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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兵：本院受理原告俞志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进文民初字第
57

号
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文港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西
]

进贤县人民法院
秦玉华： 本院受理原告陈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浔民一初字第
951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西
]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赵金良：本院受理原告宗晓东诉你及程宝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熟尚民
初字第

060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尚湖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林志：本院受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诉

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东民初字第
33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东港市人民法院
东港市万龙木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程洁诉你单位债权转

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东民初字第
37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东港市人民法院

陈大虎、武爱林、山西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山
西利民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滨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8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王爱平、周彩云、山西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山

西利民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滨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8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杨建红、崔建花、山西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山

西利民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滨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9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张海亮、山西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山西利民

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滨河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9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张有奎、高秀梅、山西省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利民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滨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94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周燕、刘栓银、山西龙海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山西

利民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滨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迎民初字第
19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南宗渊：本院受理原告山西富邦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担保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迎民
初字第

115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盛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杏
民二初字第

19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太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李谈荣：本院受理原告郭爱喜与你及刘保保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古民初字
第

1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古交市人民法院
许济平：本院受理原告许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城民初字第
919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任建国：本院受理李振华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忻中民初字第
7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吕二小：本院受理李俊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静民初字第
185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静乐县人民法院
静乐县兴达选煤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郝巨宝诉被告

许效清、 吕旭峰、 王忠俊及该公司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08

） 静民初字第
15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忻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静乐县人民法院
万红军：本院受理南充市嘉陵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0

）嘉民初字第
5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四
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四川
]

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杨淑琴：本院受理原告罗兴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蓬民初字第
109

号民事判
决。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蓬安县人民法院
龚承杰：本院受理原告汤丽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蓬民初字第
61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

四川
]

蓬安县人民法院
广元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欧先斌

诉被告广元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大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0

）新民三初字第
1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林建福、马保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有明诉你二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河民二初字第
6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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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审判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立足现有司法资源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途径。 为
全面提高巡回审判工作质效， 现就大力
推广巡回审判， 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有关
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大力推广巡回审
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意义

1.

推广巡回审判是深入推进三项重
点工作的重要举措。 在大力推广巡回审
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过程中， 最大限度
快捷有效处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 最大
限度发现和解决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 最大限度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
民法院、 人民法庭各项工作置于人民群
众监督之下， 对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
解、 社会管理创新以及公正廉洁执法具
有重要意义。

2.

推广巡回审判是坚持为大局服务
的具体实践。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
人民法院的历史责任和实现自身发展的
必然要求。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无论是对
于着力提高服务大局的针对性， 切实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还
是对于增强审判工作辐射效应， 争取人
民法院工作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3.

推广巡回审判是深入开展“人民
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切入
点。 以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
诉讼为抓手， 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强化落实各项便民利
民措施， 可以最大程度上彰显人民司法

的人文关怀， 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人民法院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成果， 同时也是新时期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
深入群众、 方便群众和服务群众精神的
具体体现。

二、立足本地实际，切实增强
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
诉讼的针对性

4.

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
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的基层人民法
院，特别是人民法庭，应当逐步确立以巡
回审判为主的工作机制。 通过大力推广
巡回审判，全面提高巡回审判工作质效，

切实解决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司法
权不能切实覆盖、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司法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问题。

5.

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地区的基层
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 要以着力化解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纠纷， 着力解决影
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着力提供更加
便捷有效的司法服务为出发点开展巡回

审判工作。通过大力推广巡回审判，力争做
到审判工作优质高效开展与服务当地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两不误、两促进。

三、 明确原则目标， 坚持制度
化、规范化，努力追求巡回审判的高
质量和高效率

6.

巡回审判要遵循“面向农村、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和“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方便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 公正、 高效行使审判
权”原则，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
价值观， 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司法服务需求和化解矛盾、 定纷止争
为目的，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注重发挥以案施教、法制宣传的社会
功能， 凸显司法为民、 司法效益的价值追
求。

7.

注意发挥人民法庭在大力推广巡回
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确有必要的，基层
人民法院也可根据需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
巡回审判工作。继续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 有关人
民法庭可以直接立案的规定精神， 切实解
决人民群众“告状难”问题。 按照有利于消

除当事人对抗心理和充分实现巡回审判功
能要求选择巡回审判地点， 针对可能引发
的突发事件，还应做好应急预案，维护巡回
审判的顺利进行。

8.

建立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
与人民调解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司法
所等的联系网络， 切实增强巡回审判的针
对性，防止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进一步切
实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最
大限度地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的衔接。

9.

加大巡回审判点的建设力度，切实
解决巡回审判场所不足的问题。 根据当地
具体情况，加强与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沟
通和联系， 在派出人民法庭覆盖不到的地
方，充分利用派出所、司法所等现有资源建
立相对固定、规范的巡回审判点。

10.

科学合理地确定人员编制，争取编
制管理部门的支持， 利用新增政法专项编
制，倾斜、充实基层一线，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为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新机制提供编制组织保
障。在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要立足当地，

积极培养和录取精通双语的少数民族法官和

工作人员，为适应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巡
回审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1.

尽快解决人民法庭恢复或新建、物
质装备和经费保障问题。做好边远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人民
法庭恢复或新建工作， 解决巡回半径过大
的实际问题。 根据辖区或者覆盖区域的人
口分布、交通条件等情况，配备能够满足巡
回审判工作的特种车辆、活动板房（帐篷）、

移动办公设备和通讯工具， 构建信息共享
的网络系统以及必要的网络终端工具，扩
大电子签章的使用等，并将维修、养护、油
料、巡回审判补助等费用以及折旧、报废等
问题纳入法院预算经费范围， 确保巡回审
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监督指导和调查研究
12.

