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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类型、创设权归属及
其司法权配置

佀化强*

摘 要 法院创设权分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其归属和司法权配置受制于法院法定、

管辖权法定的宪法原则。该原则源于17世纪英国,18世纪被法国采纳,其原旨乃反对肢解刑

事司法权、禁止指定审判法官或设立刑事特别法院(庭)。宪法成文化运动致使其扩张至行民

领域,但在司法科学化冲击下其重归原点,并成为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形式要件为法院创设权

依重要性分别保留于宪法与法律,实质要件为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行民司法权相对保留。司

法权的外部扩张与内部分裂催生了多层次的法院类型。我国确立了该原则,但法院分类不科

学,创设权下沉、司法权配置(如三审合一)等背离法治要求。2018年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修订

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引发重大隐患,应予完善。

关 键 词 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 司法权配置 专门法院 特别法院 三审合一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启动修改,历时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于2018年10月26日

正式通过(以下简称2018年《法院组织法》)。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本次修改的主要目的

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的发展情况”,完善“法院的分类”,“规范人民法院的设置和职

权”。〔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院类型呈现多元化趋势,除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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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写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

(项目编号:2020ECNU-HLYT017)和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8CDJSK08YJ05)
的支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17年8月28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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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军事法院、海事法院外,还有新疆建设兵团法院、森林法院、开发区法院;随着司法改革深

入,知识产权法院(北京、上海、广州)、互联网法院(杭州、北京)、金融法院(上海)应运而生。除

法院建制外,还有内嵌式法庭。1956年、1980年相继设立审判在华日本战犯和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2〕上世纪末,各地成立少年法庭。〔3〕随着司

法专门化运动兴起,环境审判庭和知识产权审判庭呈井喷趋势。法院(庭)类型多元化引发了

三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部分法院因无法归类或定位不明而涉嫌违法。我国目前沿袭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专门法院三分法。据此,经济开发区法院、新疆建设兵团法院、林区法院等,“既很

难归入地方普通法院,又很难归入专门法院”,其合法性遭到质疑。〔4〕为贯彻中央提出设置

“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24条规定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跨地区案件”,但

2018年法院组织法将其删除,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解释,“有的常委委员、人大代表

提出,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的定位不够明确”。〔5〕

第二,法院创设权归属不明。以地方各级法院为例。依据1982年《宪法》第3条、第128
条和1986年《法院组织法》第34条之规定,〔6〕主流观点认为:“人大产生一府两院”,法院由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7〕这一解释为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以及省级以下人财物统管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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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

的决定》,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案主犯的决定》,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法研[1991]3号),1991年1月26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1991年9月4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第45条,1999年6月28日发布。
关毅:“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研究”,《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第12页;张泗汉:“改革、调整法院

设置,完善法院组织体系”,《人民司法》1995年第4期,第31页;刘松山:“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

机关”,《法学》2005年第5期,第28-2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2017年9月4日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8年6月19日发布。

1982年《宪法》第3条第3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1982年《宪法》第128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1986年《法院组

织法》第34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

‘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页;“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产生”,韩大元:“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审判制度的宪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300、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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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举措平添了合宪性障碍,〔8〕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若设置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就必

须明确哪级人大拥有跨行政区划法院和检察院的设立权”。〔9〕其实,这一解读将法官选任权

与法院创设权混为一谈,并忽视了1982年《宪法》第1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

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以及《立法法》第8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

法律:……(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之规定。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这一修改契合了《立

法法》。

然而,原有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首先,2018年宪法修正案第133条保留了1982年《宪

法》第128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之规定,这与2018年《法院组

织法》第3条相抵牾。其次,未区分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忽视不同法院创设权的位阶差

异及其归属层次。具体创设权是指“设置”某个具体法院的权力,而概括创设权指创设“某类”

法院的权力,这里的“类”并非宽泛、宏观的如“专门法院”,而是中观的如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

院。需要追问的是,宪法、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拥有何种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

权? 最后,内嵌式法庭创设权下沉。按照此前的法院组织法,刑事、民事、经济审判庭的具体创

设权保留于法院组织法本身,“其他审判庭”的具体创设权则授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但是,

2018年法院组织法将内嵌式法庭的创设权完全沉置于法院之手,后文将指出,在我国语境下,

这一改变具有重大隐患。

第三,各类法院之间,新设内嵌式审判庭与原有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之间司法权配置的

规则付之阙如。最典型的当属环境和知识产权司法中的“三审合一”。该模式之所以在国内盛

行,与学界引介西方经验时的夸大不无关系。国内研究者主要依据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乔治·

