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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三机关相互关系问题探讨

王敏远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这项改革在刑事诉讼领域，主要
涉及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的职权配置及其关系的调整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这三个机关的职权和关系问题， 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都关注的问题。 在司法改革的新的背景
下，探讨这个问题，有新的意义。对此，我们以刑事诉讼中职权的优化配置为侧重点进行探讨 ，主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

一、锁定新的目标
对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三个机关的职权和关系问题 ，人们关注已久。如今，这个问题在
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显得更加突出。 司法改革必然需要触及不同的职能部门的职权配置及其关系问
题。就刑事诉讼而言，职能部门的职权配置及其关系问题涉及到的是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的大小 、
权力的多少，以及权力的强弱。 对此， 司法改革提出的是优化职权配置， 那么， 需要研究的问题
是，通过这些权力的配置显示出来的职能部门的关系是怎样的 ，怎么来认识这种关系以及怎么来完
善、优化权力的配置，三机关的关系应当如何调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应当看到，这些
虽然是我们讨论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确实需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但是，这却不是我们讨论的
最终目标。就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问题来说 ，还有更加深刻的目标，那就是要促进司法公正。我认
为，完善、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司法公正 。
司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更加有效地保障司法公正，而优化职权配置作为
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其目标当然也应当是司法公正。 说明这一点很重要。 由此， 我们才能认识
到，所谓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调整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三个机关的职权和关系 ，是为了更
进一步地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在争论哪个部门的哪个权要有多大 ，更不应简单地从表象来看待各
部门的权力和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所发生的变化 。把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目标锁定为司法公正 ，就
可以将职权配置的优化可能对某个部门有什么影响 ，很容易地转变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调整法
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三个机关的职权和关系 ，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何在？ 保障效果何在？ 以
及怎样调整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 之所以要锁定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职权部门之间的关系
是很难调整的，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这三个机关的关系 。对于这种由
历史形成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无可争议的目标，想要对其进行调整，几乎不可能。
刑事诉讼中的职能部门的关系是特别难以改变的 ，相对而言，刑事诉讼的其他诸多方面已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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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重大改变。刑事诉讼法自 1979 年制定， 历经 1996 年和 2012 年两次重大修改， 改变了很多内
容和基本的诉讼程序，但是，刑事诉讼中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关系却没有变 。可见，职能
部门的关系是特别难改变的。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一定要认识到职权配置以及职权机关的关系
特别难改变，所以对此要改变的话，如果没有对于目标的清晰的界定和坚定的追求 ，在我看来，几
乎不可能。
当然，我们强调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中讨论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的权力配置及关系 ，除了锁定
的目标应当与司法改革的目标一致 ，即促进司法公正，还意味着需要关注这轮司法改革的其他内容
对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例如，优化职权配置，应当与司法改革所秉持的观念相统一 。这轮司法改
革明确肯定的观念涉及的内容较多，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 就是其中的很重要
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对如何优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的权力配置 、怎样完善刑事诉讼中的法
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均有深刻影响。以往的刑事诉讼中，与强力的侦查相比较，司法往
往处于 “弱势” 地位，其权力和权威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显然不符合其作为 “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 的镇守者的要求。 因此， 通过优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 提升司法在刑事诉
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使其能够有效制约侦查，避免其在刑事诉讼中沦为 “最后一枚图章 ”， 以真
正实现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应当是优化职权配置的一个基本方向 。

二、扩大研究的着眼点
提升司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真正实现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 只
是优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的一个基本方向 ，但这不是全部内容。我们对优化职权配置问题的探
讨，还需要将着眼点扩大到权利主体这个方面 。
以往我们在讨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完善公检法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关注的往往是有关职能部
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职权机关内部的关系，如法院内部的机构 （ 审委会、 合议庭等 ） 、 检察院
内部的机构 （ 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以及检委会与检察院的其他有关部门 ） 之间的关系， 这是
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然而，这也是不够的。讨论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着眼点 ，即
职权机关之外的着眼点，那就是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诉讼之中的被刑事追诉之人 。应当看到，在讨
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关系中的地位 ， 强化对其的权利保障， 否则，
司法职能部门的权力配置的优化 ，易于沦为只是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调整 ，而与权利保障无关。
我国法学理论界 （ 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就提出了权利本位论。 这个
理论对我国的法学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权观念现在已经成为法律领域的主
导性观念。继我国宪法明确肯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对人权保
障作了明确肯定。然而，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关系体系里面 ，就职能部门的关系而言，强调的是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没有辩护人、被刑事追诉之人的位置的。而我认为，在探讨优化公
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以及调整其关系时候 ，包括讨论公检法司内部机构关系配置的
时候，需要考虑到对权利主体的影响。这个着眼点的扩大， 意味着需要研究的问题的扩展。 因此，
优化刑事诉讼中职权配置问题时 ，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应包括： 随着职能部门权力结构的变化、权力
配置的调整，权利主体在整个的刑事诉讼关系当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 我们应当如何期待其变化？
在刑事诉讼传统的职权关系中， 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原则的一个 “言外之
意”，是三家机构是一家人。在这种 “三位一体” 的思维模式中，被刑事追诉之人往往被视为诉讼
的对象、是三机关共同的对立方。在这种权力结构模式中，辩护权的作用易于被忽视，权利保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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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如果我们现在探讨优化刑事诉讼中职权配置问题时 ，还是仅仅着眼于我们职权部门之间的
关系应该怎样调整，那将会忽略当事人尤其是被刑事追诉之人的权利保障的需要 ，导致其所处的环
境和权利的保障效果不仅不能得到改善 ，甚至会受到进一步的制约。因此，讨论刑事诉讼中的职能
部门之间的职权的大小、职权的强弱、职权的高低，以及相关部门职权的增减，等等优化职权配置
的问题时，一定要着眼于对权利主体的影响 ，使其不仅不至于因此而导致地位 、环境的恶化，而且
应当有所改善。应当看到，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
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当事人在整个诉讼法律关系当中， 有其特殊的诉讼主体地位。 在刑事诉讼
中，尤其应重视辩护的地位和作用。对此，研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问题时，应当统筹考虑。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刑事诉讼中诸多有利于权利保障的规定 ，不论是直接规定辩护权的辩护制
度中的诸多规定，还是对保障权利有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其落实情况往往由刑事诉讼
中的职权部门职权配置及其关系所决定 。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部门职权配置及其关系的调整，
就需要考虑到有利于这些权利保障的规定的落实 ，增加权利保障这个着眼点。

