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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争鸣

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证成及适用限制

———以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董 文 蕙*

摘 要:目前,我国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理论研究不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并基于预防逻辑展

开,因而脱离了罪责原则,重罪合规不起诉出现责任主义危机。刑事合规包括恢复与预防两个价

值维度。法益损害恢复行为降低了结果不法属责任刑情节,(事后)有效合规计划是预防刑情节,

可以将有效合规整改视作一个未经定罪的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实现过程。合规不起诉的根据是涉

案企业(未经定罪的)的量刑责任已经履行:法益损害全部或基本恢复以及获得附随的被害人谅

解,责任刑大部分被折抵;通过“全景敞视监狱”的制裁、规训与改造,消除再次犯罪的组织体因

素,实现预防刑对责任刑的调整因而大致补足责任刑未能履行的剩余量值。合规不起诉的实践

标准是合规整改被判定为有效(包括合规计划有效和法益损害恢复有效两个方面)。对重罪合规

附条件不起诉须进行严格限制,应起诉自然人并取得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确证,设置3~5年的

合规考察期以及保留刑罚警告的命令维持了刑罚的剩余威慑,“再犯可能性”评估误差的风险在

此定域中得到相对确定的控制,从而在坚持责任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责任刑  预防刑  量刑责任  刑罚剩余威慑  全景敞式监狱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伴随巨大的理论争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目前合规不起诉主要适用

于涉案人员应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改革初期都持否定的态度,但随着改革的持续

·27·

*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FX0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YJC820009)、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项目(GJ2021D14)



推进,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看法均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若将合规不起诉的范围局限于轻罪案

件,则企业合规改革的价值相当有限,未来真正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涉企案件应当是重罪案件。①

我国实务界已经开始进行探索,例如,《深圳市检察机关企业合规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对
行为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企业犯罪案件,涉案企业经合规监督考察合格

的,在对自然人提起公诉的同时,可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②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认可此做法。③

如果说轻罪合规不起诉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是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正当性理论目前没有被

充分论证的话,那么我国实务界现在进行重罪合规不起诉实践,更会面临给罪刑法定原则、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带来史无前例冲击的质疑。其实,无论是重罪还是轻罪,为什么可以通过合规整改

而不起诉,都必须在刑罚理论的脉络中、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结构里、在各种量刑情节精

密计算的量刑机制里进行论证。就“目前的改革试点而言,首要的任务是从近代刑法所坚持的责

任原则出发”。④ 合规不起诉是对本应定罪量刑的犯罪做实质无罪的处理,此种刑事责任的免除

更需要在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前提下进行精细化、实质化的阐明。
我国的合规不起诉是以认罪认罚为基础的,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又包含其他从宽情节———

坦白、退赃退赔、刑事谅解等情节,由此形成多重嵌套,各种量刑情节之间的排序、赋值模糊不清,
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混杂一体而没有被准确区分。如今又增加合规从宽的制度设计,合规

整改中的法益损害修复、自我揭示和主动配合调查等情节与上述从宽情节具有重合之处。显而

易见,上述混杂和模糊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从而消解刑事合规制度本身的价值。目前,我国关于

刑事合规制度的研究主要从预防的维度进行思考论证,但是“预防的观点不能随意用于免除责

任”,⑤因此目前我国合规不起诉的理论与实践均脱离了刑法的规范性,架空了责任原则,其实体

法正当性难以证立。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从解析刑事合规的恢复与预防之二元价值构造出发,厘清合规不起诉

中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的内容,分析在合规不起诉(未经定罪)的情况下责任刑和预防刑的

实现机理,在责任主义的价值结构中探寻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以期在坚守责

任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二、重罪合规不起诉理论现状的责任主义视角审视

(一)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争议及评述

关于单位重罪案件是否可以合规不起诉,理论界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持“否定

说”者认为,对重罪案件因企业刑事合规建设而免责有放纵犯罪之嫌,“站在传统刑法理论的视角

下,这一做法会对法治原则构成潜在威胁,只不过刑事政策上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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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因此,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适用的案件范围都应当限于‘轻罪’”。①

持“肯定说”者认为重罪案件可适用合规附条件不起诉。通过单位犯罪分离构造的确立,重
罪案件的合规不起诉具有教义学基础。② 合规整改是一种刑罚的替代措施,合规整改出罪与直

接责任人入刑实际上实现了刑法规定的“双罚制”,严重的企业犯罪可以通过附合规整改条件的

不起诉实现更广范围的程序出罪。③ 从刑事政策、公共利益等因素考量,即使企业涉罪较重,但
如果认罪认罚,积极合规,经严格考核满足合规标准的,那么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④

“肯定说”的立论在于彻底否定“双不起诉”而坚定追究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责任,似乎由此

可以缓解责任主义危机,但没有对合规整改为什么是一种刑罚替代措施这一基础问题进行说明,
也没有对单位的重罪责任为什么经由合规整改便可消除进行清晰的论证,宏大叙事的“刑事政

策、公共利益的考量”理由欠缺规范基础,显然不足以应对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其进行的

追问。
“否定说”基于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维护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但问

