不起诉决定。最终原审法院要求 A公司撤诉。① 

案例 2：A县公安局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 、故 意伤害 、盗伐林木罪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 

为，王某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 ，仅 以故意伤害罪 、盗伐林木罪提起公诉。A县公安局 

接到起诉书后，认为 A县检察院对王某寻衅滋事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认定错误，遂以不服检察机关不起 

诉为由要求复议。A县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只能对不起诉案件提起复议 ，如果检察机关对案件部分事 

实提起公诉 ，对另一部分事实不予认定而未起诉 ，由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提起公诉 决定 ，并未对不予 

认定案件事实做 不起诉决定 ，故 A县公安局对 A县检察院未起诉 王某寻衅滋事罪要求复议 ，没有法 

律依据。② 

(二)整体呈现 

我们通过访谈来 自北京 、重庆 、河南 、湖南 、江西 、云南等省 、直辖市的 15名检察官⑧，所有受访者均 

表示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减少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认定的事实是一件较为常见且普遍的事情 。带着这 

样一个结论 ，笔者对北京市 H、s、T 个区检察院 2016年度“隐性不起诉”案件情况进行了实证iJ吉I查 。 

表 1 2016年度 H、S、T三院“隐性不起诉”案件情况 

目 提起公诉情 况 

单位 ＼ 

“隐性不起诉”情 况 “隐性不起诉 ”原因 存疑“隐性不起诉”事实退补情况 

案件 事实 存疑不起诉 法定不起诉 

H 院 3984件／5482人 62件／73人 84起 81起 

S院 9l0件／1209人 15件／19人 25起 24起 

T院 888件／1250人 18件／21人 28起 26起 

3起 

1起 

2起 

1 3起 

3起 

1起 

35起 

7起 

l1起 

33起 

14起 

14起 

2016年度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共受理案件 20982件 28839人 ，做 出不起诉决定 471件 695人 ， 

分别 占2．2％和 2．4％；移送单位撤回审查起诉 417件 734人，分别 占 2．0％和 2．5％。而 H、S、T i 院 

“隐性不起诉”案件和人数平均占提起公诉案件和人数 的 1．6％和 1．4％，仅 比年度不起诉和撤 案案件 

比例分别低 0．6个百分点和 0．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隐性不起诉 ”现象具有普遍性 ，但在处理上却 

处于搁置状态。 

(j)后果呈现 

1．“隐性不起诉 ”剥夺了被害人申诉 、自诉的救济权。《刑事诉讼法》第 176条规定 ：“对于有被害人 

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 。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 白收到决 

定书后七 日以内向上一级人 民检察院 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人 民检察 院应 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 

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 民法 

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但在“隐性不起诉 ”情 

况下 ，由于检察机关 尚未做出不起诉决定 ，致使被害人失去了依据刑诉法规定所享有的行使 自救权 的法 

定理 由，实际上剥夺了被害人申诉 、自诉的救济权。 

2．“隐性不起诉”规避了公安机关的外部制约。《刑事诉讼法》第 175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 

起诉 的案件 ，人 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 ，应 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 

定有错误的时候，可 以要求复议 ，如果意见不被接受 ，可 以向上一级人 民检察 院提请复核。”但在 “隐性 

① 刘天响：《部分未起诉罪行处理的思考》，《巾困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 12期。 
② 《公安机关认为检察院“漏诉”，能否要求复议?》，《人民检察))2002年第 3期。 

③ 笔者曾向部分省市的 15名检察官(他们从事公诉业务都在5年以上，最 的 14年，其中有2人为全国十佳公诉 

人 ，4人 为全 国优 秀公诉人 ，2人为北京市十佳公 诉人 )进行 访谈 ，访谈 内容 主要是 “审 查起诉环 节部分起 诉 与部 分未起 

诉 ”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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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情况下 ，由于检察机关 尚未做出不起诉决定 ，公安机关便丧失了制约的对象和基础，正如案例 2 

所描述 ，实际上剥夺了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制约权力。 

3．“隐性不起诉”弱化了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 401条和 

406条规定 ，存疑不起诉 、相对不起诉须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作 出，法定不起诉须经检察 长决定作 出。同 

时，《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案件应报送上一级 

人 民检察院备案。但由于处于“隐性不起诉”状态的事实未作 出不起诉决定 ，在处理上 呈现简化倾 向， 

表 1中“存疑 ‘隐性不起诉 ’事实退补情况”可见一斑 ，甚至是随意化倾 向，由检察官迳行决定 ，从而导致 

内部监督的缺失。在 日本 ，检察审查会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 ，因为其审查前提是不起诉处分 ，但如果一个 

