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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刑法》第69、70、71三个条文对数罪并罚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由于第70条针对漏罪的数罪并罚规

定和第71条针对犯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罪判决都是数罪，但被发现的漏罪和所犯的新罪既可能是一罪也可能是

数罪，因而在适用上述两个条文时引发了争议。具体而言，针对有期徒刑的并罚基准理解存在分歧：第70条规定中的“前

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之含义存在“前一判决针对数罪进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和

“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的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两种不同的理解；第71条规定中的“前罪没有执行的刑

罚”之含义也存在“前判决针对一人犯数罪最终作出的宣告刑”和“前判决中各个罪名的宣告刑”两种不同的理解。在《刑

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由于根据数罪并罚时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分别设置20年和25年的最高刑期，则上

述针对漏罪与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在司法适用中产生了不合理、非正义的结论。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司法适用引发的

数学问题，而非一个纯粹理论分析问题。对此，转换思维，通过大胆运用数学中的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思想这一全新的分析

工具，同时区分“前罪为数罪，所犯新罪或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和“前罪为数罪，所犯新罪或所发现的漏罪也为数罪”两种

不同情形，根据执行期间不同设置不同区间进行分段具体分析发现，上述不同理解在采取不同并罚基准理解下得出的结

论存在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立相对较为合理的并罚基准理解，从而针对具体个案情形决定在司法适用中应

当采取哪一种理解以得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并罚结论，以避免不合理、非正义的量刑结论和行刑结果。

关键词：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并罚基准；新罪；漏罪；区间；极值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4-0107-18

有期徒刑数罪并罚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闻志强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006）

一、由一则公务员考试真题引发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在总则第四章关于刑罚的具体运用中，通过单列一节作为第四节，专门对数罪并罚制

度作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第69、70、71三个条文，分别涉及“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判决宣告后

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漏罪的并罚”、“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又犯新罪的并罚”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2011年 2月 2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并于同年 5月 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将原《刑法》第69条修改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

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

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

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

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

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这一修改表面上看是回应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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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思考和争议，对基本达成共识的一些看法和结论给出了明确的立法选择，尤其

是对一人犯数罪适用有期徒刑进行数罪并罚时，根据总和刑期的不同，区分了不同的宣告刑上限，践行了刑

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关于我国刑罚制度尤其是数罪并罚制度有名

无实、名不副实，造成“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不均衡刑罚结构等理论批评①，在作为“生刑”的有期徒刑与无

期徒刑、死刑的有效、适度衔接上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笔者认为，这一立法初衷和举动从这一角度来

看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刑法》第70条和第71条作为与第69条规定的数罪并罚制度有密切关联

的条文规定，在此次立法修订中却没有进行任何相应的修改，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凸显了立法者对于法条

之间内在制约关系的忽视以及立法缺乏全面性、整体性、协调性等深度考量的缺陷。笔者揣测可能是立法

疏漏所致，也可能是并未结合司法实践的一线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导致匆匆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由此引发了数罪并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笔者且以近日从网络上看到的一则公务员考

试真题切入，以为本文的分析提供样本，并拟对上述立法修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检视和剖析。

2014年上海市法检系统公务员招录考试照常举行，在《政法》科目中出现如下所示题目。该次考试单项

选择题第24题的题干与解析如下：

甲犯盗窃罪被判12年，抢劫罪被判15年，诈骗罪被判10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5年。执行3年后，犯故

意伤害罪，被判10年。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 对甲应当采用先并后减的方式数罪并罚

B. 对甲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5年
C. 对甲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0年
D. 对甲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2年
该次公务员考试结束后，官方公布此题的答案为C选项。理由及解析如下：

《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

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故甲应

该采用先减后并的方式数罪并罚，即22年与10年数罪并罚。故A项错误。根据该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

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

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

能超过20年，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题干中22年与10年两者之和为32年，小于35
年，刑期应在 10年与 20年之间，并包含 10年和 20年。所以对甲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 20年。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C②。

对此，如果不认真思考上述解答的内容，可能很容易就认为这一答案符合刑法规定及其立法精神，应当

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如果全面结合《刑法》第69条和第71条之规定，并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就会发现这

一结论存在无法回避而又必须直面的、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并造成刑法不合理、非正义适用结果的重大理论

与现实问题。笔者且结合此题目进行一番逻辑梳理：行为人甲犯了盗窃罪、抢劫罪和诈骗罪三个罪，由于是

三个异种数罪，分别作出各自独立的宣告刑。经过简单计算可知，三罪宣告刑的总和刑期达到37年有期徒

刑。对此，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一人犯数罪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有

期徒刑，即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的上限为25年有期徒刑。结合题目，这三个罪名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

为最高的25年有期徒刑是没有问题的。在原判决的最终宣告刑——25年有期徒刑执行3年后，甲又犯新罪

并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

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 69条的规

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理论上一般将此规定称之为“犯新罪的数罪并罚”，适用“先减后并”处罚原则。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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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正处于原判决执行期间且尚未执行完毕，对此应当适用针对犯新罪的“先减后并”处罚原则。但是，问题

恰恰在此出现：

根据官方公布的答案及其解析，其理解和适用上述两个条文的逻辑是：原判决的最终宣告刑是25年有

期徒刑，此时应当按照第71条之规定，首先减去已经执行完毕的3年，得到22年尚未执行的结果，然后再和

新判决的宣告刑，按照第69条的规定进行数罪并罚。由于旧判决的22年未执行刑期加上新判决的10年刑

期之和不满35年，故而根据第69条之规定，应当作出最高不超过20年的数罪并罚宣告刑判决，即数罪并罚

后的刑期上限是20年。至此，其得出了“对甲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0年”的结论，也就是题干

