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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来，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

以罚代刑的现象日渐受到公众关注。本文主要从行刑衔接的法律依据、程序、证据转化条件和原则切题，指出
了行刑衔接不畅，存在法律制约，以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配套监督审查机制及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
执法队伍素质有待规范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完善行刑衔接法律规定，建设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完善执法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开展联合执法等建议，以期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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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y cases without transfer or with diﬃculty to be transferred，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stead of criminal

punishment have been increasing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si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was propos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basis and procedures of laws，conditions and principles for evidence transformation，the questions
including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restriction by laws，imperfect
supporting mechanisms of supervision and review as well as incentive assessment in activities of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non-standard teams，etc.，were put forward，some suggestions were thereby
proposed，such as developing laws on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building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teams with high quality，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latform for sharing execution
information，implementing joint execution，etc.，with a view to seamlessly connecting administration execu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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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步履铿锵有

确提出，建立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立

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中央、国务院

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

高度重视行刑衔接工作，多次出台文件强调健全行

司法衔接机制，全面推进“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

设和应用，完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机制，建立健全

明执法。特别是“三项制度”的全面推行，对于落

军地联合执法机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机关公正文明执法，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1]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行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衔接，是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也

刑事责任。”这些规定的出台有力提高了行政执法

称“两法”衔接。它包括 4 方面内容：行政执法机

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为行政案件的移交提供了法

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在

律支撑，同时为违法行为、违法事实的认定提供了

执法中、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以及监察机关在行政监

法律依据。

察中，对于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向检察机

1.2

行刑衔接程序

关移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

《意见》指出，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

送案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和行政

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交案件的全部材料，同时

监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违法违规行

将案件移送书及有关材料目录抄送人民检察院。行

为进行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责任追究。本文重点

政执法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阐述分析了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

的，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

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民检察院。

1
1.1

行刑衔接概述
行刑衔接的法律依据

公安机关自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
罪案件之日起 3 日内，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

为 顺 畅 行 刑 衔 接 机 制，2014 年 10 月， 党 的

的决定。《公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罪案件规定》第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接受的案

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件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应迅速立案审查；对属

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建立行政执

于公安机关管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移送

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

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

执法机关；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退回移送案

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并书面说明理由。

无缝衔接”。可见，健全和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已上

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

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关系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

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2020 年 8 月 7 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行

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

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决定》及

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

2011 年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加强行

决定，不停止执行。这种情况涉及行刑衔接新解释，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

即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竞合。在实践中，当一行

见》），都对行刑衔接程序及步骤作详细规定。

为同时触犯了《行政处罚法》和《刑法》，行政执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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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2.2

行刑衔接言辞证据转化使用条件

院；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

言词证据原则上公安机关应一律重新调取。

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

因为言词证据是在取证时临时生成的，其内容受取

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

证程序影响较大，而且言词证据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容易发生变化。同一个证人在不同的程序中，提供

2

的言辞证据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行政机关在行

行刑衔接证据转化
证据根据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辞

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由于取

证据。实物证据的有效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证程序、证明对象、法律后果、保护力度等规定不同，

衔接的核心环节，也是行刑衔接是否顺畅的关键。

不如刑事诉讼法严格，所以言辞证据在行刑衔接的

在行刑衔接过程中，有的把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直

转化过程中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

接作为刑事证据运用于刑事司法；有的把行政机关

方法重新收集。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施行的《人

收集的证据作为线索，依法重新调查收集相关证据；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只有监察机关依照

有的根据证据的形式和种类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

法律规定收集的证人证言，才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

[2]

方式转化后使用 。
2.1

为证据使用，而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

行刑衔接实物证据转化使用条件

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

定意见以及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

法院编写的权威释义，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

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不包括言辞证据。

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

2.3

行刑衔接证据转化原则

据等证据材料属于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

在证据转化过程中，法学界一般优先按照证

为证据使用。移交时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现场的

据转化时“有利被告人”的原则；其次按照《行政

执法笔录、执法记录仪、记录完整合法。二是实物

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及 2017 年 6 月“两

证据整个保管链条完整，确保来源于案件事实，包

高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

括证据发现后的提取、固定、运输、储存。直到提

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就高不就低”的标准

交的整个过程中确保证据不发生变化或者缺损，不被

予以排除非法证据，即按照高标准的法律条款执行。

[3]