犯罪事实只有部分被起诉 ，而其中重要部分未被起诉 ，亦未作 出不起诉处分 ，检察审查会很难利用现行 

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④ 

二 、症结探寻：“隐性不起诉”涵摄的多重困境 

“隐性不起诉”现象客观存在，由此导致诉讼参与人权利救济以及内外部监督的缺失。其主要原因 

或困境是 ： 

(一)认识层面困境 

长期以来 ，检察机关对公诉工作的考核评估 ，约定俗成地 以法院的有罪判决率为指标 。有些地方检 

察院在规范性文件中直接将无罪判决率与评优 、奖惩和晋升相挂钩，甚至规定公诉案件只要“诉得 出” 

就应 “判得下”，如果出现无罪判决 ，在 目标量化考核 中将实行 “一票否决制”。② 正是在这种“错 案追 

究”思想 的指引下，公诉人格外注重整个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的情况。因为整个案件事实不清 、证 

据不足 ，就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案处罚 ，即便强行提起公诉 ，其结果也很可能是撤回起诉或者无罪 

判决 ，这将关乎到量化考核成绩 ，还可能关乎到国家赔偿问题。相对而言 ，案件部分事实 ，尤其是次要事 

实 ，因证据不足而未被认定为犯罪事实 ，通常不涉及这些风险，甚至“甩掉 ”这部分事实更有利 于案件处 

理和考评考核，致使公诉过程中对部分案件事实证据不足的重视程度不够。③ 这实际上为“隐性不起 

诉”埋下了深深的思想伏笔 。 

(二 )理论层面困境 

在访谈过程 中，有 14名(93．3％ )检察官认 为，“隐性不起诉”之所以不能做出不起诉决定 ，关键在 

于不起诉处分 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 ，如果对 甲既做出起诉决定又做 出不起诉决定 ，似乎有悖形式逻辑的 

基本规律 。只有 1名 (6．7％)检察官认为 ，不起诉处分的对象是案件 ，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依 

此讨论结果 ，笔者对不起诉处分对象理论作进一步延伸。 

1．行为人说④。该学说认为 ，不起诉处分 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例如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 

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 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认为犯罪嫌疑人 的行为不符合起 

诉条件或者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做 出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 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 

理决定。⑤ 又如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 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确认符合法律规定 的 

终止刑事诉讼 的条件 ，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从而不将其交付审判的决定。⑥ 

2．案件说。该学说认为 ，不起诉处分的对象是案件。例如 ，不起诉是指人 民检察 院对于侦查终结 

①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 、穆津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2页。 

② 罗昌平、王喜娟 ：《检察业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版，第 145页。 

③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19页。 

④ 不起诉对象的称谓有三 ：一是被不起诉人，二是被告人 ，三是犯罪嫌疑人。新《不起诉决定书格式(样本)》统一 

采用了“被不起诉人”称谓。参见彭东、张寒玉：《检察机关不起诉工作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 132页。 

⑤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19页。 

⑥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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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查起诉 ，决定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活动。① 又如 ，《中华法 

学大辞典》将不起诉界定为“国家起诉机关对于不符合起诉 条件或者不适宜起诉的案件做出的不予起 

诉的处分”。② 

3．观点评述。本文基本上赞同“案件说”，理由有三：其一 ，“行 为人说”不但割裂 了行为人 与行为 

之间的联系，而且沿袭了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的旧有思维 ，实为不可取 。其二 ，“案件说 ”既涵盖 

了行为人要素 ，又涵盖了犯罪事实及其相关证据要素 ，而这些要素恰恰又是做出不起诉决定的不可或缺 

的前提条件，因而“案件说”具有科学性 。其三，在“案件说 ”情况下 ，能否对同一案件既做 出起诉决定又 

做出不起诉决定?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如何准确地理解“案件 ”，这里面涉及 到更为基础性 和上 

位性的理论 ，即“什么是案件 ”及“案件单一性”原理 ，容后文详述。 

(三 )法律层面困境 

1．直接性法律规范的缺失。关于“隐性不起诉”问题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均未做出直接而 

明确的规定。因为刑事诉讼法在这个 问题上采取的是二元立法模式 ，即起诉与不起诉的二元划分 ，不存 

在“既起诉又不起诉”的中间状态。但由于刑事犯罪情况复杂，又受到时间、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及侦 