中的C选项。

可是，如果按照以下思路来分析，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即在对甲所犯的新罪进行并罚时，将数罪

并罚的基准确定为是将原判决中行为人分别实施的独立个罪作为并罚对象，并将原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独立

的宣告刑与后续所犯新罪的宣告刑进行数罪并罚。由于甲在原判决中的三个罪名的宣告刑结果分别是12
年、15年和10年，所犯新罪的宣告刑是10年，故总和刑期达到47年。数罪并罚的结果是在15年至47年的区

间进行最终的量刑选择。由于四罪的总和刑期超过35年，根据《刑法》第69条之规定，一人犯数罪总和刑期

在3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有期徒刑。由此可以得出该数罪并罚的最终宣告刑上限为25
年有期徒刑。此时再按照第71条所确立的“先减后并”原则进行处理，减去已经执行的3年有期徒刑，则可

得出行为人最高仍可判处22年有期徒刑。显然，这一结论与官方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

可以很直观地发现，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重大差异。但只要细心地比较一下

最终结果，就会发现第二种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更为合理、妥当。理由在于：

一是按照官方给出的答案及其逻辑分析，对甲犯新罪后再次数罪并罚的最高刑只能是20年有期徒刑。

可问题在于，甲即使没有犯新罪，其还要执行的刑期尚有22年有期徒刑。现在在服刑期间再次实施新的犯

罪，而且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罪，得出的数罪并罚结果即使按照最高的并罚刑期进行判决，也只可能判

处和执行20年有期徒刑③。这一结果与前述按照官方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其结论竟然是：犯新

罪后实行数罪并罚的最高只能是判处20年有期徒刑，反而短于其不犯新罪时还应当应当执行的22年剩余

刑期。这实际上就等于说：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犯新罪，而且是犯重罪的，不仅不会受到更重的处罚，反而

可能会受到更轻的处罚，这一直观的比较反映出官方逻辑及结论的明显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而按照第二

种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最终最高限度可能判处22年有期徒刑，但至少这个结果不短于甲所应当执行的

剩余刑期，即避免了不均衡、不妥当的非正义量刑结果，两者进行比较，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即与甲的前判

决还未执行的剩余22年刑期相比较，官方逻辑及结论显然没有第二种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合理、妥当。官

方逻辑及其结论实际上意味着：如果甲不犯新罪，实际执行的刑期还要更长；但是犯了新罪，所要执行的刑

期反而更短，这不仅不符合基本第71条针对犯新罪的行为人设置“先减后并”并罚原则和立法初衷在于给予

这类犯新罪的行为人更严厉的刑罚之目的，也违背了社会公众基本的法感情和公平正义观念。

二是结合该题目所假设的案例可知，行为人甲罪行累累，不管是旧罪还是新罪，都是在所触犯的各个罪

名刑罚幅度中的最高一档刑期内量刑，都属于重罪、重刑④。而甲在服刑期间，还另外实施了故意伤害这一

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重罪，并被判处10有期徒刑。从这一设例中的事实可以明显看出，行为人甲所实施的

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多次犯下重罪、被判重刑仍不思悔改，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都非常严重，尤其是

在服刑期间犯下重罪，可见先前执行刑罚的惩罚效果和教育改造效果都极为有限和低效甚至无效。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服刑犯在服刑期间，不思改悔，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表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

性大”[1]，对此，更应当从严给予甲更重的刑罚处罚才显得妥当、协调。毕竟，“刑罚一方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

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前后所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

闻志强：有期徒刑数罪并罚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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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2]这一基本结论同样适用数罪并罚制度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但

如果按照官方逻辑得出的结论，行为人只能被处以最高20年有期徒刑，与第二种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相比

显然较轻，不仅没有实现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之社会危害性与自身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罪刑均

衡要求，反有轻纵犯罪的嫌疑。而按照第二种逻辑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然更能够彰显和契合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即单纯从两种评价方法即从官方逻辑分析和第二种逻辑分析的两种方法

比较中，也可见第二种方法更为妥当，能够实现对行为人进行加重严厉处罚的初衷。

那么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深入思考之，第二种逻辑分析方法与官方逻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

犯新罪场合下适用数罪并罚规定，并罚的基准究竟是原判决针对一人犯数罪所做出的最终宣告刑？还是将

原判决中的一人犯数罪中各个罪名的宣告刑与所犯新罪的宣告刑先按照第69条规定进行并罚，然后再按照

第71条规定减去已经执行的刑期，从而得出最终的结论？显然，官方逻辑得出的结论是采用了前者的理解，

而第二种逻辑分析方法则是采取了后者的理解。究竟哪一种逻辑分析是对法律正确的理解？采用哪一种

理解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妥当的结论呢？同样地，《刑法》第70条针对漏罪的数罪并罚规定：“判决宣

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

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 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

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此条文中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应当是理解为前一判

决针对数罪进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还是理解为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

的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是否也存在与第71条类似的问题呢？如果得出类似的不合理结

果，又当如何处理呢？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前，由于第69条只规定对有期徒刑适用数罪并罚最高不超过20年，故而上述

分歧在实践中的影响不大。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根据数罪并罚时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是否超

过35年，分别设置20年和25年的最高刑期，由于执行期间的不同，则上述针对漏罪与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

