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作为经济惩罚的主要手段，打击
和预防经济性犯罪的罚金刑已经在我国刑
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
实践中由于罚金刑在适用上随意性比较大，
尤其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就高不就低的现
象比较普遍，致使罚金刑的判后执行并不尽
如人意，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罚金刑执
行难问题更为突出。以邓州市人民法院为
例，该院少年审判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关于财产刑执行
问题的若干规定》，将近三年来未自动缴纳

罚金的 72 件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案件移送
至该院执行局后，虽然执行局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逐案执行，但是通过接触到的 66 名未
成年犯或其父母（其中有 6 名随父母外出而
未直接见到人）执行情况看，除了 4 名未成
年犯的父母表示愿意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代孩子缴纳罚金外，余者均对法院的执
行持冷漠、消极或对抗态度。

根据笔者调查情况看，造成该类案件执
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未成年犯
无任何经济收入、履行能力极差或其父母不

愿代为缴纳罚金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
因。二、人民法院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随
意性较大等也是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之
一。

鉴于上述执行难原因，笔者认为，在对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刑时，首先要针对未
成年人犯罪多属偶发性、冲动性、心理不成
熟性以及好奇心等特点，坚持教育、感化与
挽救的指导方针和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原则。其次，罚金数额的确定要合理适度。
未成年人由于其未成年，在自己没有任何经

济来源和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旦误入
歧途犯罪被判处罚金刑后，其罚金部分多由
其父母代为缴纳。因此，在对未成年犯人适
用罚金刑确定罚金数额时，不仅要考虑未成
年人的犯罪情节，而且还要考虑其本人及家
庭经济状况、履行能力和判后能否顺利执行
等问题。让未成年犯人在感受到法律威严
的同时，又能感受到社会的人文关怀，使其
尽早认识到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积
极接受社会改造。

（邓州市人民法院 张龙洛 段金亮）

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
职责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或徇私舞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一般认为，过失的渎职犯
罪容易与工作失误相混淆。涉案人往往辩解自
己的行为是工作中的惯性操作，或推托是单位
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所致。实践中如何区分
二者界限有一定难度，笔者就此谈几点浅见。

内涵不同。首先分析一下渎职犯罪与工
作失误易混淆的原因，即社会上目前对渎职犯
罪还存在较大宽容心理。“好心办坏事”、“失误
难免”、“交学费”、“花钱买教训”等错误思想认
识，使有关部门在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时，易将渎
职犯罪特别是失职型渎职犯罪以工作失误相搪
塞。

失职型渎职犯罪主要是指玩忽职守类犯
罪。事实上，二者定义仍有着明显区别。在职
务犯罪中规定过失渎职犯罪，是我国和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刑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其表现在于
因为严重不负责任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
责。而工作失误行为则是由于经验不足、能力
水平有限，或因无法预见和不可抗拒的客观因
素影响，虽行为人尽力履行了职责，但仍给国
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其表现

在行为人已尽可能地履行了职责，尽到了职责
的要求。

主观目的不同。主观目的是正确区分渎
职犯罪与工作失误极其重要的方面。工作失误
的主观动机，往往是行为人想把工作搞好，或想
创造性地工作，但事与愿违。在工作失误中，行
为人的主观过失属于一般错误，客观上不存在
渎职行为。即其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行为人
始终抱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从主观愿望到
实际行为都是积极的，尽心尽职的，往往是因为
经验不足，或者技术水平不高等原因而发生了
危害结果。而渎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往往
是对权力的认识存在偏差，对权力行使的后果
未作过利害思考。行为人虽然主观上不希望危
害结果发生，但客观上却未能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不尽职守，马虎草率，漫不经心等，以致发
生了重大的危害结果。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
行为人没有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错误
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能够实现预期的
公务目的；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错误地
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进
而实现预期的目的。正是在这种错误意识的支
配下，行为人实施了过失渎职的行为，造成了危
害社会的结果。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必须是严重不负责任
下的主观状态。此外，玩忽职守甚至还存在着
主观恶性更大的罪过形式——间接故意，这是
工作失误所没有的。

作为的渎职犯罪：在作为的渎职犯罪中，
行为人属于主动违反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
下，“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结果应当视为客观的超过要素，不
能因为行为人对后果没有具体的认识、希望
与放任就认为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在渎职类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只需要对
违反规定有具体认识，对具体危害结果只需
要具有概括认识即可，也就是说行为人一旦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则无需讨论其主观
动机为何，因为其行为首先就违反了既定的
法律秩序，就可能发生行为人当时认识不到
的危害结果。

不作为的渎职犯罪：而在不作为的渎职
犯罪中，行为人不履行职责，属应为而不为，
不能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结果视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因为
确定“应为”的标准必然包括对“重大损失”的
认识。如在需要前提罪成立的渎职犯罪中，
需要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当知道其渎职的

具体内容涉及他人的犯罪行为，且客观上行
为人对此种犯罪负有履行职权依法查处的职
责而故意不依法履行职责或玩忽职守。所
以，在犯罪客观方面需要前提构罪的渎职罪
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工作失误还是渎职犯罪
的首要判断标准是渎职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
应当知道他人的行为涉嫌或构成犯罪。从这
个意义上说，不作为的渎职行为人的主观认
知依赖于渎职罪的前提罪。

