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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휩司法制度的 ~!.I:1흉i효程凡乎되얹뻐#힘 IJi&1홉t~1￥而行。但是， 특三十多年的
설ì1H本制改훌不 l析深化和友展不同，司法 I*jjjlj~!.I:옳-頁停留在軍떼 j方式的改옳上。
텀前， 中퍼司法及其{本制eJ죠i걷i걷不能i졸m짚빼향展的需要。 作껴政治 i후制重要
姐成部分的司밟 '$jjjlj~需通 i立~!.I:훌以造m市t3Jí조ìif용展的需要。 中共“十八大”在져

以往各땐改옳 1'fT 息짧回때탑， 提出了司法{후制改훌的핏施方案、 ~!.I:옳 EItif，井簡
定了改童 i式，역地方。핏施方案主要集며在四 l'方面 �首先是完善司法 Â.iil 的分쫓
쓸理 ;其次是完善司옳貴任 ，再次是健全司法 Â.iilJ{R、I\J!.保障 ，最팀是省以下地方

司法 tJl옷핏行 A 、뼈i 物統-管理。 本文Wt 本 iJ.:司法#制 ~!.I:옳的 ìJl:想i흉行奈分
짧析， 井후ftitiJ.: 司法{후制i&옳的&展超向 i뾰行若千分析。 本文以켜， 在本次司法

#制改훌中， Ei뿔처-些*期켜 Â.llli 휩莫如深而 X풋系重大的理 ìQ:或짜念何짧 11'
出明8析的定ìQ:或交待， ì훨如兌的쨌力和法的옷系、 司法狼立、 法治至 t딛맺持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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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햇뚱等옷系何題。 重꽤法治思推、 法治方 ~~I쨌的허法{후制改옳，就是要將重
앤法治、 몇t며法治、法律至 t奉켜恨本的圭훌. )츠才是司法改筆所mJ;ls휩j的頁正
텀的，也是司法상正和뾰立的頁 IE保i正

용섭훌펴 :'iIì엠j方式改훌， 司法{本制改옳，司法責任， 司法狼立， 法律至上

則를

中共“十A居三中숲슴”通던的 〈中共中央옷子숲面深化改童若千|可題的決定〉 ’

xt深化{本制改짧{故7 숲面部홈。 陣 1<5. 며共中央全面深化改훌쨌뚱小짧第二 IX용
iμ'ilììSIj현i立的 〈옷子深{t 司法{本뿜Ij和 1'1승#制改옳的;意.ffi及貴쩨핏施分 l 方案》
明뼈 7 深化허法 ï!JI:훌的담젠、 原삐， 뼈定了各때改옳 f王종的路랬댐和 atl‘매表。前
不久김퓨的며央숲面深化改훌행륨 /J、姐第프次승ìSIj혐i立的 〈옷子허法{챔rJï!JI:휠若
千何題的樞架意 .ffi> .xt 若千重/현1흩/역l可題뼈定了政策뜰向。 特別是前不久김퓨的

中共十八居四中숲승把“完善以究法겨核 Il;때b中固特色狂승主 X法律#系， 加彈究

法핏施”和“加彈核ï!JI:i표兌xt全面推 i효依法治固的쨌륨”等 {'P꺼眼下的重要任쭉加以
뼈定， 一系列的深化司法改童的部홈和핏施方案、 ~.J(훌텀젠包括 ~.J(훌[ùt)역t뾰方的
뼈定， 再次효然 .A.fìlxt司法{후制~.J(훌的쳤!情。~.J(童不相 j졸m的司法 f후制以i졸mi표
-步深化설 H'f~.J(~홈7f放的需要 EJ갚成켜숲竟、全표승 1的共 i只。

I . 十A大前的司法많훌回맨

↓k某빼意 X 上 ì#.rf1固法律界 xt 허法 ~.J(童的핏됐是되中 E협的g죠?휴#制改옳퓨放的
步{~뼈影陣行，只不 i호*죠?유{本制ï!JI:~흉和升放是自上而下的決策， 故而， 雷R께
行，效益影 1ffi. 而司法 i후制改옳원]是自下而上的 -ftP~.J(童探索， 所以步屬觸뼈，

후步推 *01' 中原因 自然是因켜司法(本jM是政治 f*制的-部分， 司法休制的 ï!JI:~흡
涉及政治쨌力*좀해的重新架杓和政治板力的合理配置和켓 l界， 因此， 司法#힘r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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깅흉欲.J);l.成效， 除了必須具有自我흩 IJ新的理 ìi::勇늑和勇千探索的陳力， 更須貝有自

上而下的]碩끊置和具 i후的왔힐步꿨。 1ll.然早在中共“十五大”根告中就E明簡提出
要“推j효司法改훌， ↓k制度上保 i표司法까l옷依法狼立상표地行使軍判쨌和샘察 :rJZ"。
但由千缺￡具#有效的훗施 i十힌j、텀tr-、{王종和~J<훌內容， 因此只能停留 ff不涉及
f후制、:rJl밟11'1生深몽的 Ejj''fiIJ技木털面 ~P軍判方式的~훌上。 事핏上. ffì효之前，因
*죠뻐{本制~J<1홉帶未的始料未及的改훌成效， 板大地健 1t훨 Àfìl 的mJ<1흉的핸情向
往때 ïJJ. 全固各地法院也없 ~Ji欲ìJt. 除最高院外， 各吸法院特別是基몽法院 )}Ji훌
軍方式的改훌到彈뼈월事人후 i正責任11 ↓k혀ft法院뼈解功能 B".J~훌到最팀↑법然뼈
覆的加大法院뼈解的力度， 훌至全하승大뼈解格局的架해， 司法 ~J<옳7ëat7ê 刻不
llt극--뼈쏠ìJt探索的顧 ïJJ之며。 ~1 흉-ì 司成껴atr며• nttJ 衝量各地各없法院행류
是否具有 at代精뼈的첸堆。 客찌上 i井.方面 .Jlìi훨我固 Z조뻐{후制~J<1흥和7f放不
l析深1t. fi 승월해和 ~.lHH;jt生了前所未有的훨化， 各뼈利益主休的出짜， 民事交

易和民事周첼的頻혔加創， 以及삼승설 iif文化的急速갱￡展，추휴未了-定的*土승of
I좁，同빼也加몹nÀfìl 的짜~和行꺼的不 i졸. f좋統的司法 f후制也E닮露出唯以 m
:lt的彼意. Afìl看到或意 ìR到-些制度性、 fJl制性|‘리題的存在.F 重P且6용了져不
同利益主{후쨌利保11"的力度和解決 t니%的能力.~需 i흩行~1 흉.3l;fUIJ度 ftlJ新以
i휠m新的얹뻐 f本힘IJ;jt展的需要 ;굉-方面~.조riff本制的~1 흩，帶宋了 fi 승쨌利主
f후多元化的 1땐向，各뼈利、 利益主#享有的法定板￥ Ij的1f大和主{本法律짜念以及
재利意 ig 的不뻐增 1*. ì흐用法律的手段推 11"↑X치j和i멸求公平상正 t뼈￥決主{本之l러
的牙 I좁和때突的要求愈加彈烈， 需要決定 fft直，在缺E司法改옳 I!JjJ:클ì9:ìt的캔況
下，又要使司法能縣되 i표i횡용展的 fi 승相 j졸m. 構足f:l:승日益 t뽑1*的짜상正 i 상

平的需要， 子是， 各地自용的改옳探索的熱情高 ìllí、-at 竟如火如茶。
씬\l~파z;-at 期的司法改옳的쓸 ìJt. 基本包含 7以下的內容
1、改훨 ì@ 理 :fr;. JA{댐重￥죠핏1*$죠程序的ìlFì상|뺏向휩j閒홈井重的뿔포。 1*期以

宋，我 E회的司法↓~xÆ:fr;흰IJìifì상해i훌的ì9:ìt中，~뭘重 3l;f후앞程1주的fWj向 .Ejj' 判 3l;
짧中겨了再따案件事핏頁相， 法院被麻予 jN大的 l!R、↑~.~事A후 i正않有at~lt 民