普林2009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称:“目前全球有41个国家成立了350个专门环保机构

(ECT)”,其类型包括“法院(EC)和行政裁决机构(ET)以及其他争议解决机关”,其中“最多的

是拥有行政管辖权……拥有刑事司法权的相当少”,而实行三审合一的有“瑞典、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新西兰、巴西”。但是,国内将这一状况描述为:“截止到2010年,全球逾40个国家

……陆续建立了350多个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被普林教授视为例外的三审合一,却被国内

夸大为普遍现象:“综观国内外,现有的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在审判方式上均作了改革,实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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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跨区设置法院的主要宪法障碍在于……地方法院与相应地方人大的一一对应关系”,刘树德:“法
院设置的宪法表达”,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12月22日,第7版;翟国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如何设

立? ———一个宪法解释学的视角”,《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第4-5页;任喜荣:“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界

限”,《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21页;底高杨:“目标、限度与进路: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宪法学思

考”,《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52页;王广辉:“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的法律反思”,《法商研

究》2016年第5期,第11页。
秦前红、苏绍龙:“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多重关系———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框

架”,《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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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三审合一’的审判方式”。〔10〕最近依然有学者倡导知识产权法院实行所谓的三合一审

判。〔11〕

后文将证实,无论环境领域还是知识产权领域,实行三审合一的国家根本不存在。

相反,除军事法院外,知识产权、环境、税收、海事等法院有一个共相:刑事司法权阙如!

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就我国而言,三审合一与依法治国的方略是否契合? 中央提出“普

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此处的“特殊案件”能否

包括刑事案件? 有学者提出,重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金融犯罪、涉恐涉毒涉黑案件应

统一划归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12〕该主张是否妥当?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能

否行使刑事审判权? 其限度何在?

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司法权配置也存在疑问。例如,民事诉讼方面,军事法院最初仅管

辖刑事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授权军事法院指定若干基层军事法院开展审理经济纠纷

的试点工作,并于2001年、2012年相继在全国军事法院推广军内民事审判。〔13〕有学者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做法侵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14〕行政诉讼方面,最高人民法

院先后于2008年、2013年授权地方人民法院实行“指定管辖”“提级管辖”,试行“集中管辖”。

北京市、重庆市也出台类似规定。2014年《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授

权“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

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

政案件的指导意见》,将集中管辖推向新阶段。〔15〕类似的疑问是,法律授权最高人民法院、高

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自行决定行政诉讼司法权配置,是否妥当?

其实,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法院类型划分标准是否科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也涉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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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GeorgePringandCatherinePring,GreeningJustice:CreatingandImprovingEnvironmental
CourtsandTribunals,2009,pp.v,xii,xiii,1,11,21-26,27,https://www.law.du.edu/documents/ect-
study/greening-justice-book.pdf,lastvisitedon24September2019.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

改革”,《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62、66-67页。
例如易继明:“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282页。
参见尚立梅、杨超:“跨行政区划法院刑事案件管辖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7年第21期,

第59-60页。
参见万鄂湘主编:《专门法院改革的路径与成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9页;《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11号),2012年8月28日发布。
参见陈思喜、刘松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军事法院试办军内民事案件的批复是否违宪”,载韩大元

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6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号,已失效),2008年1月

14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3]3号),2013年1月4
日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京高法发[2014]88号),

2014年2月27日发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交叉管辖办法(试行)》(渝五中法发[2013]117
号),2013年12月6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第18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指导意见》(法发[2015]8号),2015年6月17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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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视野下各法院创设权的位阶排序及其归属以及司法权配置的原理论,直接受制于宪法学说

中的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之原则。截至2016年底,除实行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柬埔寨、文

莱外,193个国家的宪法中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73个规定了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16〕

遗憾的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和法院组织法的修订不仅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其相关条款的改

动反倒引发了新的隐患。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这一舶来品的历

史起源及规范指向缺乏认知,而后续的演变又导致其原本的面孔逐渐模糊,导致我们对其实质

知之甚少。

本文尝试从历史学、宪法学、比较法学等多重角度,挖掘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原

旨主义含义及其演变历程,总结其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揭示其对现代法治框架下的法

