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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的人民性：

公诉权核心论的宪法学沉思

郑贤君

摘 要：检察权的人民性久已被遗忘，这是导致宪法解释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重要原 

因，也是公诉权核心论产生的解释学根源。宪法和法律文本文字不是机械的语言学与 

语义学追随，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冒偏离文本文字的风险，否则将有违人民主权这一 

:伟大原则。检察权来自宪法设计，无论是人民授权、宪法授权、主权者授权，还是人大授 

权、人大二次授权，都说明检察权的根基深植于民主集中制这一宪法原则，其核心深藏 

｛于权力分工与监督之中，其功能未必仅限于刑事诉讼。作为人民代理人，检察权的核心 

在于“完全且独立的权力”，公诉权核心论是偏离文本文字的宪法臆造，它割裂了检察 

权的完整性，属于宪法上的自我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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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文本文字，臆想宪法目的是宪法研究久治不愈的顽疾，其积习与沉病不仅无法严谨宪法释义学 

使命，而且在实践中严重阻碍民主集中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能的发挥，检察权公诉权核心论即为一 

例。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曾经有观点认为“检察权”所指不明，内涵空洞，尝试用“公诉权”填充其内容。 

持此论者似乎对“原告”这一身份深恶痛绝，认为宪法规定的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弱化了检察机关在 

刑事检控中的地位，将检察机关降格为与刑事被告地位等同的原告，不利于检察权的行使。①该观点看 

似渊渊入微，嘎嘎独造，表面上异乎流俗，实则是一家执念。这不仅无助于提升检察机关的地位，反而自 

我贬抑，无异于放弃宪法责任，将自己限定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目前，国家监察委员的成立再度在宪 

制上引发检察权地位的讨论，②笔者认为有必要立基于解释学，通过对检察权人民性的剖析，检讨检察 

权核心论的利弊得失。

收稿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郑贤君，女，河北赵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项目“宪法的政治实施：人民民主主义的宪法解释理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 

号：2016XCB147o

① 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陈瑞华：《检察权：何去何从》，《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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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源学与解释学追溯：代理

检察权是指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宪法第136条是其明示依据。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 

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词源学可以帮助认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检察 

权"的英文为procuratorial power,与之类似的近义词有indict、accuse和charge0 Procuratorial有"代理人" 

和“诉讼”两重含义，其余英语词汇皆为指控和控诉，且为刑事指控。中国宪法规定“检察权”，英文版宪 

法"检察权"选择使用procuratorial power,这意味着无论在词源学还是修辞学上将二者等同缺乏文字依 

据。这一方面说明检察权不等于公诉权，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宪法依然着重检察官的代理属性。

检察官的代理属性可从四方面展开：其一，检察官的身份是代理人，代表某一个体或者某种利益。 

其二,检察官代表特定利益，该利益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其三，检察官须在诉讼过程中 

代表特定利益行使权力，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代理。其四，检察官代表特定利益参与诉讼并非仅限于刑事 

领域。检察权性质的认定还可以检察官发展史作为佐证。检察官产生的历史表明，检察官代表王室最 

早参与的主要是私人纠纷，如土地纠纷和财产纠纷，其代理并未局限在刑事诉讼领域，代理王室提起刑 

事指控是其后的事情。检察官在成为公共利益代表之后，除了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之外，并没有放弃对民 

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的参与。①

认为检察权的核心是公诉权等于间接承认检察权与公诉权同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宪法和《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文字的浅白和显明含义。在解释学上，无论是宪法文本主义还是制定法的文义解释， 

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不得明显偏离文本文字”。“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解释是不允许的”，将 

“检察权”等同于“公诉权”既是对其宪法含义的歪曲，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欠缺，还是宪法 

和法律解释技术的匮乏。

作为一个宪法和法律语汇，“检察权”在中国宪法中出现一次，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出现三次， 

而“公诉权”在宪法中却一次也未出现，仅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出现两次，且针对刑事指控，学界不 

应对检察权和公诉权两词语的明显差异熟视无睹。在制定法解释的三个规则中，除“缺陷规则”外，“字 

面规则”和“黄金规则”都要求遵循文字的显明含义，对字面含义的尊重甚至达到连荒谬都在所不惜的 

程度。字面规则(literal rule)要求：“如果某一法令的语言是清晰的，法院必须服从它，即使结果明显荒 

谬。”②黄金规则(golden rule)要求用普通而自然的含义解释法条，除非结果明显荒谬。“普通而自然” 

是指应当按照字面解释规则。缺陷规则(mischief rule)是指立法者没有明文规定，允许法官根据上下 

文和语境进行解释，并被允许援引文本以外的资料，也被称为目的解释。该规则因其与关注文本的字面 

解释和黄金规则有本质差别而受到严格限制。在“字面规则”、“黄金规则”和“缺陷规则”三种解释规 

则之中，字面规则是主导性规则，黄金规则次之，缺陷规则再次之。这表明，逻辑的要求尚在其次，文本 

文字才是正统。亦即为了“防止法庭作出令人震惊的傻事”，③只有在出现明显荒谬之时才弃文字于不 

顾,进而遵循正义和公正的要求，求助法律之外的资料探寻立法目的。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须光 