事ìifì상中~管검事人上 ìif未提出 i홉求的，法院 ìÁ켜有必要仍然可以숲面軍理， 以

1) 厭爛‘p子뼈 “셜뻐\11뻐j方式ç};:훌若千何廳Mr' ，했江平主偏 〈民事軍j'-r.껴J'\ç};:' 홉딛향흩양 ，
中gJlt;制lliliR표.1998年，第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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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到公正했判的텀的。 켜了改훨 i효-;狀況，各地法院뼈많 i얄行改옳的쏠 ùt ， tt
如， 켜7加大월事 ÁtEìifì 公해造中的作用， 防止ìifì싱中-方的突然쫓 f!j和提高底
軍的效率， 쏠ùt7 軍前的 i正提交換， 但是， 由千沒有후 i正期限方面的法律썼定和
{견握，使得 i正握交換的改옳 15/.üz.流子交換形式， 규jjJJ，-方월事A息子交換、 不않

行充分的交換甚至故意댐!購 i正握rêtf!!交換的， 由子缺￡法律 -1M몹，法院法官也 7ë
法判송 ìtì正握的失板或失效。 ff.촬i쳤改옳쏠 ùt最팀꺼最高 A民法院在 2002 年 〈훗

千民事 ìifi상i正握的若千規定》 中所핑用， 但 i正擔的失板何짧依然在풍界和 'ijì}!IJ핏
쭉界聚 i상莫如。

2、軍判훌없 k底外켜主向底軍겨主的얄훨
我固民 ìif法 ff.짤明뼈없定了公규軍判的原째， 但是{종統的司法軍꿰方式在핏股

操11'1.흥面t최]달iZ';- 뿜IJ度漸行漸~， 1991年民 ìif法쩌定， 法官升底 f늄理前有 tJN 뢰
좁收集 ìÁ 껴軍理案件需要的 i正握。子是法官在升底前主 ï;I]~캠훌、取i正、1회卷 )효

t!f，就使得法官不可避免地在않 λ 升底軍理前 e.t죠先 λ 겨主地形成內心的定 j[。
iZ';햄的軍꿰方式，方面， 使案件的底 'ijìllft段流千形式， 使得월事 A或代理 ÁìÁ
겨“我1ì￥我的，他判他的”，法官的心 i正基뻐和心 i正냥程脫휩염事 A或代理 A的챔
ìt ，甚或根本 t置 1-t理人的代理意 j[子不때。 t읍A的感 1lt是 :法官 m.在軍判 J:t程
며形成的 l척，Lii혐信早在규底軍理前己설形成， 使判決的公信力受到 Álil 的置疑。
못-方面， 民事 ìlfì상中，大量的*니%軍前就i효λ 뼈解， 法官將 'ijì}!iJ的며心置千훨
外，法院 j현i立公규 'ijì判커5宣示法律的功能漸흉。 ftxt 上~뺑端， 各地法院充分용

裡퓨底 'ijìJ뿔的功能，把-切軍判活 ï;I]放在法健上상규 i흉行 (除了法律規定不상퓨

軍理的案件) 。

3‘훨軍方 'rtlA完숲的 l!J1‘쨌CËS<. 向l!J1、tJ(i표行主 S<.i立滾。由千 1켜史的緣故， 我택的

庫判模式며法官始쩍是 m演훌主宰홈的角色， 掌f경整1'!ll~휠的iJ奏， r'戰'Á、推i용
ìifi싱的i얄行，因此헬軍的 i호程7ëìt 是民事 i조是ìflJ事軍判基本上宋用的是 i힘fii]的模
式， 월事 Á 或犯罪緣疑 A 달之처抗的不是쳐方월事人或 11'꺼指控犯罪的샘察官，
而훨成딛法官的 xt抗)츠↑￥就使得:$:未11'켜中立的第三方的法官隔 λ 到民事或 ìflJ
事쇄해中未。 因此往往引起 Álllxt 했꿰公正性되正월性的↑꾸疑。 子是改옳朝휠由

쇄|‘러制向xt抗制的행훗， ìl法官頁正↓ k具#的↑案中中立出宋。 而英美民 ìIf中的
xt抗式的制度成켜改훌的參照， iZ';些~!<童쏠ùt 的成果就是最高 A民法院 2002 年 5J1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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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옷千民事ìlfì상i正握的若千規定) 21。

4、뼈解方式由맹재型向自原性的뿔훨
n허解制度是我 E힐民事ìJfì'~中最具特色的옮 IJ度. r!i)홉7f放前的民事軍判大多是{종

統的民事 t니íJJ. 主要是婚뼈家 R호織承美的 t니tJt}，J主. ìJ힘解在此용홉了不可忽꽤的
功쯤。 但是뼈휠얹 i홉1후制aJll홉和퓨放的深 λ，特別是建立狂승主 X 市얘얹 ì1H本制
的 r!i:l흉，짧 ti 승的쏠 f깅和ti 승 g且íR、帶*7i 경副的훨化-용面 r\ít껴的훨훌帶 *7
人 iì1fJWJxJil.~增彈， 못-方面由子民事周뿔的쨌혔和加速. J ...ill 之떼的*니써和予
居也不뻐增加。 f종엇的 ìJf~상뼈解 eJ 죠不能j졸@.市Jm平等主 i;$:xt재치j推t? 的휩멸和
追求。 特別是法官如何 i현i立xt↑案 á~EIì'j!Jj未宣示法律、 保 tNJ(:fIJ 、引쨌 f土승道德
和法律용展的超向 ，己얹成겨 J ...ill在新的 1퍼史중件下져法院、 法官和法律的期

待。事힘原 i휩的是由子彈뼈“*밟'?f.를‘定”的政治需要，法院、 法官的主要精力홉끊千
解決*니tJtiZ ↑￥if!J 콩ð:、훨-的需求之中， 況且， 뼈解 i立程是元需상升的， 就使得
法院的軍꿰活 f;1]可以在缺￡상 7f1生、透明性和程序性的“뻐|‘1商淡”中完U成t니써解決
的使命， 。如此-未 .X 使得연事 A和代理人有更多的 fJl승 :(fl효下或底싸특法官
接願， 켜人情案、 옷系案、 金뚫交易等司法團敗行겨퓨了方{更之|‘1。更何{兄.ìJf
i싱洞解解決 2니써BS有一↑ 1ë法쩔 7f的 }XW효，就是 i튜i상뼈解$如何貴 WJ民ìJf的基本
精坤. ~P尊重검事 A 的私板， I!f不 i立度地千행又能빼利地뼈解解決씌써。 如何在

jZ閒홈中保持 ι要á~*力，想必{又뽑把握所i뿜的“월事A 自原”原삐是唯以力所能及
的。~賢 JJil.fbl혀解的1퍼史얹 1퍼7 由U허解켜主軍 'j!IJ껴輔휩j휠重뼈解再쫓 IJ自原潤解的
꿇展훨 it. 但是如何在軍꿰핏股中把握 f主方向，是-↑十分唯得的 l페題。풍界深
知jZ- 뺑端溫觸將合映及 ìJfi상m制自身， 子是 fRt&提出改훌 ì9:想，不管是“i댐軍分
훔ì{>;"BS是”和解替代ì{>;"甚至“取消潤解iε3) ”，都是 xti 효-何짧的 xJil.!l.뀔. ìlfì싱뼈解특
igiL、EIì'j!IJ的混合， 縣大子￥IJ。
第五，軍 'j!JjtJH只JA集f本fJJ.責힘j法官合 ìsm훌fJJ.責的첼훨
由子*期以末때 f 政管理的方式 和法律빠定的 A民法院뾰立行使庫꿰뼈 ~~JiI.定，