院创设权归属以及司法权配置的规范意涵;揭示司法权的外部扩张与内部分裂所分别导

致的法院类型多元化趋势,明确法院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讨我国法

院类型的划分、不同法院的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的基本原则和限度所在,为司法

改革扫清不必要的认知障碍,进而使其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内在要

求。

二、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原旨主义

有德国学者曾指出:英国并不承认法院法定、法官法定原则,相反,该原则第一次出现于法

国1791年宪法。〔17〕本文将指出,不是1791年的法国宪法而是1641年的英国率先确定该原

则。唯有透过英国历史的棱镜,才能窥视其本来面孔,揭示其精髓所在。

(一)君主制下的法院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

中世纪以后,西方普遍实行君主制。根据神学政治传统,国家犹如人体,而作为国家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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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本文所涉国家的宪法条文和数据均依据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全四卷),中国检察出

版社2012年版。如无特别说明,后文所引宪法不再逐一注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该书出版后有五个国家

颁布了新宪法或宪法草案,包括利比亚过渡宪法草案(2011)、索马里宪法草案(2012)、坦桑尼亚宪法草案

(2013)、突尼斯宪法(2014)和埃及宪法(2014),此外,还有被视为新西兰宪法性文本的《1908年司法法》《2003
年最高法院法》《1947年地区法院法》和《2016年地区法院法》,本文涉及上述六国的宪法信息以 Heinonline数

据库“WorldConstitutionsIllustrated”子库提供的为据;第二,基于学术严肃性考虑,本文作者制作了四个附

件,分别为各国宪法法院法定原则一览表、环境专门司法一览表、专业法院和宪法情况一览表、知识产权法院

和环境法院管辖权配置一览表,另附智利环境法院法官、哥斯达黎加法学教授、巴西联邦环境法院法官、巴西

州环境法院法官应我请求就本国环境法院司法权配置情况介绍的回信,在提交给编辑部审阅的同时也留有

备份,如有不同意见或质疑者,可向编辑部或本人索取。
(德)卡尔·海因茨·施瓦布等:“宪法与民事诉讼”,载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

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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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王,〔18〕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均被视为“司法权的源泉”,〔19〕具有创设法院、任命

法官、分配司法管辖权的当然权力。

为处理特定领域的案件,在常规法院之外,国王以授权令或特许状的形式创设了各种临时

法庭、特别法院或专门委员会。例如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宗教高等委员会,创设它的授权令写

道:“主权者国王……应当被尊为英格兰教会在世上至高无上的唯一头部”,他有权命令其专员

调查宗教事务。在1591年的一份判决书中,法官说:国王或女王“作为国家身体的头部”,拥有

教俗最高司法权,“可以创设这样的宗教委员会”。〔20〕欧洲大陆亦然。法国国王和首相黎塞

留在一系列的重大刑事案件中设置临时特别法庭,但“黎塞留的同代人从未怀疑王室”所拥有

这一权力,因为,“国王乃所有司法权的源泉这一信念,完全排除了对国王有权按其喜好命令审

判方式的任何质疑”。〔21〕

(二)议会主权下的法院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

这些特别法院或专门委员会一旦被赋予刑事司法权,便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悲剧。法院

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之所以在英国确立,正是1641年废除两个特别法院———管辖世俗特别

刑事案件的星座法院和管辖宗教刑事案件的宗教高等委员会———的结果,尤其是对后者的批

判和反思,推动了法院创设权归属的转移,催生了司法权配置原则。

宗教高等委员会源于1535年王室授权格伦威尔组建的临时特别委员会,爱德华六世

1549年授权令将其确立为常设机构。伊丽莎白时期颁布《君主至上法》和《礼拜仪式统一法》,

原有教会法院因缺少世俗法院所拥有的罚金和囚禁权力,在实施这两部法律时力所不及。有

鉴于此,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以授权令的形式授予该委员会“对异端、宗教性错误和宗教分

裂、宗教犯罪进行探视、整改、纠正、规范”的权力。实践中,这一行政调查权逐渐转变为刑事审

判权,自1570年起,宗教高等委员会也被称为“法院”,1613年王室授权令正式承认其法院地

位。〔22〕

16世纪陆续有人对宗教高等委员会成员作为审判者的适格性提出质疑。〔23〕17世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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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参见(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佀
化强:“国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中西暗合与差异”,《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71-190页。

程汉大、李培峰:《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NancyLymanRoelker,

OneKing,OneFaith,TheParliamentofParisandtheReligiousReformationsoftheSixteenthCentur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p.68.
RolandG.Usher,TheRiseandFallofTheHighCommission,TheClarendonPress,1913,pp.