题在于持“否定说”者并不反对轻罪合规不起诉,认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免责依据是不具有需罚

性,即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属于功能责任论的范畴。⑤ 由此引发的疑问是:轻
罪可以合规不起诉而重罪不可以合规不起诉,是因为后者“需罚性”的量无论如何无法降低至前

者所能达到的“无(零)”状态吗? 这是“功能责任论”的边界之所在吗? 亦即“功能责任论”不具有

更进一步的解释力,无法成为支撑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依据?
从责任主义的视角看,支持轻罪合规不起诉但否定重罪合规不起诉的学者可能基于一种实

体法“理论直觉”:重罪合规不起诉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轻罪合规不起诉符合刑法谦抑、
刑罚轻缓等现代刑法学理念,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已经由刑事诉讼法实定化,因此轻罪合规不起诉

是可行的。有的学者尽管提出“无需罚性说”论及“功能责任论”,但并未在责任的实体内容层面

进行论证,并且认为“传统的道义责任论或规范责任论难以与法人(单位)犯罪的处罚根据兼

容”。⑥ 但是,从预防刑法学的理论体系看,规范体现了一种期望,而犯罪行为让这种期望落空

了,合规整改正是要从规范理解和接受的维度来重塑这种“失落的期望”。⑦ 合规整改合格不起

诉,正是以犯罪人法忠诚之回归作为依据的。这并不是“功能责任论”的主张,而是“规范责任论”
的体现。

(二)刑事合规的价值构造与消极责任主义

刑事合规的价值构造包含恢复和预防两个维度。从刑法机能的角度看,企业合规激励能够

实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犯罪预防和被害修复的兼顾。⑧ 有学者认为,刑事涉案企业合规兼具

犯罪预防和制裁功能,其中的制裁功能体现为要求涉案企业在法益修复、业务改造等方面付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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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代价。① 该学者将法益修复归于“制裁功能”的范畴,与笔者的观点并不矛盾,刑事合规必须

具有制裁的内容,但制裁本身不是价值目标。日本有学者曾精细地区分了报应型修复与法益恢

复型修复:“通过报应所实现的恢复是以犯人所实现的不法为核心的抽象的法秩序,而以损害恢

复所实现的恢复是以犯人所实现的被害人侵害为核心的具体的损害。”②可见,责任报应体现的

是剥夺与惩罚,但价值目标应包括恢复。

刑事合规的恢复与预防之二维价值构造摒弃了传统刑法学的绝对报应主义,采纳了以相对

报应论为基础的消极责任主义。责任主义原则是近代刑法学的基本原则,刑事合规的理论与实

践均不能背弃经典的责任观念。合规从宽激励意味着有责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受到刑罚处罚或者

刑罚可以突破责任的下限,因此刑事合规是以消极的责任主义为根据的,但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

和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遵循,国家刑罚权的退让需要有充分的规范理由,合规从宽激励功能的有

效发挥应以责任的规范判断为前提。对于刑事合规与责任主义的上述教义关系,我国学界并未

予以充分重视,对恢复与预防两个价值维度关联影响的是责任刑还是预防刑尚没有开展讨论。
(三)重罪合规不起诉存在“理论障碍”的原因:责任刑与预防刑混杂不清

从恢复与预防两个价值维度来审视刑事合规从宽激励的各种情节,应当认为法益损害恢复

行为是责任刑情节,与预防价值相关的情节是预防刑情节,但是我国学界都从预防维度思考刑事

合规,并未做上述区分。有学者认为坦白、退赃退赔等犯罪之后的合作态度都是预防性量刑情

节。③ 我国学界对刑事合规理论中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的“集体无意识”或许受到此观

点的影响,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巨大的包含性使得这个问题得以隐匿,因为认罪

认罚从宽包含罪后的所有合作态度型量刑情节,当然也包含退赃退赔等法益损害修复情节。
我国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以认罪认罚为前提,在实体法上,合规与认罪认罚是什么关系

并不清晰,因为认罪认罚本身在实体法上是否属于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尚存在争议。有学者对

认罪认罚的预防式解读提出了批评,认为该做法无法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强度与高稳

定性提供正当性支撑,其理由是认罚的从宽幅度超出了预防刑允许的范围。④ 对刑事合规的预

防式解读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更为复杂,因为合规不起诉是对本应定罪量刑的企业免除其刑事

责任,此种灵活性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必须运用实定法上可辨识的理据去化解,而认罪认

罚有无实体内容高度存疑,同时面向未来的合规计划与预防刑降低的关联判断充满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学界论述的理论逻辑是:因有效合规整改体现了认罪悔罪态度,降低了再犯可能性,特
殊预防性减少,故可以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再犯可能性降低和预防性减少,何以达致罪责不予

追究的程度? 这违背量刑的“可理解性”与量刑决定的“可控性”。⑤ 因为在责任主义的框架内,
预防刑只是在责任刑的基础上做调整,不可能漫无边际地过度考量,所以依据预防的逻辑无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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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都无法说明为何企业的重罪责任可以经由合规整改被免除,于是探寻合规不起诉实体法的依