以前法官只能챔 ;i'I'EIì判 f5 ，不매法官， 훌힘떠8年法官法 i핏布，才正式改成法官。

2) 隊旭 “ìQ:單~IJ方式改옳的內容" 했王立民主偏 〈中固짧1껴式 i&ií'ililf줬，上海11승科￥院出
版갔，1쨌年， ~44며。

3) 庸德$主짧 〈民事ìffifr理;잉:늑tM~) ，中固政法大중出版삼，200}年，第집5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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월at 法官不是以法官 l'λ、的身{分出fJl!tE軍꿰 i立程며• f전管it!liivt 外代表 A 民法院
行使 l!R板. ìJ혀훌收隻i正握，돗fj}좋軍理案件，但최]沒有狼立xt7H'F 出載判的쨌利，
必須 i쪼段[根，如果是疑 1옮案件~需짚軍判委 f5승i'F出定경F。￥i!;*iJ的짧果和相 m
的責任不是由 ì:r<案的法官承앨， 而是由集#承챔， i월成事핏 J:.'ijì홈不判、 判홈不
軍的 fJl!象。陣휠~l흩升放的i효-步的深入， 民事*니%和õfl줍越未越多， 法院的 'ijì
*IJ方式和工作效率 7ê法承뼈軍判的 ffJ.혜， Nfj월成法官責{王-L'S~缺 Z ，iM씬fJUM不
健全 ;x使民샀的 ì!Tì~p.를次多、îJ奏慢、 效率 il，1;、成本高加深了狂융 xt法院的信
任危 t凡。千是各地法院쳐此 i표行改옳，加大읍 ìSW중的f)(限. ì式行主軍法官制度，
個予主軍法官狼立的 'ijìr좀쨌.*取↑~J:윤利桂해.Nf提高了끼}案的效率又充分향홉
法官的主째能 ïJJ生，法官1'，;\年'ijìr홈案件有超 i立三百件的。 更重要的意 X 在子E
;선司法뾰立、法官狼立꺼案提供了핏股的 iftO흥。
琮上的改옮돗짧되 ~j(l홉i양想、，明 .ill\存tE，흉先天不足41， i'F꺼政治{本없Ij重要 rJ:j成部

分的司法뻐制的改훌， 涉及到政治재力在[휩家쨌力옮해中的重新配置和分界， 因

此，必須要有自上而下的]핏털制度 ì9:置，換句i좀i見&'、쩨要有明뼈的改훌El f5f，和
具 i*的핏施步랬， 司法~j(單的特珠 生和重要 f生要求i츠↑￥的改훌必須是自上而下的
훨單， 因켜司法本身 xtfJl!行法律制度的 i훌守被찌겨合法性的基뻐， 而-묘涉及 xt
fJl!行法律的突破和修正將被 f찌꺼져法律統-性的飯覆。 法治統-↑生的需要，也不

容i쑤在司法핏股며有差륨性的 xt待。所以， f전쓸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t
大”옳然都처司法改훔提出파不同的要求， 但都因缺 E具{本的改옳텀첸、方向和要
求而 i쪼步淡化， 各地各吸法院只能浮游子各닮빼通的模索和操 m콩面上的'ijì*IJ方
式~훌的쏠 ht。因此，흘期l폐的所 i뽑司法~j(l흉물때出-1' 自下而上的特‘연。自下
而上改훌쏠 ht 的局限性옆而易 .171•• 강不能涉及司法{후制和 fJHM及값略몽面改童的
核心。 所以~풍各地司法改훌浪湖此起彼 ix. ~j(훌쩍景波뼈 ~t 뼈. iE!.9<mt性的
~童仍然步團推 JN; 非但如此， 송A 意想、不휩j的회]是不可避免地帶未-系列 ffJ.面
的影뼈。 我iil知道， 司法板的最大特性就在子他必須始찢↑各守法律的精坤和原

삐，依法허法是 ~J 핏原삐的核心也是핏 fJl!法治的옷健。 但是最初的、 自友的、 自

下而上的改章 i며혀.~Ã~Ã欲ht 的改훌激情， 始찢껴F個子 ~j(경NJl!行法律或制度~況

4) 쳐i효내期的 0)(1흩採索￥좁多有 i뀌介，參.\\1.11平主없 〈民事짧Ij方式 i:Ji:1홉되것展) ，中固法制出
版îl，1쨌年，第81m‘第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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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끄緣，形成-햄不合理的心理때 'iJJ------ 只要不合理就可以去改훨효， 흩至是

法律和制度 o )츠↑￥的心理作用처子依法治固和建ì9:法治固家而콤， ￥죠좁是格格不

入的， 重좁是 R옆合훌重大的危웬。 因꺼 i효빼 ~!Zl홈行겨本身힘法治精坤是相背홉
的。 因此， 짧 ι역前些年的司法"&옳，基本停留 tE핏 ~;j;操1'Ffi.뭉面~P所 i뿜的方式的改
童上 (검然也不￡有自下而上的改훌쏠뾰的成果最팀被追 ìÀ其效力的， bUlD各地
i흉行的軍前 i正握交換等等。) ，而在故略尼面上則 f후制몽面的改章， 收益甚微。

월JtE尊重法律、 뿔f며法治方面理下 7~흔‘惠。
除T 上迷原因以外， t!\政竟的政策和狼立 E\ì뻐j之|페的용系有B;j"也出 f!，\!，ttt댐。 司

法政策짚常左右影 O떼了司法軍判的狼立 1生和뺏律性， 有 B;j"승影 n떠훨옳的路 f죠和ilt
程。 bl~D法院洞解的何題， 옳然在핏짧中暴露出-系列的 l可題，不只是倚庫的是
l!l1、쨌千행的 l可題， 更重要的是將뼈햄完全不同的解決 t니%的方式置子 -1' 系統

中，“必然승引起程序不合 i휩틸떻짧，最찢可能使司法迷失本性。 "5)因꺼 ìlí'ì~的解
決i니써的同며， 法官在向월事 A 和 f1:승宣示옳法律， ~짧9빼재利的핸 E팀和法律的i일
界。井通i立X'Í具f本案件的쳤 *IJ引~9If.f:승法律意 ìRfD1'J(利意、i只:tìt醒，했判就是 X'ÍA
tìl行꺼和法律 1'1'出的{끼直判l折和行겨블向。 而 ìlí'ì상뼈解↑tlI읍模빼 T法律켜 1'J(利 Jtij
界‘겨行꺼류向的 f끼直功能ο

~管tE- 段 B;j"期內，由千설뼈{本制~!Z童경l~á"Jt 土승牙居和 i니%敬量的不뻐增
110，titf.f:1능和法院解決*니셋帶未不少的ffi:tJ ，千是“案多A 少”、“i5jL爆'YF"的빠현
甚題초上。 薰Z有些法官的껴私舞縣行켜)훌成밟院的生效했 *IJ常常因월事 A “案
않事未 7"겨理由上 i方、信i方、申i홉再軍。千是， 꺼了“案짧事了”減少民샀쳐司法
~뀐j的상 I티生居疑所帶宋的 X'Í71:승穩定的 ffJ.面影 n메)표而可能引起的 m조淸용展

的影 n삐，~허整허法政策，加大뼈解的力度， ↓k멸事A“自原潤解”到法院쳐案件“能
U혀解~量뼈解”的행휠， 民事ìm상法律的뼈定的自應潤解的原삐關|폐랩 ft了。不但
켜숲 71:승布局大뼈解的格局， 就 j포本E在후界農폈不-、 日漸式微的 ìlí'ì상펴解ill
i뽀受到좁 11*，2012 年 Ilîf法2013 年 1月1日起施行的떠行民事 ìm상法，就 1쯤法院的洞
解分解成 ìlí'前U허解쩌段、先行뼈解 Ilft段和 ìlí'ì~~혀解Ilft段。 3tn 며 i죠E分軍前 i周解
和軍理$~힘解Ilft段。 引起 Alìl 처ìlí'ì앙潤解原삐性 mt理解的聚 i상和如何 JiiZX'Í和尊重

5) 李浩 “民事軍삐j的뼈軍分홉" (훌풀liJf줬)1996年第四期 1 第ooJ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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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엌事Áìif 쨌的휩싸。 平心而 ìf:，中며 JAf종統封버的自然쯤뻐챔向升放종元的市 t2á
t조뻐{本制，)효-前所未有的改童규放的앓略給固家和 fi승帶 3lHßi훌的&展和용E
化， :3<:展훨 ft 的同 at ，不可避免地也뿜未-些 ti 승何題， Áf 미之때的*니써也必然
有所增加增加， iZ;행屬情理 Z$，5'ë需大↑횡小怪。而1f 大뼈解的행固， 옮有利子

j변단平和的方式解決 t니;)1，但模湖法律解決 t니%的原!Il1J性，淡 ftJ. 훨i立E륨띔j宣示法
律 i끄界的功能性딛日益增*的상民 î-t:f~利意思期뼈和漫望之때 ，形成板大的落

差，更重要的是 i효빼治 :fff，↑生的*니써解決方式처홉建市t2á옮固和市 t2á快序的作用是
ff-t面的。 不利子市 t2á~!Il1J和柱序的健숲， 淡化了法律、 模湖了是뿌、 加大了不상