大文本文字，法治的解释学表现首重文本文字。在形式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文字才构成“法律”，文字以 

外的资料不属于法律，应严格禁止援用。卢埃林•戴维斯说道：“普通法的一个显著规则是，在解释书面 

文件时，必需严格地排除所有外来的证据，他们坚持文件的含义只能从文件所使用的语词里面确定。”④ 

早期普通法对书面文件有一种“神秘的敬畏”(mystical awe),由于文件加盖印章，这一特定仪式使法庭 

格外敬重成文法。法律的字面含义而非立法者的意图构成“法律”既是形式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体

(D 温辉：《检察官：从国王代理人到公共利益的代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③［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15页，第242页。

④ D.J.Llewellyn Davies, the interpretation ofstatutes in the lights oftheir policy, Columbia Law Review, 1935 , p519, at p. 
522•转引自：《英国法》，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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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法的实质价值即民主。

依循文本文字阐明宪法和法律含义是人民主权的解释学映射，凸显宪法和法律人民授权之属性，因 

为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制定的。检察权公诉核心论涉及宪法和法律解释，也是如何再定义“检察权”内涵 

的问题。著名法解释学家、《布莱克法律辞典》的作者Henry Campbell Black说道：宪法“宣布国家的组 

织法，处理宏大议题，其用语较之制定法和私法文件更为宽泛”。①文本永恒，唯有文字才是最为体现人 

民意志之处，只有在文字中才能查明人民的真实意图，最好地促进人民授权的目的，最好地保护他们的 

权利、财产和自由。为此，斯托里说道：“文字的确不能超出其恰当含义，而应在其范围之内，须严格依 

循这一解释规则，即最好地遵循其明显意图。该规则被认为是解释国家宪法之时普遍采用的模式，它源 

于常识。”②人们不能将这一解释规则等闲视之，或视为笑谈，因为在自由政府之下，统治者除了其所服 

务的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的利益。“任何时候，偏离宪法使用文字的字面含义都是一个非常危险 

的过程。如果法官为了避免显而易见的荒唐和矛盾，须是在必需的压力之下，且须格外谨慎行使此权 

力。当含义显明且不牵涉模糊之时，担心灾后果发生并不是法官不依据宪法的明文规定拒绝给予其 

效力的理由。假如担心正当，且意外的困难和灾难可能随之发生，救济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人民，即修 

宪。”③即，只要宪法的文字含义清晰，即使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法官也必需按照文字解释。只有当文 

本文义的明显荒唐确有发生灾难性后果之虞，才能诉诸人民通过修宪改变文本文字，否则，法官只能依 

据文本文字进行解释。宪法来自人民授权，所有涉及国家组织的重大变化，唯有人民有权以修宪方式予 

以变更，除此之外，不得用任何方式包括制定法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变更宪法文本文字所体现的显明目 

的。除非修宪变更宪法文字，否则宪法文本文字的显明含义至上。

首先，以"狭窄和技术推理"(narrow and technically reasoning)方法解释宪法是错误的，不能依据普 

通法和制定法的方式解释宪法，应在自由和宽泛意义上解释宪法。所谓自由解释，是指允许在文字之外 

抽象出精神，以使其完成宪法确立的目标，执行政府的伟大原则。立宪政府由人民授权成立，宪法的目 

的是为了人民利益，须接受自由解释。④这正是阐释(construction )和解释(interpretation )的区别所在。 

阐释是指无需依据宪法文本文字便可抽象其精神，即“言中无而意中有”。当宪法“言不尽意”之时，可 

以依据“言外之意”解释宪法，即“意在言外”。例如，美国宪法无一处写明“民主”、“三权分立”、“违宪 

审查”、“联邦主义”，但它们却是宪法设计的重要原则。自由解释即阐释的要旨在于考虑人民授权的总 

体规划、目标和结构，宪法解释不得偏离这一总体设计，即人民性和人民利益。

其次，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脱离宪法文字去假定或者臆想宪法目的。斯托里继续说道：“在最 

为限制的意义上，不得使用宪法的文字去假定一个目的。”⑤“严格和最为宽泛的意义同等地寓意于字面

① Declare the organic law of a state, they deal with large topic and are couched in a broader phrase than legislative acts or 
private munimentso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l9-20。

② The words are not, indeed, to be stretched beyond their just sense, but within that range, 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must 
be taken which best follow out the apparent intention o This is a mode, it is believed, universally adopted in constru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s o It has its origin in common sense o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21.

③ But deviating from the literal sense of the words employed in a constitution is a very dangerous proceedingo And one 
upon which the courts may embark only under the pressures of necessity, to avoid a plain absurdity or contradiction with very great 
cautiono And the fear of disastrous consequence gives them no reason for declining to give effect to the constitution according to 
its apparent meaning when that meaning is obvious and involved in no obscurity. If such a fears are justified, and unintended 
hardships or disasters follow, the remedy is with people, who always have the power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o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22.

④ The constitution u was intend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M , and must receive a liberal construction o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l7.