139-140,335.
WilliamF.Church,RichelieuandReasonofStat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2,p.229.
Usher,supranote20,pp.20,27,35;G.W.Prothero(ed.),SelectStatutesandOtherConstitu-

tionalDocumentsIllustrativeofTheReignsofElizabethandJamesI,4thed.,OxfordUniversityPress,

1964,pp.227-242,424-434.
Usher,supranote20,pp.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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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矛头转向创设并赋予其刑事审判权的国王及其授权令本身,引领这一转向的是著名律

师尼古拉斯·富勒(1543-1620)。在1607年为两名被宗教高等委员会处罚的当事人申请人

身保护令的庭审中,富勒在西方历史上首次提出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主张。

首先,富勒区分了国王授权令与议会法律的位阶差异,断然否定国王授权令创设法院的权

力,坚称只有议会法律才享有该权力:“该教会委员会的设立并没有议会法律的权威……仅仅

依据伊丽莎白一世授权令,而该授权令既没有也不能创设这一委员会。”他进一步指出行使司

法权的机构必须是议会以法律形式创设的常规法院:“国王的这一所谓的高等委员会……并非

一个长期存续的既定法院(settledcourt)……与王室法院的权威来源相比……该委员会既无

法律效力,也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除非它确实由议会法律创设。”其次,富勒坚称刑事司法管

辖权的配置应由议会法律而不是由国王授权令确定:“由于事关对臣民的罚金和囚禁”,女王授

权令“并没有赋予该委员会以任何生命和效力”,因此,“囚禁其当事人是非法的”,宗教高等委

员会的刑事处罚权及其程序,由于“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是错误和无效的”。他进而提出刑事

管辖权法定原则:“指控臣民人身、土地或财产的此类授权令和任命书,既不合法也无效力,除

非此类许可令和委任状由议会法律创设并赋予其效力。”〔24〕

富勒的主张在34年后成为1641年《废除宗教高等委员会的法案》《废除星座法院的法案》

的核心内容:今后,“不得创设、组建新法院,也不得赋予类似宗教高等委员会所享有的权力和

管辖权”;任何时候,国王所签发的“此类授权令、委任状、特许状”,其“授予的一切权力和管辖

权”,或者“以此名义、以此为据的所有法律、法令”,均绝对无效。〔25〕光荣革命后的1689年

《权利宣言》第3条重申,禁止设立刑事特权法院或委员会。〔26〕

临时特别法院(庭)的悲剧也在法国上演。黎塞留主政时期,贵族围绕王室婚姻问题

密谋刺杀黎塞留,计划流产后,涉案的贵族被逮捕。1626年,为审判夏莱侯爵,路易十三

世在黎塞留的建议下创设南特特别刑事法庭,开创了法国特别法庭的先例。在著名的

1632年德·马里亚可元帅案和1642年圣马尔侯爵案中,黎塞留抛开常规法院的刑事审

判庭,精心挑选法官和政务大臣另行组成特别委员会或特别法庭,〔27〕裁判结果毫无悬念

地均为死刑。

作为反对理由,黎塞留时代有少数法学家“偶尔”提出被告人享有“由一个常设法院审判的

权利”。〔28〕后黎塞留时代直到大革命,趋于保守的法学家群体从公法领域淡出转向私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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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NicholasFuller,TheArgumentofNicholasFullerofGrayesInneEsqure,1641,pp.23,32.
“TheActforTheAbolitionofTheCourtofHighCommission”,inTheConstitutionalDocuments

ofThePuritanRevolution,3rd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pp.186-189.
LoisG.Schwoerer,TheDeclarationOfRight,1689,TheJohnsHopkingsUniversityPress,

1981,pp.65-66.
Church,supranote21,pp.181,225-228,328-333.
Church,supranote21,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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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此相对的是,哲学家、政治家成为公法学的先锋,〔29〕其中对刑事司法改革影响最大的当

属伏尔泰。〔30〕针对1642年的圣马尔侯爵案,他指出:“这一死刑判决不是法官签署而是特别

专员签署,这一小撮人居然把整个国民都视为是无辜且值得尊敬的人士当作罪犯来处

死。”〔31〕政治家的理论很快演变为司法实践。1788年著名的财政改革违宪案中,巴黎高等法

院通过谏诤的方式做出“措辞激烈”的判决,庄严宣告“司法官不可撤换”,“任何公民均有权仅

在法律指派给他的自然法官面前受审”,史称“基本法宣言”。〔32〕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自然