在司法适用中产生了不合理、非正义的结论。《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针对上述问题，就笔者目力所及，迄

今为止尚未见有学界对此进行关注和进行相关的详细讨论、研究。对此，笔者以为《刑法修正案（八）》的通

过将对我国《刑法》第70条所设置的漏罪数罪并罚规定与第71条所设置的新罪数罪并罚规定产生一定的影

响，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进行全面细致的思考和分析，以得出合理、妥当的理

解和结论，从而指导司法实践准确适用法律。实际上，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司法适用引发的数学问题，是

一个司法实践层面的数学问题而非一个纯粹刑法理论分析问题。对此，转换思维，笔者拟通过大胆运用全

新的数学分析中的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即运用数学中的极值思想，借助取特定

的极大值或极小值方法，区分“前罪为数罪，所犯新罪或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和“前罪为数罪，所犯新罪或

所发现的漏罪也为数罪”两种不同情形，根据执行期间不同，采用定量分析法，设置不同区间进行分段具体

分析。通过对不同理解确立的并罚基准进行分析和比较可知，上述不同理解在采取不同并罚基准理解下得

出的结论存在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立相对较为合理的并罚基准理解，从而决定在司法适用中

针对具体个案情形应当采取哪一种理解进行适用，以得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并罚基准，从而避免不正义的量

刑结论和行刑结果。

二、犯新罪情形下数罪并罚的基准问题及运用极值法的定量分析

根据上述对一道公务员考试真题为样本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针对我国《刑法》规定的

数罪并罚规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和适用结论，即对我国《刑法》第69、70、71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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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整体、正确理解和适用存有分歧，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对于数罪并罚规定的内

容，笔者拟以漏罪的数罪并罚规定和犯新罪后的数罪并罚规定为样本，采用数学上的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思

想⑤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以防止产生误解或者错误：

一是《刑法》第69条规定是针对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所做的数罪并罚规定，所以在行为人有漏罪或犯

新罪的场合下所进行并罚的基础必须是行为人在已经宣判的判决中犯有数罪，这是讨论必须明确的前提。

二是第70条规定是针对漏罪时的数罪并罚规定，第71条是针对犯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由于适用这两

个条文的前提是必须满足第69条之规定，即上述第一点的要求，故实际上产生本文开始部分的理解分歧之

根源就在于：在漏罪或犯新罪场合下适用第70条和第71条，本质上就是在第69条数罪并罚的基础上再次数

罪并罚，只是因并罚基准确立的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也是导致争议出现的症结所在。

在坚持这两点的基础上，并结合司法实务情况，笔者首先针对犯新罪场合下应当如何理解第69条和第

71条所确立的数罪并罚基准问题分类如下，并逐一分析。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行

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犯新罪是一罪；第二种情形是行为人为所犯前罪是数罪，后续所犯新罪也是数罪。

（一）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犯新罪是一罪⑥

按照我国《刑法》第 45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是 6个月以上（也即 0.5年）15年以下，即区间[0.5，
15]。这是针对刑法分则中单独的一个罪名所适用的刑期范围，即有期徒刑在个罪中的适用极限是15年刑

期。由于我国《刑法》第69条将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根据数罪之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分别作了不同的限制

规定，即数罪总和刑期不满35年有期徒刑的，最高只能判处20年有期徒刑；数罪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最高只能判处25年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99条的规定，以上包括本数，故而35年以上包括35年
及以上）。由于单独一罪即所犯的新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同时结合上述分析，可

以将这种情形下的数罪并罚适用分为三个区间——区间一：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 1年以上不满 20
年，即[1，20）；区间二 ：20年以上不满35年，即[20，35）；区间三：35年以上，即[35，+∞）⑦。

对区间的划分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前罪判决中是数罪，即罪名数量最少为2个罪名，而单个罪名的

有期徒刑的最低刑期为0.5年，故而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最低为1年，同时单个罪名的有期徒刑之最高

刑期只能是15年；第二，由于前罪判决之数罪自身也要首先适用第69条进行第一次并罚，这是下面所述A
方法适用所必然产生的前提，故而根据前判决中的数罪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划分一个区间；第三，由于还

要和所犯的新的一罪进行第二次并罚，但由于所犯的新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即下

面所述的B方法适用所必然产生的前提，故还需要将前罪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处做一个划分，因为

第二次并罚也将产生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的问题。同时，将前述两种不同逻辑分析下的方法设定为：A
方法——即按照官方逻辑，将前后两罪的数罪并罚基准确定为是将前罪判决最终的宣告刑，与后犯新的一

罪进行并罚；B方法——即按照文章开始部分的第二种分析方法，将前后两罪的数罪并罚基准确定为是将前

罪判决中各个罪名独立的宣告刑，与后犯新的一罪进行并罚。至此，结合三个区间的划分，并分别适用A方

法和B方法，我们来看看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何不同，进而确定在具体个案情形中适用哪一种方法获得的

结论更合理、更妥当⑧。

1. 区间一：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年以上不满20年，即[1，20）；所犯的新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

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

设例（1）：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分别被判处2年、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16年，执

行1年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16-1）=15，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5+15）=3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0] 。但由于

（15+15）=30<35，因此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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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法：首先对 2、15、15三者进行数罪并罚，（2+15+15）=32，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2] 。但由于

（2+15+15）=32<35，因此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0]。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1年刑期，则实际刑期

范围是[14，19]，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9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1）：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一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设例（2）：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2、2、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19年，执