⑤ No presumption arises of an intention to use the word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most restricted senseo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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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可被恰当地认为不出于其目的。”①即，在正常情况下，文字之内已经蕴含了宪法目的，不得脱离文 

字再造宪法目的。换言之，即“意在言中”或者“万变不离其宗”。“宗”为目的或者意图(intention),不 

管是自由解释还是严格解释，其意义都蕴藏在文字之中，且都存在于目的之内，这一目的就是人民利益。 

这要求宪法解释须“形神兼备”，坚持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一方面，检察权的内涵须坚持宪法的字面含 

义，不能臆想其为“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权的内涵不能依循严格和狭窄解释，须将其置于人民主权 

这一宪法设计中理解。前者形式即文字，也是严格解释；后者内容即实质价值，也是自由解释和建构。

再次，法治统一还要求在解释学上贯彻“一致性原则”。无论海洋法系还是民法法系，法秩序和意 

义体都要求下位法的解释须与宪法相一致。部门法的解释须考虑宪法，既不得与宪法原则相违背，宜不 

得与相同位阶的法律以及法律的其余部分相冲突。美国法学家说道：“法律解释须援引规范同一主题 

的宪法和制定法条款。”②德国法学家说道：“法律解释还应维护’法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的 

结果，应当能够与法的其余部分，至少与具有相同位阶或更高位阶的法相兼容。”“人们在解释一条法律 

规范之时还应尽可能使其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生逻辑上的冲突。”“为了不致与更高位阶的规范发 

生冲突，对于法律应作’与宪法一致’的解释，对于行政法规应作’与法律一致的'的解释。”③这就是说， 

检察权不能单独解释，必需参照宪法确立的政体原则，其内涵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得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相冲突，不得与其它部门法，如《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并不得与该法的其它部 

分，如规定检察机关性质的条款相矛盾。这是不能单纯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解释检察权，更不得 

将检察权仅置于刑事诉讼的原因。

最后，法律的整体决定部分。理解具有“循环性”，法律评价的统一性要求宪法和法律解释须参照 

背景和整体意义。施莱尔马赫的文学阐释理论同样适用于宪法和法律解释。“在一件文字作品中，只 

能从整体出发理解个别语句。因此，在对(个别语句)作更为准确的解释之前，必须对整体加以浏览，以 

获得对整体概况的认识。""Henry Campbell Black指出："给予整体以效力"(effect to be given to the 
whole)，在法律的部分模糊之时应考虑整体，并不得与其他部分相冲突。⑤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是独立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的一种权力，无论将其视为行政权、司法权、准司 

法权还是公诉权都属于自我降格。将检察权定位于行政权、司法权或者准司法权是无视中国宪法规定 

的检察独立，公诉权核心论将检察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这为宪法所不许。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 

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具有宪法依据，而非空穴来风。美国检察官在体制上隶属于行政部门，总检察官受司 

法部领导及其行政属性是三权分立使然，欧洲检察官隶属于法院是法官制度造就。各国检察制度有云 

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一委两院”表明检察权与其它三权平行，具有 

独立属性。

二、人民的代理人

既然检察权的本质特征是代理，就须追问代表谁？当共和勃兴，政权易主，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之时， 

检察官是人民的代理人，成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检察权之作为相对独立的宪法权力而 

非单纯刑事公诉权在于检察官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表人民参与各种诉讼，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① The strict or the most extended sense, equally within the letter, may be within their intentiono See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l9.

② A statute must be construed with reference to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provisions of the same subiect- matter"。 

Henry Campbe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25.
③④ 转引自［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76页。

⑤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 ,p2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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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权核心论属于检察权的自我降格早已为学界有识之士所洞悉，①但其立论的根源却疏于查明， 

原因在于检察权的人民性未受到应有重视。检察权之所以是人民的代理人，其根据在于检察权的人民 

性。检察权的人民性是指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代表人艮参与诉讼，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检察权人民性 

的忽略不仅是学说上对检察权性质认定偏差的原因，还在实践中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流失。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应将“检察为民”作为改革的文化指针，实现“检察民主化”，指出：“必须确立检 

察官不是政府统治的工具，其权力的来源乃植根于人民追诉犯罪决定权的付托……检察官系代理人民 

行使追诉权之机关，与通常之行政机关不同。”②通览学界宏论，在对检察权权力来源认识方面大致有五 

种观点，即宪法授权说、主权者（国家）授权说、人大授权说、人大二次授权说、人民授权说。除人民授权 

说外，各种观点虽然俱有其合理性和依据，但一则未能全面把握检察权的理论实质，二则与中国宪法对 

检察权的定位有相当疏离。

宪法授权说认为，检察权的权力是宪法授予的，其理论根据是人民主权。③主权者（国家）授权说认 

为，作为独立的国家权力，检察权的权力来源应当直接来自于主权者的授予，同时对该项权力的监督也 

是直接来自于主权者。④人大授权说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由权力机关授予，并接受其监督。⑤该 

观点认为“在现代民主体制下，一国主权者是人民，此时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检 

察机关享有的权力也是由最高权力机关授予的，而非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意志。”⑥人大二次授权说认 

