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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新刑诉法）正式开始实施。新刑
诉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
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
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
调查。”将社会调查工作纳入刑事诉讼
法，充分体现了对失足未成年人的保
护。今年元旦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下
发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对检察机关的社会
调查工作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卢少锋认
为，只有详细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性
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
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
等情况后，司法工作才能有针对性地
对其进行惩戒和教育。

合适成年人“整装亮相”

聘任合适成年人协助涉罪未成年人
的权益保护，成了社会调查的崭新突破。

1986年出生的曹磊在郑州市中原区
中原西路办事处工作。2013年4月3日，
他同其他 19 名来自各个单位、组织的
工作人员一起，受聘为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检察院的合适成年人，这个身份有时
也被称为“代理家长”。

2013 年 4 月 10 日，曹磊来到郑州市
中原区人民检察院，从未检科科长孙永
洁那里领到了他的“第一份工”：涉案
的是 17 岁的小贾，因为结交了社会上
的不良少年，跟随他们在校门口帮助

“站队”抢劫同学，案发后被公安机关
抓获，后被取保。曹磊要做的工作是协
助检察官刘林华进行社会调查，此后，
他将对小贾进行帮教、考察。

在荥阳小贾正在学习的技校里，曹
磊向小贾的班主任陶进业详细询问了
小贾平时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作了记
录。随后，曹磊与小贾聊了很久，鼓励
小贾要重新振作。

几天后，中原区检察院的另一名合
适成年人王飞也投入了工作。

16 岁的小林因盗窃被扭送至公安
机关，办案民警经过了解，得知小林跟
朋友从老家到郑州玩，身上钱花完了就
偷钱花。因其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提供
的电话也联系不上，讯问工作无法进
行。办案民警立即向中原区检察院未
检科备案，中原区司法局指派王飞赶到
办案单位。王飞向小林介绍了自己的
身份和职责。由于具备教育和心理学
知识，几句话过后，原本沉默的小林开
始和王飞交谈。王飞了解了小林的个
人、家庭情况和犯罪的原因，并不时对
小林进行教育。

讯问室里紧张的气氛逐渐松弛下
来，之后进行的讯问王飞全程见证，给
小林讲解法律术语的意思，帮助小林了
解权利义务。由于消除了紧张感，小林
讲话也不再磕磕巴巴，讯问进行得异常
顺利。

王飞在小林讯问结束后，又受委托
对小林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
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王飞通过对
小林家庭和社区的走访，了解到小林一
直是个孝顺孩子，尽心照顾年迈痴呆的
爷爷，由于母亲给生活费不及时，才想
出了找学生要钱的歪招。综合在讯问
期间对小林的观察，王飞提出了无羁押
必要性的意见。

最终，中原区检察院对小贾和小林
均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随后，曹磊
和王飞继续做“临时家长”，承担对小
贾和小林的监护、帮教职责。

社会调查者的多元尝试

其实早在 2010年，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就
开始了对社会调查的尝试。

2010年初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出台《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前，由法院指派专职社会调查
员，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
社会交往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
涉案情况进行调查，形成书面的调查报告，提交法
庭，并在法庭开庭时公开宣读，接受控辩双方质询
和质证，为法院准确、合理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并在
判决后对未成年罪犯从事跟踪帮教考察等工作。

2010年 4月 23日，在郑州打工的 16岁的姚奇
和张磊由于没钱有了抢劫的想法。当晚 11点半，
二人拿着捡来的一根钢管，在郑州市南关街伺机
抢劫，被巡防队员发现，并带回公安机关。之后，
检察机关以涉嫌抢劫罪对两人提起公诉。5月 19
日，管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少年庭受理该案后，经过
与姚奇和张磊接触，发现两人品行较好，可挽救性
极大，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社会调查员制
度。两位社会调查员调查后认为，两个孩子有良好
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建议免去刑事处罚。7月8
日，管城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宣判：两人犯抢劫
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在新刑诉法的背景和此前试行的社会调查实
施办法基础上，2013 年 3 月，该院联合司法局、教
体局、团委、妇联、关工委、综治办等 9个单位签订
文件，制定了《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社会调查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
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中的法律援助机构来完成，
并委托院人民陪审员作为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让
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

而其他各相关司法行政机关也进行了不同的
尝试，登封市人民检察院从社会各界选聘刑事司法
志愿者，要求社会调查由两名刑事司法志愿者一同
进行，形成调查笔录、材料，制作社会调查报告。

此前，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还提出在司法机
关需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
查时，可由阳光法律志愿者队伍指派两名以上志
愿者进行社会调查。

而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未检科要求该辖区公
安机关在提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必须附有社
会调查报告。该院未检科科长冯利云说：“公安机
关具有最初调查权，也有社会调查的便利条件，因
为公安机关从接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就需要
问到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需要通知未
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还可利用侦查的便利对未成
年人的父母、亲属、村委会等进行调查。同时，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聘请律师，我们有义务为其
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辩护人有义务给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作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并且提供相应的证
据，比如，关于未成年人平时表现良好的证据，未
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未成年人有监护条
件可以进行非羁押诉讼或可以判缓刑的证据，这
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品格证据，调取这些证据必须
进行社会调查，所以，辩护人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而实际一直在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主体。”