法官”意指“正常设立的各级法院的法官”。〔33〕1790年8月16日,选民会议制订的司法改革

方案规定:“管辖权的宪法秩序不得受到破坏,司法事项不得从自然法官手中转移至任何委员

会。除由法律指定的法官审判外,不得将其转移至其他被召集或指派的任何人”。〔34〕1791年

法国宪法规定:“公民不得被排除于法律为其指定的法官的审判,不受特别法院的审判,也不受

超越法律规定职权的审判。”1795年共和三年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特别法院……而被排

除于法律为其指定的法官”。1814年6月4日宪章重申:“任何人不得被排除于普通法官的审

判”(第62条),“不得创设特别法院”(第63条)。1830年8月14日宪章规定:“保留现存的普

通法院,非依法律不得进行任何变更”(第50条);“任何人不得被排除于普通法官”(第53条);

“不得以任何借口或者以任何名称创设特别法院”(第54条)。〔35〕特拉西评论孟德斯鸠《论法

的精神》时提出:主权者“从来不应当由自身,或者由其大臣,或者由特别法庭来裁决个体的利

益,而应当始终由为此目的事先设置的法官来裁决……”。〔36〕继英国之后,法国成为第二个

确立法官法定、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国家。

综上,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诞生过程中孕育了一对孪生姐妹,分别构成其实质要件和形

式要件:禁止肢解刑事司法权、禁止设立刑事临时特别法庭,既是催生该原则的元驱力,也是其

精神和精华所在,为实质要件;而世俗政治权力的角逐所引发的法院创设权和司法配置权从国

王到议会法律的转移,不过是其表象,为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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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WilliamF.Church,“TheDeclineoftheFrenchJuristsasPoliticalTheorists,1660-1789”,

FrenchHistoricalStudies,Vol.5,No.1,1967,pp.1-40.
MarcelloT.Maestro,VoltaireandBeccariaAsReformersofCriminalLaw,ColumbiaUniversi-

tyPress,1942;A.Esmein,A HistoryofContinentalCriminalProcedure,WithSpecialReferenceto
France,TheLawbookExchange,2000,pp.360-369,614.

《伏尔泰政治著作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266页。
参见王建学:“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为中心”,《中外法学》2017年第

2期,第363-364页。
王建学:《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FrankMaloyAnderson,TheConstitutionsandOtherDocumentsIllustrativeoftheHistoryof
France,1789-1901,TheH.W.WilsonCompany,1904,p.36.

参见周威:《法兰西宪法典全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法)德斯杜·德·特拉西:“有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评论”,周威、高振华译,载高全喜主编:

《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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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文宪法时代法院创设权的归属

成文宪法的制定致使法院创设权归属再次转移:从议会法律收归宪法之手并由宪法授权

议会分享其中一部分。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

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第1条第8款列举了国会权力,其中包括“设立

低于最高法院的各级法院”。〔37〕可见,美国宪法保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

设权以及低级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并授权国会行使低级法院的具体创设权。

美国宪法开创的“宪法—议会分享”模式,被大部分国家效仿。189个国家中,仅采君主立

宪制的不丹将法院创设权交由宪法和国王分享;〔38〕14个国家将法院的创设权绝对保留于宪

法;〔39〕其余173个国家采用“宪法—议会分享”模式。“分享”模式并不意味着议会拥有独立

于宪法的法院概括创设权。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在保留最高法院、国家法院创设权的同

时,授权议会“可以设立或规定……以外的法院”,但同时也将议会所能创设的法院之类型限定

为“主要根据风俗或风俗程序处理事务的法院。”〔40〕可见,成文宪法时代,一项宪法学预设就

是:宪法乃法院创设权的唯一归属者,只不过,宪法在保留其认为重要的法院之创设权的同时,

将次要或低级法院的创设权明示或默示地授予议会法律。

目前有173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院法定原则,其立法体例有二:一是以个人基本权利面

孔出现的法国式立法,常见表述为“人人有权……在依法建立……的法院面前,得到公正和公

开的审判”“任何人均只受依据本宪法所设立的法院的审判”;〔41〕二是规定于“司法机构”章节

的英国式立法,通常表述为“法院的设立只得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法院的建制和管辖权由法

律规定”。〔42〕还有国家兼采二者,提供双重保险。〔43〕

然而,各国宪法并未在刑事与民事之间做出区分,致使民事法院、民事司法权被裹挟进来,

与刑事法院、刑事司法权一道构成了“法定”的外延。例如,智利宪法规定“民事、刑事案件的审

判权……均专属于根据法律所设立的法庭”;西班牙宪法规定“任何形式的司法权……都要由

法律确定的法庭和法院……行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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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美国《宪法》第1条、第3条。美国学界区分了国会依据第1条和依据第3条创设的法院。See
RichardH.Fallon,“OfLegislativeCourts,AdministrativeAgencies,andArticleIII”,HarvardLawRe-
view,Vol.101,Issue5,1988,pp.915-992;KennethG.Coffin,“LimitingLegislativeCourts:Protecting
ArticleIIIfromArticleIEvisceration”,BarryLawReview,Vol.16,Issue1,2011,pp.1-26.