为，检察权是由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权力的第二次分配，⑦因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前述立论均未触及检察权力正当性之根本。如果坚持宪法授权说，宪法的权力来自何处？如果坚 

持主权者（国家）授权说，主权从何而来？如果坚持人大授权说，人大的权力源头在哪里？对人大二次 

授权说的质疑与之同理。就宪法授权说而言，制宪权的基础是人民，宪法的最终权威来自人民，该观点 

未能言明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就主权授权说而言，尚需追问的是，谁的主权？人民主权？君主主权？ 

国民主权？还是议会主权？现代社会公认的理论是人民主权，主权授权说的源头须诉诸人民。就人大 

授权说而言，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同样须求助于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由人民选举组 

成。人大二次授权说依循相同法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其权力来源于人民。

检察权来自人民授予的依据有四：其一，规范依据。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在宪法解释学上是指所有国家权力，包括列举权力和未列举权力、明示权 

力和隐含权力，以及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权力。宪法第136条明确规定检察权，说明检察权是明示的国家 

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其二，逻辑依据。授权者须是权力的持有者，无权者既无法授权，也无权可授。如 

果全国人大是检察权的授予者，其前提是全国人大拥有所有国家权力，这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恰的，在规 

范上与宪法第二条也是难以融通的。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意味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所有国家权力中居于至上地位，但其并非全权或者全能机关。其三，理论依据。民主 

集中制原则包括权力分工和监督，虽然检察机关是由全国人大产生的，但是这一产生是组织上的，而非 

本原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自行决定检察权的成立和存在，只能通过宪法确立该权力。其四，解 

释学依据。有观点认为，人民将一揽子权力授予了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其规范依据为宪法第二条规定

① "如果仅从控诉角度考虑问题，检察官就将自己降格为普通的诉讼当事人，这是与检察官作为法律官员维护法 

制的职责相悖。”参见龙宗智：《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② 陈运财：《论检察总长的产生方式与特侦组之法制化——由日本检察制度之观点》，《检察新论》2007年第1期。 

转引自万毅：《台湾地区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③④⑥ 覃甫政：《论检察权的性质》，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 id = 28579,2018年3月19 
日访问。

⑤韩大元：《宪法文本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⑦ 乔亦丹：《论中国检察权的地位》，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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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体系解释不支持这一结 

论。以体系解释视之，该条只说明人大的权力来自人民授予，但不能解释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所有 

国家权力，否则既与前款“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相冲突，也与其后多条相齟齬，包括宪法第3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及第21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此处“民主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 

方面表明全国人大权力非自设，另一方面表明其虽然优于其它国家权力，但并未包括所有国家权力。

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来源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授权扩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决 

定扩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究竟由谁行使，是人民、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规范依据是宪 

法、基本法律还是法律（决定）？其所应遵循的程序是修宪、修法还是授权？这些问题属于宪制层面，涉 

及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分配，须权属分明，不仅要求实质合理，形式亦须合法。此次授权的根据有三：一是 

此次授权是作为试点进行的，并不具有法律的“普遍性”；二是此次授权可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 

法第67条（三）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部分修改；①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就某些地区、某一方面、某 

些主体制定单行法律。组织性法律涉及国家权力的增设、删减或者变更，由何种机关行使、遵循何种程 

序须于法有据，严格依据宪法。该《决定》可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授权。

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任何其它权力所不能替代的。2018年3月2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从“原告”变成“公益诉讼起诉人”。“公益诉讼起诉人”符合检察权人民授权说之 

原理,体现检察机关人民代理人的身份。

三、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公诉权核心论模糊了检察权“人民的代理人”的属性，动摇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理论 

基础，不能为其参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提起公益诉讼提供学理支持。只有立基于“人民的代理人”这 

一理念，才能确定“检察为民”的思想，明确检察权代表利益的归属，完成检察权的宪法定位。

作为人民的代理人，检察机关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该问题不仅与国体攸关，且与政体相连,②具有 

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历史上，伴随着国体演进和变迁，检察权曾作为不同利益的代表，分别是国王 

代理人（法国、英国）、主权代理人、公共利益代理人（中华苏维埃、日本）、法律守护者（葡萄牙）、行政机 

关辩护人（美国）、行政机关代理人（现代法国）。前述理论各有特色，各依其国体和政体定位检察机关 

代理的利益，符合各国的历史与传统。依据中国宪法和传统，检察机关代表人民，是“国家利益和公共 

利益”的代表。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1949年，《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 

例》规定，检查机关“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 

益参与之”。虽然“全国社会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国家公益”三词语意涵不同，但无外于国家利

（D宪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 

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②关于检察制度受国体政体影响的问题 ，中国著名刑诉法学家陈光中教授指岀："法国检察制度受到法国国体、政 

体等政治因素影响很深，但是究其检察制度本身仍然存在着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能够抽离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特 

点。”参见刘林呐：《法国检察制度研究》之“序言"，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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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规定不仅明确了检察权代表利益归属，还规定检察权可以参与对民事案 

件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对检察权代表何种利益未 

做明确规定，但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维护国家统一、社会主义法制等内容表达了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内涵。依据宪法和中国政体，作为人民的代理入，检察权宜作为“国家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代表。这是由中国现阶段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决定的，也是由于新时期公 