규性， 又使得펌事 A有更多的 m승游走子法 1院、法官 Z中。今天的司法爛敗겨 A
fì1所 ìJii病， 但不容否 ÌÀ，由制度性安排所造成的 i替在 l홈敗的可能性是不容忽꽤
的，同at ，i츠#制度 ìí[置的X缺î-t法官而콤是不公平的也是不 ff-t1용任的。如此빼
ftj!，필然是軍判方式的改옳所不能願及的。 千是乎짧庸 i휩콤，iZ;些年的司法改훌
量如火如茶， 但收效甚微， 司法뿌但不能起到有效地引쨌， i:!!.특 i표i훌용展的 t조뻐
{후옮IJì新行漸파，리法{本制~!<:옳!愈갖P습A 圖局。

11 . 孤삐段司法빼制댔훌目젠和息#思路

中共十八大根告， 맺持了 自十五大以末的司法改훌口쯤， 但不同的是將 i효ftj!~!<:
옳的 ìí[想付i홈子行 ï;I]，具f*ì휴就是做好]핏틸ìí[置)표行&옳 l칙容、 &훌텀 f示ìí[
定，在具f本步9없上i얄行改筆 ìJt~ ，形成 2조않再予推「。
〈훗千司法{후없11&훌ìJt펴若千|可題樞架意 !JD 61옳未 m被露全文， 但通 i立根道的

진i!Í平료、~ìc的ì#活，可以看到有 JL↑方面的!친容
1、完善司法 Á1J1 的分훗管理， f:尤化司法 I!R、板的合理配置。)츠是法院管理f本制~!<:

훌的最基本的要求。 我固*期以宋井沒有解決好法院的管理{후制|可짧， 新中 E되建
立팀껴彈뼈司法的民主性不再使用法官 -ì 혀，使用軍힘 1J1J1的廠念。 79年的法院姐
iR、法就使用7軍判 f5-i 혀，홉줄1]1994年法官法才正式뼈 ìJ..7法官的名林， 但法官

6) 法官也按行政땐정系 91)等吸셋1)5t，ttPD正~!)，lilì떼IJJ)l.，副局吸單j!1jJ)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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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윗格、 待 i멸‘l!R‘댔、홉升、 ge%동、等都是按E휩家行政千部 i훌行管理，法官制度是
行政千 l1ßÀ.事制度的-部分， 法官짧別等同子行政吸別。 法官的촬理 f후制}감用行
政 À.m 管理的模式딛方法。 我 iìl知道法官是一 f며特珠的l!R~. il!liìl須在具 j4;的案
件的我씹j中造用法律， 承좋k훨떼j明是뿌、 解決*서뿜、~fÆ↑g利的貴任， 因此，公

lE‘狼立、 中立是 i효1'l!R~ 的必然要求。 法官除了向法律 ffJj설外，不 Ji)Zì~接受任
何 tJl옷和 1'À. 的指示和命송。 而핍用行政{후1M、套用行政쯤理方式져子융~性和
뾰立性要求校高的法院法官而콤， 盟然是不科풍的。 iZ只是何題的-↑方面 ;lì러
題的몽-方面， 由子法院쯤理#制的行政化的色彩和껴法官 l!R~ìÀì只上的偏差，
륨致法院!직部管理的行政化 jffij向，院*、 副院 *t~ 成的院行政햇륙몽基本不꺼‘
案，案件的軍理由法院各~용底完成， 而훨*是主持軍判~종핸工 i'F的며尼 DH륜
人，承챔法院內承上 E금下的重要作用， 因此，돗됐中. fj훌*甚至副底*基本上 ijJ，
不具뼈軍案， 而是在“쨌륨把훗、 f콩f콩軍批”的流程中해演“-털”角色。也就是 ì5l.~
具{후案件的軍理由뾰{王軍判或合ìS(底軍 *IJ的軍핍Jmj훌行，而案件的最店載判要由
底*‘ 分管副院*、 院*以及軍判委 m승最팀決定 .JA 而 ;Zj휠成案件的핏 ~jj;*理
달案件的했判相分댐， 所i뿜的“軍좁不判‘쐐者不單 "~P是710 ~管究法、 法隱且 2只
法、 ìlfìíi法都明뼈規定人民法院뾰立行使 **IJ쨌，不受任何 tJl풋[힘{후的千涉，但
管理 i*iM的縣端， 仍不可避免造成司法특狼立、 상正、 며立的 iftfi흘取向漸行漸
i쿄。J]ljfi.콩ì9:ìt中的 i츠一改옳꿇惜， 量然 JA表面看 i)l.i)l.是 -1' 合理配置司法윗源、、
走l!R、~化、精英化的法官 i*制的何題. @.iZJ핏改옳必然涉及~司法쨌統 -1 生和狼
立1生的再ikiR 的何題。 我贊成 1象~待市t3J;조뻐是姓“ti"iE 是姓“윗"1‘렉짧的횡ìQ:쳐~t￥
的 ilt理方式， 不用*니廳규~7ët木止的휩 ìQ:中，用行해、 쫓股 *t읍휩ìQ:以明뼈的立
t3J。但是， 承ìÀ司法쨌的뾰立性是땅容置疑的 .'Ë 是없法治固、 法律至上的基

E. 司法재不狼立. i견法治E휩、法律至上只是憂 7ë意X 的口뭉。 那ι如何完善~
司法 À.m 的管理 q텀? iX就需要핏行法官 l!R、~的융끼化，同at~ 法官 l!R、~素廣的和
法官的 i흉 j2'i;提出具#的~~훌要求。)조是司法{후制~~훌最基빠生的要求。如果 i삶司
法公正要求허法狼 J1.，狼立的허法是建立在具有 l!R、~素츄的좋~法官的基뻐 Z上
的。견EÀ.m 分쫓管理上. i'F꺼ìJt언城市之-的上海法院系 m. tui용法院Ii'FÀ.m

7) 王利明 〈허法改훌뻐줬} ，It律出版표，200J年，第1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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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껴三쫓 J{R、종系列:法官、 <!ì꿰輔助 À.9l. 、司法行政 À.9l. ，其 tt 例分別是 33% 、
52% 、15% 。使法官 JA뿌軍꿰核心 '!k줬中脫홈至子軍꿰 À.9l. 的法官的 33% 的뻗처敬
是否超越찌有的法官 A敬， ê前ìf是未 9;[j8J。但司法改훌的超向是走 JíP&化‘精英
化途往-般而흠不승 rf大法官的했量， ~몹有종消息i왜-部分法官將뿔行，
部分可能成겨司法行政 À.9l. 좋 fl ↓k事行政管理。 如此看未， 不찌得승 rf 充法官 ~Å
i五。但못-何觀又接鍾而至。 JJl!有的法院軍뀐 1J1용源j후i흐i졸m不了 t니쇄、案件的創
增， À.lìl 常常以“案多A少”겨tEì리，宋껴各色뼈解投借口， 將有限的 ìñ~명用到最需
要的地方， 使司法윗源的使用핏 JJl!效益的最大化， 1- 中是非不去深햄了， 如果뼈

3;JJl!有윗源不足， 在 JJl!有基뻐上 ìf 要r充法官 ~ÅI五，那 ι 又是특 J{R'!k化、精英化
相去효近。 上海法院的 ìJ\:)역i;Zl홉中i죠包括챔末法官不홉接 A法律院校中招收， 而

是 JA法院系統內部 f￥fJti효j월，或홈 JAfJt秀的法律맹 '!kÀ. 才中 i훌任，原삐上高吸別
法院的法官 JAIR짧別法 ßJC中팝升。~就涉及要及 H;j"修~)(法官法的何題。

2、完善司法責任制 司法責 11:的完善主要 tE子軍判板力的 i흐行f凡없IJ的完善。 !i:
予軍判짧쟁、￥n法官狼立的했꿰쨌， 훌正做힘 j軍理홈했떼 j、載J!IJ홈 ftlm。上海法院
改훌的初步 ìJi想.뼈立<!ìJ!IJ:f있흐行fJUM，ìl<!ì理홈했判， 由흉tJ!1J홈껏責， 院*、 훨
*將不得효&其未參加車理案件的했 J!IJ文1}。建立끼}案À.9l. 쨌力淸훨， ~Æ흉t힘j
文1}的효용옮IJ度，明뼈/力案챈貴。力求板좁統-。

