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一场血案

自首情节对死刑案件被告人量刑的法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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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曾多次在工
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请托人李某提
供帮助。 2015 年 1 月，李某得知张
某买房资金不够，主动送给张某 50
万元。由于二人相识多年，在收受李
某送来的 50万元后，张某一直觉得
不好意思，于 2016 年 6 月将此前买
的一枚手镯送给李某之妻，经鉴定，
手镯价值 12万元。

分歧意见

对于上述价值 12 万元的手镯
是否应当从张某受贿数额中扣除，
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2015 年 1 月， 张某收受李某 50 万

元时，其受贿行为已经完成，对于回
赠给李某手镯的行为， 与此前受贿
问题无关，是两个独立的不同事件，
无需纳入定罪量刑考量范畴。 第二
种意见认为，张某收受 50万元贿赂
的行为已经完成， 其后送给李某手
镯的行为是退赃， 应作为情节在量
刑时考虑。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送
给李某手镯的行为， 考虑到未发现
属于“掩饰犯罪”，从有利于被调查
对象的角度出发， 该手镯应被视为
受贿款的折抵物， 从受贿数额中予
以扣除。

法律评析

笔者支持第三种意见。 行为人
大额回赠是否应当从受贿数额中扣
除， 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
议。 2007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
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规定了两种情形：一种是“国家
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
还或上交的，不是受贿”，另一种是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
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
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 不影
响认定受贿罪”， 但对于既不属于

“及时”退还也不属于“掩饰犯罪”的
大额回赠行为，属于中间空白地带，
司法解释没有涵盖。笔者认为，非被
动的大额回赠一般应当从受贿数额
中扣除。 理由如下：

其一，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主客观相统一是刑法的基础性

原则， 该原则要求在分析判断行为
时，既要着眼于客观行为，也要考虑
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真实心态，确
保刑罚取得预期效果。

以上述案件为例分析受贿人心
态：张某从内心深处想要李某的 50
万元贿款， 但又觉得直接收受李某

贿赂面子上挂不住，也存在一定“安
全风险”，经过“纠结”和“犹豫”，最
终选择回赠李某一个手镯， 形式上
有来有往， 万一以后被调查也有个
“说辞”。

上述心态其实是多数大额回赠
案件中行为人最客观、 最真实的心
理。 基于以上心理能够得出两点结
论：一是回赠具有主动性、自发性，
是行为人内心自由的选择； 二是在
行为人心里，回赠的手镯就是“贿赂
款”的折抵物，其对扣除手镯价值后
实际从请托人处获得的具体利益有
清晰的认识。因此，单纯从行为人主
观角度分析， 在经过复杂的心理活
动后， 最终其内心深处仅对收取财
物的部分价值具有占有故意， 对回
赠财物部分的价值无占有意愿。 将
回赠财物从受贿数额中扣减， 更符
合行为人的主观认识， 也更符合主
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其二， 大额回赠与收受贿赂需
要整体评价

常见的不支持回赠扣除的理由
是， 大额回赠与此前收受贿赂毫无
关联，二者应分开单独评价。笔者认
为，该观点值得商榷。除了被动退还
情形以外， 行为人回赠请托人贵重
财物， 一定是以收受请托人送的财
物为前提条件，如果该条件不存在，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从常理上讲，不
会主动给予请托人贵重财物。因此，
回赠行为源于此前的收受行为，二
者密不可分， 不能人为简单机械地
把收受与回赠作割裂处理， 必须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 在整体评价
的视角下， 回赠礼物的价值应当从
受贿数额中扣除。

其三， 达不到证明标准的必然
选择

无论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还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都

意味着刑事犯罪具有极高的证明标
准。具体到上述案例，除非有充足的
证据证明， 回赠行为不是张某主观
的真实意愿， 而是被动为之， 或系

“因为相关的人或事被查处，为了掩
饰犯罪”，可以不予扣除，否则，只要
张某回赠的动机相对复杂或无法得
出唯一排他性结论， 由于达不到刑
事证明标准， 就必须作出有利于行
为人的认定结论。

特别是在实践中， 行为人的主
观心态并非法律条文规定的那样明
确清晰、静止，而是具有一定的动态
性和复杂性， 比如张某最终回赠的
动机可能是担心、愧疚、好面子等多
种复杂因素的混合，并不断变化。在
这种情形下， 由于回赠行为客观存
在，应从刑事证明标准的角度作“排
除法”。