共领域范围扩大使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权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①因而检察权必须代表“劳 

动人民利益”。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劳动人 

民的利益、公共利益统一，故此三种表述实为同义词。在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与社会、政治 

与经济、公域与私域相互重合，国家利益等于社会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改革开放之后，公 

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域与私域相对分离，这一分 

离在释放了社会、经济和私人空间的同时，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国家和公共领域不再重合，国 

家属于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未必仅限于国家。国家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形成一 

定冲突。在现有社会结构之下，公共领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诸如公共安全、环境、慈善、消费者权益等 

都从属于公共范畴。这些领域虽然不是国家利益，但属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这 

是为什么在国家利益之外，检察权还须成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其依据有二:一是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 

机关”；③二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此处的“国家”所指不明，未能区分“国家权力”、“国家的代 

理人”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依据之一只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成立，说明检察权从属于“国家”而非地方， 

但难以界定其代表利益归属。依据之二虽然点明代表国家，但只将代理人的身份限定在刑事诉讼领域， 

排除了包括公益诉讼在内的其它诉讼。该观点不能合理解释《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检 

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从两部法律的规范用语来看，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 

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而未提及代表“国家”，说明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代表的并非 

仅仅是国家利益，而且也包括公共利益。进一步而言，如果将检察权代表利益归属仅限定为国家利益， 

实践中涉及公共环境、卫生、安全、教育、慈善等违反法律的行为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人民的利 

益将受到损失。

至于“行政机关的代理人”和“行政机关辩护人”之说，因其将检察权依附于行政权，弱化了检察机 

关的独立属性，故不符合中国宪法，对于检察权法律监督属性和代表利益归属认定并无多少借鉴价值。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林铉雄指出：“检察官系代理人民行使追诉之机关，所谓之’公益代表人’及指检 

察官系一般人民之代理机关，而非政府之代理机关”；“代理机关之检察官为达成民众之托付，正当行使 

检察职权，应受国民之监督及一定之制衡”。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一府一委两院”的国家机构 

形式原理不支持“行政机关的代理人”和“行政机关辩护人”之说。根据中国宪法，检察权是一种相对独 

立的国家权力，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平行，代理人民行使诉权，参与监督国家机关和公民遵守法律 

的情况，并非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代理人。

比较含糊或者需要甄别的是“法律守护人”一说。“法律守护人”是“国王代理人”的现代版本，它 

既是法官利益群体与国王利益群体分化的结果，也源于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早期欧陆国家实行“司

①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②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列宁起草，是1918年苏俄宪法的组成部分。

③ 韩大元：《宪法文本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④ 林锤雄：《检察官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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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体化”，“审检合署”，检察官等同于法官。法官是“坐着的法官”，检察官是“站着的法官”，故检察 

官归于法官群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议会取代国王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国王不再享有至上地位， 

亦非主权者，取而代之的是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及其制颁的法律，故而“法律至上”成为检察官作为 

“法律守护人”的法理和制度基础，“国王的代理人”遂让位于“法律守护人”。但是，“法律守护人”之说 

不适用于中国。一则，将检察官代表利益归属确定为“法律守护人”与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不 

符；二则，法律利益不能概括检察权所代表的利益之全部。前者，中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 

督机关的地位，如果在代表利益归属上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守护人”，其与宪法规定的“ 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相冲突。后者，“法律守护人”暗含的“法律利益”不符合实践中检察权代表利益的全部。“法律 

守护人”指检察机关守护法律利益，“法律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包括法律规定的利益和合法的利 

益。法律利益通常指私人享有的利益，不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国际法律文件和各国宪法使用 

“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这些规范区分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合法权益，说 

明“法律的守护人”不足以言明检察权代表利益的全部。

检察官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表人民对侵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提起诉讼。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指出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17年7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如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应当向行政 

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决定》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区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刑事 

诉讼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维护国家利益，但在其它诉讼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涉及环境、消费 

者权益、国有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诉讼中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公诉权核心论明显不符 

合宪法和法律，落后于时代需求。

四、一般监督权：割裂检察权

在检察权性质认定上，还有一种理论将检察权区分为法律监督权和一般监督权，认为两者是两种不 

同性质的权力。①这种检察权二分观点的基础是公诉权核心论，其逻辑前提是将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等 

同于公诉权，并将检察权局限于刑事诉讼，认为除公诉权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一般监督权”。“ 一般监 

督权”在不当地割裂了检察权内涵的同时，亦为法律监督与人大监督、法律监督与监察监督、法律监督 

与宪法监督的区别投下了一抹暗影，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检察权的诉讼属性。

（一）一般监督权的内涵

“一般监督权”并非中国宪法规范用语，该理论来源于苏联，②涉及对行政权的监督，其所追求的是 

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与违法抗议。列宁言“一般监督权”是“以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及对违法决议 

提出抗议的方式，代表国家对一切政权机关、经济机构、社会团体、私人组织以及私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实 