法官的責任制可以↓ k뼈↑方面않行考虎， 第一是法官的彈~和 f훈였，世界各固
凡乎都有有옷法행彈었和德앉制度。 “P 格地 ì#1R法官的彈했핏 ~jf，上也是-#%동
ìtX，所以 r:x.的德였搬;솥:包合1X>t法官的彈했。 然而在 i쑤多大뼈 E휩家E分 1X>t法
官的輔쩌和-般的感 ìtX，再英美固家， 只有彈찌而긋E成짧制度， 所以 i효뼈1-lI!t 옳
仍然有 ßjjlJ"9i 。我固法官法 E 分了 x>t法官的免흉P、、햄 i뭘和德앉，法官法第 39종채
定“몽힘E法官m펌依照法律빠定的程序免除其맹종”， 但遺↑感的是法官法和其{번法律

中井沒有 X>t5t1除냥官 J{R、용和짧j뭘法官的程序 I'F出具{本、F악용的規定， 3;~5t 中-般
按照普 i현상쫓9l.합j흩和免J{R、的程序i훌行， .R、是需人大常委승作出免 J{R的決定。 完
善法官貴 11:制就必~首先考 tM法官 J{R'!k的保障和司法的뺏威以彈~없 IJ代替 JJl!行

8) “上海市高吸人民法院려홉 f;j;制改훌 ìJt\\i工f'F똥뼈方案出 11'''，中업新때 1lJJ2014年7月31日 12014年
9月10日해何) •

9) 王利明 〈허法.JO홉liJf줬}，法律出版삼， 2000年，第169!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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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 .JlR和群 i뭘制度，制定法官彈 tJJ法，~法官受彈 tJJ的事由、 §뺑tJJ的↑凡해、程序
等 i'F出明碼的뺑定。~子法官的 f동JtX，我E택法官法융 i융第十-훌作出規定， 其中

第 30종列후了各뼈$.受惡威的 j휠法行꺼， 只要핏施其中的一빼行꺼， 便$.受警

告、 ièi 호、iè 大파、 降없、 敵JlR、、升除的 Jzt分。해成犯罪的， $.1:&法 i멸究깨j事좀
{王。텀前 i효JijjÇJ(짧的首要任줬就是在 A 民法院 I직部要建立댄 JtXtJH성，來具{후핏施
f핀JtXt:R，同따必須建立相풋的程序 ，保 i正能觸充分 P규取各方面的意 m特別是保障
受 f1폼폈홈的申~ì￥申i야的板利。
~子法院內部的짧案 i윌究，풍界存有不同的짜，면。 是否要 i멸究，옷健 tE千~r.l

案 tt-堆的 iÀiR 。我 iìl的찌펴 $.i 홉꿇大뼈法固家的얹않， 將“法官因F重i立失行 tJi 울
成짧案的 "i'FtJi 멸줬的젠샤:E，~是 1훈랬，凡是在 i형쿄.bR 或再軍 t니正的，就不屬子
짧案。 除非有 i없D7힘私狂法、 :&iì당受뼈或겨 i1JlA 격츠取私利↓u며故意、出λA 罪或 i'F
出不상 lE的했判的。 或좁溫用 l!J1、쨌、遠反程 j추않意、했判的。

3、健全司法 A9:i.!lPJk 保障
캘界早有定 i見，司法的狼立특상正，需要↓k多方面宋保障法官的뾰立，司法的뾰立~

mî上是制度性的狼立，~些制度性的뾰立自然包括法官的身 i分、l!J1、용、新빼以及 j뭘
休制度等等。 lÅBj( 옳的 JJ1!有 :1*1兄出;3i:，法官的 l!J1、iI'.保障至少 $.1짖建立身써和설 ì1f
保障制度。
所 i뽑的身{서保j障制度就是쨌定法官-얹任命便不得뼈意更換， 不得被免 .JlR、、뿔

JlR、或뼈換工 i'F ，只有依擔法定奈件， 才能予以彈꼈、 %왔 l!J1、、뼈훔或수其提前 i흩
休。 只有在없 Ij度上保 i正法官不受免 .1!J1、、뼈휩和핸 l!J1的威助， ;t 能觸保 i正其狼立地
依提法律 i흉行公正的軍判。
월然法官的 JlRiI'.保障是建立在前迷的法官合理的分몇管理基뻐上， 只有在法院

|직部形成有效的、合理的 JlRiI'.法官 ifJlR、윗格的基뻐1:，使-批高素廣的法官脫행
而出， 才能落핏保障所 jfjlj定。 也就是 i5t 司法{후制Bj(훌的텀챔之 l폐是互相후표、
효相 1:&tt的， 任何-↑텀힘的超向正뼈딛否頁接影 n때其他目젠的핏 JJ1!，lÅ~ ↑魚

度看， ~1흥뼈핏是총 -;3i:而 TJJ숲身， 不可等쩌뺑 Z。至子텀前法院內部 E핑取的
法官 JlRi효的竟휩上허的옮 IJ度， 월然되 Bj(~흉的超向듭趣 i멘륨。不파월J:>(符合中固的
JJ1!~l홉況，因 tJ 않有 F格任 JlR、lîf格的要求， 1!J1、iI'.化水堆又 ill;，所以只能通 i:t考核
i훌썼竟횡上협的方式 m繹高素 mî的A 才。-묘멤 iI'.化的法官造任制度뼈立，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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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 i효ftþj월技考核制度將 tJ 法官댐置制度而取 i-t。
法官身 i5t保障的具 f本內容主要훌中在찢身制和免， JlRt휩률制度上。풍界 ltjj向子찢身

制， !!P除뿌法律체定， 法官不可被任흉免맴、 激JlR、、뼈J!J=、或今其提前追休。 31<11';양
身制在子 JA옮 IJ度上保障法官狼立行使 m1、板，井且只服 JA法律。 월然，핏行찢身制井
不意味휠法官在任 JlR期때뻗쳐不승被免， JlR、，事핏上在*했*1홉況下，依t居法律뼈定，
也可~法官予以免耶。 ~l如我固法官法 13奈就有빠定 10)。E닙然，其中有些채定缺￡
明簡 a얘示샤￡和解繹，例如因 i훨E不能織찢 f王JlR、，“因其他原因需要免 JlRé"J"，因꺼缺
￡明뼈的解￥￥，료得tjj;題立寬， 法官將缺효足陽有效的身써 f없훌;。再~lftotm 몹 〈法

官法〉 第38종的規定 “法官有下列情形z-的，可以予以짧退 :1、在年度考核며
i포찢뼈年뼈定켜不챔펴P的 ;2、不姓任따맹 II'F，又不接受굉行安排的 ;3‘因軍判
tJH성뼈整或홈언옵減編制fa 願需要 U정整工11'，本Afl:i 뻗合理安排的 ;4 、BrI 或者 x
正월理由週期不 U3或者 i포흉超 i立15天，或者-年內累 ìt 超 i130 天的 ;5 、不屬行法
官X 용， í조敎育仍不改正的”。其中“설考核뼈定켜不￥~J!Ré"J"、“不뾰任f.\\!JlR‘工作、
又不接受못行安排”흩至因 Br工而被합退的썼定， 是 E되外法官身 f分保障制度中뻔 x
1)1.有的， 由此也可看出我固핏빠上井未핏行法官身 i서保障制度， (法官法)j 乃然펌

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 不 i立活X 得i삶回未， (法官法〉的행定 i훌又能ì51.不是
특我固쩨有法官 ß.Á.ffi的素 Jffi相n끼合1liÈ? 我固텀前法官 E서五參훌不츄， 整{후素Jffi不
高;조考核不合格的法官、 不뾰 f王쩨껴Ré"J法官 Bt常出m 所以핑用上 j것웰定뼈돗 i1
짧細 j훌了-m 不能造 m 司法軍뻐 j工作的法官， 但 U러행是j효主要是因껴我 11'1未能 F 格
掌握法官的 If흉Rj;ï格和奈件， 所以司法休制~草健숲司法 AlD.J!JUk保障又必須回到
起쁘 !!P~ 司法AlD.的分쫓촬理上來， f잭용考核和透 j월法官，走l!PjJdt 精英化法官之
路，是保 i또러法AlD.l!Pjk 化閒짧的能陽付 i홈핏됐的重要협擔。
法官 JlRJ1保障不可며避的就是설뻐保障。 Alì1越未越 ìÀm 到， 高新只是츄廢的

-빼方式， 井不-定必然핏 f.\\!휴廣， 但高흙簡핏可以免去法官生活上的팀 1때Z
tt ，以保 i正法官生活的{후面富洛， JA不受金技、 物廣利益 é"Jì.秀惡。法官的高흙핏

