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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途径和方式

黄芳 3

从本世纪 60、70 年代以来 ,世界各国相互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日益密切 ,国际社会正进入全

球化时代。“所谓全球化 ,并非一种具体的、明确的现象 ,它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当一

些问题在单一的控制、决策、制度和单元的界限内不能解决时 ,它们就是全球性的。”①它要求任何

国家和个人在行使权力或私权时 , 都必须考虑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由于国际犯罪危及到国

际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 ,国际犯罪及其相关的问题已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近年来 ,中国

陆续加入了一系列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国际公约 ,如《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防止

及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

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

《蒙特利尔公约》)等 ,并且积累了一些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修订后的《刑法》第 9 条明文

规定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

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 ,适用本法。”由此可见 ,同国

际犯罪作斗争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有效地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已经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

形势下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因此 ,研究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尤其是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

的实现途径和实现方式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实现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途径

国际犯罪 ,是指违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或有悖于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精神 ,侵犯国际社会的

共同利益 ,经国际社会公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②由于国际犯罪给国际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

的侵害 ,具有国际危害性 ,所以国际社会基于恢复国际社会秩序 ,维护国际社会和平、进步与发展 ,

必然要对具有国际危害性的、实施国际犯罪的行为者予以法律上最强烈的谴责 , 并追究其刑事责

任 ,迫使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于实施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的途径 ,我认为 ,可以有两种模式 ,即国际法庭管辖模式和国内

法院管辖模式。

(一)国际法庭管辖模式

国际法庭管辖模式主要依赖于建立一种统一的国际机制 , 使国际刑法的有关内容不必通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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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法律体系便得到直接的实施。有学者将此种模式称为“国际刑法的直接执行模式”① ,也有

学者将此种模式称为国际刑法的“直接适用模式”②。这种机制的确定要求建立一些国际上的机构 ,

包括国际刑事调查的机构、国际刑事起诉的机构及国际刑事审判的机构等。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世

界各国相互共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日益密切 ,国际社会本位观念大大提升 ,它要求国家主权的合理

让渡和必要淡化 , 任何国家和个人在行使权力或私权时 , 都必须考虑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③

而国际犯罪具有严重的国际社会危害性 ,危及到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有效地惩治和预防国

际犯罪 ,需要各国将主权的一部分 (表现为刑事管辖权)让渡给国际社会。迄今为止 ,追究国际犯罪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庭管辖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

(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纽伦堡建立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在东京建立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这种形式的国际法庭享有独立的逮捕、调查、起诉、裁决、处罚有关犯罪人的权利 ,而这些权

利的行使不必通过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来实施。

(2) 1993 年 5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827 号决议 , 成立了“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在前南斯拉

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 简称“前南国际法庭”。1994 年 11

月 ,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第 955 号决议 ,成立了“起诉在 1994 年期间在卢旺达境内或卢旺达国民在

邻国所犯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人的国际法庭”,简称“卢旺达国际法庭”。虽

然两个法庭的《规约》都规定 ,国际法庭和国内法庭对犯有严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人有并行管辖权 ,

但国际法庭应优先于国内法庭 ,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 ,国际法庭可根据《规约》及《国际法庭诉讼

程序和证据规则》正式要求国内法庭服从国际法庭的管辖 , ④但是 , 我们从这两个国际法庭的名称

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管辖面相当窄 ,例如 ,前南法庭的任务 ,是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也就是说 , 如果即使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 ,但只要是发生在 1991 年以前 ,或发生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以外 ,那“前南国际法庭”对此就没有管

辖权。同样 ,卢旺达法庭也只是对在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境内 ,或卢旺达公民在邻国所犯的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具有管辖权。同时 ,这两个法庭仅仅对自然人拥有管辖权。⑤

值得注意的是 , 现在正在努力建立一种常设性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国际刑事法院。根据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 ,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限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对下列犯罪具有

管辖权 : (1)灭绝种族罪 ; (2)危害人类罪 ; (3)战争罪 ; (4)侵略罪。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国际刑法司法

机构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二条的规定 :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是 :第一 ,一