切实加强对本地区巡回审判工作
的指导力度。 各地要根据本意见要求尽快
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指导意见和
专门的庭审程序规范， 着力做好有利于大
力推广巡回审判工作的制度建设。

13.

尽快完善巡回审判工作量的统计
工作，采取科学方法，客观反映大力推广巡
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实际情况。 强
化监督检查工作， 避免脱离实际片面追求
巡回审判案件数量的错误做法。

14.

对贯彻落实本意见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要注意认真研究分析成因
和对策。 积极主动寻求当地党委的领导和
人大的支持， 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
通联系，对本地区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要及时向上级人民法院报告， 必要时应层
报我院。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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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 印发给你们。 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施行。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 的通知

为规范司法实践中对自首和立功制
度的运用， 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等规定，对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
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

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体现了犯罪嫌
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根据《解
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也应当视为自动
投案：

1.

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
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
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

2.

明知他人报
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
认犯罪事实的；

3.

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
罪嫌疑人， 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
交代自己罪行的；

4.

因特定违法行为被
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
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

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
行为的；

5.

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
自动投案的情形。

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

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
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
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
物品、 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
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 抢救伤者，并
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
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
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
当从严掌握。 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
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对其
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
送到司法机关， 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
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 并如实供认
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
从轻处罚。

二、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

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
址、前科等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
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 但不影响
定罪量刑的， 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
的真实身份等情况， 影响对其定罪量刑
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
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
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
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虽然投案后没有
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
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
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
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
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
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
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
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但在司法机关
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

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三、关于“司法机关还未掌握
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

的具体认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

期间，向司法机关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
罪行， 该罪行能否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

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如果该罪行已
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
令发布范围内作出判断，不在通缉令发布
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
布范围内的，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
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
据库，应视为已掌握。 如果该罪行未被通
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
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
掌握该罪行为标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
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
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
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
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
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
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
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
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
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

四、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

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
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
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将本人以往查办犯罪职务活
动中掌握的，或者从负有查办犯罪、监管职
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处获取的他人犯罪线索
予以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亲友为使犯罪分子“立功”，向
司法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协助抓捕犯罪
嫌疑人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

五、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
疑人”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 使司法

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

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
罪嫌疑人”：

1.

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
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
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

2.

按照司法机
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
（包括同案犯）的；

3.

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
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4.

提供司
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
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

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
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
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

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 不能认定为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六、 关于立功线索的查证程序
和具体认定

被告人在一、 二审审理期间检举揭发
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
要线索，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线索内容
具体、指向明确的，应及时移交有关人民检
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侦查机关出具材料， 表明在三个月内
还不能查证并抓获被检举揭发的人， 或者
不能查实的，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可不再等
待查证结果。

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
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不属
实，又重复提供同一线索，且没有提出新的
证据材料的，可以不再查证。

根据被告人检举揭发破获的他人犯罪
案件，如果已有审判结果，应当依据判决确
认的事实认定是否查证属实； 如果被检举
揭发的他人犯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

可以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查证情况认
定是否查证属实。 检举揭发的线索经查确
有犯罪发生，或者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可能
构成重大立功， 只是未能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归案的， 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一般
要留有余地， 对其他被告人原则上应酌情
从轻处罚。

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协助抓获的人的
行为构成犯罪， 但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
责任、不起诉、终止审理的，不影响对被告
人立功表现的认定； 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
协助抓获的人的行为应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刑罚，但因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宣告
刑为有期徒刑或者更轻刑罚的， 不影响对
被告人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

七、关于自首、立功证据材料的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的自首证据材料， 应当

包括被告人投案经过、 有罪供述以及能够
证明其投案情况的其他材料。 投案经过的
内容一般应包括被告人投案时间、地点、方
式等。 证据材料应加盖接受被告人投案的
单位的印章，并有接受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审查的立功证据材料， 一般
应包括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及证明其来源
的材料、司法机关的调查核实材料、被检举
揭发人的供述等。被检举揭发案件已立案、

侦破，被检举揭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
或者审判的，还应审查相关的法律文书。证
据材料应加盖接收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的
单位的印章，并有接收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明被告人自

首、立功的材料不规范、不全面的，应当由
检察机关、 侦查机关予以完善或者提供补
充材料。

上述证据材料在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
一、 二审审理时已形成的， 应当经庭审质
证。

八、关于对自首、立功的被告人
的处罚

对具有自首、 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是否
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考虑其犯
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
会影响、 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等。自首的还应考虑投案的主动性、供述的
及时性和稳定性等。 立功的还应考虑检举
揭发罪行的轻重、 被检举揭发的人可能或
者已经被判处的刑罚、 提供的线索对侦破
案件或者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作
用的大小等。

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 一般应依
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
免除处罚。类似情况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
被告人的从宽幅度要适当宽于具有立功情
节的被告人。

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 但犯罪
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
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
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
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对于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情节，同时
又有累犯、 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的，既要考虑自首、立功的具体情节，又要
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 人身危险性等因
素， 综合分析判断， 确定从宽或者从严处
罚。累犯的前罪为非暴力犯罪的，一般可以
从宽处罚，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前、后罪为
同类犯罪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具有自首、立功
情节的被告人的处罚， 应注意共同犯罪人
以及首要分子、 主犯、 从犯之间的量刑平
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
检举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地
位、作用较次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处罚与否
应当从严掌握， 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
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从轻处罚；如果检举
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的是其他案件
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 一般应依法
从宽处罚。对于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共同
犯罪的从犯立功的， 特别是协助抓捕首要
分子、主犯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
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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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规范自首、 立功的认定标准、 查证程序和从宽处罚幅度， 最高人民
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
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学习， 切实贯彻执行。 各
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