行1年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19-1）=18，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8+15）=33，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8，33] 。但由于

（14+15）=29<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8，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2、2、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2+2+15+15）=34，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4] 。但由

于（2+2+15+15）=34<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0]。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1年刑期，则实际

刑期范围是[14，19]，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9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2）：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一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归纳（1）、（2）结论后进行推广，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区间一情形下，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N个罪，分

别被判处[0.5，15]区间范围内的有期徒刑，由于数罪的总和刑期在[1，20）区间范围内，则数罪并罚后的宣告

刑最高不超过20年有期徒刑；前判决执行一定期限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

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必然是——此时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
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

区间一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2. 区间二：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以上不满35年，即[20，35）；所犯的新罪为一罪时，有期

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

设例（3）：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分别被判处5年、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行1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0，4）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

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1）=19，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9+15）=34，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9，34] 。但由于

（19+15）=34<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9,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5、15、15三者进行数罪并罚，5+15+15=3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5] 。但由于（5+
15+15）=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1年刑期，则实际刑期范围是

[14，24]，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4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3）：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B方法

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

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B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辑

和结论是错误的。

设例（4）：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分别被判处5年、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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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5年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5）=15，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5+15）=3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0] 。但由于

（15+15）=30<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 5、15、15三者进行数罪并罚，（5+15+15）=3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5] 。但由于

（5+15+15）=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5年刑期，则实际刑期范

围是[10，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4）：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在区

间二的范围内，A、B两种方法处理的结果在可能的最高宣告刑上是一致的，即此时官方逻辑和结论是可以

接受的或曰是正确的。

设例（5）：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分别被判处5年、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行6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5，20）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

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6）=14，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4+15）=29，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29] 。但由于

（14+15）=29<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5、15、15三者进行数罪并罚，5+15+15=3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5] 。但由于（5+
15+15）=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6年刑期，则实际刑期范围是

[9，19]，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9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5）：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设例（6）：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4、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行1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0,4）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

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1）=19，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9+15）=34，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9，34] 。但由于

（19+15）=34<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9，20]，也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4、15、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4+15+15+15）=49，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49] 。但

由于（4+15+15+15）=49>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1年刑期，则

实际刑期范围是[14，24]，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4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6）：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B方法

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

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B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辑

和结论是错误的。

设例（7）：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4、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行5年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5）=15，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5+15）=3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0] 。但由于

（15+15）=30<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4、15、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4+15+15+15=49，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49] 。但由

于（4+15+15+15）=49>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5年刑期，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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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刑期范围是[10，20]。也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7）：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在区

间二的范围内，A、B两种方法处理的结果在可能的最高宣告刑上是一致的，即官方逻辑和结论是可以接受

的或曰是正确的。

设例（8）：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4、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0年，执

行6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5，20）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

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0-6）=14，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4+15）=29，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29] 。但由于

（14+15）=29<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4、15、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4+15+15+15=49，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49] 。但由

于（4+15+15+15）=49>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6年刑期，则实

际刑期范围是[9，19]，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9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8）：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归纳（3）、（4）、（5）、（6）、（7）、（8）结论后进行推广，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区间二情形下，行为人在前判

决中犯了N个罪，分别被判处[0.5，15]区间范围内的有期徒刑，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以上

不满35年，即[20，35），则数罪并罚后的宣告刑最高不超过20年有期徒刑；前判决执行一定期限后，后所犯新

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分别适用得出的结果必然是：

一者，如果前罪判决的执行刑期的区间在（0，4）范围内，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B方法

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

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B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辑

和结论是错误的。

二者，如果前罪判决的执行刑期的区间在[5，20）范围，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法

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

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二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辑

和结论是正确的。

3. 区间三：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即[35，+∞）；所犯的新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最

高刑期只能是15年。

由于前罪判决中的数罪只有两个时，各个罪名最高也只能判处15年有期徒刑，15+15=30<35，故而无法

满足本区间要求。因此，本区间内的设例将以前罪判决中的数罪个数以三个、四个为考察样本进行分析。

设例（9）：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15、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5年，

执行5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0，5]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

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5-5）=20，再和新的 15年并罚，则（20+15）=3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20，35]。但由于

（20+15）=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20，25]，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5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15、15、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15+15+15+15=6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60] 。但

由于（15+15+15+15）=60>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5年刑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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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刑期范围是[10，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9）：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三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设例（10）：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分别被判处15、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5年，

执行10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5，25）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

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5-10）=15，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5+15）=3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30] 。但由于

（15+15）=30<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5，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15、15、15、15四者进行数罪并罚，15+15+15+15=60，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60] 。但

由于（15+15+15+15）=60>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10年刑期，

则实际刑期范围是[5，15]，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5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10）：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三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三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设例（11）：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四个罪，分别被判处15、15、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5
年，执行5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0，5]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

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5-5）=20，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20+15）=3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20，35] 。但由于

（20+15）=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20，25]。也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5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15、15、15、15、15五者进行数罪并罚，15+15+15+15+15=7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
75] 。但由于（15+15+15+15+15）=75>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

5年刑期，则实际刑期范围是[10，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11）：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四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三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设例（12）：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四个罪，分别被判处15、15、15、1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25
年，执行6年后（此时执行刑期的区间设置为（5，25）范围），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则按照A、B各自方法适用得出的结果如下：

A方法：首先（25-6）=19，再和新的15年并罚，则（19+15）=34，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9，34] 。但由于