据遭遇了无法克服的“理论障碍”。

三、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根据:(未经定罪的)量刑责任已履行

重罪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无法沿循纯粹的预防进路得以证成,而必须以责任主义为逻辑起

点,首先应当从一般意义上(亦即轻罪、重罪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据应具有融贯性)的量刑机制里

探寻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依据,此种理论探寻须在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的前提下展开。
(一)合规不起诉中的责任刑情节:法益损害修复

对于退赃退赔、修复环境等法益损害恢复行为到底是责任刑情节还是预防刑情节抑或兼而

有之,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德、日等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其属于责任刑情节,而我国大多数学者

认为其属于预防刑情节。笔者认为法益损害恢复行为首先属于责任刑情节,只有在恢复行为出

于行为人自愿并体现其真诚悔悟的条件下,才能体现出预防刑情节,因而该行为兼具责任刑情节

和预防刑情节的量刑功能。

1.对法益损害修复行为属于预防刑情节观点的批判

我国有学者认为,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行为,只能是减少预防刑的情节,因为责任是对不法

行为的责任,在不法程度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对不法的责任不可能减少,积极退赃等行为对被告

人犯罪时的责任内容或者要素不产生任何影响。① 该学者基于“行为与责任同在”的行为责任主

义原理,认为对于行为的不法程度,只能以犯罪行为结束时或者犯罪结果发生时为基准进行评

价,而不能以裁判时为基准进行评价。此种责任刑情节是“与该当行为违法性相关的情节”的观

点是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亦即“(个别)行为责任论”,犯罪后的态度以及与犯罪人相关的事由,

不应作为责任判断的对象。②

对于上述行为责任论,日本刑法学界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在量刑中维持责任主义应该得到

承认,但“归责中的责任主义”与“量刑中的责任主义”中的“责任”概念相异;基于此,对“奠定刑罚

基础的责任”与“量刑责任”两者应区别加以论述。③ 在德国的传统量刑理论中,“量刑责任”作为

核心概念,与一般的犯罪论中的责任并非同一意思。一般而言,量刑的评价对象比犯罪的评价对

象更为宽泛。

所以,责任刑是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这里的“责任”是广义上的责任即量刑责任,而量刑责

任与行为责任并不等同。日本有学者认为,在现实中已实施的与犯罪相称的刑罚量这种行为责

任主义,与服务于已实施的犯罪事后处理的这种制度目的不矛盾,并且支持具体的量刑;与作为

量刑基准的犯罪行为相均衡的刑罚,在理论上未必存在正确的值,而应把作为历史性东西的量刑

现场视为出发点。④ 因此,犯罪行为后的情节等,尽管属于行为之外的情节,却能被认可对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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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论犯罪后的态度对量刑的影响》,《法学杂志》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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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诚下裕二:《量刑理论的现代课题》,黎其武、赵珊珊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责任刑产生影响。①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质疑:如果采用不同的责任概念,放弃在量刑中贯彻行为责任论,那么根

据责任限定刑罚的理由就变得不充分,“责任主义在量刑中应得以维持”的前提将失去意义。笔

者认为上述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依据现代刑法学理论,“责任”概念在量刑中的主要作用,被理解

为对涉及过度预防考虑之限制这种含义上的“刑罚限定机能”之中。② 如果“量刑中的责任主义”
与“消极的责任主义”可以等同互换,那么站在坚持“消极的责任主义”而非“积极的责任主义”的
立场上,刑罚的限定机能以及责任主义的维持,防止的是对该当行为责任确立的刑罚上限的突

破,如基于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加重责任刑;而基于事后的法益损害修复、降低了危害而突破

刑罚下限、减轻责任刑的做法并未对刑罚的限定机能和责任主义维持造成损害。

2.法益损害修复是责任刑情节的理据:“结果不法”降低

犯罪是一种应当从社会相当性的立场加以考察的无价值事项,丧失社会相当性的不法概念

将无法发挥其原本被期待的纷争处理机能。犯罪结果的发生强化了犯罪行为的印象,行为后结

果的减轻当然在客观上减轻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被害人的损失,而固守“行为时”的语用学意义

去框定不法概念则属于对此种社会相当性考量的丢弃。因此,德国有学者提出了“行为要素与结

果要素区分论”:量刑中的责任概念由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构成,前者包括构成要件的行为无价

值和构成要件外的行为无价值,后者也有构成要件外的要素;与“征表性构成”仅作为责任的认识

手段的见解相反,这种构成只是例外地被使用,事前行为对行为要素、事后行为对结果要素才直

接发挥作用。③ 该理论将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区分开来,分析事后行为对结果要素的影响从而

确立其归属于量刑责任的例外判断标准。
事后的法益损害恢复行为减轻了危害后果,虽然事后行为的时间节点不属于“行为时”,但是

仍处于征表机能的延长线上,只要承认“行为”的含义应当根据社会影响以及作用来判断,就没有

理由将事后行为与结果不法(程度)割裂开来。根据责任主义原理,应当以现实发生的结果所征

表的行为不法为根据进行处罚,若赋予结果以不法机能,以结果为处罚依据,则违背责任主义;相
反,若在不法、责任的外部对“结果”进行考察,则是用“结果”为已经由行为不法提供基础的处罚