查人员业务水平等主观条件的制约，使得很难将案件用以定罪的事实都查清，常常会出现部分犯罪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部分犯罪事实证据不足相互共存 的情况。这样一来 ，“隐性不起诉”的法律依据便成为 

了司法 难题 。 

2．间接性法律规范的局限。目前关于“隐性不起诉”问题的司法解释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第 390条第 2项之规定，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 

无法查清的，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应当以已经查清的罪行起诉 。虽然该条款触及到“隐性不起 

诉”问题 ，但浅尝辄止 ，仅对提 出公诉情形做出明确规定，而对无法查清的部分罪行却没有 了下文。实 

质上 ，这仍是二元立法模式的直接反应 ，既然明确了提起公诉之规定 ，必然不会 同时规定不起诉 ，否则 ， 

产生二律悖反。因此 ，“隐性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再次成为司法难题 。 

(四)实践层面困境 

我们在对 6个省市的 15名检察官访谈中发现 ，实践 中“隐性不起诉”事实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 ，大 

致有三种模式。 

1．“甩”、“抹”模式。有 12名(80％)检察官明确无误地表示 ，对于“隐性不起诉”事实通常采取“甩 

掉”或“抹掉”的方式处理 ，直到犯罪事实查清后再提起公诉。可以说 ，这是一种简便易行且无风险的处 

理模式 ，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犯罪行 为处理 的非司法化 ，实现 了从体内循环到体外循环的“暗箱转 

处”，使应有的救济与监督化为乌有。我们认为 ，这种模式严重背离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 ， 

甚至不敌饱受诟病的撤案处理模式 ，毕竟撤案处理模式得到了有关司法解释的正名 ，而且处理过程相对 

公开并接受检察机关监督。“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应当坚决予以摒弃。 

2．“搭便车”模式。有 2名(13．3％)检察官不肯定地表示，对于“隐性不起诉”事实可以采取“搭便 

车”模式 ，也即随同提起公诉事实一并移送法院进行审理 ，尤其在多人多起犯罪 、犯罪手段相似的情况 

下 ，证据相对 比较弱 的犯罪事实也可能获得有罪判决 ，并实现了矛盾 的转移 ，即便最终法 院不认定这部 

分事实 ，也不影响整个案件做有罪判决。客观地讲 ，这种处理模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至少将其司法化 ， 

但如果公诉人 明知该事实不符起诉条件 ，譬如出现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情 

况 ，仍然强行提起公诉 ，显然有悖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应该说 ，这种处理模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 

3．“不起诉 ”模式。只有 1名(6．7％)检察官表示 ，对“隐性不起诉”事实曾经做出既提出公诉又决 

定不起诉 的处理。她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因为两者所依据的犯罪事实非同一犯罪事实，而针对不 同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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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伟 、钱舫、徐鹤喃：《公诉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80页。 

② 宋英辉 、陆敏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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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实做出不同的处理 ，当属司法 的应有之为 ，而且两者在执行方式上也不矛盾 ，所 以做 出这种处理没 

有障碍。 

三、理论导人 ：刑事诉讼客体(案件)概念的展开 

“隐性不起诉”最大的理论障碍在于如何理解“案件”。案件是司法的载体，司法是案件的集合。① 

以案件为单位和单元分析“隐性不起诉”问题，不但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一 )什么是刑事诉讼法上的“案件” 

1．实然概念。“案件”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中先后出现了264次。但其含义如何，却一直缺乏必 

要的理论解释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在 司法实践中，“案件”一词在用法上几乎等同于犯罪统计学意义 

上的“犯罪数”，而丧失了其应有 的法律含义 。② 关 于案件 的概念 ，访谈 中 40％ 的检察官未给出明确 的 

答案 ，而 53．3％的检察官认为 ，案件应为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事实 ，另 6．7％的检察官从分案处理 

角度切入 ，认为一人一事为一案。应该说 ，这种理解 和判断与刑事诉讼法上的立案制度③相关 。立案是 

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也是确认案件成立的标志(立案决定书)，由此决定了案件概念的立案化，也即以 

侦查机关立案为案件的判断基准 。 

2．应然概念。何谓案件 ，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认为 ，国家刑罚权是针对每一犯罪人的每一犯罪事实 