（19+15）=34<35，故而实际刑期范围应是[19，20]，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20年有期徒刑。

B方法：首先对15、15、15、15、15五者进行数罪并罚，15+15+15+15+15=75，故并罚后的刑期范围是[15，
75] 。但由于（15+15+15+15+15）=75>35，故而此时并罚后的刑期范围应是[15，25]。然后再扣除已经执行的

6年刑期，则实际刑期范围是[9，19]，即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后的最高宣告刑为19年有期徒刑。

由此得出结论（12）：当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了两个罪时，比较A、B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知，此时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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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三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逻

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归纳结论（9）、（10）、（11）、（12）后进行推广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区间三情形下，行为人在前判决中犯

了N个罪，分别被判处[0.5，15]区间范围内的有期徒刑，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 35年以上，即

[35，+∞），则数罪并罚后的宣告刑最高不超过25年有期徒刑；前判决执行一定期限后，后所犯新罪为一罪时

最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则按照A、B各自方法分别适用得出的结果必然是——此时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

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

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在区间三的范围内，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犯新罪是一罪情形下，由于所犯的新的一罪判处有期徒刑之最高

刑期只能是15年，根据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分别在1年以上不满20年、20年以上不满35年、35年以上

三个区间的不同，再结合前判决已执行刑期的不同，适用A方法和B方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在不同情形

下都有可能得到不合理的甚至违背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进而给予服刑犯罪分子更为严

厉处罚的立法初衷之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结论。因此，此时按照第71条规定对犯新罪的犯罪分子进行数罪

并罚时，这一条文中的“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之含义，是前判决针对一人犯数罪最终作出的宣告刑，还是前

判决中各个罪名的宣告刑，需要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不同的适用方法进行比较后，

采用其中一个较为合理的并罚基准进行并罚，从而得出妥当合理的结论，以恪守和践行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犯新罪也是数罪

当犯罪分子在前罪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又实施多个新的犯罪行为，构成数个新罪的时候，由

于对数个新罪实行数罪并罚也要适用第69条的规定，因此后续所犯新罪的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也将产

生不同的并罚结果。结合第69条之规定，后续所犯数罪的个数不管为多少，只能产生总和刑期不满35年有

期徒刑和35年以上有期徒刑两个结果，相应地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25年。对此，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和分

析，根据不同区间范围进行考察，相应的比较结论结果如下：

第一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0，15）范围内，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假设前罪执行X年后，X∈（0，15）⑨。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期

的区间范围是（0，15-X），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围是（20，35-X），必然小于35，则最高仍可处以和执行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

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小于1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小于35，此时最高可处

20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0-X）年。由于（20-X）<20，
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

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

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第二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15，35）范围内，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罪的总和刑期不满35年，因此对前罪并罚后最高可处20年有期徒刑。假设前罪执行X年后，X∈
（0，20）。此时，由于前罪并罚结果的刑期和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刑期也存在总和刑期是否超过

35年的问题，故可以将前罪执行期间分为（0，5]和（5，20）两个区间分别讨论。

其一，当前罪执行X年后，X∈（0，5]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

期的区间范围是[15，20），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围是[35，40），必然超过35，则最高仍可处25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

之总和刑期范围是[15，35），即超过15不满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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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由

于（25-X）<25，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

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

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

结论是正确的。

其二，当前罪执行X年后，X∈（5，20）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

刑期的区间范围是（0，15），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

范围是（20，35），必然小于35，则最高只能处以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

数罪之总和刑期范围是[15，35），即超过15不满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大

于35，此时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
年。此时（25-X）∈（5，20），小于20。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

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

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

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35，+∞），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此时由于前罪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超过35年，因此对前罪并罚后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假设前罪

执行X年后，X∈（0，25）。此时，由于前罪并罚结果的刑期和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刑期也存在总

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的问题，故可以将前罪执行期间分为（0，10]和（10，20）两个区间分别讨论。

其一，当前罪执行X年后，X∈（0，10]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

期的区间范围是[15，25），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围是[35，45），必然超过35，则最高仍可处25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

之总和刑期范围是[45，+∞），即超过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此时最

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由于（25-
X）<25，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

正确的。

其二，当前罪执行X年后，X∈（10，20）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

刑期的区间范围是（5，15），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

范围是（25，35），必然小于35，则最高只能处以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

数罪之总和刑期范围是[35，+∞），即超过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此
时最高可处 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故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此时

（25-X）∈（5，15），小于20。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

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

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

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第四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0，10），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假设前罪执行X年后，X∈（0，10）。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期

的区间范围是（0，10-X），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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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是（20，35-X），必然小于35，则最高仍可处以和执行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

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小于1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0年相加也必然小于35，此时最高可处

20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0-X）年。由于（20-X）<20，
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

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

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第五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10，35），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罪的总和刑期不满35年，对前罪并罚后最高可处20年有期徒刑。假设前罪执行X年后，X∈（0，
20）。此时由于前罪并罚结果的刑期和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最高20年刑期也存在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
年的问题，故而可以将前罪执行期间分为（0，10]和（10，20）两个区间分别讨论。

其一，当前罪执行X年后，X∈（0，10]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

期的区间范围是[10，20），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5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围是[35，45），必然超过35，则最高仍可处25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

之总和刑期范围是[10，35），即超过10不满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5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
此时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由

于（25-X）<25，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

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

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官方的逻辑和结论

是正确的。

其二，当前罪执行X年后，X∈（10，20）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

刑期的区间范围是（0，10），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5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

