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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终身监禁制度是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新增的一项重要内容遥 终身监禁就其法律性质而言袁并非新的刑罚种类袁
而是一种执行措施袁是依附于死缓和无期徒刑而存在的下位概念遥 终身监禁新规可以有条件地逆向适用于旧贪贿案件曰
终身监禁在死缓执行期间若有重大立功可适用减刑袁在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袁即使存在重大立功袁亦不构成减刑的因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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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8 月 29 日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叶刑
法修正案渊九冤曳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袁对于特大

贪污受贿犯罪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袁人民

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

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试实施终

身监禁袁且不得减刑尧假释遥 将英美法系等废除死刑

或限制死刑国家对重特大暴力犯罪适用的野终身监

禁冶正式纳入我国成文法的法条袁成为此次修法的

一大亮点遥2016 年 10 月 9 日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袁决定对犯受贿尧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正部级高官白恩培适用终身

监禁条款袁开创了我国终身监禁适用的先河袁更是

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遥 随后国家能

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尧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

也因犯罪被适用终身监禁遥 至此袁叶刑法修正案

渊九冤曳实施短短一年以来袁先后已有三名贪官被决

定适用终身监禁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与力

度前所未有袁终身监禁的入法体现了我国死刑控制

政策与高压反腐之间科学尧合理的平衡袁既顺应了

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理念袁同时也彰显了党和国

家对贪腐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惩处决心遥然而袁从事物

产生尧发展的规律来看袁每一事物的产生之初都不可

能是唯美的袁作为一项新增的法律规范袁终身监禁也

不例外袁也有诸如法律性质尧司法适用等问题亟待梳

理与澄清遥
二尧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

为了使被媒体称为野反腐利器冶的终身监禁条款

在司法实践中被准确有效加以运用袁 对其法律性质

的精准地位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遥笔者认为袁
从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来看袁 终身

监禁既不属于新增的刑种袁 也不属于新设的刑罚制

度袁而是充分调度死缓尧无期徒刑实际效能的刑罚执

行措施袁是二者的下位概念遥
1. 终身监禁是执行方式而非刑罚种类

野所谓终身监禁袁顾名思义袁就是将罪犯收监执

行袁终身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遥 冶[1]终身监禁的概

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述有所不同袁 有的地区称

之为终身拘禁尧终身苦役袁有的地区称之为终身监禁

或无期徒刑袁 但在外国刑法的语境下均通常表现为

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遥如在英国刑法中袁终身监禁作

为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袁 一般只适用于罪行极

其严重的犯罪袁如政治性尧公共安全类犯罪以及部分

人身犯罪尧少数财产类犯罪和性犯罪遥 [2]叶刑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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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渊九冤曳借鉴国外终身监禁立法的经验袁将野终身监

禁冶一词引入我国刑法袁这让不少学者野顺理成章冶
地将其划入刑罚种类的范畴袁但其实不然遥

对于终身监禁性质的把握袁必须从刑法教义学

的立场出发袁以刑法规范的内在逻辑为依据遥 [3]我国

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终身监禁的适用袁并不在意行为

人犯罪数额的累积袁也不考虑其犯罪情节袁其落脚

点在于野不得减刑尧假释冶袁其目的是避免贪腐罪犯

利用权力寻租逃避服刑遥 它是以刑罚执行为视角确

立的具体执行措施袁尽管较以前更为严苛袁但并非

刑罚种类问题袁亦与刑罚结构问题无关遥 对此结论

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予以支撑遥 首先袁刑种的创设必

须以刑法总则的规定为依托遥 任何独立的刑种袁均
应当在叶刑法曳总则中列明且能够普遍适用于叶刑
法曳分则遥 而此次修法仅针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在

量刑上达到某一程度袁并在执行中符合特定条件时

才能适用终身监禁袁并未涉及总则中刑罚结构的调

整袁若将其视为新增刑种袁难以使刑法规范野所确立

的精神在刑法中能够保持前后贯通和始终一致冶遥 [4]

其次袁独立的刑种在适用上势必具有独立性袁无需

依附于其他刑罚种类且在法定刑中列明遥 而我国的

终身监禁却在宣告时需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判决袁
执行时需依附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袁并且在叶刑法

修正案渊九冤曳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特大贪

贿犯罪法定刑淤的规定中并未出现野终身监禁冶的踪

影遥再次袁法条的表述已将终身监禁排除在刑罚之外遥
刑罚的裁量与适用必须以判决的形式作出袁而我国的

终身监禁却是在宣告死缓判决的同时野决定冶适用袁
并将终身监禁的起始时间点定为死缓期满减为无

期徒刑之时袁进一步表明立法者将终身监禁视为一

种具体的执行措施袁而非单独的刑罚种类遥
2. 终身监禁是死缓尧无期徒刑的下位概念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袁由于减刑尧假释制度