行监督”。③虽然列宁指“一切政权机关”，但是，中国对一般监督权的定义主要着眼于对行政权的监督， 

指“检察机关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

① 从文章内容来看，概念较为混乱。一方面，作者认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在权力性质、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另一 
方面，又将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将法律监督权等同于公诉权，即认为检察权、法律监督和公诉权三者是同义词。参见 

叶海波：《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 王桂五主编：《中华人艮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③ 转引自甘春、谢志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反思与重构》，《河北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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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守法情况的监督”。①许多著作定义检察权有权监督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法犯罪行为”，但是，此处的“国家机关”具体所指却语焉不明，是“所 

有国家机关”，还是仅指“行政机关”？简言之，这种理论通过区分对严重犯罪行为的监督和对行政机关 

（国家机关）的监督，试图从检察权中剥离出一般监督权。“一般犯罪行为的监督”是公诉权，“对国家机 

关的监督”是“一般监督权”。该理论源于苏联，后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动荡时期。由于其并无 

宪法基础，且当下中国政权稳定，故时过境迁，对中国已失去借鉴意义，而“国家机关”的具体内涵尚需 

进一步辨明。

一般监督权的定义明显不符合中国宪法对检察权地位和性质的规定。该定义包含两部分内容：一 

是检察权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一是检察权对普通法律主体的监督。就检察权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此 

处“国家机关”仅指行政机关，而非所有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只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予以监督。中 

国宪法并非对所有国家权力一视同仁，“一府一委两院”仅表明检察权与行政权、监察权和审判权平行。 

检察权并不高于立法权，因而无权监督立法机关。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权独立于行政权，既不表明检察 

机关有权监督所有国家机关，也不表明检察机关享有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检 

察权和监察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检察权和审判权实行“以审判为中心”，检察机关有权行使审判监督 

权；检察权对行政权则实行“合法性”监督。法律监督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行为 

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的，具有个别性、程序性等特点。其它非诉监督如侦查监督、刑事执行 

监督、向行政机关提岀建议虽然不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的，但都着眼于行政机关是否违法，因而是法律 

监督。

就检察权对普通法律主体的监督而言，检察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守法情况的监督是人民检察 

院运行检察权的一部分，并己通过《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作出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运行公诉 

权参与对刑事被告的追诉，通过参与民事诉讼对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这两 

种情况都己在法律中得到确认，它们恰恰是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并以诉讼方式 

进行，并非“一般监督权”。所谓的“一般监督权”只是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部分，也是检察权的具体体现。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追诉犯罪，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秩序，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该条规定人民 

检察院的地位符合宪法，体现了人民代理人的宪法属性。

简言之，复活“一般监督权”的初衷在于奠定宪法对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性质的地位,②但是，依循 

错误的理论预设必然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割裂检察权的完整性。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但不等于公诉 

权。这意味着既不能将检察权局限于刑事诉讼，亦无法从检察权中分解出“一般监督权”。

（二〉混淆法律监督与人大监督

“一般监督权”除了割裂检察权，将检察权不当地等同于公诉权之外，另一个负面作用是混淆了法 

律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区别。

检察机关并不享有针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 

职责，宪法第3条、第67条、第92条、第128条、③第133条就是人大监督的规范依据。④2018年宪法增

① 叶海波：《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 甘春、谢志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反思与重构》，《河北法学》2010年第2期。

③ 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 

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④ 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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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条文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 

它监督”，增修条文第67条第（六）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 

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第92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依 

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行政机关。除宪法外，《国务院组织法》《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监督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就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而言，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行、适用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其 

特点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监督行政机关的守法情况；人大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对“ 一府一委两院”的工 

作监督，并非是对监督对象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而是对其工作方式、方法、履职情况、效率等方面的监 

督。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监督性质不同。法律监督是合法性监督，人大监督是工 

作监督。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就行政机关执行、适用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情况所做的工作监督。其二，监督方式不同。除了包括监督公 

安机关侦查、刑事执行、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等非诉监督之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在诉 

讼过程中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权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报告的方式进 

行的，此外尚有法规撤销权、备案权、人事任免权、调查权、质询权、罢免权、检查权等。其三，监督的法律 

责任不同。除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外，法律监督的法律责任是将案件移交法院，人大监督的法律责任是 

督促相关机关提交工作报告、改进工作，接受质询、问责、罢免。以此可以看出，法律监督和人大监督有 

明显区别。除提出建议外，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督促其纠正违法行 

为，这是检察权的具体运行，并非所谓“一般监督权”。

（三）混淆法律监督与监察监督

来源于苏联的一般监督权试图解决当时俄罗斯联邦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通过纠正地方主义，树 

立联邦的最高权威，但该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由于“一般监督权”主要 

针对行政权，当《国家监察法》剥离了检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追诉权，覆盖了对所有公职人员 

的监督范围之时，如何看待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界分法 

律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差异，重新检视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含义。

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法律监督的定义，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方面。依据《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公民执行、适用和遵守法律情况进 

行的监督，即监督上述三类主体是否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通过纠正其行为，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国 

家监察法》通过之后，各级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因而检察 

机关的监督范围三缺一，只有国家机关（包括各种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与公民（法人）的违法犯罪 