国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缔约国 ,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上述犯罪的管辖权。第二 ,对于第十

三条第 1 项或第 3 项⑥的情况 ,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国家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或依照第三

①喻贵英 :《国际刑法执行模式探析》,载《法律科学》,1998 年第 6 期。

②张智辉 :《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52 页。

③唐雪莲 :《国际环境犯罪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 2 卷 ,第 626 页。

④朱文奇 :《国际人道法概论》,健宏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85 页。

⑤同上。

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三条规定 :在下列情况下 ,本法院可以依照本规约的规定 ,就第五条所述犯罪行使管辖

权 : 1. 缔约国依照第十四条规定 , 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 ; 2.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七章行事 ,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 ;或 3. 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开始调查一项犯

罪。

·刑法理论··刑法理论·



—34 — ·中国刑事法杂志 (总第 42 期) ·

款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 : (1) 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

家 ;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 ,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 ; (2) 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第三 ,

如果根据第二款的规定 ,需要得到一个非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该国可

以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 , 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该接受国应不拖延并无例外

地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的启动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三条

的规定 ,有三种方式 : (1)国家缔约方的指控 ; (2)安理会提起的情势 ; (3)检察官的指控。

可见 ,上述三种形式虽然都属于国际法庭管辖模式 ,但各有区别。从目前的情况看 ,只有在下

列两种情况下 ,国家的刑事司法管辖权才能移转到国际刑事法庭 :

第一种情况是 ,国家的司法系统已经瘫痪了 ,无法正常行使司法管辖权 ,例如 ,柬埔寨、索马里、

前南、卢旺达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一个具体国家的司法系统不愿意、或被人们认为不可能很好地来行使对案件的

司法管辖权 , 在这种情况下 ,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必须首先要与该国的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接

触 , 确认该国的司法系统确实是不愿意行使起诉或审判的权利或其行使是不能让人们信任的。一

旦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受理了一个案件 , 它在审理过程中 , 必须与那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有密切的合

作 ,它不能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一个司法机构而存在 ,也不能够在审理的过程中完全独立于那个国

家的司法系统。如果国际刑事法院需要从某一个具体相关的国家获取证据 , 它应该向那个国家的

司法机构要求法律协助。

从上面两种情况来看 ,要通过国际法庭管辖模式来实现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 ,还存在许多难以

逾越的困难 :一是国际法庭的管辖权如何与国家的主权协调的问题 ;二是如何提高打击国际犯罪的

效率问题 ;等等。

此外 ,现在虽然正在努力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面也仅仅是为数甚少的几

类国际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讲 ,国内法院管辖模式有其天然的优势。

(二)国内法院管辖模式

所谓国内法院管辖模式 , 就是说国际刑法已经被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接受。一个国家的法

律体系可以保障国际刑法的相关内容在其本国的实施 , 因为已经把国际刑法的有关内容作为本国

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问题。

1. 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的前提是确立普遍管辖权原则

由于国际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其国际危害性 ,而且 ,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国际犯罪人

在国际社会面前承担的法律责任 , 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各个相关成员即各个国家都可以对国际

犯罪行使管辖权 ,并依照国际法、国际惯例和本国法予以处罚 ,这是各国对国际犯罪具有普遍管辖

权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 ,对国际犯罪的有关问题在国内立法上加以规定的前提是确立普遍管辖权

原则。

普遍管辖权原则是指世界上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对国际犯罪实行刑事管辖 , 而不论这一犯罪

是否在本国领土内发生 ,不论是否由本国国民实施 ,也不论是否分割本国国家或国民的利益 ,只要

罪犯在其领土之内被发现。①普遍管辖原则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提供了当其在本国领域内发现

国际犯罪分子时对其进行刑事管辖的国际刑法上的依据。依据这个原则 , 各国就可以合法地对出

①张智辉 :《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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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本国领域内的国际犯罪分子进行刑事管辖 , 从而使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人不论走到世界上哪个

国家 , 不致因为国度的界限和国家主权的独立性而逃脱其应受的刑事制裁。这正是国际刑法产生

和存在的基本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①

我国刑法第 9 条已经明确确立了普遍管辖权原则 ,为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打下了基础。同时 ,