划定界限,因而不违反责任主义。也就是说,此种结果的变动及与其联动的违法评价的变动,应
被责任主义涵摄。

事后的法益损害修复行为体现的正是此种“结果不法”的变动(降低),退赃退赔等事后行为

及结果并不是与不法、责任的性质相异的事由,其实质性地影响了结果无价值要素的程度,导致

“需罚的不法”降低。德国有学者认为,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等属于事后减少不法程度的行为,通
过与结果不法相抵消,减少了损害结果,特别是在财产犯罪中,成为减少不法的情节。④ 基于责

任主义的要求,结果不法与行为人责任须存在归属关联,此事态无价值的降低归属于行为人的补

救行为,因此法益损害恢复行为属于责任刑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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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损害恢复行为可能因犯罪人的主动积极表现而征表其认罪悔罪的态度从而具有预防刑

降低的一面,但这建立在行为人的“自发性”———非经由强制———的悔悟基础之上。例如,《奥地

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67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了经由损害恢复行为体现“主动悔罪”之量刑

条款,其时间节点是被“有关机关知悉其罪责以前”和“自首过程中”。① 在没有受到外部强制的

情况下行为人积极而前瞻性的修复行为被视为“主动悔罪”,由此责任刑和预防刑双重降低而免

除刑罚。对于在受到强制压力下的非自愿的退赃、赔偿行为,不能视为“主动悔罪”,但在客观上

减轻了结果不法,因此只能体现为责任刑的降低,难以与预防刑建立联系。同时,在经济犯罪中

被害人谅解可以因纯粹的法益损害恢复的客观效果(行为人本人没有穷尽努力,如由第三人代

赔)而达成,此种被害人谅解部分恢复了因犯罪而破坏的法和平状态,应属于结果不法的降低进

而降低责任刑。
(二)合规不起诉中的预防刑情节:(事后)有效合规计划

由于“事后建立的合规计划是影响预防刑的要素”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②因此预防刑

的机理在此不做讨论,下文将探讨合规计划与其他情节在量刑机制中的关系。在事后合规计划

中涉案企业的自我揭露与自首、坦白、认罪认罚存在制度因素重合,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需

要被厘清,避免进行重复评价。

1.自我揭露与自首的关系

企业作为一个封闭的组织体系,其间发生的犯罪复杂隐秘,故合规整改中企业的自我揭露是

有效合规计划的“必选动作”。自我揭露与自首是各自独立的关系:自首通常是犯罪尚未暴露之

时的自我揭露和报告,而合规中的自我揭露产生于案发之后;自首是对犯罪事实的自我揭露,而
合规中的自我揭露内容较为宽泛,包括犯罪事实、成因分析、员工违法行为的举报和调查等。

2.合规计划与认罪认罚、坦白的关系

虽然认罪认罚和坦白的内容高度重合,但是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等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意

见》)规定了3种坦白情形: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

的,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前两种坦白是“一般坦白”,第三种情形是

“重大坦白”。《量刑意见》将“重大坦白”与认罪认罚并列,若重大坦白产生“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

生的”效果,则“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这与一般坦白的刑罚减让的量值之差是20%,

而这也正好是认罪认罚不能包含的内容。

合规计划与坦白、认罪认罚的关系,也大致与此类似。合规计划中的自我揭露与“一般坦

白”、认罪认罚的内容大致重合,不能对其进行重复评价。但合规计划中预防再次犯罪的合规改

造内容,迥异于认罪认罚(“一般坦白”),客观上跟“重大坦白”中“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效果

大致相当。所以,有效合规计划与认罪认罚之间是部分交叉关系,有效预防再次犯罪的核心内容

无法被认罪认罚包含。

综上所述,在合规案件的量刑机制中,有效合规计划与自首是独立评价关系;有效合规计划

包含坦白(包括“一般坦白”和“重大坦白”)、认罪认罚,后两者不能被重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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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罪合规不起诉理论根据之总结:(未经定罪的)量刑责任已履行

刑事合规应包含恢复和预防两个价值维度,合规整改即围绕这两个维度进行。合规从宽激

励考量的情节包括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其中法益损害修复属于责任刑情节,有效的合规计

划属于预防刑情节。

由于合规整改的过程具有准刑罚制裁的内容,是在未定罪的情况下对涉罪企业进行惩罚和

改造,①因此有效合规整改的过程在实质上是一个未经定罪的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实现过程。整

改结束后是否作出合规不起诉的决定,其判断依据是涉案企业(未经定罪的)的量刑责任是否已

履行。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责任刑大部分被折抵,一般要求法益损害全部恢复或大部

分(基本)恢复,未恢复的部分可由被害人谅解予以部分补充;第二,通过有效合规计划及其他预

防刑情节的调整,能够大致补足责任刑未能履行的剩余量值。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合规

整改才能被认定验收合格,可以适用合规不起诉。该标准适用于轻罪和重罪,尤其是重罪,量刑

责任已承担是合规不起诉的核心标准,而不能主要依据外部的刑事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来判定。