行为仍然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已经由监察机关“全覆盖”。根据宪法，人民检 

察院对立法机关没有监督权，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是通过“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对法院的监督是通过 

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的，因而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仅至于对行政机关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其监 

督方式包括非诉监督和诉讼监督。如此，法律监督就是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公民违法犯罪行 

为进行监督，具体包括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民事行政监督，以及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和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情况的监督。

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和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监督，其与法律监督在监督性质、监 

督目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监督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与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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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监督性质不同。法律监督是合法性监督，监察监督是政治监督。①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和组织以及公民执行法律情况的监督。监察监督是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 

合一，该监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监督包括执政党党员干部在内的公 

职人员的政治忠诚，也监督公职人员违法犯罪情况，与西方国家带有政治审判性质的弹劾制度有相似之 

处。监察监督是“纠官”之举，通过考察公职人员遵守党规国法的情况，纠举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 

行为，检验其对执政党和宪法的忠诚程度，确定是否具有任职能力与资格。第二，监督目的不同。法律 

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国家机关遵守法律，监察监督的目的是惩治贪污，澄明吏治。虽然二者都旨在“维护 

法律的统一实施”，但法律监督并非是惩贪，监察监督则是通过“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腐败工作”促进公 

职人员政治忠诚、维护法律尊严。第三，监督对象各有所重。法律监督的监督对象包括负有执行法律义 

务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和公民，但不包括执政党，也不包括公职人员；监察监督的 

对象虽然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但并不包括国家机关，具体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六类人 

员。第四，监督方式不同。法律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通过诉讼方式参与对相关机关执行国家法律情况 

的监督，监察监督是监察委员会通过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留置”以予调查进行监督。法律监督 

和监察监督都包括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但是，法律监督中运行的是侦查权，监察机关运行的是 

调查权，包括询问、谈话、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提交等，其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住宅、物 

品、通讯自由等限制的程度更高。②第五，监督程序不同。法律监督适用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对涉嫌 

犯罪人员的人身财产等的限制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包括拘留的时间、律师介入等。监察监督并不适用 

《刑事诉讼法》，其对“留置”人员的人身财产等的限制无论在时间还是程序方面都更为严格。例如，《刑 

事诉讼法》规定对涉嫌刑事犯罪人员的拘留须在24小时内释放，特殊情况可延长至48小时。监察机关 

对被调查人的“留置”时间为3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至6个月。又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自被 

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便可聘请律师，但是，在监察程序中，被“留置”的涉嫌违法 

犯罪的公职人员却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最后，监督的法律责任不同。法律监督的后果是检察机关向 

法院提起诉讼，监察监督的后果是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 

诉讼。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一般监督权”不仅没有以中国宪法对检察权的定位为依据作出分析，而且 

混淆了法律监督和监察监督的差异，甚至导致个别检察官和学者因《国家监察法》的制定一度顾影自 

怜，似乎失去了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的管辖权就无所事事。客观而论，《国家监察法》的制定恰恰 

可以使检察机关谨严宪法职责，即使各级监察委员会专责纠举谏官、惩治腐败，检察机关独特的宪法地 

位依然使其大有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统一，《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衔接，各级监察委员会 

承办的反腐案件始终没有脱离法治轨道。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虽然性质有别，但是彼此互有分工，相互 

监督，相互配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无可取代。《国家监察法》第47条规定：监察委员会在调查 

完毕之后，需要移交检察机关决定是否予以起诉；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充分，可以退回监察机关补 

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还可以在报上级检察机关同意后决定不予起诉。宪法修正案第127条增 

加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国家监察法》第4条第2款作出了同样规定。这说明，“一般监督权”既不是对宪法规定的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性质的最好概括，亦不能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奠定理论基础，且其内含的监

① 《国家监察法》第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 

严。”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髙监察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在之前回答《人民日 
报》记者提问，以及在2018年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对监察委员会的定位是政 

治机关。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司法机关。http://www.yxtvg.com/ 
toutiao/2359/20180305A1 LLTK00.html,2018 年 3 月 28 日访问。

② 郑贤君：《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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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行政权的主张超越了宪法界限，①并混淆法律监督和监察监督的区别。

（四）混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

一般监督权理论还混淆了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的区别。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替全国人大 

运行宪法监督，检察机关有权监督立法权，此说难以成立。根据中国宪法，宪法监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的权力，②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

第一，中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宪法监督的对象包括“法律”。根据中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立法机关具有民主合法性，其所制定的法律居于至上地位，只 

能被各国家机关遵守，而不能被质疑，更不能被审查。第二，法律至上意味着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 

关执行法律，监察机关依法调查、法院适用法律，检察机关监督法律的执行。检察机关既不能对法律的 

起草、制定、通过提出怀疑，亦不能对法律作出价值判断，只负责对相关机关涉及执行和适用法律是否符 

合法律进行监督，判断权属于法院。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检察权并非与立法权平行，检察权缺 

乏制衡立法权的宪法空间。“一府一委两院”仅表明检察权与行政权、监察权和审判权平行，检察权既 

不与立法权平行，更不高于监察权，因而没有审查人大立法的宪法能力，且检察独立只意味着检察权独 

立于行政权，并不独立于立法机关。第四，宪法第3条明订检察机关由全国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 