我国已经缔结加入了不少有关惩治国际犯罪的公约 , 也为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准备了充足的法律

渊源。

2. 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的基本内容

一旦国际公约里面具体规定了某一种犯罪 ,那么这一规定对所有的签约国都有约束力 ;一个国

家如果已经批准加入了一个国际公约的话 , 那么它等于就把这个公约里面所规定的国际犯罪已经

纳入了他本国的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系列之内。例如 , 中国加入一些国际公约 , 涉及到反对贩

毒、劫持航空器、绑架等 ,就可以在中国刑法典里面看到与上述国际公约内容相近的相关规定。这

并不是说因为中国的刑法典规定了这些是犯罪行为 ,所以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国际的犯罪行为 ,实

际上应该是因为中国批准加入了一个国际公约 , 就等于中国认可该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在本国内

也是犯罪行为。

正由于此 , 根据刑法第 9 条的规定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

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 ,适用本法。”应当在刑法分

则规定相应的国际犯罪。但遗憾的是 ,刑法分则规定的国际犯罪屈指可数 ,对于尚未明文规定的国

际犯罪 ,根据刑法第 3 条确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就不得定罪处刑 ,“适用本法”就等于纸上谈兵 ,

既不能承担有关条约义务 ,也不能真正行使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所以 ,应根据我国已经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罪行 , 刑法中又尚无相关条款的 , 增设为新罪 , 规定在分则

中。这样便可建立一个完整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有学者认为 ,根据 1981 年我国加入的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可增设种族歧视罪 ;根据 1982 年我国批准参加的《万国邮政公

约》和《联合国海洋公约》,可增设非法使用国际邮件罪和海盗罪 ;根据 1983 年我国参加的《禁止并

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禁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国际公约》,可增设种族隔离罪和灭绝种族

罪 ; 根据 1987 年我国参加的《关于防止和惩处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可增

设暴力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罪 ;根据 1988 年我国批准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可增设酷刑罪 ;根据 1989 年我国参加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应增设

有关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 ; 根据 1991 年我国批准参加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

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可增设危害海上安全罪和危害大陆架固定

平台安全罪 ;根据 1992 年我国批准参加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可考虑增设劫持人质罪。②只

有将有关国际公约的内容作为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的渊源 ,并在国内刑法典中予以体现 ,才能有效地

打击国际犯罪。

二、实现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方式

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必须经历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才能得以实现 ,所以 ,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

①张智辉 :《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92 页。

②付立忠 :《论严密刑事法网的基本规则》,载《刑事法学要论 ———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44 -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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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智辉 :《国际刑法通论》(增补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25 - 326 页。

的实现方式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

(一)程序方面

不论是国际法庭管辖模式还是国内法院管辖模式 , 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实现首要的问题都

是程序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巴西奥尼先生认为 , 目前在刑事法律领域里面的国际合作主要有六

种方式 :

1. 引渡

引渡 ( Ext radition) 是指一国应他国的请求 ,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该外国指控犯有某种罪行或

已被判刑的人移交给该外国以便起诉或执行刑罚的活动。它是国家间在制裁国内犯罪中进行刑事

合作的一种形式 , 同时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在制裁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中普遍接受的一种

刑事合作形式。①

2. 双向的司法协助

双向的司法协助的范围相当广泛 ,主要表现为一国请求另一国向有关人员收集证词或供述 ,协

助提供被关押者或其他人作证或协助调查工作 ,递送司法文件等。现在 ,这种方法在国际刑事合作

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得越来越多。

3. 对已经被判刑的人的转送

如果一个人在另一国家犯了罪 ,他可能在外国接受审判 ,并在外国的监狱服刑。由于其语言不

通难以实现改造的目的 ,同时在一个国家的监狱关押一个外国人也会增加费用。所以 ,现在越来越

多的做法是 ,由判刑的国家把被判刑的人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服刑 ,实际上也能实现刑罚所具有

的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 , 而且这也可以避免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个国家的公民被关在另