10) (法官法〉쨌定 有下 JIJt홉Jfjz-的，m.펴ffil! 提1홉免除其멤종 l‘끊失中 !F-A民共 fll볍固짧
的;2‘뼈出本法院的，3、l!R종훨功不需要保留原l!R용的 ;4 쯤考核뼈定겨不lB펴p，à인 ;5、因健
康原因1*期不能屬行l!R용的 ;6‘ jfl休的 ;7‘햄맹、짧jfl的 ;8、因j헌;c、i휠法犯뿜不能짧혔任
lj)lJl<J; 9、因其他原因需要免땅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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빠上是-뼈삼승옮任、 '11을地位的象 f正，法옮IJ;itJt~휩家法官的收 λ 一般都校겨후
탤，法官的收 λ 高子상컸 fa ，之所以 i효햄，法官的 l!R、jj(和行껴被꽤 71- ￥며뿔高的
뼈力쯤혀， 강是핏 f밍상平和 1ES('的重要保 i正 J현i호法官的 j휠用法律向 fi승宣示公
平正 X的取向 J重i立m니써的m*IJ向人 ffl宣示뼈利和自由的피界。 所以， 法官 l!R、
jj(jÆ得較高的흙빼理所@.연。 1홉앓各固的설않，설ìif保障主要有 Jl"ì、方面.第-
高흙힘l。第二， 工윗收 λ不得減少的制度。 第三， tt庫的退{木金뿜IJ度 11)(111。上海

法院 .Ìîtι먹改훌方案中 ì요想將法官的흙빼 ltij;ì崔되法官等짧珪해， 在텀前짜有的基

뻐上造度增加。 同 B;j"i휠펌延-K法官的退 1*年휩。
4、省以下地方司法 tJl풋훗行 λ、‘m 、物統-管理。 我E되法院除了各융 1、7法院和

쩔事法 ßJ젊낀i융置除外，主要分最高人民밟 g、高댔A民휩院、 中짧A民法院和基 f콩
A民法院四吸， 司홉管精 E域 })Ji옳子行政管햄E域。除7 最高A民法院是由며央 ìí1:
置井由中央째떠다ZtH~조費外，其他各吸法院都分別由各吸地方政府쳐同吸法院的 A
쩨物i표行촬理。法院 á<j~없P￡系、 人事옷系‘ 꺼‘案t조費、物 'ð'f裝옮等等， 都由地方

fJJ.責。~管究法和 2且~H法明뼈規定， Alfl 생애~法狼立行使軍判 t~. ↓k行使 l!Rt~和
l!R責的角度， 明뼈 7司法쨌狼立的特↑正，但是法院뽑 E的A屬性和人따物的 A屬
↑生、fæ~H性，핏ßij;上{훌害了狼立性的特廣。 'Ës옳化了司法的行政化超向 I~ 管法官

的f'生需要{꼈8원法律뼈定的程序， 但法官的윗格‘ 待遇、 JI)1$，\Z，팝升、찢댄等等，
均按固家行政能縣千部的管理方式않行풍理，特別몽在中高吸法院행류的安排上，

基本由精 IRI칙各行政쨌당췄 1~。甚至.-1'別法院的院 -KbI.未후 i立法律或 bI.事 J:t司法工
1'1'，而被安排成겨各랬法 P젊인핏P示행뚱者。 ßftþl.t;制的聲端在子， 一方面， 'Ë협化

了上랬 A 民法특 :tt下吸뺑쳤인~督， æ.然法律規定 7 下吸法 F짧성車判工 1'1'受上吸法
P젊뾰督， 但JZ;￥뺑*￥jj(종上的밟督夫系， 在A 때物 t~分홉的↑품況下，由千缺￡핏
mt性的 l칙容而쿄得뿌常 îN.￥t꿇。更켜옷健的是 J츠#핏P示掌握法院千공ß升i조大쨌的
{후制本身，或多或少地짧地方行政쨌룡以心理暗示 我Ilf然有핸決定法院행륨的升
j조，就有板千 f9i(j 立何)法院的 **IJII'F 。리法 tJl갖地方 {tJ뺏向뿌常F重 ，↓k法院
的角度看， 由子빽完任免升 jf ↑R和A때4짜g全部 tJt생方掌控)월{훗빼;E↓k本籍 E 的
利益出 ;it. 司法地方 {tJ뺏向F重훈溫， 司法狼立的精뼈漸行뼈 i걷。所以， 中탱司法

11) 王利明 〈려法얹훌뻐줬>，法律出版표， 2(0)年，第뼈J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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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保 ;tp主 Sl.，i뾰111훌就是自我樹꺼主 X 。所以， 不改휠 A때柳R的管理 i* 制和
管理方式， 地方法院願옳以援脫自我댐하 'pá~本能以及특地方 '1'1)益的*니홉，司法힘섭멍

~lEl뽀立，司法不뾰立， 司法公正就唯以짝 m。
i츠方面的改옳包솔째 1-方面的內容-是法院 A 事쓸理 i* 制的 ~.Q:훌，二是法院설

費管理#制的 ~.Q:훌。首先是 A 事管理的改옳， 必須改훌랴m有的法 ßJC管理 f本制，在法
隨ID只{후系、A 事{本制以及따政{精IJ方面使地方法院특地方政府것生脫南。 依提 fl\!
iï'究法和法官法的規定， 各地法院的院-&由地方各짧A民代表大승 j훌후和뽕免， 其

他法官要由本때完-&提 i좁本吸tJl力m풍任免。 院-&的進i홉和法官的 f王免，在 .3<.股中
J:l!!方竟政햇류起훌훌接!的決定 1'1'用。王￥IJ明敎搬때“ ~f!然司法뼈在全 E휩是짧-빼，
地方法院是 1'<:表固家享有井行使司法板， 因J1:tJ:번方各吸法院的法官也不-定都由地
方A 土f.êl王或地方推쯤”。也有풍홈 ìk 겨，);]7消除司法板的地方 1tJl\! 象，“可以考
虎由숲固 A大及其常委승任免全中固中吸以上벼院的法官， 或좁 f王免最高法院的法
官。而由最高法院任免中짧法院及基털法院的法官，或홈由高吸法院任免中댔法院

及基틸法{젊?法官。"현빼xJll.역主要就是將法官的 f王免板交由法院去行使， 脫혐地方

政府的控制。 끓1t地方行政板쳐司法的千 f펴。但是， 최1必須面처究法옷子各랬法院
的法官須由同吸쨌力꺼 l옷 f'-生井처之 ffJ.L용的原!l!1J。我좁 H*子王利明敎授多年前的主
짧“下吸빽젊성院-&和其他法官的A進9.월由上댔法院提名推흉 ...人事웠 1F也끼'9.
ìi<由下吸法院的同吸政府管理和控制 "12)0 ~-펴也符合省以下地方 ARtt 物統-管理
的改옳 ì9:想。就是 i얹，統-管理的模式， 將是把分散子地方各랬的 A事얹費짤理板
af- 子省→m，至子如何統- 如何줬뼈見南， 有待千六겉 ì'Iï~.Q:훨iïtri:\的쏠 i式。
其次， 是法 F렀조費管理{本制的改훌。 텀前法院在얹費管理 f本制方面的쩨 tl:是 7ë

찌法院 1'1'켜軍떼IJtJl갖的特，연，엠其특行政 m옷-햄， 핑用地方갚費包千。 法院的

Z조費完숲依꿇地方째政供옮 À츠ftþf本制將法院自身的利益딛地方的利효씀成 7 具
有相효依 ßI1的所 i뽑的“隔되뼈”的옷系。地方쩨政好的情況， 法院的 Z조費便能得到保
障， 相反， !l!1J;조費不能落핏。 ~.Q:l홉的i융想就是將分 I옳子地方各吸行政的財板集며
到省市 (훌精市)-짧。 具1*~.Q:l홉步랬就是由 ìJt펴城市的高吸法院根握全省或市
法院的 Z조費규支↑홉{兄編出f멋算，根中央멧#政，各省市法院的얹費 7f支暫由各省市

12) 同前注 1 第168JJ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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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中央따政予以造펌的꺼貼。~子法院 .ìf다상費、댐r9:款-律上激따政， 再由

