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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2 岁的小李赴 KTV

参加聚会， 酒后叫了一辆网约车回家。

途中， 小李无端怀疑司机绕道行驶， 双

方发生了争执。 醉醺醺的小李挥拳打在

了司机面部， 导致对方鼻骨、 上颌骨骨

折， 伤势构成轻伤二级。 同年 8 月， 该

案被移送长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就案情对小李进行讯问后，

询问他是否愿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并提示他相关法律问题可向一旁的值班

律师进行咨询。 值班律师告诉小李， 如

果他同意适用该制度， 就意味着承担放

弃抗辩的义务， 但也因此享有量刑协商

的权利。 既然是协商， 当然允许小李在

法律许可范围内争取从轻处罚， 而非只

能被动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同时，

值班律师强调， 量刑协商过程中， 他也

会在场为小李提供法律帮助。 这些话让

小李悬着的心落了地。 他当即向检察官

表示同意适用该程序。 接下来， 值班律师

针对检察官提出的罪名、 情节、 量刑建

议、 适用程序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 三方

交换意见后， 检察官考虑到小李已向司机

作了经济赔偿并取得对方谅解， 最终提出

量刑建议为 8 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听到这

个结果， 小李非常高兴， 在值班律师的见

证下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 当月 30

日， 长宁区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小

李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从轻判处小李

有期徒刑 6个月， 小李认罪服判。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办理认罪认

罚案件的必经环节， 长宁区检察院将律师

纳入量刑协商的参与主体， 且不仅仅局限

于值班律师， 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的辩护

人亦可参与。 三方通过充分协商达成的量

刑建议往往更为稳定， 能有效减少被告人

判决后上诉或对刑罚存在异议等情形的发

生，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三方在场”的量刑协商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冯曦慧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将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 从而 “坦白从宽” 有了更实在的载体。 那么作

为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优化司法资源、 提升诉讼效率的同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会导致错案增多， 带来司法不公

正的隐患呢？ 答案是否定的。 记者从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2018 年至今， 该院办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 1270 件 1439

人， 适用率达 81%， 在全市检察机关中名列前茅。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正是上海检察系统落实这项工作的缩影。 认罪认罚规定的严格
执行、 律师的全程参与， 都确保了 “坦白从宽” 但正义绝不打折。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

具结书的案件，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该制度需要检察机关发挥审前主导作用， 科学行使起诉裁量权， 通过审前程序分流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 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长宁区某商场的地下车库在去年 8 月至 9

月间， 接连发生了 3 起汽车后视镜镜片失窃

案。 涉案车辆均为奔驰汽车， 窃贼将车辆两侧

带有盲点辅助功能的后视镜镜片拆下， 再用普

通镜片进行“调包”， 失窃镜片价值达人民币

14000 余元。 同年 9 月 18 日， 警方将具有重

大作案嫌疑的刘某抓获。 刘某曾于 2017 年因

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他到案后一再否

认盗窃过上述镜片。 而据监控录像显示， 刘某

在案发时间段内到过该车库。 刘某的网友林某

也证实， 其曾与刘某一同前往过该车库， 意欲

偷盗后视镜镜片， 但林某因害怕而中途退出，

因此无法证明刘某是否实施了盗窃。

检察官提审刘某时， 向其阐释了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和适用后果。 在了解到该

制度有利于自身后， 刘某供述了盗窃经过并认

罪认罚。 刘某对盗窃地点、 盗窃财物数量等细

节的描述， 与失窃物品情况相吻合， 并能得到

其他在案证据的印证， 至此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 案件得以依法提起公诉。 近日， 刘某被依

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 1年 8个月。

这是长宁区检察院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工作

中的一起典型案例。

“认罪认罚”

说出真相

法治重点A2

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坦白从宽”但正义绝不打折
严格执行规定、律师全程参与，促进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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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办案效率， 长宁区检察院整合、 精

简程序性法律文书， 将可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的同一罪名案件分配给同一名检察官， 进