人大监督，说明检察权接受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而不是相反。在中国，各种国家机关的宪法地位高下 

有别，权力机关居于最高地位。除负责制定法律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在中国，专责宪法监督的权力属于全国入大及其常委会。

宪法解释不得偏离宪法文本文义，亦不得脱离宪法目的和精神，而须是对宪法设计目标的强化。检 

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该权力既为人民所托，亦为民代所用，更为民谋利。将检察权二分为公诉权和一 

般监督权缺乏宪法依据，割裂了法律监督的内涵，并与人大监督、监察监督和宪法监督相混淆。

结论：检察权的民主化

检察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宪法权力，与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平行，其性质为法律监督。那种认为 

检察权的核心为公诉权、行政权、司法权、准司法权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矮化检察权的宪法地位。③ 

作为人民的代理人，检察权来自人民授予,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行使法律监督权，包 

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目的是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军指出：检察权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厚植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各级检察机关要围绕落实宪法职责，建立健全侦 

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民事行政监督等法律监督体系”。④一言以蔽之，检察权的终极 

目的在于通过维护人民权利达至政权巩固。

如果不能树立检察权来自人民委托的观念，对检察权的任何定位都将偏离宪法航向。“检察为民” 

意味着须妥善处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冲突，既须兼顾检察权人民性之宏旨与程序公正细微之联系， 

亦须平衡检察独立与人权保护两大宪法原则，还须维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关 

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尤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重，“人

（D甘春、谢志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反思与重构》，《河北法学》2010年第2期。

② 郑贤君：《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之匙》，《人民法治》2015年2-3月号。

③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否认法国检察官为司法机关，认为其不能完全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转引自刘林吶：《法 

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④ 张军：《学习贯彻宪法 落实宪法职责 推动检察事业新发展）,http：//cpc.people.com.cn/nl/2018/0327/c64094- 
29892273.html,2018 年 3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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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检察院”之“人民”更是提醒该机构的价值所属。作为人民的代理人，检察权不仅追诉犯罪，也致力于 

人权保护，还维护公共利益。将检察权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仅为控方当事人，是将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 

有将具有独立地位的检察机关沦为行政权附庸的危险。这一自我贬损不仅违反宪法设计，也与宪法价 

值有悖，还将在最终意义上损害人民基本权利。

1994年，法国宪法名宿路易•法沃热指出：“法国还不习惯于以宪法的角度考虑司法的组织或运转 

原则”。①此语虽未必适用于具有深厚宪法学养的中国刑诉法学界，但对于严肃检察权之宪法地位却是 

醒世之言。在宪法修正、《国家监察法》通过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通过之际，认真领会其奥义 

对于理解作为“意义统一体”的宪法秩序不无裨益。②各种宪法权力确有核心之所，它们是民主集中制 

的内涵，也是权力分工和监督的基础，意味着各行其是，彼此不得逾越界限，侵犯其他权力之“核心”。③ 

检察权的核心为“独立检察”，其含义包括侦查、决定或批准逮捕、起诉、执行、参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以及提起公益诉讼。以“公诉权”替代“检察权”的显明含义是强加了一个宪法所没有载明的目的，无论 

是明示还是默示，宪法的哪一处都找不到这一目的。这是宪法解释之大忌，亦为人民主权所不容，更是 

检察权的自我戕害。而树立确立于形式文字之上之宪法精神的牢固信仰，依然需要假以时日。

The Popular Character of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A Constitu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Core of Public Prosecution Right

ZHENG Xian-jun

Abstract: That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owes itself to the people has long been forgotten , a leading cause 
wh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increasingly deviating from the original text and wording, which is also the 
root cause for the rise of core-public prosecution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exactly a literal and mechanical 
follow-up of statutory practices, or else free legal interpretation runs the risks of depart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breaking away from the great principle of the people * s sovereignty. That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comes 
from const让utional design , based in turn on the syste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the general norm to be 
understood and followed, whether it manifests itself in rights granted by the people,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delegated by sovereignty, or conferred by the NPC, second authorization by the NPC, or 
whatever. The core of procuratorial power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onst让utio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full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The so-called "core of public prosecution 
rightn is a deviation from the Constitution. It robs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of its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status, representing a self-torture on the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Key words: procuratorial power； the people ' s sovereignty ； deputy of the people； legal supervision； 
gener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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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转引自刘林呐：《法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② 郑贤君：《宪法虚伪主义与部门法批判》，《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③ Unites State v. Nixon,418 U.S.683( 1974).在著名的水门案件中(合众国诉尼克松)，尼克松宣称总统享有行政特 

权(executive privilege),具体为“军事、外交及敏感的国家安全秘密”。首席法官伯格代表全体法官认为，行政特权并非绝 

对和不受限制，亦不能免予司法审查。Neither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nor the generalized need for confidentiality 
of high-level communications, without more, can sustain an absolute, unqualified Presidential privilege of immunity from judicial 
proces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o Unites State v. Nixon ,418 U.S.683(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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