而存在的，因此，刑事案件的构成，包括犯罪人和犯罪事实两种要素。台湾学者陈朴生先生认为，刑事诉 

讼是以“对于特定人之特定事实 ，为适用抽象 的刑罚法而形成并确定具体 的刑罚权为其对象”。因此 ， 

刑事诉讼就是“对于特定人之特定事实为确定 具体 的刑罚权而进行之程序 ”，具有双重法律关系：一是 

“国家与个人之间具体的刑罚权之关系 ，即处罚者与被处罚者之关 系，称之为诉讼之实体 ，或称诉讼客 

体 ，也称案件”；二是“为确定具体的刑罚权而进行之诉讼的关系 ，即裁判者与被裁判者之关系，称之为 

诉 ”。④ 

表 2 刑事案件 的理论体 系⑤ 

国家权力 

功能 

关系 

客体 

客体内容 

数 量标 准 

刑罚权 

惩罚犯 罪 

处罚者 与被 处罚者 

案件 

行为人之犯罪事实 

数罪论 

裁判权 

确认刑罚权 

裁判 者与被裁判者 

诉 

被告及起诉事实 

诉讼标 的论 

(二)案件单一性原理 

案件单一性 ，又称案件不可分性 ，是指被告单一性及犯罪事实单一性 。⑥ 因为案件是 以刑罚权为内 

① 刘佑生：《案例中的司法与正义》，《检察 日报))2010年2月5日第 3版。 

② 吴宏耀：《如何准确理解诉讼法学意义上的案件》，《检察日报))2004年 12月 15日第 3版。 

③ 《刑事诉讼法》第 107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 

案 侦查 。”第 110条规定 ：“人 民法 院、人民检察 院或者公安机 关对于报 案 、控 告 、举 报和 自首 的材料 ，应 当按 照管辖范 围 ， 

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④ 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增订四版)，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 1981年版，第 84页。 

⑤ 马浩丹：《罪数与诉讼标的关系初论—— 以处断的一罪为例》，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 13卷)，法律出版 

社 2008年 版 ，第 136页。 

⑥ 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增订四版)，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 1981年版，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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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而刑罚权系一被告之一犯罪事实而存在 ，故案件之个数 ，应以被告之单复及犯罪事实之单复定之 ，也 

即一被告之一犯罪事实，为一案件 ；一被告之数犯罪事实，或一犯罪事实之数被告，或数被告之数犯罪事 

实 ，均为数案件。 

1．被告人单一。被告单一是决定案件单一性的要素，案件数以人数为准。被告为数人 ，案件即为数 

个。共同犯罪案件 ，虽是相牵连的案件，但各被告的刑罚权仍属可分。所 以，检察机关或 自诉人对共犯 

中的一人起诉 ，对其他共犯未予起诉的，法律并无禁止 ；即使对共犯都予以起诉 ，无非是把数个案件合并 

审 理而 已 。 

2．犯罪事实单一②。被告单一且犯罪事实也单一 ，乃是一个案件。一名被告犯有数个犯罪事实 ，案 

件就不是 单一而是复数。犯罪事实是否单一是犯罪个数的问题 ，依据刑法罪数理论进行确定 。其中，实 

质的一罪 (继续犯 、想象竞合犯 、结果加重犯 )、法定 的一罪(结合犯 、惯犯)、处断的一罪 (连续犯 、吸收 

犯 、牵连犯)，因在实体法上为一罪 ，在程序法上为一个诉讼客体 ，不可分割 ，故属于单一犯罪事实。 

(三)案件单一性与“隐性不起诉 ” 

案件单一性 ，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在于“不可分之效果”，⑧而在“隐性不起诉 ”语境下 ，其重要价值 

在于“分案之效果”，也即以案件为单位和单元，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的合并案件进行拆分 ，④实现 