三、面向未来展开研究
对司法职权配置优化问题的研究 ，需要置于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中，这意味着要将这个问题的研
究与司法改革的其他相关改革设计与措施统筹考虑 ，以适应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的需要 。为此，研
究要面向我国司法改革未来的发展 。
对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问题的研究要倾向于未来 ，一方面，这意味着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顺应
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优化配置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及各种诉讼主体间关系的根据 。对刑
事诉讼职权配置中过去存在、现在仍遗留的问题首先要予以解决 。研究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时应当
坚持问题意识，为此，应着眼于解决过去未解决的诸多职权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诸如公检法配合过
度、制约失灵等问题，司法权力在司法体制中的权威不足等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职权配置不利于权
利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并应按照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趋势要求予以解决。另一
方面，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中新的问题，也需要从着眼于未来的角度，展开深入研究，因为，所谓的
研究面向未来，还有另一个含义，即适应我们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诸多相关决策和措施 。正在进
行的司法改革，很多内容涉及职权部门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的问题 ，由此，就会产生怎么适应这种
关系及权力结构调整的问题，这是我们急需研究的问题。例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据悉， 这是 2016 年将要落实的司法改革方案中最重
大的两项改革内容，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问题的研究应当结合这两项重要的改革 。
显而易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与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 调整刑事诉讼中的法院、
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关系，关系密切。对此，人们已有较多讨论。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对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的权力配置会有怎样的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这项制度应当
怎样设计，讨论中有意见分歧。但在讨论中，普遍意见认为，如果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话，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内容 、结构及关系，应该进行相应调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这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中 ，司法职权配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如果我们关
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问题的研究不倾向于未来 ，未能看到将发生的变化，就不能应对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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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研究

肖建国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理论上首先要廓清二者的基本概念和作用范围，阐明民事执行

程序中二者之间的交错交融； 在考量我国立法上民事执行权部分代替审判权行使、实践中当事人规避审
判权而选择执行权的特殊现实及其背后动因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经验，正本清源，审判的归审判、执行的
归执行，在审执分离的前提下兼顾审执配合，最终实现民事司法权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 司法改革； 司法权； 民事审判权； 民事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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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 以下简称 《决定 》 ） 指出， 完善司
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这是基于执行权的多样性及其与审判权
行使的不同规律而提出的。毕竟执行权是个大概念，包括但不限于民事执行权、行政执行权、刑事
自由刑与生命刑判决的执行权。行政执行权由 《行政强制法 》 和 《行政诉讼法 》 所规定， 刑事自
由刑判决的执行权由 《监狱法》 所规定， 生命刑判决的执行权由 《刑事诉讼法 》 所规定。 而民事
执行权由 《民事诉讼法》 所规定，并明确要求人民法院行使该权力。《决定》 将审判权与执行权相
分离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 这表明决策者已经认识到， 审判权与执行权不分甚至错
位、执行权与审判权关系扭曲、执行权性质不明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司法职权的配置和运
行。不过，刑事、行政和民事三大领域中，学者对此所作的解析各有不同，特别是民事领域，争论
也许更为激烈。① 在笔者看来，民事领域的交锋可能成为我国执行体制改革的主战场， 而妥当界定
民事执行权的性质、范围及其与审判权的关系，改变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长期被诟病的以执代审之
弊端，至为关键。为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审执关系 ，让审判权与执行权回归正途，做到二者
的分离和协作并举，以助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为便于讨论的集中化，本文聚焦于当前
学界分歧最大的民事领域，专门针对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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