范围是（25，35），必然小于35，则最高只能处以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

数罪之总和刑期范围是[10，35），即超过10不满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5年相加也必然大

于35，此时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
年。此时（25-X）∈（5，15），小于20。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

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

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

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第六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35，+∞），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此时由于前罪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超过35年，因此对前罪并罚后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假设前罪

执行X年后，X∈（0，25）。此时，由于前罪并罚结果的刑期和后续所犯新罪并罚结果最高25年刑期也存在总

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的问题，故可以将前罪执行期间分为（0，15]和（15，25）两个区间分别讨论。

其一，当前罪执行X年后，X∈（0，15]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刑

期的区间范围是[10，25），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5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范

围是[35，50），必然超过35，则最高仍可处25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

之总和刑期范围是[45，+∞），即超过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5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此时最

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由于（25-
X）<25，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相较而言适用A方

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的严厉性，符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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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的逻辑和结论是

正确的。

其二，当前罪执行X年后，X∈（15，25）时，如果按照A方法进行并罚，则前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后剩余

刑期的区间范围是（0，10），再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25年有期徒刑进行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区间

范围是（25，35），必然小于35，则最高只能处以20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B方法进行并罚，由于前判决中的

数罪之总和刑期范围是[35，+∞），即超过35，则其和后罪数罪并罚结果最高刑期25年相加也必然大于35，此
时最高可处25年有期徒刑，但还要减去已经执行的X年，因此实际最终仍可执行的刑期为（25-X）年。此时

（25-X）∈（0，10），小于20。比较最终的并罚结果可知，此时适用B方法会带来轻纵犯罪分子的不合理结果，

相较而言适用A方法对行为人的处刑更为严厉，凸显了适用《刑法》第71条针对犯新罪适用“先减后并”原则

的严厉性，符合这一并罚规定的初衷在于对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时适用A方法更为合理、妥当，即此时官方

的逻辑和结论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行为人为所犯前罪是数罪，后续所犯新罪也是数罪情形下，由于犯罪分子在前罪判决宣告后

刑罚执行完毕前，又实施多个新的犯罪行为，构成数个新罪的时候，对数个新罪实行数罪并罚也要适用第69
条的规定，因此后续所犯新罪的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也将产生不同的并罚结果。结合第69条之规定，后

续所犯数罪的个数不管为多少，只能产生总和刑期不满35年有期徒刑和35年以上有期徒刑两个结果，相应

地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25年。对此，结合上述六种情形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前罪的总和刑期是

否超过35年，也无论前罪判决执行完毕前经过的期间是多长时间，也不管后罪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适

用A方法得出的结论都较B方法得出的结论更为合理、妥当。因此，此时按照第71条规定对犯新罪的服刑

犯罪分子进行数罪并罚时，对这一条文中的“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之含义理解为是前判决针对一人犯数罪

最终作出的宣告刑而非前判决中各个罪名的宣告刑较为妥当，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应予肯定

和坚持这一结论并指导司法适用。

三、漏罪情形下数罪并罚的基准问题及运用极值法的定量分析

我国《刑法》第70条针对漏罪的数罪并罚作出如下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

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

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 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

内。”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对漏罪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是“先并后减”。但是对此条文中的“把前后两个判

决所判处的刑罚”之含义的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分歧，目前学界的研究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形式

层面的分析，并无实证根据。对此，对该条文中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之含义是理解为前一判

决针对数罪进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还是理解为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的

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对此问题，理论界相应地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及解释。一种观点认

为，原判决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对漏罪所判的刑罚不与原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实行并罚，而与

原判决对数罪分别所决定的刑罚实行并罚，就意味着推翻前一判决或者否定前一判决已发生的法律效力，

势必影响刑事判决的严肃性，因此应当将对漏罪所判处的刑罚与原判决对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依

照相应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判决宣告以前发现数罪的并罚与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

漏罪的并罚，只是并罚的时间不同，所采用的原则和结果都应当是相同的，所实际执行的刑罚也应当相同，

因此只有把原判数罪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实行并罚，才更符合立法精神[4]。同时，支持第二种观点的理由还

有：若将对漏罪所判处的刑罚与原判决对数罪决定执行的刑罚实行并罚，则不仅会出现对有漏罪事实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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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数罪两次适用限制加重原则进行并罚，进而可能造成轻纵罪犯之弊，而且将原判数罪的刑罚与漏罪的

刑罚实行并罚，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前一判决的法律效力，而是弥补其不足，增强其准确程度、强化其稳定

性的合理做法[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与理由都是针对1997年《刑法》规定所做出的，还有的甚至

是在1997年《刑法》通过前的观点，其局限性明显。而且这些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论说教层面上，并没有真正

结合司法实践的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其结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也大可质疑。应当注意到，在1997年《刑法》

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尤其是后者的通过，已经隐性地改变了数罪并罚规定在第70条和第71
条中的“适用环境”。那么此时漏罪数罪并罚规定在司法适用中是否也存在与上述第 71条类似的问题呢？

如果得出类似的不合理结果，又当如何处理呢？笔者拟采取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法进行全面的考察，以厘清

认识，正本清源。

在进行分析之前，需要明确的是：由于行为人所犯前罪为数罪，存在第一次数罪并罚，进而行为人在前

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的服刑期间又被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此时存在漏罪的情形包括两种：第一

种情形是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发现的漏罪是一罪；第二种情形是行为人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发现的

漏罪也是数罪。笔者将按照“前一判决针对数罪进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

这种理解设定为C方法，和“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的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这种理解设定