때政체出部分交由高吸法院씁理， 高吸法院再按젠堆， )쪼랬下;lto r머ft的炳政 11]出
l:l:例和下용 t~堆自然也是各 mι역改옳城市 ~.Ji:1흉쏠뾰的內容。 也有짜펴 ìÀ껴統-千省
以下的改옳텀젠不 WJJ찮，井r9:有웹뻐法院틸地方政府的째政뽑系， 되只不 ì1提高딛
地方政府股系得 Jj)l$}i(，法院仍不能앞得 t조뻐上的頁正狼立， 省以下地方行政 j옮免不
存在千 f.Qi法院軍判狼立的可能 A 理 ì'Ë:上ì#不읍없聯 13詳的可能， 但是不容忽짜的

是현 f!l.f!l.是司法改훌的第-步， j쯤'*奈件成몇7 ，完全可以統-子中央핏行뾰立預
算。 ~n由各省、 흩爾市高댔法院↑밟居全짧源조費규支情!兄編出료、預算， 頁接上根

中央따政部 I'l ，由中央따政部 I'l軍훌平衝編出료、f.Qi算， t~ 全 E휩A 大通 i立)환￥ 3:<f!l!
全E획法P해b얹費由中央財政統-援付。 因此，決不可小없%一千 m，역省市的改옮후
惜，È~선司法f精 iJ~.Ji:훌Hí寬7~1 계井꺼i표一步深化司法{本制&1흉햇定7 基뻐， )츠也
是진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單행륨小 t且승上彈뼈的 i효些“都是~.Ji:옳的基뻐性、 fljiJ度
↑혐홉施”意X所在。 可以 i없효就是司法 f*fljiJ~.Ji:1jt的近期 Eltiii。

111. 司法休制많훌않程中法治思雄和法治方式的思홈

fJJ容置疑， 131X司法#制改옳的팀 t~ ，특以往的任何-次所 i뽑的司法改훌載然
不同的是， 以往的 ~.Ji:옳往往是덤$的、 自下而上的軍判方式或軍 ~iJ技木뭉次方面的
改훌， 由千缺 z~1*힘l性|‘리題造成的司法單判的fJJ.面影뼈많行핏單的思、想、、rIDRi崔
옳，所以， ~.Ji:~흉唯以深入，至多也 p、是停留在微찌的해木몽面 t的改훨 ，gek的改
훌明뼈了 ~.Ji:1흉的텀첸、，먼路和指륨思想。진近平同志在中央金面深 fU.Ji:옮쨌블小姐
승ìj{上彈뼈“完善허法 A9ì.分쫓管理、 完善司法責任制、 健全司法人 9ì.JlRιIk保障、
推해省以下地方法院않察院 A~~!liJt-管理、 i요立知iRFt 쨌法院。"要求“뾰，현工i'F
要在中央틸面]핏털ì5tìt和政策指륭下낼行， ~.Ji:~홈具#步9없和工作擔施鼓 ÚlIJìit역地方
lQt及採索， ι연찮2조않”。同at彈潤“凡重大改훌都要子法有握， 在整↑ ~.Ji:~흉i立程中，
힘硬高度重椰흐用法治思짧和法治方式렀후法治的련|샘和推 ~f'F用。 "13)

13) "괴近平的法治l.li\:依法改훌依法反爛 없illìi 승상 'l'正:'J.:，來源予 2014年10月20日， 12014年
10月20日야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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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진近平息 ~ìcB 안ì#ì행져뼈7 此짧改옳的 J]jfi.응끊ìt，-是 x;j司法改훌的自上
而下的自해， 表明頁正的司法#制改훌必須“要在中央몽面 I핏몽ì9:ìt和政策指뚱下
i흩行”的理念。二是]핏뭉i없f 며包含 7 具#的改훌 !3tJ;、方向和具{本的指施。 fREa
然，司法#制 ~j훌所涉及的政治#制中#常敏感的板力架해和쨌力定{立的何짧， 所

以ï!J(훌路 f조的ì9:ìt是~ì옳煩又퓨放。 1옳f鄭성是ï!J(옳不是핑用-供而上的遍 t뾰升花的
方式， 因거뿌竟司法 f찌옳子政治板利的햄隨， 司法休制딛政治休制息息相옷 ，同

at. 中E되뿌竟隔9l.iI 뼈、*西용展不平衝， 所以不能宋取-刀切的-행子的改옳方

案，ι、.3YI3.<事求是 t也A 했示出용， 所以， 쩔洛#制改훌“냐-部分人先富起宋빼 ~j

훌 Ìit)벽的模式再 IX~선司法i本制~j1흉所夏뿜1]' 先{故Ìit，역探索，再 i쪼步 i표行推「。 所
以，改훌的 w현i훌홉在上海、 r*、吉林、 湖北、 海南、 좁海。 地涉中固的末部、
南部、 西部、 北部和며部。 ìðf띠Ji\J￥~fi*!Jl!了中E휩iI 뼈 12S)或或地域 ZI 폐不同的설
洛、政治、 文 it::Jt展特/역，又代表了不同 E域或地域 ZI、러的改옳的取向上的-致
性。 因겨 i츠些Ìit)역地 IKzl리:tE政治、 t조뻐、敎育、 文化용展方面存在有-定的差
륨，而~j훌的最찢텀的自然是造用法律的公표↑生和統-키生。 公正性、 rn-1生的i휠用
法律要在설뻐、政治、敎育、文化等용展不平衝的地 E得到統녁生的貴쩨落핏，就
必했큼 tx종U不同-性之 r러的共直 (或좁共同↑힘않而才能完成되 Z 最융많짜텀造M的
方式保파造用法律的統-性和-致↑生。 所以， i又就司法{本制改훌Ìit，맥城市的j옳定來
看，可以짧밍此짧司法 f本制改훌]갯몽ì9:ìt的 ra:，c;뺑貝和「深it(本制ï!J(1흉的뿔定決心。
其 IX，司法뼈혐1jï!J(훌텀첸明&홈 司法改童的最찢텀林就是要 Jt.到司法公正和高

效。M벌ì#，公표和效率也是司法的主要{介 f홉。所以改훌텀센的 f介直j옳홉是符合

我E휠司法용展的 ift-{j흥取向的。 tEi효↑取向下， 如何在司法쨌륨#制、 m↑성i요置、
附物설費管理供짧、 A9l.ìi혜配流 iJJ等方面• ~j옳不 j졸Mti 융x;j司法公平、 公正、

效率的期뼈， 減少行政板力的千抗， 保 i표司法 !lmErr自身規律的情況下， 良性 i츠
行，就밟得十分重要和追切。 在i효햄的取向上， 改單的具#要求就是 凡是不利

千핏쩨司法상正或防 6융핏짜司法상표的就必須뿔決予以 ~j1홉和完善。 팀센之明뼈
和조度之맺決， 是以 f됩X方面的任何改훌不可相提井 ìQ:。
再次， 在司法#制 i!3(1흉的方向把握上， 十分明뼈。 “凡重大改옳都要子法有提，

在整↑ ~j옳 j立程中，都要高度重꽤 i츠用法治思推和法治方式. ::Jtt똥法治的~I~찌和
推 iJJi'F用 "14)。我iì1iì:意到， 진tEÌ:용活中用종IJ了非常좋 ft 的“法治思推和法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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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 特었IJ彈뼈司法 f$:jjjIJ~)(훌要“용擇法治的引생和推해的 1'1'用”。可以 ì>t BJ(l홈

퓨放三十多年未， ↓k未有 i1ftu 此明 6명、如此自信地將法治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宋ìîf￥~)(옳:iî:展方向的。 何以如此뼈 ?我的理解.方面， 뼈옳改훌퓨放的不 l析
深λ，我 lìl竟越宋越感受到法治在 Alìl 的生活中、 特別在推 i흉改E흉中的重要↑生，
~-方面， 司法J本制的改옳， 용乎政治 f후制的大 l버題，所以必껏特別煩重， 故而