（作者单位： 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天津市纪委监委）

从刑事证明标准角度分析回赠行为

非被动的大额回赠是否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

薄金栋

基本案情

H 省 X 市人民检察院诉称：被
告人杜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
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杀人罪。

被告人杜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
犯罪事实不持异议。

其辩护人辩护称： 被告人杜某
某案发后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其犯
罪事实，有自首情节；又系初犯、偶
犯，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慎
用死刑。

H 省 X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 被告人杜某某与被害人李
建芳于 2016 年相识，后二人发展为
恋人关系并育有一女。 2019年 2月
二人因琐事发生口角后， 杜某某殴
打了李建芳， 此后李建芳带女儿搬
到其父母家居住。 2020 年 6 月 6
日， 因杜某某得知李建芳将其女儿
的户口从杜某某的老家陕西省迁至
河南省延津县，引起杜某某不满，产
生了杀害李建芳的念头， 遂购买一
把尖刀伺机作案。 当天 11时，杜某
某驾驶摩托车尾随下班后的李建芳
至延津县胜利路大润发超市门口，
杜某某使用尖刀朝被害人李建芳的
腹部、颈部进行捅刺，致使李建芳当
场死亡。作案后，杜某某主动到延津
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投案。

裁判结果

H 省 X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作出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一、被告人杜某某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二、被告人杜某某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李某某、栾某某、杜某某
经济损失 34152.5元。 三、犯罪工具
刀一把予以没收。宣判后，检察院不
抗诉。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
某某、栾某某、杜某某及原审被告人
杜某某均不上诉。 H 省高级人民法
院于今年 3 月 8 日作出刑事裁定
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裁判理由

H 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
人杜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杜某某
当众持刀行凶，致人死亡，犯罪手段
残忍，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

鉴于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且
杜某某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对其从
轻处罚， 对杜某某可不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案例注解

其一，死刑政策把握
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

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对于应
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如果不是
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
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根据该条法
律规定， 我国对死刑政策的基本态
度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
用死刑”。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
“少杀、慎杀”。如何确保死刑只适用
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
子，针对每个具体案件，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把握案件性质。 针对极端
仇视国家和社会， 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被告人， 以及严重危害社
会治安、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的案件，例如暴恐杀人、伤害，黑社
会性质组织杀人、 伤害， 劫持航空
器、绑架、抢劫致人死亡、重伤等案
件， 应当作为刑事审判中严惩的重
点，坚决体现从严惩处精神，依法判
处被告人重刑， 该适用死刑的决不
手软。而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
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案件，若非情节特别恶劣、后
果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一般
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因被害人
过错引发的案件、 被告人激情犯罪
案件，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赔偿，
取得被害人或者其家属谅解的案
件，应当对被告人从宽惩处。

二是充分考虑被告人的社会危
害性。 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
般会在犯罪情节中有所体现。 犯罪
情节包括犯罪动机、手段、对象、场
所、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是量刑时
适用刑罚的基础， 法律一般不做明
确规定， 但其无疑对量刑具有重要
影响， 应当在审理案件时仔细甄别
区分， 以准确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
性。对于犯罪动机，有的是极端仇视
社会， 为报复社会针对不特定对象
实施，犯罪动机卑劣；有的则属出于
义愤的激情犯罪， 被逼不得已而为
之。 对于犯罪手段，有的特别残忍，
比如采取凌迟、火烧、泼硫酸等方法
对被害人实施加害。对于犯罪对象，
有的针对农村留守妇女、 未成年人
等。 对于犯罪场所， 有的在公共场
所， 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对被害人实
施加害，造成群体性恐惧。对于犯罪

后果，也有一般、严重、特别严重等
几个档次。在故意杀人等案件中，一
般以死亡一人为后果严重， 死亡两
人以上为后果特别严重。 对犯罪动
机卑劣、手段残忍、对象特殊、当众
实施、后果严重的被告人，一般应当
在量刑上体现从重。

三是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
性和人身危险性。 主观恶性是被告
人对其罪行的认识和态度。 精心策
划、长时间准备的被告人，一般比临
时起意、 激情犯罪的被告人主观恶
性大；对犯罪后拒不认罪、悔罪的，
甚至仍扬言报复的被告人， 就比全
面认罪、真诚悔罪，并对被害人家属
真诚道歉和赔偿寻求谅解的被告人
主观恶性大。