为D方法逐一展开分析。由于对漏罪适用先并后减原则，则只需要比较适用C、D方法得出的并罚结果是否

存在差异即可。

（一）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发现的漏罪是一罪

按照我国《刑法》第45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是6个月以上（也即0.5年）15年以下，即[0.5，15]。这

是针对刑法分则中单独的一个罪名所适用的刑期范围，即有期徒刑在个罪中的适用极限是15年刑期。由于

我国《刑法》第69条将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根据数罪之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分别作了不同的限制规定，即

数罪总和刑期不满35年有期徒刑的，最高只能判处20年有期徒刑；数罪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最高只能判处25年有期徒刑。由于单独一罪也即新发现的漏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
年，同时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将这种情形下的数罪并罚适用分为三个区间：（1）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
年以上不满20年，即[1，20）；（2）20年以上不满35年，即[20，35）；（3）35年以上，即[35，+∞）。

对区间的划分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前罪判决中是数罪，即罪名数量最少为2个罪名，而单个罪名的

有期徒刑的最低刑期为0.5年，故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最低为1年，同时单个罪名的有期徒刑之最高刑

期只能是15年；第二，由于前罪判决之数罪自身也要首先适用第69条进行第一次并罚，这是C方法适用所必

然产生的前提，故根据前判决中的数罪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划分一个区间；第三，由于还要和新发现的漏

罪进行第二次并罚，但由于新发现的漏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即D方法适用所必然

产生的前提，故还需要将前罪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处做一个划分，因为第二次并罚也将产生总和刑

期是否超过35年刑期的问题。

至此，结合三个区间的划分，并分别适用C方法和D方法，我们来看看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何不同，进

而比较得出适用哪一种方法获得的结论更合理、更妥当。

1. 区间一：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年以上不满20年，即[1，20）；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时，有期徒

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年以上不满20年，即[1，20），且20<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

并罚的结论是最高可被判处不满20年的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

者的总和刑期小于35，则最高只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

其总和刑期在[16，35）范围内，也不足35年，故最高也只可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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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两种理解其实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2. 区间二：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以上不满35年，即[20，35）；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时，有

期徒刑之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20年以上不满35年，即[20，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

结论是最高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

超过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二者的总和刑期

在[35，50）范围内，超过35，故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3. 区间三：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即[35，+∞）；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时，有期徒刑之

最高刑期只能是15年。

由于前判决中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即[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必然超

过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二者的总和刑期在

[50，+∞）范围内，也超过 35，故最高可被判处 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

的，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二）行为人所犯前罪是数罪，所发现的漏罪也是数罪

当犯罪分子在前罪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后续又被发现的漏罪也是数罪，由于对数个被发现的

漏罪实行数罪并罚也要适用第69条的规定，因此后续被发现的漏罪的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也将产生不

同的并罚结果。结合第69条之规定，后续所犯数罪的个数不管为多少，只能产生总和刑期不满35年有期徒

刑和35年以上有期徒刑两个结果，相应地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25年。对此，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

根据不同区间范围进行考察，相应的比较结论结果如下：

第一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0，15）范围内，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0，15）范围内，且15<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不满15年的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

小于35，则最高只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期在

（20，35）范围内，也不足35年，故而最高也只可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

论是一致的，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第二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15，35）范围内，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5，35）范围内，小于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必然大

于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期在[35，
55）范围内，也必然超过35，故最高也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

的，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第三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35，+∞），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0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35，+∞）范围内，大于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必然大

于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期在[55，+∞）
范围内，也必然超过35，故最高也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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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0，10），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0，10）范围内，且10<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不满10年的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

小于35，则最高只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期在

（25，35）范围内，也不足35年，故最高也只可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

是一致的，即两种理解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第五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10，35），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10，35）范围内，小于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期必然大

于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期在[35，
60）范围内，也必然超过35，故最高也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

的，即两种理解其实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第六种情况，前罪总和刑期在[35，+∞），所发现的漏罪并罚结果为最高25年有期徒刑。

由于前判决的数罪之总和刑期在[35，+∞）范围内，大于35，则根据第69条规定，前罪数罪并罚的结论是

最高可被判处的刑期是25年有期徒刑，适用C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二者的总和刑

期必然大于35，则最高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适用D方法将其与所发现的漏罪进行数罪并罚，其总和刑

期在[60，+∞）范围内，也必然超过35，故最高也可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比较适用C、D两种方法得出的结

论是一致的，即两种理解其实带来的结论并不会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当犯罪分子在前罪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后续服刑期间又被发现有漏罪，不管漏罪

是一罪还是数罪，也不论后续被发现的漏罪的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适用C、D方法进行数罪并罚得出的

结论并没有本质差异，并罚结果也相同。这表明对《刑法》第70条规定中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

之含义是理解为“前一判决针对数罪进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还是理解为

“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的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其最终结论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意味着

对漏罪进行数罪并罚，由于采取的是“先并后罚“的处理原则，符合第69条数罪并罚基本规定的适用逻辑，故

根据不同的理解得到的最终结果并无差异。

四、结语

我国《刑法》通过设置第69、70、71三个条文，对刑罚裁量制度中的数罪并罚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由于第70条针对漏罪的数罪并罚规定和第71条针对犯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罪判决都是数罪，但被

发现的漏罪和所犯的新罪既可能是一罪也可能是数罪，因此适用上述两个条文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具

