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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文艺作品中警方向犯罚嫌疑
人“攻心”的政策武器。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坦白从宽制度外，还有一项“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
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司法机关在
实体上依法从宽处理，在程序上依法从简、从快处理的制度。这项制度从 2016 年开
始在全国试点，目前已经正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

那么，如“认罪认罚从宽”跟坦白从宽是一回事吗？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获轻判
后又上诉的，还算是“认罚”吗？当事人认罪认罚等于放弃上诉权利吗？本期的法治
大讲堂邀请江苏圣典（常州）律师事务所邢辉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认罪认罚”制度的
相关法律知识。

“认罪认罚从轻”跟坦白从宽是一回事吗？（1）

女子郑某之前谈了
一个男友，后因经济纠纷
而分手。分手时，郑某还
欠 男 友 一 笔 钱 ，一 直 未
还。

2017 年 1 月的一天，
郑某下班步行回家时偶
遇 前 男 友 的 妈 妈 吴 女
士，吴女士向郑某要钱，
双方发声口角并相互殴
打，在打斗过程中，吴某
的 右 手 手 指 受 伤（经 鉴

定 ，损 伤 已 构 成 轻 伤 二
级）。

第二天，郑某经民警
电话通知到案，后被行政
拘留 5 日。当年 9 月，郑
某被警方抓获。审理中，
郑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提
交了具结悔过书。一审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郑某有期徒刑10个月。

一审判决后，郑某以
一审量刑过重为由提出

上诉，并请求二审法院从
轻处理。二审法院查明
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
的基本一致。二审法院
认为：鉴于本案因民事纠
纷引起，郑某因本案已受
行政处罚。综合案件的
起因、双方争执打斗的细
节，法院认为，上诉人的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
处刑罚，遂撤销原判，对
郑某免于刑事处罚。

女子打伤前男友的妈妈

自愿认罪认罚
二审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江苏圣典（常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邢辉说：一般
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
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邢辉律师认为，这里
的“ 认 罪 ”实 质 上 是“ 认
事”，即承认指控的主要犯
罪事实。如果被告人对犯
罪事实认可，但对犯罪性
质有异议（如某个被告人
做了一个行为，该被告和
公诉方对这个行为没有异
议，但是对行为的性质有
异议，如公诉人认为该行
为构成此罪，而被告人一
方认为该行为构成彼罪），
这种情况下，依然要认定
该被告人属于“认罪”的范
畴。此外，“认罪”的具体
表现形式可以是自首、坦
白，也可以是当庭认罪等
其他表现形式。

“认罚”是指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
接受处罚。邢辉解释说，

“认罚”包括接受刑事处
罚、主动退赃退赔、积极与
被害人和解、预交罚金等。

根据法律规定，被告
人认罪认罚后将获得从宽
处理，因此在实践中，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

一般被告人不会上诉。自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以来，
刑事案件的上诉率大幅降
低。以广东为例，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两年用认罪
认罚从宽起诉 2 万多名被
告人，其中仅 502 人提上
诉。

在本案中，被告人在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后，又
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作出改判，被
告获得免于刑事处罚的轻
判。

在实践中，也有被告
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后提
起上诉反而加重处罚的案
例。如一名被告一审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被判处有
期徒刑 10 个月。后被告
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
诉，检察机关同时提起抗
诉，理由是，被告量刑过重
为由提起上诉，属于以认
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
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
则提起上诉，认罪动机不
纯。因此，一审时认罪认
罚从宽处理不应再适用，
应对其处以更重的刑罚。
结果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
关的建议，二审判处有期
徒刑1年3个月。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
判例意味着被告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处理后，只要上
诉就属于不认罚。

对此，邢辉律师持否
定意见。“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认罚中的‘罚’的认
识，不应该做机械的静态
的理解。”邢辉律师说，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国
范围内施行以后，一些地
方司法机关错误地认为，
只要被告人一上诉，就是
不认罚，属于动机不纯。

其实，认罚应该是对
一个量刑幅度内的认可，
而不是对某个具体刑期的
认可。并不是说法院判你
1 年有期徒刑，你就必须
认可这 1 年徒刑。如法定
刑“1 年以上，3 年以下”，
因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
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为

“有期徒刑 1 年至 2 年”。
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
建议认罚，是对这个量刑
幅度的认可。如果法院最
终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被告人以量刑过重
为由提出上诉，且他所期
待的量刑幅度在“1 年以
上、1年6个月以下”的，被
告人依然属于“认罚”。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
讲，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
后提出上诉的，并非就是
不认罚。

“认罪”实质是“认事”
上诉不等于不认罚

“从立法层面而言，认罪认罚
是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
利，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
段，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告知并予以
保障。换言之，嫌疑人、被告人在
刑事诉讼中，对于是否适用认罪认
罚程序具有选择权，至于认罪认罚
后是否从宽处理和如何从宽处理，
则由司法机关据实依法决定。”

邢辉认为，根据保障被告人合
法权益原则，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案件中，应当允许已认罪认
罚的被告人有反悔的权利，且该种
反悔权可在各个诉讼阶段行使。

被告人反悔只代表不再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不代表司法机
关可以据此对被告人从重，甚至加
重处罚。

对被告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只
能依据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和
各种情节进行综合判定。如果被
告人一开始有坦白、自首等情节
的，依然要对其从宽处理。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认罪认
罚和自首、坦白之间，在量刑方面
虽有重合和关联，但认罪认罚从宽
应当是自首和坦白之外一个新的
从宽情节。也就是说，在自首、坦

白法定情节予以从轻的基础上，应
再给予适当从宽处罚，以让自愿认
罪认罚的当事人享有更多的量刑

“实惠”。
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从宽

幅度一般应大于仅有坦白，或者虽
认罪但不认罚的从宽幅度。对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
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
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
幅度，但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
作重复评价。

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
一般大于仅有坦白

“认罪认罚从宽”跟坦白从宽是一回事吗？

邢辉 硕士研究生，
三级律师，江苏圣典（常州）
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省法
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江
苏省律协刑委会委员、常州
市律协刑委会主任等社会职
务。曾获得“全国律师行业
优秀党员律师”“江苏省优秀
青年律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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