一个国家的监狱里所产生的问题。

4. 刑事司法程序的转移

这种方式相当于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把一个案件从一个管辖区转移到另一个

管辖区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比较敏感、棘手的案件中往往可能发挥作用。刑事程序的转移这种机制

不仅仅是在那些有政治敏感性案件中能发挥作用 , 同样在经济犯罪案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当

前的经济犯罪中 ,有些国际犯罪的实施实际上涉及到多个刑事管辖权 ,在这多个有刑事管辖权的国

家里面 ,每一个国家可能都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除非你把这些国家的所有的证据集中在一起 ,否

则就无法对这个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起诉。到底由谁对这一案件进行管辖 ? 这方面的做法就是在这

几个国家间达成一个协议即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来对这一案件进行审判 , 而其他的国家都把他们

所掌握的证据给传送过去 ,以便行使有效的起诉。

5. 追寻并扣押有关的财产

这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方式是在不同国家之间查找财产并扣押。目前 , 世界的金融业有一

个全球化的趋势 ,而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银行保密的规定 ,没有其他国家或其他银行的协助

和合作的话 ,对洗钱等犯罪行为进行起诉和科刑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回避银

行里面的保密措施和规定 ,以便能得知有关的信息。

6. 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

一般来讲 ,国家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刑事判决 ,因为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与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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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 ,香港廉署因财力雄厚 ,进行海外调查的次数和质量均比内地反贪局要高得多 ; 内地反贪

局除了涉港、澳调查质与量较高以外 ,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则较少。

六、结论

通过以上不太详尽的论述 ,我们不难看出香港廉署与内地反贪局在许多地方既有相同点 ,也有

差异处 , 相同点可归结为二者的职能和任务都是肃贪倡廉这一原因 , 而差异处则是政治体制的不

同、司法制度的不同、历史渊源的不同、区域大小的不同等诸方面原因综合而成。但是有一点勿容

置疑 ,便是二者均各有长处和优势 ,同时也有短处和劣势。通过对比研究 ,互为借鉴 ,取长补短 ,促

进自我完善 ,应是香港廉署与内地反贪局的一个共同目标 ,也是本文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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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 页)传统的主权观念相冲突。但现在有的国家的司法系统不仅仅承认其他画家的刑事判

决 ,也认同其他国家的刑事判决的后果。例如 ,从实质上讲 ,中国现在不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 ,但是

中国和一些国家签订了有关引渡的条约 , 并有关于引渡的司法实践活动。当一个国家要求中国政

府引渡在他们国家被判有罪的犯人 ,虽然中国并不认可那个国家的判决 ,但引渡本身实际上就是认

可了外国的刑事判决的后果。

上述六种方式 ,实际上是存在于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以及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之中 ,只有把这

六种方式结合起来 , 才会提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效率。但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把这六种方式

统一规定在一个法典之中。

(二)实体方面

当国家、组织或团体、个人的行为符合了国际刑事法律规范、惯例所规定的国际犯罪构成的全

部要件并经国际社会公认成立国际犯罪时就应由国际法庭或国内法院来追究行为人与该国际犯罪

行为相适应的国际刑事责任 ,并给予相应的处罚。这种处罚主要是刑罚方法。

对于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来说 ,刑罚包括死刑、终身监禁 (或称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罚金、没

收财产以及保安处分等。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日法西斯战犯因被国际法庭宣判犯有战争

罪、反和平罪、反人道罪 ,有的被处以绞刑 ,有的被判终身监禁 ,有的被判有期徒刑等。对于犯罪组

织或团体而言 ,就意味着将被取缔 ,其领导人及其成员要受到刑事处罚。而对于国家来说 ,刑罚将

加诸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人如国家元首、政府、军队领导人及其他执行国家权力的人。除此之

外 ,国家的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还有 :罚金、没收财产、限制主权、道歉、赔偿等。还有人认为 ,除了

上述刑罚外 ,还有一些准刑事制裁的方式、如经济制裁、空中禁运 ,海上封锁等 ,类似联合国安理会

对伊拉克的制裁 ,即可称为准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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