体而言，在针对有期徒刑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时，由于对并罚的基准理解不同，引发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分歧，

即针对漏罪的数罪并罚，第70条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之含义存在“前一判决针对数罪进

行数罪并罚后的最终宣告刑与新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和“前一判决中的各个罪名的单独宣告刑与新发现

的漏罪进行并罚”两种不同的理解；针对犯新罪的数罪并罚，第71条规定中的“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之含义

存在“前判决针对一人犯数罪最终作出的宣告刑”和“前判决中各个罪名的宣告刑”两种不同的理解。在《刑

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由于根据数罪并罚时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是否超过35年，分别设置20年和25年的

最高刑期，则上述针对漏罪与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在司法适用中产生了不合理、非正义的结论。对此，任何

仅仅坚持其中某种单一标准进行理解和适用都会带来不合理、非正义的量刑结论和行刑结果。由于上述问

122



题本质上是一个司法适用引发的数学问题，而非一个纯粹理论分析问题，笔者通过转换思维，大胆运用数学

中的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思想，区分“前罪为数罪，所犯新罪或所发现的漏罪为一罪”和“前罪为数罪，所犯新

罪或所发现的漏罪也为数罪”两种不同情形，根据执行期间不同设置不同区间进行分段具体分析发现，上述

不同理解在采取不同并罚基准理解下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立相对较为合理的

并罚基准理解，从而决定在司法适用中应当采取哪一种理解以得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并罚基准，从而避免不

合理、非正义的量刑结论和行刑结果。

注 释：

① 相关论述可以参见陈兴良：《刑罚结构亟待调整：限制死刑 加重生刑》，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9期；李希慧：《论死刑的替

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赵秉志：《中国死刑替代措施要论》，载《学术交流》2008
年第9期；马长生、许文辉：《死刑限制视角下的有期徒刑上限提高论——兼论我国重刑体系的冲突及衔接》，载《法学杂志》

2010年第1期；陈长均：《有期徒刑上限仍有提升空间》，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9期等。与此同时，学界也存有不同甚至反

对观点，参见刘宪权：《废除死刑与提高生刑期限关系比较探析》，载《法学》2011年第10期；孟庆华：《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

法政策问题探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车浩：《刑事立法的法教义学反思——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

分析》，载《法学》2015年第10期等。

② 本题目内容及详细解答可以参见《上海市201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科目政法真题及答案解析（精选）》，http://edu.new⁃
du.com/Official/Class946/Class974/201411/203492.html，访问日期：2015年12月25日。

③ 这里我们不考虑可能存在的在服刑期间具有自首、立功情节，或者获得减刑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以使得分析更为严格和

具体。

④ 根据《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犯抢劫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

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

救灾、救济物资的。理论上一般认为这是针对抢劫罪中常见、多发的几种情形进行归纳总结，而在立法上特别加以明确规

定的加重处罚情节。由此，这八个加重情节的处罚也被成为“情节加重犯”。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犯盗窃罪，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

定，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结

合上述刑法条文规定可知，设例中的甲所触犯的四个罪名，都是在各个罪名最高一档的刑罚幅度内进行量刑的，个别罪名

甚至存在加重处罚，如抢劫罪。甲虽然是作为抽象行为人在此出现，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可能其实存在甚至为数不少。

因此，甲在此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对这样一个模型的分析应当是完全可以适用于司法实践的。

⑤ 此处所谓定量分析法和极值思想，就是采用划分区间或具体赋予实际特殊值方法，尤其是赋予特殊的极大值或者极小值，

来检验某一结论恒成立与否。如果在极端值处恒成立，则在相应区间的范围内结论也自然成立，从而将在极值处成立的结

论推广到更为普遍的领域和范围内。

⑥ 需要特别指出和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笔者在此处及下文中所使用的所谓数罪和一罪，除有特别说明的以外，仅指行为人所

触犯的具体个罪罪名数量，即异种数罪的罪名数量，不涉及同种数罪和罪数形态问题。而且按照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原则上同一罪名的同种数罪在漏罪场合下，也适用数罪并罚规定。在犯新罪的场合下，则无论前后罪是否属于同一罪

名的同种数罪，都适用数罪并罚规定。但是学界对此存有不同意见，对此可以参见贾莲君：《论同种数罪应当并罚》，载《法

律科学》1995年第2期；张小虎：《同种数罪不应实行数罪并罚》，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韩光军：

《同种数罪应否并罚新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明楷：《论同种数罪的并罚》，载《法学》

2011年第1期；孟庆华：《数罪并罚适用与比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⑦ 针对数学符号的意义，简要解释如下：[X，Y）表示包括左边的数值X，但不包括右边的数值Y的区间范围；（X，Y] 表示不包

括左边的数值X，但包括右边的数值Y的区间范围；（X，Y）表示既不包括左边的数值X，也不包括右边的数值Y的区间范

围；[X，Y]表示既包括左边的数值X，也包括右边的数值Y的区间范围；[X，+∞）表示包括数值X在内，并自X开始及至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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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大的区间范围；（X，+∞）表示不包括数值X在内，并自X开始及至正无穷大的区间范围。

⑧ 根据前述的极值思想，笔者下面设例所采用的数字都是经过认真考虑适用极大值或极小值以使得分析严谨、衔接，从而保

证结论具有可推广性和普遍性。

⑨“∈”是一个数学符号，含义是“属于”，意思是某一数值的取值区间。例如，X∈（0，15）的含义即为X可以取（0，15）区间范围

内的任一值。下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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