不丹宪法保留最高法院、高等法院、行政区法院、县法院的创设权,同时授权“国王不定期设置法院

及裁判所”,不丹《宪法》第21条第2款。
例如捷克、葡萄牙、东帝汶、墨西哥、危地马拉。
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第172条。
黑山《宪法》第32条;斯达黎加《宪法》第35条。
蒙古《宪法》第47条第3款;斯诺文尼亚《宪法》第126条。
如芬兰、荷兰、意大利等。
智利《宪法》第76条;西班牙《宪法》第117条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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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法院的类型、创设权及司法权配置

(一)法院类型多元化

20世纪兴起两股浪潮,分别引发了司法权的外部扩张与内部分裂,导致法院类型多

元化,催生了相应的区分标准。第一股浪潮是“司法权界限”的消退。所谓司法权界限,

是指排除法院审查的事项,包括统治行为、政治行为,宗教团体和政党的内部事务,〔45〕以

及属于议会职权的事项,如对公共预算和政府财政的审查、对政府首脑和高级法官的弹

劾等。依据该理论,司法权不得介入政治问题,法院裁决事项被限于“法律争议”。随着

政治除魅,政治问题逐渐转化为法律问题,司法权的外延得以扩张,结果,宪法法院或宪

法委员会、审计法院、财政法院、弹劾法院、选举法院以及宗教事务法院等应运而生。〔46〕

这些新型法院可称为政治性法院;而司法权限界内的可称为法律性裁判权,相应地,传统法院

可称为法律法院。

第二股浪潮即司法科学化导致原有司法权内部分裂。随着司法分工逐渐细化和法庭科学

证据的使用,普通法官自身能力的短板日益突显,即无法精准地认定事实。这在知识产权领域

尤为突出。为了实现精准司法,自20世纪中叶始,部分国家设立所谓的“科学法院”,〔47〕原有

的统一司法权被分割、让渡,从而出现了第二层次的分类,即以管辖权事项是否整全为标准,司

法法院区分为全权法院与受限权法院。全权法院拥有刑事、行政、民事管辖权,管辖权是普遍

的,又称一般管辖权法院或普遍管辖权法院,简称普通法院。受限权法院管辖权事项受限,如

行政法院、〔48〕军事法院、税收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环境法院等。

为给科学法院铺就合宪性道路,有的国家在宪法中删除“禁止设立专门法院或特别

法院”的规定,而更多的国家则是将科学法院定性为专门法院(specializedcourt),使之与

特别法院区别开来。德国《基本法》第101条规定:“1.不得设立特别法院;2.只有依照法

律才得设立审理专门案件的法院。”阿尔巴尼亚《宪法》第135条第2款规定:“议会可以

在特定领域设立法院,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是特殊法院。”爱沙尼亚《宪法》第148条

强调:“成立专门法院,由法律予以规定。禁止设立特别法庭。”摩尔多瓦《宪法》第115条

规定:“可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各种专门法院,但是,禁止成立特别法庭。”可见,各国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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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李鸿禧译,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96页;李惠

宗:《宪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7页;杨建顺:“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法学

论坛》2003年第3期,第12页。
宪法法院的历史发展,参见胡建淼主编:《世界宪法法院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
科学法院的发展,seeAndrew W.Jurs,“ScienceCourt:PastProposals,CurrentConsiderations,

andaSuggestedStructure”,VirginiaJournalofLaw & Technology,Vol.15,Issue1,2010,pp.1-42.
参见胡建淼主编:《世界行政法院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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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者做出区分并给予不同对待,是在维护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实质免受司法科学

化伤害与实现精准司法之间予以平衡的结果。

因此,受限权法院又被区分为专门法院与特别法院,二者管辖事项均从普通法院划拨而

来,但划拨的原因和目的不同。专门法院是为解决“精准认定事实”之难题,基于某类事项所固

有的专业技术性而将其划拨至新设的受限权法院,如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院。而特别法院是

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实施特殊的司法政策,对原本属于普通事项的某些事项予以例外对