所谓人身危险性也即再犯可能
性。人身危险性可以从前科情况、平
时表现和悔罪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
判断。比如累犯一般就比初犯、偶犯
的被告人主观恶性大；横行乡里、经
常为非作恶的被告人一般比平时奉
公守法的被告人社会危害性大。 对
主观恶性大、 社会危害性大的被告
人，量刑时要从严惩处。

四是充分考虑群众的感情和接
受度。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不但因
犯罪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权利，同
时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 办案不
仅要严格依法，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
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还必须
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
得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 是否有
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
于被告人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
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 促进社
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社会
效果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群众特别是
案发地干部群众的感情和接受度。
特别是拟判处死刑的案件， 可以通
过到案发地走访的方式进行民意调
查， 对干部群众一致认为被告人罪
行严重，呼吁重判的；或者干部群众
一致反映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建
议从宽处罚的，量刑时要予以考虑。

群众的感情和接受度， 也是案
件处理社会效果的体现。 只有赢得
群众的接受、支持，才能维护社会稳
定，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其二， 对自首的被告人是否从

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幅度的法律考
量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犯罪以
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
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从法律规定
看，自首的成立条件包括两个方面，
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案件事实。
自首的法律效果是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对自首从宽处罚的制度设计，
原因有两个方面：体现被告人认罪、
悔罪，改过自新的态度；节约抓捕成
本，提高司法效率。对自首的被告人
是否从宽，从宽时是适用从轻、减轻
还是免除处罚， 法律和司法解释没
有做明确规定。对此，应当结合被告
人的犯罪情节和自首的质量进行把
握。

自首的质量， 应从投案的动机
和自愿程度、投案的时间、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程度、罪行轻重、悔罪表现
等方面考察， 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上
也应当区别对待。 从动机和自愿程
度来说， 规避法律制裁的投案和走
投无路的投案比真心悔过、 自愿将
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投
案，在从宽处罚幅度上要区别对待。
从投案时间来说， 犯罪事实和被告
人未被发现时投案要比犯罪事实和
被告人已被司法机关发现的投案，
在从宽处罚幅度上要区别对待。 从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程度来说， 如实
全面交代自己包括同案犯的犯罪
事实与仅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者部
分主要犯罪事实的， 在从宽处罚幅
度上要区别对待。 从罪行轻重方面
来说， 罪行特别严重的被告人和一
般被告人， 在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
处罚的幅度上应当区别对待。 从悔
罪表现方面来说，自首后真心悔罪、
对被害人作出赔偿以寻求谅解的被
告人，相比自首后拒不悔罪、人身危
险性大的被告人， 在是否从宽处罚
和从宽处罚的幅度上应当区别对
待。

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在死刑适
用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七
条规定：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
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
险性极大， 或者恶意利用自首规避
法律制裁者以外， 一般均应当依法
从宽处罚。根据上文分析，被告人罪
行轻重、 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
小，一般体现为犯罪情节是否恶劣、

犯罪后果是否特别严重。 对自首的
被告人，除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
罪后果特别严重， 一般不应考虑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三，对杜某某的量刑考量
本案中， 杜某某既有酌定从重

处罚情节， 又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 杜某某光天化日在城市商
场附近众目睽睽之下持刀加害被害
人导致其颈内静脉离断、食管离断、
气管离断，肝脏破裂、肺脏破裂，犯
罪手段残忍， 对在场群众造成心理
阴影，社会影响恶劣，这是应对其从
重处罚的情节。同时，本案因迁移孩
子户口引发， 可归结为婚姻家庭矛
盾引发，杜某某又有自首情节。从杜
某某作案的对象来看， 其不针对不
特定对象实施犯罪行为， 其自首系
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全面供述自己罪
行， 表明其自愿接受法律制裁的自
愿程度比较高， 反映其人身危险性
并非极大。在二审期间，杜某某亲属
自愿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
损失， 被害人亲属对杜某某的犯罪
行为虽不谅解， 但反映了对杜某某
对其造成危害后果寻求修复的态
度， 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起到积极作
用。 故杜某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
通过改造加以消除， 对其可不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 杜某某虽不上诉，H
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杜某某的罪行
和社会危害程度、可改造程度，不同
意判处杜某某死刑立即执行。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
生活的具体事例，向孩子们讲解安全知识。 罗莎莎 胡荣生 曹伦平 /摄

对有自首情节的故意杀人案件被
告人，除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
果特别严重， 一般不应考虑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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