彈V혀:iî:t똥法治的런1짧和推 ii1J1'F用。保 i正司法f本制BJ(옳平穩、 有序地 3k!jjljl훨훨。那
ι ，所 i뽑的法治思推究竟是什 ιq尼 ? 我以꺼， 法治思推就是一切 M.상正、 效率出
:iî:，상ïE和效率是 ;#111析f후制和 tJl制是否需要改單的젠샤 t. 什 ι 需要~)(홈，什 ι 不
需要改， 不是由 i홉i兌了算，而是由公 ïE和效率 1'1'꺼 ;#IJ[析的첸唯. ~P’‘凡是不利子핏
쩌司法公正或뼈陽핏짜司法公正的就 m열맺決 BJ(l흉完善”。那ι所i뽑的法治方式，
X是 Itιq 텀 ?法治的方式就是要 FtÎt依照法律的뼈定和程序要求推 i효~)(휠。효是
특以往 A 治的方式推 i흉的改童 j멘然有륨。 t!!.就是 >)iß:3f 同志彈洞的“凡重大改훌都
要有法可依”。法治的思推和法治的方式的引행， 就是司法 i本制~)(l홈有別子任{可-
햄休制 ~)(l흉的特有的思想方法。~~符合司法{本制改옳自身所具有的特性 .3<. 是n
法治功能 1ft價的肯定， 흩至可以 iλ 여也是我 lìl竟 tA政能力的-次提升和 tA政짜念
的 -{X-UJ:。꺼之팀 i월-步的政治{本制改童做好理ìQ:샤￡옮。
根握 〈옷子司法 f$:jjjIJ~)(옳Ìît쁘若千何題樞架意 .!JD 所被露的{즙息和>)iß:平同志

tE中央全面深化改짧쨌뚱 4영且융上 B안i용活，可以看到. Jð{X司法{후jjjIJ~)(훌的具 f本1的
思路就是“完善허法 Am 分훗管理、 完善司法貴任制、 健숲司法 Aml!R.'lJ!.保障、 推
해省以下地方法院않察院 A 때物統-管理。 ..(反映了司法뻐制和 tJlíliIJE不i휠m深
化改훌和 tf大퓨1Ñs인?土승需要.E 설影 n메到허法公平상正和效率的핏때) 。而i효四
↑方面. ~~是相효없系X相표影 n떠的。-方面， 司法Am管理休없IJ的行政化협向，

使웹兄軍뻐 j唯免不受行政↑生板力的影n메)흉而影뼈法院依法狼立行使軍判재 I!R能的
充分行使 ，못-方面， 由子司法 Am 缺￡世界各固司法 Am 都具有的맹 .'lJ!.保障 t凡
制，↑훌其缺z 閒월， 司法貴任뿜1禮j옮以해建，缺￡司法責任 jjjlJ和JIR.'lJ!.保障的司法，
欲使其頁正 f故到상平公正， 不7ëj옳A所1흩之購。再因其整↑司法뼈系的 A때物的管
理休制꺼隱 E的地方行政所城 l析，司法漸失其固有特性在 J所唯免。所以 ~)(l흉就>>J효

1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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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옳手，~四↑方面많是基뻐↑뾰성惜施， 又是制度性的擔施 J
最팀， 월훔以겨司法 f*jfjlJi&1흉的해想中 if 存有某些↑충ìQ:和不足 ì.兌핏在的， 我

수可相{즘~是-ftþ 政治智慧或板宜 zìtl51 ，而不信司法{本制改옳又승 ~sλ“模훨E
子 i:J:河”的ht探模式。
首先， ~tt 的司法 f후制改훌是며共下足 7決/배인。얹H'ii후制改훌흰j了攻핍 Ilft段，

或홈 i훨IJ了H!I햇쩌段， 按照{형죠政治Z죠?햄理ìQ:，上尼建 f퍼졸m不了설洛基뻐的꿇
展，就d~\~멋훨훌上몽建짧。 司法 f精q是政治{후制的-部分，法律、 法治成겨市 t3!;조
뻐和固家、 fi 승、政治、짚Hf、文化용展的重要抗志， 因此，將司法{후jfjlJif켜政治
{本制改훌的突破口료然↑읍如其分Q 正因꺼其有훨如此重要的使命， 所以特었 Ij彈뼈重

大改훌都要 f故到“子法有握"0 ì츠-펴，~껴最高尼所줬때井最팀뼈定 1J~J:휩성想的
上海생院司法改옳的 hb면l친容看，主要是涉及司法#制和 m制|‘리題的~J:훌， f닮츠些
何題都或多或少地되 f.lll:行法律相옷， 那 ιi&':l!:i 효t￥的없Ij度和↑凡jfjlj就&、然涉及쪼Ij如何
看待、 X;J"待쩨行法律的|可題，方面鄭端要옳除， 커-方面훌除縣端要“子法有

握”。뼈方面分었 IJ看都是 mì켰的，但同 llt 做就面 11옮困境。-往 7ë前地章除縣端， w옆

藏훌脫홈法治偏行的危않， 可以i見딛用法治方式完善政治#옮 Ij的初횟是相햄 9，或
i쑤正是!때，룬、흘햄的代싸，所以彈뼈要用法治的思推和方式引행改훌超向， 但法治的

t먼S흩和方式又 1.Jl.須建立在重꽤和 i흐用法律在治理固家和 fi승며的 11'用。換句i힘兌，
~f要用法治的方式훌除앉些戰端， 但又因缺 :zJ.IlI:行法的依握而밟得困堆重重， 量有

“~t土1뻐脫”的勇늑欲“종出一쫓血路" 但“子法7ë握”的禁료X使改옳的步屬후步推
XN。所以“훌除뺑端”和“子法有握"ZI폐없具꿇力， ↑옳其如此，묘趙 λ 深水 IK，四
周훈훈“子法됨居" “模훌石子날河”式的뾰체錫漂改훌的 JX\~융就加大7。
其 tt，옷子“在整↑改옳 i立程中，都要高度重?밍흐用法治思推和法治方式， ~J좋

法治的引쨌和推 îdJ1f用" (깅近平在中央숲面深化改훌쨌탕小짧승上的 ì#ì좀) 的 J.IlI:
‘역，효意味훌 ~tt 的司法 i&1홉承載起在依法治固的종件下， 用法治方式完善政治

1*jfj1J的使命。 진近平在 ;c;fr;3t 法뼈布三十周年的승上也彈洞“依法治固是竟쨌량 A
民治理固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治固理政的基本方 'it。要更加注重&擇法治 m휩家
治理和狂용管理中的重要 11'用""~D此特別地彈뼈注重&훔法治在固家治理和狂융
15)市13!.죠iJHJJ期，Afil￥ìíõ市t껴왔竟是姓“ît"j조是姓“윗"是JBJj、平提出不횡 ìíõ，市t껴t조i1'i'ðf本主

X能用ît승主)i.t!!能用。!ðAfB;其켜’‘政治智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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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며的 i'F用)효在我 iill뀔家쨌륭A中可以 i兌是前所未有的。 ↑佳其如此，在-些*
期1:JA.iìlì'휩莫t미菜而又풋系重大的理 ìt或짜念何題 l:.ì없n옮J的쨌力和法的옷系、 리
法狼立、 法治至上되뿔持竟的쨌륨等옷系 1‘리짧1.，ì~是휩j了힘里ìt上j(p或핏짧中有
1-明빼的定 ìt或交待的 Ilti롯7 。重짜法治思!옳、法治方式引쨌的司法{후制改훌，就
是要將重꽤法治‘ 뽕尙法治、 않律至上奉꺼根本的圭果， jZ;才是司法改옳所파 Jt쪼1)

的頁표텀的， 也是司法公正和狼立的흉 lE保i正。此等;송想，量不7ë~뾰意득， 但頁
{..행敵不뽑ìt的政治智慧륨퓨:m，iJ야휩題在핏股中짧 !x1.法律至上的 8홈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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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Pilot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JIANG‘JI-YUE
Associate Professor，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reform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has been almost simultaneous with
that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IDÌcstrueture，However，in contrast to the

331



r국제법무」 제6집 제2호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which has essentially been changing
constantly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reform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has only been narrow within the reform of judgment mode，Recent!y，after
summarizing and reviewing previous conducted reforms， schemes and
objectives，reform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judicial system were proposed in
China's 18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Additionally，the reform pilots are
specifically confined. The proposed schemes concerns four aspects: first‘
improved management of the various of Judicial Officers: second their
explicit legal obligations: then guarantee Judicial Officers’career security:
미빼y，æntralization of the adrninistrationof persαmel. assets and other related
items of local judicial entities which are below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level. This paper is motivated to analyze the conjecture implied by the reform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Further，the developing trends are investigated，It
is argued that it is time to response to the long-term but inevitabl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cogniti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ower of party and the : priority of law an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is
study insists that，to achieve substantive reformation，which are dominated
by the rule of law，and establish and independence，the essential thing is to
pay attention to law，advocate law and authorize supremacy to law.

Key words : Trial reform，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Judicial obligation.
Judicial independence，Supremacy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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