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人們還記得內地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貪官丁義珍案發後潛逃國外，辦

案人員追逃跨洋辦案卻屢遭阻撓。如今，隨着中國反腐敗、

追贓追逃力度的空前加大，「丁義珍們」潛逃的難度極大，

就算其僥倖出逃成功，等待他們的結果，仍很可能是引渡回

國接受法律懲罰。來自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隨着中國法治

建設獲得長足進步，獲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中國已與55個國

家簽訂引渡條約，分佈世界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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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55國簽引渡條約
法治建設長足進步 國際社會普遍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近
期以來，中國出台或修改多部重要法律，實現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制度創新。中國紀檢監
察報刊文指出，為增強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
工作力度，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反腐敗
鬥爭，需要對相關法律程序作制度性安排，通
過立法確立刑事訴訟缺席審判程序制度和司法
協助程序制度，以進一步豐富反腐敗和國際追
逃追贓的手段，從而形成更加嚴密的反腐敗國
際追逃追贓法網。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新
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這被
認為是中國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一項制度創
新。刑訴法修改，確立缺席審判制度。主要是針
對監察機關辦理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因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拒絕回國接受審判，在
其缺席法庭審理的情況下，由監察機關調查後移
送檢察機關起訴，審判機關依法追究其刑事責
任，對其定罪量刑處罰的刑事訴訟活動。由於缺
席審判制度涉及向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送達傳票和起訴書副
本等法律文書，判決
後還涉及引渡或遣返
已判決罪犯回國服刑，
因此需要相關國家提供刑
事司法協助。新出台的國際
刑事司法協助法很好地解決了這
一問題。
中國紀檢監察報文章指出，在刑訴法

中增設缺席審判制度以及建立刑事司法協
助法律體系，為國際追逃追贓提供重要
的法律依據和程序保障。同時，與已有
的引渡法和監察法第六章反腐敗國際合
作條款一起，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締結
的引渡條約（如《中法引渡條約》）、
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如《中美刑事司法
協助協定》）或參加多邊國際公約（如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形成了比較健全
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法律體系，從而構築了
境外追逃追贓的國內法和國際法天羅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本
周剛剛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檢察官法。新
修訂的檢察官法新增規定，檢察官履行職
責應當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辦理刑事案
件應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尊重和保障人
權，既要追溯犯罪，也要保障無罪的人不
受刑事追究等內容。對於這一新增內容，
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幹部教育培訓部部
長周玉慶在新聞發佈會上回答了相關提
問。
「檢察官恪守客觀公正義務不是現在
提出來的，也不是檢察機關自行發明
的，檢察官一直按照客觀公正的原則履
行職務。」周玉慶具體介紹說，這次首
次在檢察官法中提出檢察官秉持客觀公
正的立場有多方面考量：一是落實和體
現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二是落實和體
現檢察官的職業特色。三是落實和體現
聯合國《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的規
定。
「檢察官持有客觀公正義務，要秉持
客觀公正立場，全面準確審查和收集證
據，堅持和落實罪刑法定原則、疑罪從
無原則、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周玉慶
介紹了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具
體舉措：在刑事立案環節，通過履行立
案監督、偵查監督，讓不構成犯罪、證
據和事實明顯達不到法定證明標準的案
件，不立案或者支持公安機關撤銷案
件，使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審查

起訴環節，對證據不足以支持
定罪的案件不起訴，同時對一些證
據不足、事實不清，也就是「帶病」
案件，不進入審判程序。在審判環
節，檢察機關既要指控犯罪，又要保
障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既要提出有罪的證據，也要全面聽取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關於無罪的辯護。
在司法救助環節，如果檢察機關發現有
冤假錯案，可以自我糾錯，提出抗訴或
者提出再審檢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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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主要國家中國與主要國家
達成引渡條約時間表達成引渡條約時間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1995年6月26日
生效時間： 1997年1月1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2000年10月18日
生效時間： 2002年4月12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2007年3月20日
生效時間： 2015年7月17日

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意大利共和國引渡條約華人民共和國和意大利共和國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2010年10月7日
生效時間： 2015年12月13日

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南非共和國引渡條約華人民共和國和南非共和國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2001年12月10日

生效時間： 2004年11月17日

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洲引渡條約華人民共和國和澳洲引渡條約
簽署時間：2007年9月6日
生效時間：尚未生效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劉凝哲

全面依法治國
海外人士點讚

不久前剛剛結束的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十次會議，批准

中國與巴巴多斯關於刑事司法協助
的條約，至此，中國已與77個國
家簽署司法協助類條約共161項，
其中131項已生效。在這些司法協
助類條約中，引渡條約是各界的關
注點。因為，引渡是國際追逃中最
為直接有效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現有官方資

