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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行效果，不

性司法行政管理职能” 究竟有哪些呢？ 可以将这种

难看出，变革最剧烈的领域主要局限在法院和检察

宏观性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共

机关“ 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方面，而“ 宏观层面的

法律服务体系的管理职能；二是法院生效裁判的执

司法行政事务” 领域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

行职能；三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司法后勤保

结果，司法行政机关在这一轮改革中没有受到重视，

障职能。

甚至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 笔者拟从全面推动司法

“ 公共法律服务” 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

体制改革的立场出发，对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作

成部分，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制度体系。 对公共

出全面的考察。

法律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也被视为司法行政机关

根据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我国司法行政

的重要职能。 一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形成。 司法

机关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形成了四种制

行政机关对一系列法律服务事务拥有管理权。 但

度模式： 一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的 “ 大 司 法 行 政 时
期” 。 所谓“ 大司法行政”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司法行政机关全面掌管法院、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

务的一种职能模式。 二是 １９５４ 年后以及 １９７９ 年后
的“ 法院司法行政时期” 。 三是 １９８２ 年后的“ 小司
法行政模式” 。 １９８２ 年以来，伴随着法院司法行政

是，过去的管理方式几乎都是上令下从式的行政控
制。 从 １９８２ 年以来，伴随着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经
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法律服
务的管理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
基本轨迹是行政控制的色彩逐渐减弱，行业指导的
特征逐渐加强。 二是统一法律服务体系的完善。 在

工作转由法院自行管理，行政法律法规编纂工作被

对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法律

交由国务院法制局负责管理，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

服务业的管理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总结成功

职能被减少到历史最低限度。 四是 ２００１ 年后司法

行政职能的适度扩张。 ２００１ 年以来，为解决法院、

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统一的行业调控制度。 司
法行政机关应允许所有这些领域的法律服务机构按

检察院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一些原由法院、

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原则从事法律服务活动，将

检察院负责管理的司法行政工作逐步被划归司法行

这些机构中的法律服务人员按照专业法律服务人员

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逐步获得了一些司法行政管

来加以管理。 无论是对法律服务机构还是对法律服

理权。 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法院生效判

务人员，司法行政机关都应采取行业调控的方式进

决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职权。 由此，司法行政职能开

行管理也就是通过确立法律服务业的准入资格、颁

始进入一 种 “ 适 度 扩 张” 的 状 态， 从 而 形 成 了 一 种
“ 司法行政职能适度扩张模式” 。

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 司法行政管理职能”

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根据 １９８２ 年以来我国司
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司法体
制中其实存在着两种“ 司法行政事务” ：一是“ 宏观
司法行政事务” ；二是“ 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 前

发执业证书、确定服务范围、名册登记、制定并维护
职业伦理规范、教育培训、组织纪律惩戒等方式，对
法律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进行监督和调控。
为有效地从事“ 宏观司法行政事务” 的管理，有
必要将法院的民事裁判执行权逐步划归司法行政机
关，由此实现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彻底分离。 一是执
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必然性。 公安机关作

者是指可以独立于公检法三机关之外的共同司法行

为主要刑事侦查机关，仍然行使着对拘役、管制以及

政事务，后者则是指可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加以管

部分附加刑的执行权，并利用其对看守所的管理权，

理的司法行政事务。 那么，司法行政机关的 “ 宏观

将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放置在看守所进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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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的情况，

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 司法行政机关对

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

于法律人才培养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还应当考虑对

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 与此

那些通过全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士建立统

同时，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目前仍然在行使着刑

一的司法研修制度。 除了司法研修以外，对于在职

罚执行权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权。 这种将审判权

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制度体

与执行高度集中行使的体制，既造成法官自由裁量

系。 二是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管理。 随着司

权的滥用，甚至酿成结构性的司法腐败问题，又由于

法改革的逐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

法院自身政治权威和资源的局限而带来制度性的

制度还具有越来越得到加强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

“ 执行 难” 问 题。 二 是 统 一 刑 罚 执 行 体 系 的 构 建。

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设置人民监

为了建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保障刑罚执行权被

督员管理办公室或者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将人

统一掌握在中立国家机关手中，避免执行权与侦查

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管理权向司法行政机关转

权的冲突，也避免执行权与审判权的矛盾，有必要将

移。 经验表明，这种改革探索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这

刑罚执行权全部收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 首

意味着对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管理工作，逐步

先，那些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 包括拘

从“ 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转化为“ 宏观司法行政事

役、管制以及包括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在内的部
分附加刑，都应转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执行。 其次，

务” ，使其走上一条专门化、专业化的管理道路。 未
来，这一改革在经过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可望向全国

那些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 包括死刑、 罚金

各地加以推广，使得各地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全面获

刑、没收财产刑，都应被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执

得对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的管理权。 三是看守

行。 再次，在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建立之后，司法行

所的隶属问题。 为实现未决羁押权与侦查权的分

政机关除了继续设置和完善监狱、社会矫正机构以

离，避免侦查机关利用羁押未决犯的便利展开任意

外，还可以考虑组建新的刑罚执行机构。 三是民事

侦查活动，有效保障在押未决犯的人身权利和辩护

和行政执行体制的全面变革。 未来对民事和行政裁

权利，有必要对看守所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将看守所

判的执行实施权，一律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行使。

成建制地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转由司法行政机关

可以考虑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组建民事行政裁判执

管理。 这一改革如能实现，将意味着我国司法行政

行部门，由其负责对全部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 为

机关对未决犯的羁押行使管理权，也将是我国司法

保证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的顺利实施，可以在该执

行政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 四是涉案财物的管理问

行部门配备必要的司法警察和执行设备，对被执行

题。 目前，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

人采取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在内的一

现等问题的处置上，我国普遍实行由侦查机关自行

系列执行措施，必要时对于那些阻碍执行活动的被

处置的工作方式，结果造成了侦查权与涉案财物处

执行人，也可以经执行裁判法官批准，采取剥夺人身

置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案件结局发生

自由的强制措施。 但无论如何，在执行实施过程中，

直接的利害关系，影响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不仅

一旦发生诸如执行标的变更、执行对象发生变化或

如此，法院对自己负责审理的案件，竟然不经过法庭

者案外人提出异议等情形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即中

审理程序就直接作出追缴违法犯罪所得的决定，并

止执行活动，将有关事项提交执行法官负责裁决。

自行负责进行执行。 这也影响了追缴涉案财物活动

一旦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部门

的公正性。 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财产刑执行部门，

将恢复执行活动的进行。

除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进行执行以外，还应对法

在公共法律服务和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之外，

院生效判决的追缴违法犯罪所得部门行使执行权。

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还在行使着一些司法保障职能。

五是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变革问题。 通过司

在司法保障职能的强化方面，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还

法鉴定体制的全面改革，司法鉴定机构从法院脱离

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一是法律从业人员的遴选与培

出来，变成由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的社会鉴定服

训。 从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建立，直到全国统一法

务机构，这有助于维护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为

也确保了法院审判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未来随着检

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作出了较大贡

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逐步移交国家监察机关，

献。 但是，要实现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

检察机关内设的司法鉴定机构也有可能被随之移交

英化，仅靠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还是

监察机关。 从维护司法鉴定中立性的角度出发，未

远远不够的。 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从事

来那些设置在侦查机关内部的司法鉴定部门，应逐

法律职业的人员，唯有建立统一的教育、培养、遴选、

步移交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研修、在职培训等职业养成体系，才有可能确保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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