1.大部分责任刑被折抵:法益损害全部或基本修复

法益损害修复是合规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同时需要达到基本修复的程度。有学者认为,对受

损法益的修复无须做到从“量变”到“质变”,即并不要求对法益损害的修复行为达到使受损法益

彻底恢复或基本修复标准才能对行为人作出罪处理。② 该观点在合规不起诉的全盘考量中对法

益损害修复的赋值偏低。法益损害修复须符合“结果保障原理”才具有折抵刑事责任的意义,在
法益损害没有得到基本修复的情况下就做出罪处理(尤其是重罪)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对于法益损害恢复行为在罪责刑的体系里该如何评价,有学者认为,完全恢复被侵害法益的

行为,在效果上可以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条“没有造成损害结果的,应当免除

处罚”的规定类似甚至等同,对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案

件,人民法院可以只作有罪宣告,但应考虑免予刑事处罚。③ 笔者认为,法益损害恢复产生了结

果不法减轻之法律事实,在法益损害得以全部或基本修复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被较大

幅度地折抵。因为法益损害完全或基本恢复,意味着已经达到大部分刑罚目的。

但是,上述折抵并不意味着量刑责任的全部履行。因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采取的修复行为

虽消除了结果不法,相抵除去损害,但对于法律和平的恢复而言并不充足,仍残留一定时间内的

利益丧失与行为不法。这些构成处罚根据,也是剩余量刑责任的量值。法益损害恢复在私的领

域里可能修复财产占有状态,但对犯罪的刑法反应涉及的是公共价值判断,所以需要公共权威对

此做进一步的评判,而有效合规整改正好接续了此种评判,从而填补了上述量刑责任的剩余

量值。

2.预防刑对责任刑的调整:“全景敞视监狱”④的制裁、规训与改造

在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场景中,合规考察结束后能否得到不起诉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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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确定性在实质上构成剩余刑罚的威慑,涉案企业在权力机关的强力主导和剩余刑罚的威慑

之下的一系列合规整改,具有非经定罪的、较刑罚更为轻缓的惩罚性和制裁性。在合规整改程序

中,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受到强力干预,承受着一系列负担性的制裁,如停止相关业务活动、更换高

级管理人员等。

合规考察期构建的时空在本质上具有法国学者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监狱”特征,即持续的

审查监督和强制透明,这样的“全景敞视监狱”在实质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制裁性。“如果以福柯的

视角进行分析,则在21世纪以来的合规实践中,高新技术、专家团队和举报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

真实存在的新型全景敞视监狱。”①相较于传统的监狱惩罚技术,合规改造实施惩罚的权力意志

被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柔软的“父爱主义”隐蔽,具有福柯所言的“规训”之典型特征。福柯认为,规
训手段由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者组合而成。② 这3种手段在合规实践中都可以观察

到:强调利用企业的科层体系构建合规制度可以视为层级监视,强制进行合规改造、行政处罚等

可视为规范化裁决,而持续且强势的检查更是合规整改的应有之义。

从国家权力的视角看,合规是一种权力支配和规训矫正技术,取代了以自然人为中心建构的

监狱改造方式,这与企业犯罪的差异性相对应。刑事合规的目标指向是企业对法规范的认同和

服从,蕴含着促使企业由此认罪、悔罪之可能性,从而替代性地达到刑罚的目的。犯罪企业通过

合规消除了诱发再次犯罪的可能因素,如此,量刑责任的剩余量值得到实现,从而收到“超越刑罚

的实质制裁和犯罪治理效果”。③

目前,我国学界在责任刑与预防刑不做区分的理论逻辑下,没有厘清合规计划是否有效与法

益损害修复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将有效合规整改与有效合规计划混同。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试行,强调公司、企业犯罪后以自身的刑事合规计划恢复犯罪带来的

法益侵害,进而免除其刑事责任”。④ 该学者认为合规计划本身具有法益恢复机能,并将法益损

害修复作为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评判内容。事实上,法益损害修复只是开展合规建设的前提,并
非合规计划的内容,合规计划本身并无法益损害修复功能。合规计划中的制度修复是针对制度

的破损进行的修补,降低了将来法益受侵害的风险,不属于回溯既往的法益损害修复。最高人民

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规定

(事后)合规计划的内容包括机构设置、合规风险识别等,并无损害修复的内容。所以,有效合规

整改与有效合规计划不同,前者包括后者,同时还包括法益损害基本恢复的结果。

有效的合规整改履行了涉罪企业的量刑责任,在量刑责任得以履行和刑法权威得以尊重的

情况下,即便是对于重罪的刑法反应而言,我们是否还要严格坚持单一的(罪行)严重性标准和

(惩罚)严厉性标准,一定要对之起诉和定罪呢? 答案是否定的。毕竟,“刑罚是‘建立个体生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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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开炎:《规训、惩罚与权力———福柯视阈下的合规》,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20年第4卷),法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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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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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价值联系’这一要求的一个次优解”,①而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是可以选择的“帕累托最优”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再将涉案企业进行定罪和处罚的必要性已经丧失,因而可以不起诉。
换言之,重罪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由此得以证成。