替换，则该实物证据材料可以进入司法程序资格 。

规则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

除实物证据之外的鉴定意见以及勘验、检查

法优于旧法。再次为了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

笔录在转化过程中，原则上只要符合法定形式和程

率，根据“就宽不就窄”的过滤规则，即对于种类

序，公安机关就应接受为刑事证据。2019 年通过

相同的证据，侦查机关在进行证据审查时应选取证

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明对象更为广泛的证据，剔除证明对象相对较窄的

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

证据 [3]。

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

3

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将作为刑事

3.1

行刑衔接的困境
行政执法监督有待加强

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的范围由法定的物证、书

《意见》指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规定时

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扩展到鉴定意见以及勘

间内，将查处的符合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案

验、检查笔录。

件信息，以及虽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但有其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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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节的案件信息，录入信息共享平台，要求各有

靠国务院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意见来

关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移送案件、办理移送

支撑，法律层级较低，权威性不够。其次法律法规

案件的相关信息录入信息共享平台，并加强信息共

中缺乏行刑衔接标准的具体规定。以新修订的《动

享平台管理，严格遵守共享信息使用权限，防止泄

物防疫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为例，法条中表述构

密，积极推进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提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条款中并未明确

高衔接工作效率。而在实际工作中，执法机关本身

表述达到何种规模程度才算构成犯罪。实践操作性

对案件信息共享持消极态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不

低，法律适用性有待完善。

必要的麻烦，降低社会舆论压力，在将案件录入系

4

统时常常有一定选择性，这导致检察机关很难发现

4.1

完善行刑衔接的有关思考

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更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完善行刑衔接法律规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强调要

另一方面个别执法人员出于自身利益或者个人目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2015 年 12 月，

的，滥用执法权和裁量权，导致本应由司法机关侦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查审理的案件，被处以行政罚款了事。

（2015—2020 年）》，将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作为

3.2

案件移送激励考核制度有待加强
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移送的涉嫌犯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措施之一。《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2020—2025 年）》再次强调，深化行政执法

罪案件态度比较消极，主要受后期证据收集及案件

体制改革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审查立案后不构成犯罪的处理，以及破案率及移送

可见，行刑衔接工作已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对于法

起诉率等考核标准的影响。从公安机关受理移交案

制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只有不断完

件的角度考虑，行政机关在前期实物取证过程中手

善行刑衔接相关立法，对行刑衔接的程序和机制加

段过于简单，往往导致前期证据灭失，而根据《最

以规范细化，行刑衔接工作才能顺畅。

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4.2

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

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有无违反

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建设高素质

法律以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所列

行政执法队伍，是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明的禁止性规定，是否确保证据在提取、固定、运

组建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除了对行政执法人员

输、储存直到提交的整个过程中未被替换、变化或

设立严格的准入标准外，还要强化一线执法人员的

者缺损，都关系到案件受理后是否能够成功破案，

教育培训，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使一线执法人员熟

所以公安机关对行政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案件

悉和准确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办理流程，提高执法人

一般以收集证据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为由，拒绝受

员的能力和素养。现阶段行政执法队伍是在原有相

理，且没有书面说明理由，导致行政执法机关的

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合并而来，大部分人

执法人员易被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被追

员精通专业技术，但对行政法律及行政执法缺少知

究刑事责任。

识储备及技术支撑。要想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

3.3

行刑衔接法律适用有待完善
当前涉及行刑衔接的法律除了《行政处罚法》

《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个别条款外，主要

60

执法水平，除了执法办案人员要知晓相关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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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进的行政执法理论和行政执法办案经验。只

4.4

开展联合执法

有学好理论掌握好办案技术，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

公安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联合执法工作中各有

调查取证时才能综合不同诉讼法对取证的要求，做

长短。行政执法机关在各自的执法领域具有很强的

好证据收集、保存工作，形成完整和科学的证据链，

专业知识，但是缺乏取证手段，特别是不能对行政

降低重新收集证据的成本和风险，遇到触犯刑法案
件移交时才能减少阻力。
4.3

完善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各机关之间应建立

信息共享制度，即“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
送制度”，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政执法”工作。
对于行刑衔接问题，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共
享”机制，了解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案件的基本运
行处理情况。行政执法部门应将执法办案信息及时
录入系统，通过“信息共享”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执法和司法信息互联
互通，实现处罚案件、移送案件、立案监督、抄送

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在农业行政执法
领域，邀请公安部门联合执法，遇到妨碍公务、阻
挠执法行为的情况，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
保证行政执法工作顺利进行。如遇重大农畜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涉嫌犯罪的，根据需要公安机关可提前
介入，需要质量技术鉴定的，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
机构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这样才能增强办案合力，
提升办案质量，从重从严从快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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