社会调查的实践之困

虽然新刑诉法对公、检、法都赋予了
社会调查的义务，很多各司法行政机关
也作出了不少的尝试和努力，但依然存
在不少现实的尴尬。

“公安机关办案压力大，即使可以提
供社会调查报告，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
自幼上学、什么时候辍学、到什么地方打
工直至案发等。社会调查只有深入了解
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是什么造成其犯
罪，才能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
罪。所以，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要详细
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创伤性事件、
监护教育条件，才能有利于检察机关在
批捕、起诉、不起诉、提出量刑建议的过
程中作出正确的决定。”冯利云说。

一些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发现，
实践中存在专门的司法社工进行社会调
查的情况，还有与团委、妇联等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会签文件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介入调查的情况。专门的司法社工调查
确实有成功的案例，但都是政府购买服
务，由财政支出经费。如果是未成年人保
护组织介入调查，则容易存在未成年人保
护组织人员大多是在职员工，这些人作为
社会调查员，有时会与本职工作相冲突；
除了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人员，还可以聘请
一些退休人员或自由职业者，但这些人员
不愿意长期义务做社会调查，因为没有专
门的经费，需要到外地进行社会调查的，
交通费、差旅费、误餐费等都无法保证。

另外，在实践中，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什么性质，
可否作为证据使用，法条内容比较简略，
就社会调查如何开展、社会调查报告的
性质及如何运用等细节问题未予明确规
定，需要进一步明确。而郑州市管城区
人民法院则认为，各地法院在社会调查
制度的内容、组成主体、社会调查员的诉
讼地位、介入时间及方式等方面存在一
些差异，缺乏统一的具体操作规范。

卢少锋认为，法律设置的社会调查
制度各地做法不一，有人认为公安机关
和辩护人的社会调查都有所偏颇，一个
侧重于有罪证据，一个侧重于无罪证据，
所以，必要情况下需要检察院或法院自
行调查，但因为社会调查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调查也难以保
障。邀请司法机关以外人员介入调查的
做法很好，但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素质
和职业道德，如果出了问题由谁负责等，
都需要制度来保证。

“法律规定了很好的制度，但没有配
套的保障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在涉及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得到保障，还需要
通过立法加以细化和完善。”卢少锋说。
（线索提供 宋刚 冯利云 孙永记 徐勤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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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涉罪未成年人的
成长经历

涉嫌盗窃罪的17岁的李某直到被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后，才懵懂知道了自己获
得“新生”的过程。

2012年 12月 26日，李某和伙伴刘
某（另案处理）互相配合，在郑州市金
水区枣庄村潜入一房间，将租住该房
的一名女孩儿的一台东芝牌笔记本电
脑盗走，次日销赃时被抓获。李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积极
配合公安机关查找同案人刘某，赃物
也被追回并发还被害人。经鉴定，该
电脑价值2400元。

由于李某是初犯、偶犯，案发后及
时将笔记本退回，及时弥补了被害人
的经济损失，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承办人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以下
简称未检科）科长及主管检察长反映
了该案情况后，2013年 3月 14日，未检
科一行 4 人来到李某的户籍所在地原
阳县韩董庄乡老孟庄村进行社会调
查，走访了村委会主任、李某曾就读学
校的老师及邻居，全面了解李某的成
长背景、生活经历、在校表现，以确定
其是否具备监护教育条件。

原来，此前的李某自幼在老家上
学，在校学习期间成绩还挺好，性格
也很开朗，在同学和街坊邻里之间口
碑良好，其初一辍学到郑州打工的原
因是由于家庭贫困所致。李某最终走
上犯罪道路，主要是因为平时与父母
缺乏沟通和交流。在外打工期间，父
母更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监管李某；
年龄尚小、文化水平受限、正处于叛逆
期的李某自控能力和是非分辨能力
差；再加上由农村到城市生活环境的
巨变、物质上的引诱，形成了其好面
子、爱虚荣的心理；平时经常出入网
吧，沉溺于网络，产生不劳而获的思
想，最终导致其走上犯罪道路。

同时，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对李某是
否具有良好的帮教条件也进行了调查，
李某父母满脸泪水地表示以后一定会从
严要求李某，加强和他的沟通和监督。

两天的社会调查得到了明确的
结果，未检科一致认为李某符合附条
件不起诉的条件。2013 年 3 月 21 日，
检委会研究后，一致同意对李某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
科长宋刚说，在此之后，该院将此工作
进一步推进，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
院、司法局、团组织及未成年人保护组
织等单位共同选聘人员成立合适成年
人队伍，在受理案件后，对涉案的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社会调查。

追寻其成长经历,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惩戒和教育

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阿姨，我错
了！今后一定
会改邪归正！

嗯，阿
姨相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