四、重罪合规不起诉的适用限制②

在合规考察期构建的“全景敞视监狱”里,司法机关未对涉罪企业定罪却实现了实质性制裁,
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由此得以化解。在理论上,轻罪案件和重罪案件

均可采用上述逻辑进行附条件的合规不起诉,但对重罪案件不起诉不符合常规和一般市民的法

感情,可能对展现刑法规范的信号功能造成破坏,容易造成这是为涉罪企业提供逃脱罪责通道的

负外部性,并且,“企业合规管理‘符号化’现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③ 因此,对企业重罪案件合

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须进行严格而谨慎的限制,尽最大限度避免实体法正义被消解的风险。
(一)起诉自然人

关于企业附条件合规不起诉,对重罪案件中的自然人是否可以不起诉,目前我国学界一致持

否定的态度,但我国的现实困境在于,对涉嫌重罪的中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家)起诉可能会导

致企业破产的后果从而无法实现刑事合规的目标。有学者认为:“企业家入刑与企业衰亡之间可

能存在或然性关系,但并不存在盖然性或必然性关系,因果关系在理论层面无法自洽、在实证层

面亦未得以证实。”④笔者认为,我国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与企业家密切关联是客观事实,但并不能

否认中小微企业就一定没有高效协作的人力资源团队和处理风险事件的能力。如果基于片面追

求刑事合规的目标去处理涉罪中小微企业家是否具有替代可能性、企业家坐牢与公司破产的关

联性问题———法人治理结构相对完善、负责人可替代,那么企业家就应被严惩;反之,法人治理结

构形同虚设、负责人与企业高度捆绑的企业,对企业家就可以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不过,这将

创设新的悖论:构建良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有效预防犯罪难道不正是企业合规制度孜孜以求

的目标吗? 实行区别对待,是否在变相鼓励企业不急于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而是践行企业

家集权式管理更有利于企业家在刑事法律风险逼近时逃避刑事制裁呢? 所以,在企业涉嫌重罪

的场合,无论对企业是否起诉,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都必须起诉,自然人可因对合规整

改做出实质性贡献而获得相应的量刑激励。
(二)综合考量合规整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企业重罪案件是否具有合规整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要在确立妥当的罪刑分析框架之上并

将所有可能被遮蔽的重要影响因素都纳入其中进行考量。详言之,可从以下3个维度进行考量。

1.国家宽容的可能性

纳入刑事合规整改的犯罪应该属于国家管制型、秩序违反型犯罪,此类犯罪的惩罚逻辑相较

·18·

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证成及适用限制———以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①

②

③

④

RobertNozick,PhilosophicalExplanations,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p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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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雅方:《论政府介入企业合规管理的风险及其防范》,《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

王颖:《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企业合规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



于传统犯罪的惩罚逻辑应有所不同。例如,市场创新领域的犯罪与道德伦理基本无涉,具有典型

的市场管制性之违法特征,创新意味着对现有规则的突破,包括对作为社会底线法———刑法———

的可能突破,因此刑法应预留经济创新的合理空间。① 又如,互联网金融创新浪潮下的涉P2P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属此种类型,其构成重罪的部分原因是在互联网发散场域中产生的巨大或

特别巨大的犯罪数额,而不是主观恶性深重无法被刑法宽容。对于税务犯罪、串通投标罪等经济

犯罪,最优惩罚谱系不会限定于刑事处罚,事实上我国法律对企业的行政处罚力度远超刑事处罚

的力度,如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因此,刑事处罚并非不可或缺,亦即体现为刑罚权退

让的国家宽容具有可能性。

2.被害人谅解的可能性

对于企业重罪合规不起诉而言,对被害人利益的考量必须被置于重要位置。起诉或不起诉

企业,哪一种方案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利益的最大化,均是判断被害人谅解是否具有可能性的因

素。起诉企业可能因引发剧烈附带后果而不能实现被害人的利益,当涉罪企业与被害人之间短

期利益存在冲突但长远利益一致时,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可提供实现长远利益的时空条件,基于

“自我利益理性支配”,被害人谅解可能达成。这种具有被害人谅解可能性的犯罪大多发生在经

济交往中,亦即加害方与被害方双方满足交易的基本前提,对刑法处于“中度依赖”,②具有通过

合作实现利益恢复从而达成谅解的可能性。那些完全违反权利人意愿且冲突的解决高度依赖刑

法的犯罪,如集资诈骗罪、虚假破产罪,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基本丧失,故不宜适用

合规不起诉制度。

3.违法性认识模糊

对法定犯而言,欠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将阻却犯罪成立。对涉重罪的企业是否适用合规

不起诉制度,违法性认识的程度具有重要的区分意义。因为对主观恶性深重———企业文化被全

面严重污染、多次违法、极端蔑视法秩序———的企业很难进行有效的合规整改。“犯罪行为多大

程度上建立在一个拒斥法价值或者对法价值无所谓的态度上,或犯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