“隐性不起诉”事实的案件化。实践中，案件合并审查主要有三种情形： 

1．被告人的合并。即将实施同一犯罪事实的数个被告人合并审查 ，比如将共同实施抢劫的甲、乙 、 

丙合并审查 。而被告人单一 ，是判定案件单一性的依据之一。被告人为数个 ，以被告人人数可以区别为 

数个案件。 

2．犯罪事实的合并。即将同一被告人实施的数个犯罪事实合并审查 ，比如将甲所犯的强奸罪与盗 

窃罪合并审查。一被告人之数个犯罪事实 ，则为数个案件 ，将这些事实合并审查 ，实际上是将数个案件 

合并审查 ，主要 出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之考虑 。⑤ 

3．被告人与犯罪事实分别的合并。即将数被告实施的数犯罪事实合并审查 ，比如将 甲、乙、丙共 同 

实施 的强奸罪 、抢劫罪 、盗窃罪合并审查。一被告人之一犯罪事实 ，为一案件 ，数个被告人之数个犯罪事 

实 ，必为数个案件(见表 3)。 

表 3 案件合并与拆分的互导过程 

强奸 

抢 劫 

盗窃 

甲强奸案 

甲抢劫罪 

甲盗 窃罪 

3个案件 

乙强奸案 

乙抢劫罪 

乙盗窃罪 

3个案件 

丙强奸案 

丙抢劫罪 

丙盗窃罪 

3个 案件 

① 王新环：《公诉权原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12页。 

② 也称“物的单一”。参见张丽卿：《刑事诉讼法理论与运用》，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5年版，第 106贞。 

③ 包括管辖权不可分 (管辖权竞合 )、起诉 不可分(起诉的一部分事实 ，即显在性事实 ，与起诉效力所及 的其他 部分 

事实 ，即潜在性事实 )、审判不可分 (显在性与潜在性事实 皆有罪 ，且具有不可分之关 系)、既判力扩 张(经判 决部分有罪 ， 

既判力始及于未经判决部 分 )，等 等。参 见谢 永洵 ：《论刑 事诉 讼案 件之 单一 性与 同一性 》，http：／／163．19．163．6／files／ 

000057／LAW —articles／％ AE％ D7％ A5％ F3％ A4％ A7％ B3％ E6％ A4@ ％ A9％ CA％ BBP％ A6P％ A4@ ％ A9％ CA．pdf． 

④ 案件是否单一，乃诉之效力问题 ，与侦查无涉。从而在侦查阶段，并无所谓单一性，自无所谓侦查不可分之问 

题。参见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增订四版)，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 1981年版，第 96页。所以，在侦查阶段不需要 

厘清什么是案件，出现大量“以事并案”、“以人并案”的情况。 

⑤ 易延友：《刑事诉讼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 330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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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回归：“隐性不起诉”的显性化 

“隐性不起诉”的解决路径在于将部分起诉与部分未起诉在法律上进行切分 ，把未起诉部分作不起 

诉处理 ，纳入司法程序 。 

(一 )显性化的意义 

1．实现“隐性不起诉”处理的司法化。“隐性不起诉”事实因不符合起诉条件而被公诉人排除在诉 

讼程序之外 ，既没有书面通知公安机关进行后续侦查 ，也没有开展 自行侦查 ，使这部分事实基本上处于 

无限期的搁置状态 ，最后不 了了之。如果“隐性不起诉 ”显性化 ，则使原本处于“悬而未决 ”的犯罪事实 

不但能够被纳入不起诉的法定程序，而且能够获得一个相对结论性的司法处理意见，并由此产生与之相 

对应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 。 

2．实现“隐性不起诉”处理的有效监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实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第 l2条第(三)项规定，减少起诉意见书认定的罪名或重要犯罪事实的，主诉检察官 

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第 14条第(八)项规定，改变案件定性或减少原认定事实，不会对 

量刑产生较大影响的 ，主诉检察官应当依法做 出决定。① 如果“隐性不起诉”显性化 ，那么所有减少原认 

定事实都应当由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同时还须向上级院报备，必然会增强监督的力度与监督的效果。 

3．实现“隐性不起诉”处理的有效救济。只有进入不起诉程序，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对“隐性不起诉” 

处理存有异议时，才能获得相应的救济权渠道。如果不进入不起诉程序，那无形中就剥夺了公安机关和 

当事人的异议权，也即在公安机关和当事人不服处理时就没有救济渠道。② 

4．实现“隐性不起诉”处理 的有效释明。“隐性不起诉 ”显性化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对不起诉案件的 

公开审查 ，听取侦查机关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 ，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意 

见，还可以视情况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有关专家及与案件有关的人，以及新闻记者等 

参加 ，③向他们释法说理 ，解释做出这一结论的法 律和事实依据 ，有利于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和深 

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 

(二)显性化的条件 

1．案件复数条件。从案件单一性角度看，要求起诉事实与“隐性不起诉”事实之间具有可分性或可 

切割性，属于复数犯罪事实，彼此能够单独成案。对于单纯的实质一罪(继续犯、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 

犯 )、法定一罪(结合犯、惯犯)、处断一罪 (连续犯 、吸收犯 、牵连犯)不存在“隐性不起诉 ”的问题 ，也就 

无所谓显性化的问题 。 

2．不起诉条件。这是“隐性不起诉”显性化 的应有之义 。需要指 出的两点是 ：(1)对于符合相对不 

起诉条件的部分事实能否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实践 中，往往随同起诉事实一并提起公诉 ，理 由是无法将 