料查詢，截至2018年10月，中國
已與55個國家簽訂引渡條約，其
中37項生效。最早簽署的，是中
國和泰王國在1993年的簽署引渡
條約；最早生效的，是中國和俄羅
斯聯邦引渡條約，在1997年1月10
日生效。最新簽署的，是中國和津
巴布韋在2018年9月5日簽署的引
渡條約；最新生效的，是中國和印
尼引渡條約在2018年1月19日生
效。

締約國遍佈五大洲
目前，與中國締結引渡條約的國

家分佈世界五大洲。其中，西班牙
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引渡條約的西
方發達國家，條約於 2007 年生
效。中西兩國多年的引渡合作密
切，近五年來，中國向西班牙提出
近20件引渡請求，案件涉及非法
吸收公眾存款、詐騙、行賄、職務
侵佔等罪名，並已經引渡回國十幾
人。此外，中國與法國、意大利等
發達國家的雙邊引渡條約，亦發揮
着重要作用。
談及引渡條約問題，時任中央紀

委國際合作局局長的劉建超曾表

示，在反腐敗領域的合作來看，特
別是具體到追逃追贓這項工作來
看，引渡條約是國與國之間有效地
開展執法合作的非常重要工具。一
是使兩國的執法合作，特別是對犯
罪嫌疑人的追緝和移交將提供法律
依據。二是有威懾作用，如果兩個
國家簽署引渡條約，對那些企圖通
過逃往其他國家來逃避法律制裁的
腐敗分子就會形成震懾，就不敢輕
易選擇外逃。

積極推動刑事司法互助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的「引

渡條約網絡」越織越密，但作為國
際追逃最直接的工具，引渡工作仍
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天網2018」
行動全國共追回外逃人員 1,335
人，其中僅有17人係引渡回國，
而經勸返回國的達500人。與其他
大國相比，例如美國約與110個國
家簽訂引渡條約，加拿大約與115
個國家簽訂引渡條約，中國簽訂條
約的數量很少。在外逃犯多選擇美
國、加拿大、澳洲等移民國家，中
國在引渡問題上仍有死角。
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在引渡條約

問題上的力度將不斷加大，追逃追
贓網絡也將更加立體化。今年中央
紀委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已與16
個國家商簽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
助條約，積極推動出台國際刑事司
法協助法等配套法律法規。2019年
將深度參與反腐敗國際治理，深化
多邊雙邊國際合作，加強國際刑事
司法協助，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
工作。

■檢察官須秉持客觀公正立
場，全面準確審查和收集證
據。圖為2017年8月，杭州
互聯網法院的法官參加憲法宣
誓儀式。 資料圖片

■■潛逃意大利
潛逃意大利1010年的犯罪嫌疑人

年的犯罪嫌疑人20152015年年22月被引渡回國
月被引渡回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52015年年44月月，，
公安部獵狐境外公安部獵狐境外
工作組將外逃的工作組將外逃的
經濟犯罪嫌疑人經濟犯罪嫌疑人
胡某依法引渡回胡某依法引渡回
國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將積極推動出台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國將積極推動出台國際刑事司法協助
法等配套法律法規法等配套法律法規，，推進追逃防逃追贓工推進追逃防逃追贓工
作作。。圖為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法圖為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法
官給小學生講解法庭知識官給小學生講解法庭知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一系列全面
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中
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以及進一步推動
改革開放提供了源源動力和強有力法
治保障。海外人士積極評價中國依法
治國成就。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休斯敦分校教

授喬恩．泰勒認為，中國的法律體
系是建立在本國成熟的政治理論體
系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建設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依法治國
的領導，強調人民主體地位，反映
了中國人民的意願。
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高級

講師本森．巴納說，中國在治國理
政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其中一個重
要方面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中國依
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為各項
事業發展提供法律保障，促進了國
家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國際法教授

埃萬德羅．卡瓦略看來，今年中國
兩會期間討論的涉及諸多領域的議
案，充分表明中國法治建設正取得
新進展。他說，中國正在推進全面

依法治國，這有助於進一步增加法
治體系的透明度，讓政府更有公信
力，讓民眾更有安全感。
在厄瓜多爾國家警察學院教授聖地

亞哥．奧爾韋看來，中國的制度讓政
策制定者能夠審時度勢，提出符合廣
大人民利益的方針和政策。「中國在
制度上致力於更大程度保障人民的權
利，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老撾巴特寮通訊社社長順通說，

全面依法治國讓政治經濟社會都在
法律的軌道上運轉。對於本國人民
和外國投資者來說，凡事都有法可
依，夢想有保障，前途可預期。可
以說，全面依法治國為中國的長期
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石，也為其他國
家提供了經驗和參考。
南非大學非洲復興中心研究員謝

德拉克．加托說，中國探索出了一
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模式，這套模
式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工業化和中
國經濟走向全球的進程都產生了巨
大影響。「我相信，中國的社會主
義法治建設進程值得每一位學者認
真研究，將給人們提供許多寶貴經
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