溯至外部情境或动因”,③这些情形反映出违法性认识的程度差别。违法性认识模糊体现为对各

个特定的规范范畴或对其实际的应用条件的不清晰认知,如初犯、偶犯、开展全新业务而专业人

才不足、咨询监管机关却得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答复或者并未收到任何反馈的情形。相反,说
明违法性认识并不模糊的情形有:刻意规避法律法规,逃避监管,多次违法受到处罚,实施有组织

性、结构性的违法行为,有犯罪“基因”———企业的高管、控股股东有相关违法犯罪的前科,等等。

若存在这些情形,则应高度怀疑对企业进行有效整改的可能性,因而不宜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确证

对涉罪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底层逻辑是防止刑事诉讼给企业带来严重负外部后果进而

给利益相关者造成严重损害。大多数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是股东、雇员、供应商,他们可能是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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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因公司犯罪而承受不利的后果,因此起诉公司不一定具有合理性。这一理论被称为“利益

相关者理论”。该理论模棱两可,未能提出某种规范性基础以确定谁是利益相关者;同时该理论

面临公正性的诘问:“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公司

的合理受益人,然而对于这一假设理论存在争议,并且利益相关者并没有他们自己形容的那样脆

弱,因此考虑他们的利益意味着他们是通过不公正的方式被摆在了优势的地位。①“利益相关者

理论”是关于组织管理和道德规范的理论,并不适宜作为合规不起诉的理论。
更多的实务见解聚焦于公共利益考量的实践理性,我们处于高度复杂且相互依赖的社会群

体里,对涉罪企业的惩罚应置于社会大背景以及这些要素的交互、聚合所致的结构中进行讨论。
须注意的是,此种对于公共利益的讨论不能满足于“实践中合乎逻辑”的表层思考,不能降低为技

术层面的最优化问题,而必须权衡人们实际拥有的忠诚于规范的价值确信 ,由此合规不起诉(尤
其是重罪)才能被理解和认同。此种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确信,从更深层次隐含着权力逻

辑,即“基于不对称的依赖之经济权力”。② 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大公司)并不奢求人们的屈从,但
其控制着民众珍视的资源(利益),选择合作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达到各种重要的目的,此
即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此种依赖也与权利概念相关。如果无法理解这些复杂隐秘的经

济权力逻辑,那么就会为“刑法的软弱”感到震惊和愤怒。
反观我国实践中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操作,仅仅考察涉罪企业的纳税情况、技术专利、员

工人数等,甚至对“百年老店”的期许,以此证明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显然,
这样的浅层考量违反公平正义,因为仅仅是相关者的利益并不能谓之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组织

生存来说,(如果有)也少有不可改变、牢不可破的要求……存活或死亡只能看长期,而在当前,
‘哪些资源适于助推组织成功,哪些不适于’是个问题。因此,什么逐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资

源,或什么是组织中重要的权变性条件或不确定性,是个‘事关社会定义的问题’。”③而上述狭义

范围内的相关者之损益风险,利用市场机制予以调节并非不可能,企业的生命周期由市场决定,
而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四)“附条件(命令)”的刑罚威慑

我国学界有不少人认为合规不起诉必须“附条件”。一般而言,此种“附条件”是前文所述的

合规考察中的法益损害修复和合规计划。本文此处所说的 “附条件(命令)”除了包含上述含义

外,还包含在不起诉决定中对涉罪企业宣告的“剩余刑罚威慑”所包含的条件与命令,如刑罚保留

警告、来自法官的司法审查监督等,所要解决的是刑事合规持续性的实践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

意识到了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回访考察”“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予以应对,但这种方式的

威慑力不大且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转换,根据“不确定性原

理”④来解决可持续合规的实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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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不确定性中探求相对确定性:考察期的时间维度

合规不起诉决定的作出是基于对合规整改企业再犯可能性的预测,但“再次犯罪推测”的根

据相当可疑。① 此种预测叙事是根据现今的信息资料和观测者的既有知识、经验推估出一个概

率,该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概率的性质,从而带有不确定性,并且从方法论看这是无法避

免的。由于要对企业会否再次犯罪进行精准预测绝非易事,因此应绝对摒弃“合规浪漫主义”。
要运用“不确定性”的哲学思维和研究范式,在不确定性中探求相对确定性,最有效的方法是时间

维度之拓展。目前,我国企业合规整改期限多设置为3~6个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对企业

再犯可能性作出判断,显然这个时间周期过于短暂。对于涉重罪的企业合规整改来说,合规考察

期设置为3~5年比较适宜,在这样一个定域性时空里,即将企业置身于真实的外部经济环境和

附条件的强监管环境里,涉罪企业再犯可能性的变动函数由此可以被相对确定地观测。同时,对
于法益损害修复责任较大的情形,如巨额的退赃退赔可能需要对资产进行盘活处置,环境修复是

否有效需要时间验证,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3~5年的时间。

2.不起诉决定中的“附条件(命令)”之剩余刑罚威慑

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合规整改合格被不起诉的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