的存在袁除非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故

意犯罪被执行死刑袁 法院所判外的死刑缓期执行尧
无期徒刑均以执行有限的年限而终结遥 根据 1997
年叶刑法曳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定袁通常死缓的法律

后果大致有三种院渊1冤死缓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袁
2 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曰渊2冤确有重大立功表现袁
2 年期满后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曰渊3冤故意犯罪情节

恶劣的袁报请最高院核准后执行死刑遥 死缓被减为

无期徒刑或 25 年有期徒刑后还可以继续获得减刑

甚至假释袁 最终的实际执行年限往往只在 14 年到

18 年之间遥 [5]而根据 1997 年叶刑法曳第 50 条第 2 款

和第 78 条的规定袁 被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罪犯实

际服刑的时间至少要达到 22 年至 27 年遥 相较之

下袁被决定限制减刑的死缓要比单纯死缓的刑罚严

厉得多遥 但尽管如此袁仍距真正意义的野无期冶乃至

死刑相去甚远袁这就形成了现今我国刑罚体系中死

刑过重尧生刑太短的局面遥 加之不少贪污受贿罪犯

在服刑期间仍能通过野人脉冶关系袁千方百计通过各

种手段获得减刑袁 导致真正服刑的期限大打折扣遥
终身监禁正是为了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类罪

犯通过减刑逃避刑罚执行的情形袁而在死刑和野假
无期冶之间进行的一种平衡与补充遥

根据修正案袁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

无期徒刑既是法定减刑制度袁也是适用终身监禁的

前提条件遥 换言之袁若在死缓期间因故意犯罪尧情节

恶劣经最高院核准立即执行死刑袁或者因死缓期间

有重大立功而被减为有期徒刑袁那么即便在判处死

缓的同时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袁终身监禁也无法得到

执行遥 由此可见袁终身监禁既是某种特定犯罪死刑

缓期执行的一种法律后果袁也是无期徒刑的一种特

殊执行方式袁简单地将其归属为任何一类均有失偏

颇遥 因此袁有学者提出了野中间刑罚冶的概念袁将终身

监禁定义为野在我国刑法总则确定的既有刑罚体系

和刑罚制度的基础上袁 充分调度死刑缓期执行制

度尧无期徒刑执行制度的实有功能袁仅适用于特定

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特殊措施冶遥 [6]

此定义虽然较为合理袁但尚徘徊在对三者刑罚孰轻

孰重进行比较的层面袁颇有舍本逐末之嫌遥 终身监

禁与死缓尧无期徒刑的本质区别在于三者的位阶关

系不同遥 从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第四十四条第四款的

表述来看袁于如果将量刑的过程分为不同阶段袁具体

刑种尧刑罚的适用显然属于第一阶段袁即在判决阶

段就已经确定的基础刑罚袁如主刑尧附加刑的宣告袁
此可称之为野一次量刑冶或野显性量刑冶遥 但事实上还

有部分结果的实现是建立在野一次量刑冶的基础之

上袁 譬如限制减刑的适用以及在服刑阶段减刑尧假
释的适用等遥 它们的特点在于只有存在基础刑罚的

前提下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审视袁可以称之为野二
次量刑冶或野隐性量刑冶遥 根据上述划分袁三者的关系

不言而喻院死缓与无期徒刑属于野一次量刑冶袁而终身

监禁属于野二次量刑冶袁是二者的下位概念遥

纪冬雨：我国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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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

野法律被创造的目的或者说其生命就在于不断

地被应用袁即规则必须最终适用于案件遥 冶[7]然而袁作
为一项新生的法律规范袁终身监禁与现有刑法体系

的衔接与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袁司法实践中遭遇

的相关争论也有待探寻最佳的解决路径遥
渊一冤终身监禁新规的溯及力问题

法律效力通常分为时间维度尧地域维度尧对象

维度和事项维度袁换言之袁新法与旧法的交接也通

常涉及溯及力问题遥 [8]被称为我国野终身监禁第一

案冶的白恩培受贿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宣判之后袁
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遥 不少学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

突破了我国刑法的野从旧兼从轻冶原则袁[9]邱兴隆教

授更是直言这是一个经最高院司法解释而公然违

反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恶劣先例遥 [10]那么袁究竟终身监

禁新规是否应当适用于白恩培案这类新规生效之

前的案件呢钥 根据叶刑法曳第十二条有关溯及力的规

定袁野从旧兼从轻冶原则是指刑事案件原则上适用行

为时的法律定罪处罚袁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

较轻时渊对被告人有利冤则适用新法遥 由此可见袁对
白恩培类案件能否适用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增设的

终身监禁条款袁在新旧法均认定为构成犯罪的情况

下袁两者量刑轻重的比较成为关键所在遥
关于终身监禁条款的时间效力即能否溯及既

往的问题袁 一时间激起了众多学者的探讨与争鸣袁
整体看来主要有三种主张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袁我国