待从而排除普通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别法院是1950年设立的“人民法庭”,根

据设立它的法令,其政治目的是“保障革命秩序与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使命

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管辖权包括“违抗土地改革法律”的刑事犯罪和

“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成份的争执”,其性质是“县(市)人民法院之民事庭、刑事庭以外的特别

法庭”。〔49〕审判在华日本战犯和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亦然。因保守军事机密而设的军事法院,实属典型的特别法院,日本宪法学教授芦部信喜就将

其归为特别法院。〔50〕至于少年法院(庭)、家事法院、习俗法院、氏族法院和宗教法院,则因其

实施特殊的司法政策而归于特别法院之列。

(二)法院创设权归属及其限制

宪法法院、选举法院等政治性准司法机关并不涉及原有司法权的分割,但其设置实属对既

有政治秩序和国体政体的重大变动,故其创设权和职权配置均保留于宪法本身。因司法权内

部裂变而产生的受限权法院,由于涉及原有司法权尤其是刑事审判权的分割和让渡,直接威胁

到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存亡,故而受到宪法秩序的严格规制。

首先,遵循必要性原则。泰国《宪法》第198条规定:“在任何特别案件或特别指控的案件

的审理和裁决上,当有普通法院依法存在并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时,不得为此设立一个新的法

院”。再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效仿法国、德国建立不受司法控制的行政法院的呼声甚嚣尘

上;〔51〕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今,成立联邦环境法院的呼声此起彼

伏;〔52〕“911事件”后,从权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到政府官员甚至学者,均呼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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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人民法庭组织通则》,1950年7月20日发布。
芦部信喜,见前注〔45〕,第306页;国内学者也将意大利军事法院归为特别法院,徐鹤喃:“意大利

的司法制度”,《人民检察》2000年第5期,第61页。

DanielR.Ernst,“Dicey̓sDiscipleontheD.C.Circuit:JudgeHaroldStephensandAdministrative
LawReform,1933-1940”,GeorgetownLawJournal,Vol.90,Issue3,2002,pp.787-812.

ScottC.Whitney,“TheCaseforCreatingASpecialEnvironmentalCourtSystem”,Williamand
MaryLawReview,Vol.15,Issue1,1973,pp.33-56;RichardE.Talbott,“ScienceCourt:APossible
WaytoObtainScientificCertaintyforDecisionsBasedonScientificFact?”,EnvironmentalLaw,Vol.8,Is-
sue3,1978,pp.82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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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内恐怖法院”或“国家安全法院”。〔53〕但上述努力均无疾而终。必要性原则也体现在案

件数量上,根据普林教授设定的标准,创设环境法院的条件是“每位法官年受理案件的数量至

少要达到100件”。〔54〕

其次,宪法和法律不得恣意创设刑事受限权法院。有68个国家的宪法禁止设立专门法院

或特别法院,其中许多剑指刑事法院(庭)。东帝汶《宪法》第123条第2款规定“严禁设立专门

的刑事法庭”;佛得角《宪法》第214条规定“不能存在拥有审判特定级别罪行专属权力的法

院”;几内亚比绍《宪法》第93条规定“不得设立专门审理某类型犯罪的法院”;葡萄牙《宪法》第

209条规定海事法院、税务法院、审计法院、仲裁法院等“可以单独或合并组成冲突解决法院”,

但涉及刑事案件,除军事法院外,“禁止设立审判特定犯罪种类的专属管辖法院”;莫桑比克《宪

法》第223条第6款规定“禁止设立针对特定类型犯罪享有专属审判权的法院,军事法院除

外”。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第128条)、墨西哥(第14条)、危地马拉(第12条)、智利(第19条)

的宪法也有类似规定。

即使设立了受限权刑事法院的国家,近年来也逐渐对其加强限制。1982年土耳其《宪法》

第143条创设国家安全法院,第145条创设常设军事法院。然而,2004年宪法取消第143条,

废除了备受质疑的国家安全法院;2017年2月2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常设军事法院,并

在第142条第2款规定:“只有在战争状态下才能组建军事法院”。〔55〕

再次,刑事受限权法院的(概括)创设权绝对保留于宪法本身,不得授予议会法律。允许设

立军事法院的国家,除朝鲜、苏丹外,〔56〕均将其概括创设权保留于宪法本身。弹劾法院亦然。

阿尔巴尼亚宪法2016年修正案修改第135条,创设审判“共和国总统、首相、议员、宪法法院法

官……的腐败犯罪、有组织的犯罪”的特别法院。〔57〕挪威《宪法》第86条创设弹劾法院,审理

“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议会议员在违反宪法职责所犯下的犯罪行为或其他非法行为”。