该部分案件事实分离出来单独评价 ，从案件整体来看不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④ 这不符合 以案件为单 

位原理和诉讼经济原则。陈光中教授建议，犯罪嫌疑人犯有数罪，其中一罪或者数罪已经为生效裁判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人 民检察院认为对其他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单处罚金的罪 

① 苗生明主编：《检察机关公诉人办案规范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10—311页。 
② 郭少聪：《审查起诉时减少原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应按不起诉程序办理》，《人民检察))2005年第 8期。 

③ 《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案件公 开审查规 则(试行 )》第 7条规定 ：“人 民检 察院对不 起诉案件 进行公 开审查 ，应 当听 

取侦查机关 (部 门)，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 、辩护 人 ，被害人 及法定 代理人 、诉 讼代 理人 的意见 。听取 意见 可 以分 

别进行 ，也可 以同时进行 。”第 10条规 定 ：“不起 诉案件公开审查时 ，允许公 民旁听 ；可以邀请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 、特约检 

察员参加；可以根据案件需要或者当事人的请求，邀请有关专家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参加；经人民检察院许可，新闻记者可 

以旁听和采访。” 

④ 刘天响：《部分未起诉罪行处理的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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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行起诉 ，依照刑法规定进行数罪并罚 ，对于应当执行 的刑罚没有影响的，可 以做出不起诉决定。① 

(2)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因不符合不起诉条件 ，应退 回公安机关处理 ；发现犯罪 

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因不符合不起诉条件 ，应退 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3．诉讼参与人异议。理想状态是对所有 “隐性不起诉 ”事实都应当作 出不起诉处理。但鉴于诉讼 

效率的考虑 ，可以将“隐性不起诉”显性化限定为当事人或侦查机关提出异议 ，也即当事人 、侦查机关要 

求检察机关针对“隐性不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 ，诚如案例 1所述 ，应当予以显性化。 

(三)显性化的程序 

1．整体审查。在提起公诉或作不起诉决定之前 ，承办人可以就侦查机关移送 的案件事实整体提 

审查意见 ，经检察官审查 ，报请检察长或检委会讨论决定 ，做出部分不起诉 和部分起诉 的决定 。这既有 

利于全面 、综合审查各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做出客观、准确 的处理决定 ，也有利于确保检察机关的办 

案效率。 

2．分案处理。在刑事诉讼中，因存在某种特殊情况，而将相关联 的案件分开处理。例如 ，犯罪嫌疑 

人本身或所犯的某些罪行不适宜与其他共同犯罪人合并审查时 ，可以将某一犯罪或犯罪人 的材料实行 

分案处理 。又如，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 ，部分罪行 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 ，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可以 

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应 当以已经查清的罪行起诉。② 这其 中涉及到犯罪事实的切割 、案号确定等一 

系列分案环节。 

(四)显性化的监督 

1．一般监督。即各监督主体 ，包括被害人 、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内部 以及社 

会大众 ，依据不起诉现有的法律规定对“隐性不起诉”的显性化进行多层次 、多方位监督 。 

2．特殊监督。毕竟“隐性不起诉”有其独特性，在监督上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1)对多种不起诉的 

监督。有论者认为 ，对于一人涉嫌数罪 ，如果一罪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其他罪符合存 疑不起诉或者绝 

对不起诉条件 ，应当起诉至法院，而不宜作不起诉处理 ；如果一罪符合存疑不起诉条件 ，其他罪符合绝对 

不起诉条件 ，只作一个不起诉决定。③ 笔者认 为，根据分案处理原则 ，应当对不 同种类的不起诉分别做 

出不起诉处理 。(2)对“不起诉事实起诉化”或“起诉事实不起 诉化”的监督。“隐性不起诉”显性化的 

突出特点是部分起诉与部分不起诉的并存 。这其中容易出现符合不起诉条件(相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 

诉)的事实被提起公诉；或者符合起诉条件的事实被作不起诉处理，应当严格进行审查，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3)对不起诉案件释法说理的监督 。因“隐性不起诉”显性化涉及到既提起公诉又作不起诉处 

理 ，容易造成认识上的误区 ，因此需要对不起诉决定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以及与起诉事实之间的关系 ，做 

出充分说明 

(责任编辑：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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