笔者认为，刑法分则之所以将“徇私”规
定为犯罪要件的主要原因是合理界定犯罪范
围，即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法律素质、政
策水平、技术能力不高而出现差错的情形排
除在渎职犯罪之外。而所谓“因公徇私”显然
不是由于法律素质、政策水平、技术能力不高
的缘故。笔者认为，“徇私”行为作为一种主
观故意和动机，其应包含徇“小团体和本单
位”利益。单位为“小团体和本单位”利益“徇
私”往往比个人操作主张的徇私枉法影响更
坏，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将谋求这类“公
利”作为工作过失与渎职犯罪的区别，亦有助
于严肃法律权威，防止借口“公利”，将渎职犯
罪包装成工作过失。

（桐柏县人民检察院 夏耀中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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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区分渎职犯罪与工作失误界限

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执行难及其适用问题探析

本报济源讯（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杜海涛 姚鹏飞/文图）8 月 18
日凌晨，济源市王屋镇愚公村发
生一起入室强奸杀人案件，造成
两死 3 伤。济源市公安局经 15 个
小时的强力攻坚，案破人获。

案件发生后，济源市公安民
警第一时间赶赴愚公村农家乐旅
馆进行勘查，同时以现场为中心
开展拉网式排查走访，初步认定
犯罪嫌疑人曾在距离受害人居住
的旅馆约 1 公里处的另一家旅馆
内居住，现已不知去向。民警立
即调取这名男子的信息。综合现
场证据以及受害人辨认情况，民
警认定这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
疑，立即围绕其开展侦查工作。

当日 18 时，专案组获得重要线索，犯罪嫌疑
人正在济源发往郑州的一辆长途客车上。济源市
公安局立即向周边县市发出协查通报，请求在长途
客车途经地点设卡盘查，同时抽调刑侦支队、特警
支队 10 余名民警组成抓捕组，沿途追踪堵截。18

日19时30分，在焦作市警方的协助下，犯罪嫌疑人
在武陟县境内落网，当晚被押解回济源。

经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现年 24 岁，周口市西
华县人。8 月 18 日凌晨，吴某携带水果刀窜至 5
名受害人居住的农家乐旅馆内，强奸行凶后逃离
现场。

案发后，济源市公安局迅
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了
以局长赵书乾为组长，其他班
子成员为副组长的指挥部，迅
速抽调刑侦、治安、交警、特
警、派出所150 余名民警明确
分工，同步上案，班子成员带
队参战。

省公安厅指派多名侦查技
术专家协助勘查现场，指导案
件侦破工作，多警联动，整体作
战，迅速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其间，济源市委书记何雄
作出重要指示。市长王宇燕，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薛
玉森，副市长刘庆芳均赶赴现
场，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尽
快侦破案件，并积极做好伤员
抢救工作。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法正
坐镇指挥部，现场协调相关地
市公安机关为侦查破案提供
帮助。

神速破案背后有因 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 樊勇
军/图）郑州市郑上路西环立交桥
下西北角匝道禁止机动车驶入，而
让不少司机不解的是，在路边由交
警部门设置的指示牌上，却赫然写
着“去大众汽修厂除外”（如上
图）。汽修厂怎么有如此特权？8
月 17日 11时 30分许，途经此处的
记者现场拨打电话报警。

在民警来到现场之前，一身穿
大众汽修厂工作制服的男子褚某
也经过此地，褚某直言，店铺位于
立交桥西北角，设置禁止驶入牌影
响了生意，他们为生意考虑添加了
告示牌，这样做“于法说不过去，但
是于情说得通”。

这时，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
队二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称此提醒
牌系大众汽修厂私自安装，已经责
令他们摘除三四次了。“现在立即
摘除！”随后，这家汽修店的两名工
人赶来，把告示提醒牌摘除后，民
警将其依法暂扣。据民警介绍，这
个地方因为逆行曾发生交通事故
不下几十次。

本报洛阳讯（记者 陈军 通讯员 吴解放
郑豆豆）张某从今年 3月份起，以学弟、学妹为
盗窃目标，在洛阳某高校内多次行窃，盗得笔
记本、手机、MP3、电子词典等物品后，通过网
络进行销赃。昨日，记者从洛阳市公安局安乐
派出所获悉，洛阳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成功
抓获，一举破获 17 起盗窃案，涉案金额 2 万余
元。

8月 13日下午，洛阳市公安局安乐派出所
民警在洛阳某高校周边巡逻时，发现七八名
学生和一名男青年发生争执，巡逻民警随即

上前进行询问。经了解，因该男青年被几名
高校学生怀疑有偷盗行为，双方发生争执。
民警询问时，该男青年吞吞吐吐，神色紧张。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巡逻民警将该男青
年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询问过程中，该
男青年言辞模糊，难以自圆其说，但拒不承认
有盗窃事实。后经侦查，民警在该男子临时
居住处查获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手机、电子
词典、MP3、优盘等 30 余件物品，在众多物证
面前，该男子终于承认多次盗窃的事实，请求
警方从轻处理。

经查，盗窃嫌疑人张某今年 28岁，现临时
居住在洛阳安乐镇中岗村。2008年，张某从洛
阳某高校毕业后，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因
无经济来源，生活一直很窘迫。2012 年 3 月
份，张某在该校自习教室看书时，见身后座位
没人，便把该座位上的一个 MP4 装在兜里顺
走，后在网上卖得120元。此后，张某便开始利
用熟悉的地理环境和学生生活习惯，在母校校
园内，针对学弟、学妹连续作案，得手后先后通
过百姓网、赶集网、58同城网、洛阳信息港等网
络渠道销赃，涉案金额达2万元。

指认现场

毕业难就业 17次回母校偷窃

济源警方15小时侦破景区旅馆凶杀案

设卡盘查 长途客车上揪出嫌疑人

禁行牌下私设特权

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