虽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袁 但在 2012 年后已无

执行死刑的案例出现遥 从修法前此类案件死缓及无

期徒刑的判决尧执行情况来看袁终身监禁实质上是

对贪污受贿犯罪刑罚严厉程度的提高袁即新法重于

旧法袁故而终身监禁条款不应具有溯及力遥 [11]第二种

观点提出袁新法提高了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的门

槛袁并将犯罪后被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罪行袁真诚

认罪尧悔罪袁积极退赃以及避免尧减少损害结果的发

生等原先的酌定从宽情节修改为法定从宽情节袁从
总体上看定罪量刑的相关规定更有利于被告人袁故
而新增的终身监禁条款应当具有溯及效力遥 [12]第三

种观点则认为袁对于终身监禁条款的溯及力问题不

能一概而论袁应当结合慎用死刑的立法原意袁从立

法对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尧从酌定到法定

量刑情节的修改等方面综合考量终身监禁新规与

原有刑法规范孰轻孰重遥

笔者认为袁从终身监禁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意

来看袁上述第三种观点更具科学合理性遥 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表示院对重特大贪污

受贿犯罪的死缓犯规定终身监禁制度袁有利于体现

罪刑相适应原则袁维护司法公正袁防止在司法实践

中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短的情

形袁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遥 [13]不难看出袁终身

监禁新规旨在对属于非暴力犯罪的贪污贿赂犯罪

慎用死刑立即执行袁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罪犯袁综合案件各种从宽情节判其死缓曰同时综合

各种从严情节认为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袁适
用终身监禁方能罚当其罪遥 因此袁终身监禁适用于

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根据具体案情从宽适用

死缓的罪犯袁而不能适用于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罪犯袁 在此意义上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

则遥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袁终身监禁的规定名欲重

而实欲轻袁以此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也遥 不仅如此袁其
在慎杀尧少杀的指导思想下从严惩处重特大贪污受

贿罪犯袁实现了我国死刑控制政策与高压反腐之间

科学合理的平衡遥
综合上述分析袁依据罪刑法定以及从旧兼从轻

原则袁对于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施行后终身监禁新规

适用的溯及力问题袁应当明确以下规则院对 2015 年

10 月 31 日之前犯贪污贿赂罪袁 根据修改前的刑法

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袁而根据修改后的刑法判处

死缓同时适用终身监禁可以罚当其罪的袁此时新法

轻于旧法袁应当适用终身监禁曰对 2015 年 10 月 31
日之前犯贪污贿赂罪袁依据修改前的刑法判处死缓

足以罚当其罪的袁此种情形下新法重于旧法袁终身

监禁条款不具有溯及力遥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的最高院叶关于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曳第八条规定袁
终身监禁新规可以有条件地逆向适用于旧贪贿犯

罪袁亦从法律的角度印证了笔者的观点遥 具体到白

恩培案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袁其受贿数额特

别巨大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袁依据修正前的刑法应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曰但由于其具有法定尧酌定的

从宽处罚情节袁判其死缓并适用终身监禁能够罚当

其罪袁所以法院野从轻冶选择适用了新规袁兼顾了慎

用死刑与严惩腐败的双重需要袁 应当予以充分肯

定遥 白恩培案的尘埃落定袁不仅仅为叶时间效力解

释曳第八条书写了最佳注脚袁也为日后此类案件的

判决提供了现实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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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终身监禁适用中的减刑问题

贪腐案件一直以来是野减尧假尧暂冶问题的重灾

区袁由于以往立法开口过大袁加之监督缺失袁为贪腐

罪犯利用各种关系和影响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可

能遥 因此袁立法者期望以终身监禁条款来封死贪官

们的野越狱冶之路遥 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袁认为野终身

监禁虽然消灭了不当减刑尧假释的可能性袁却仍旧

无法堵住非法保外就医的口子冶遥 [1]笔者认为袁此担

心实属多余遥 就理论上来看袁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

犯似乎可以通过特赦尧暂予监外执行两个途径离开

监狱遥 但我国现行宪法虽有特赦规定袁从 1956 年到

1957 年袁我国也实行过 7 次特赦袁除了 1959 年的第

一次特赦是既对战争罪犯袁又对反革命罪犯和普通

刑事罪犯实行以外袁其余六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

犯实行遥 最近的一次特赦是 2015 年 8 月 29 日袁习
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对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袁但
犯贪污受贿犯罪被排除在外遥 而根据叶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袁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仅适用于野怀孕或者