行集中提审、 集中起诉、 集中开庭， 最大程度

节约流转成本。 区看守所设立用于远程提审、

远程开庭的专门场所， 实现看守所、 检察院、

法院三地互联， 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

办案速度加快了， 那如何才能保证案件质

量？ 长宁区检察院从程序启动、 科学量刑、 案

件评查等方面入手， 促进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

标准化、 精细化、 规范化。

首先， 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是犯罪嫌疑人一

方的诉讼权利， 且该权利贯穿整个检察机关办

理阶段， 应当予以保障。 只要符合适用条件，

犯罪嫌疑人要求适用， 办案检察官即应启动协

商程序， 不得随意决定排除该程序的适用。

其次， 幅度式量刑建议与确定式量刑建议

相结合。该院依托上海检察智能办案辅助系统，

将既往判例纳入数据库， 并综合量刑指南形成

统一、精准、可操作的量刑指导意见。 对于犯罪

情节轻微,法定量刑幅度较小的案件,趋向于提

出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对于案情复杂、法定量刑

幅度较大的案件,采用幅度刑的量刑建议， 准

确量刑的同时保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最后， 强化案件质量评查,完善事后监督

机制。 该院制定认罪认罚案件评查标准， 重点

从程序规范性、 量刑准确性以及办案效果等方

面进行评查， 并定期开展案件抽查， 倒逼司法

规范。 2018 年， 该院在相关案件流程监控过

程中， 对发现的文书不规范、 信息录入不全面

等司法瑕疵问题， 向办案部门和检察官制发书

面纠正意见近 10 份； 该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

量刑建议， 法院采纳率达 99.4%。

记者了解到， 现阶段， “捕诉一体” 办案

新模式已全面铺开。 同一案件在审查逮捕及审

查起诉等各阶段， 原则上由同一检察官办理，

实现“以案定人、 以人适案、 一案到底、 专案

专办”。 长宁检察院探索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报捕阶段提前适用机制， 在审查逮捕阶段即

开展案件评估， 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 法

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程序的案件， 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并阐释制

度内容， 提前听取其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的意见。 对于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 通过建议

公安机关快速移送审查起诉， 缩短办案期限提

高办案效率， 真正实现繁简分流。 同时， 对于

审查逮捕阶段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

人， 提前要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法律援助

律师， 以便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 律师能及时

阅卷， 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参

与量刑协商，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此外，

该院还将是否认罪认罚作为判断逮捕必要性的

重要条件， 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格

控制逮捕措施的适用。

今后， 该院还将扩大和规范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适用， 细化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标

准， 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 辩护权行使和

合法性审查机制， 探索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后反

悔的制约途径， 进一步提升司法效率， 加强人

权司法保障。

效率大大提高

正义绝不打折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重点就是让犯罪嫌疑

人清楚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以及相关的法律

规定，并在自愿的情况下认罪认罚。 然而，一些

犯罪嫌疑人不具备法律常识， 也没有条件聘请

辩护人，对认罪认罚的后果很难有客观、准确的

把握。 当他们寻求法律帮助时， 为他们答疑解

惑的人就是法律援助中心派驻的值班律师。

值班律师的参与和监督， 是犯罪嫌疑人认

罪认罚知悉性、 自愿性和真实性的重要保障，

也是确保程序正当性的关键所在。 长宁区检察

院经过大量调研后发现， 由于值班律师定位不

明、 权利义务不清， 且部分案件办案期限短，

导致值班律师不能充分了解案情， 往往无法提

供最有效的法律帮助。 为此， 该院进一步明确

值班律师的职责定位， 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

利。 2017 年 2 月， 该院与区法院、 公安、 司

法局联合会签 《关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参与刑

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 将

法律援助中心 80 多名律师纳入值班律师数据

库， 并明确检察院也作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

供法律帮助的工作地点之一， 解决取保候审的

犯罪嫌疑人来院协商的需要， 实现认罪认罚从

宽程序中律师全方位覆盖。 同时， 该院在全市

率先允许值班律师旁听检察官提审、 阅看 《移

送起诉意见书》、 参与认罪认罚具结过程， 以

便值班律师了解案情，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精准

的法律服务。 上述案件进入庭审阶段后， 由法

院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

序的值班律师作为辩护人出庭， 提升法律援助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值班律师

全程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