经济环境,其违法机会不会因合规整改而必然减少。对企业再次犯罪的防范,仍然需要以不确定

性应对不确定性,要在不起诉决定中附加条件或命令,若违反附加条件或命令则撤回不起诉决

定。例如,禁止公司利润分配以优先用于履行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罚款责任,一定期限内禁止从

事某种业务,部分合规计划的持续执行与改进,等等,通过上述附加条件和强制命令以保留刑罚

的威慑力。欲让企业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就要让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威慑力不足,那么

势必给企业带来乐观的预期,“装潢合规”就不可避免;只有涉罪企业在足够的威慑之下产生相对

悲观主义,才有利于企业持续性地实现合规目标。
综上所述,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根据是涉案企业(未经定罪的)的量刑责任已经履行,实践

标准是合规整改被判定为有效,操作层面为合规整改验收合格。不起诉的决定需要审慎考量、限
缩适用并保留刑罚的剩余威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责任主义危机和适用合规制度带来的风险。

五、余 论

重罪合规不起诉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经由上文论述得以化解,实体法的理论根据得

以证成,但能够完全达到上述标准的合规案件可能是有限的。对于合规整改不合格的涉重罪企

业,基于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平等适用原则的坚守,必须起诉,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

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对于有继续合规意愿和合规可能性的企业,还可以对时间维度做进一步的

延展。(1)合规整改不合格,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评估是否还有继续进行合规整改的必要性,分
别作出延长合规考察期或起诉的决定;延长合规考察期的,需附带更严厉的整改要求。(2)起诉

企业并定罪之后,人民法院可作出“附考验期(命令)的推迟刑罚宣告”。(3)如果推迟刑罚宣告的

考验期结束后仍未达到考验期所附条件与要求的,那么应对定罪处罚的结果进行宣告,但可以宣

·48·

法 商 研 究 2022年第6期(总第211期)

① 参见[德]许遒曼:《从德国观点看事实上的量刑、法定刑及正义与预防期待》,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

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遒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我国台湾地区春风熙日学术基金2006年版,第690页。



告附考验期(命令)的缓刑。① 上述3种延长时间线的机制,均附带强制性命令(条件)以形成威

慑,“悬而未决”的博弈过程(可能走向零和博弈)是一种以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的控制过程,由
此尽最大可能承担量刑责任;而“再犯可能性”评估差误的风险在此定域中得到“相对确定”的控

制和消解。总之,刑事合规价值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坚守责任原则的基础之上,而合规不起诉并

不是实现该价值目标唯一的途径。

Abstract:Atpresent,thetheoreticalresearchonsubstantivelawofnon-prosecutiondueto
complianceinChinaviolatestheprincipleofculpabilitybecauseitisbasedonthelogicofpreven-
tionanddoesnotdistinguishbetweenthedeservedpunishmentandthepreventivepunishment.
Thenon-prosecutionoffelonycompliancefacedwiththechallengeofresponsibilitydoctrineis
inacrisis.Criminalcomplianceincludestwovaluedimensionsofrestorationandprevention.The
recoverybehavioroflegalinterestinfringementtoreduceconsequenceunlawfulnessisarespon-
siblecriminalcircumstance,whiletheeffectivecomplianceprogram(afterwards)isapreventive
criminalcircumstance.Theprocessofeffectivecompliancereformcanbeviewedasaprocessof
achievingdeservedpenaltyandpreventionpunishmentbasedonnon-conviction.Thedecisionof
non-prosecutionduetocompliancedependsonwhetherthesentencingresponsibilityoftheen-
terpriseinvolved(notconvicted)hasbeenrealized.Inotherwords,mostoftheliabilitypenalty
becomesoffsetwhenthedamagetolegalinterestshasbeencompletelyorbasicallyrestoredand
thevictim’sunderstandinghasbeenattached;theadjustmentofthepreventivesentencetothe
responsiblesentencecanbeachievedaftertheorganizationalfactorsofrecidivismareeliminated
throughsanctions,disciplineandrehabilitationof“panopticon”,thusroughlyfillingtheremai-
ningamountthatthedeservedpunishmentfailstoevaluate.Thestandardofpracticefornon-

prosecutionduetocomplianceisthecompliancerectificationjudgedtobeeffective,including
boththeeffectivenessofcomplianceprogramsandthefullorsubstantialrestorationoflegalin-
terestinfringement.Besides,non-prosecutionforfeloniesrequiresstrictrestrictions,including
theneedtoprosecutethenaturalperson,thecomprehensiveinspectionofthevalueconfirmation
ofsocialandpublicinterests.The3-5yearcomplianceinspectionperiodsetintheconditional
non-indictmentandtheordertoretainthepenaltywarninginthenon-indictmentdecision

guaranteetheresidualdeterrenceofpenalty,andthe“possibilityofrecidivism”riskassessment
errorcanberelativelycontrolledinthisfixeddomainsoastoactualizethevalueofcriminalcom-

pliancebasedonadherencetotheprincipleofliability.
KeyWords:deservedpunishment,preventivepunishment,liabilityofsentencing,residual

deterrenceofpenalty,pano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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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证成及适用限制———以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① 关于单位犯罪的缓刑制度,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刑法均有规定,值得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