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冶袁 这种情形在贪污受贿

司法实践中几乎无可能遥 据此袁不得不说终身监禁

野不得减刑尧假释冶的规定是当前如火如荼反腐形势

下的成功范例袁直击贪腐要害遥
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对终身监禁的引入本质上

要求对减刑制度更加严格地予以适用袁目的是实现

刑罚梯度的均衡遥 对于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和终身

监禁执行两个期间若有重大立功袁是否可以适用减

刑袁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遥 大致有三种观点遥 渊1冤在
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袁若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

依据叶刑法曳第五十条第一款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

刑袁此时该重大立功阻却了终身监禁的适用遥 在终

身监禁执行期间袁即使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再

适用减刑袁而是继续执行终身监禁遥 渊2冤无论是在死

刑缓期执行期间还是终身监禁执行期间袁只要罪犯

有重大立功表现袁均应当减刑遥 渊3冤无论是在死刑缓

期执行期间还是终身监禁执行期间袁即使罪犯有重

大立功表现袁也不适用减刑遥
对于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罪犯袁在死刑缓期执

行的两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者袁笔者认为可在未有新

法对叶刑法曳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作出限制的情况

下袁应当适用减刑遥 正如前文对终身监禁的法律地

位进行界定时所论述袁我国的终身监禁在执行上必

须以 野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冶
为前提袁并且自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生效之时

方开始执行遥 换言之袁刑事裁判中即使就终身监禁

作出宣告袁终身监禁也不必然成为在生效裁判交付

执行后的必然后果遥 无终身监禁袁则无野不得减刑尧
假释冶遥 此外袁根据叶刑法曳第五十条之规定袁判处死

刑缓期执行的袁在死缓执行期间袁若确有重大立功

表现袁两年期满后可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遥 因此袁
在总则并未明确野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冶的情形下袁
认定对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期间有重

大立功者可以适用减刑袁实现了叶刑法曳内部体系的

前后一致性遥 从这点看来袁终身监禁的裁决并未全

部堵住罪犯努力改造尧自我救赎的机会袁这也是此

次修法的制度创新之处遥
那么袁被依法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袁在死缓减

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执行期间袁若有重大立功

表现袁能否减为有期徒刑从而终止终身监禁呢钥 对

此袁有学者认为袁野发生在死缓执行期间的重大立功

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执行期间的重大

立功袁只是发生时间不同尧所处阶段各异袁但却是内

涵性质一致尧基本性质相同的法定事由袁既然前者

可以适用减刑袁那么后者也应当可以适用减刑从而

阻却终身监禁的继续执行遥 冶[6]对此袁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司法解释叶关于办理减刑尧假释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曳 第十五条给出了否定的答

案遥 譻訛具体而言袁有三个理由可以为此司法解释提供

法理依据遥 首先袁发生在两个不同阶段的重大立功袁
反映了罪犯不同的人身危险性与悔过程度袁相比之

下不应给罪犯第二次避开终身监禁的机会遥 其次袁
根据叶关于办理减刑尧假释案件的规定曳第十三条袁
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罪犯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问题袁
是比照一般死缓被减为有期徒刑野在减刑的起始时

间尧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冶遥 而从野举轻

以明重冶的立法技巧来看袁作为终身监禁的减刑应

该比其更为严苛袁在操作上难度太大袁尺度也难以

把握遥 再次袁假如在执行终身监禁期间允许适用减

刑制度袁 那么无异于使终身监禁成为没牙的老虎袁
违背了其入刑的应有之义袁本质上将与普通的无期

徒刑或存在限制减刑的死缓无异遥
综上所述袁针对贪污受贿犯罪所规定的终身监

禁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野一判定终身冶遥 纵然贪污受

贿罪犯被判处死缓并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袁他们还可

纪冬雨：我国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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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死缓执行期间通过重大立功避开终身监禁的

裁决遥 只有在死缓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袁两年期满

后依法减为野终身监禁袁不得减刑尧假释冶的无期徒

刑袁这种情形才是一般民众所理解的野牢底坐穿冶遥
四尧结语

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中新增的终身监禁条款袁是
我国针对当前的反腐形势做出的创新性调整遥 这项

新的刑罚执行措施在其法律定位尧时间效力尧与减

刑制度的衔接等诸多方面尚存争议袁有待有权机关

进行解释袁 同时也需要法律人按照立法的指导思

想尧目的进行理性研判遥 本着有法必依的原则袁当前

的第一要务是在司法实务中迈开脚步袁慎重而大胆

地适用终身监禁条款袁使其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

得到完善与发展遥

注 释院
淤 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院野数额

特别巨大袁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袁处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袁并处没收财产遥 冶

于 叶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院野犯第一款

罪袁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袁人民法院

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

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袁终身监禁袁不得减刑尧假释遥 冶
譻訛 最高人民法院叶关于办理减刑尧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

规定曳第十五条规定院野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袁在死刑

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袁 应当明确终

身监禁袁不得再减刑或者假释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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