最后,非刑事的受限权法院,如海事法院、劳动法院、商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环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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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StephenI.Vladeck,“TheCaseagainstNationalSecurityCourts”,WillametteLawReview,Vol.
45,Issue3,2009,pp.505-526;GlennM.Sulmasy,“TheLegalLandscapeAfterHamdan:TheCreationof
HomelandSecurityCourts”,NewEngland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Vol.13,Issue
1,2006,pp.1-16;AmosN.Guiora,“WhereAreTerroriststoBeTried:AComparativeAnalysisofRights
GrantedtoSuspectedTerrorists”,CatholicUniversityLawReview,Vol.56,Issue3,2007,pp.805-836;

AmosN.Guiora,“CreatingaDomesticTerrorCourt”,WashburnLawJournal,Vol.48,Issue3,2009,pp.
617-632.

Pringetal.,supranote10,pp.33,111.而国内将其改为“环境法庭年受理环境案件的基本数

量……百件左右”,王树义,见前注〔10〕,第66页。

LawNo.6771AmendingtheConstitution.
苏丹《宪法》第127条:“根据法律,如有需要可建立其他国家法院。”朝鲜《宪法》第160条:“审判由

最高法院、道法院、郡人民法院和特别法院进行。”

AlbaniaConstitution(asamendedi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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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院、部族法院、习惯法院,其概括创设权部分国家完全保留于宪法,〔58〕部分国家由宪法

授权议会法律。〔59〕总的趋势和原则是:宪法保留受限权法院的概括创设权。例如,肯尼亚

《宪法》第162条规定国会设立专门法院的类型为劳动法院和环境土地法院。〔60〕再如德国

《基本法》第101条第2款规定“只有依照法律才得设立审理专门案件的法院”,但在议会创设

之前,1961年宪法修正案增设第96a条规定:“联邦可设立一个联邦法院审理保护工业产权案

件。”〔61〕

至于具体创设权归属,因法院属于授益型、侵益型或平益型之性质而异。侵益型法院(庭)

通常对公民权益予以剥夺、克减,典型者如刑事审判庭。与其对立的是授益型法院(庭),通常

对公民权益维护、增褒以及对公权力的限制,如行政法院(庭)、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少年刑

事法庭等。居于二者之间的是平益型法院(庭),其针对平等主体的私权利,通常不涉及公权

力,例如民事审判庭、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侵益型法院(庭)必须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

实质要件,而授益型的则相对宽松,其具体创设权下沉至法律甚至更低层次如最高法院,并不

涉及实质违宪问题。至于平益型法院(庭),由于不涉及公权力扩张,不涉及刑事司法权的割

让,其具体创设权仅需满足形式要件即可。

(三)司法权配置的宪法规范和司法规律

本文以环境和知识产权法院(庭)为例,探讨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原有审判庭与内嵌式专

业审判庭之间的司法权配置,其模式有六:

第一类,专门法院仅拥有行政诉讼管辖权,民事、刑事管辖权保留于普通法院。典型者是

德国联邦知识产权法院和美国佛蒙特州环境法院。〔62〕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53个国家中,

有德国、墨西哥、挪威、葡萄牙、韩国采取该模式,比例为9.4%;设立环境法院(庭)的22个国家

中有奥地利、比利时、智利、玻利维亚、西班牙、芬兰、希腊、英国、美国佛蒙特州共9个国家(州)

采取该模式,比例为40.9%。第二类,专门法院(庭)仅享有民事管辖权。知识产权领域,53个

国家中有26个采用这一模式,〔63〕比例为49%;环境领域,22个国家中仅巴基斯坦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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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爱尔兰、卢旺达、葡萄牙、希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莫桑比克、马拉维、佛得角、汤加、玻利维亚、乌
拉圭、乌克兰等。

德国、立陶宛、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亚美尼亚、多米尼加、塞浦路斯等。
肯尼亚《宪法》第162条。

1961AmendmenttotheGermanFederalRepublic’sConstitutionof1949.
MeridethWright,“TheVermontEnvironmentalCourt”,JournalofCourtInnovation,Vol.3,

Issue1,2010,p.204;AnICCReportonSpecialisedIPJurisdictionsWorldwide,2016,p.14;DanielJ.Mea-
dor,“AppellateSubjectMatterOrganization:TheGermanDesignfromanAmericanPerspective”,Hastings
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Review,Vol.5,Issue1,1981,pp.46,69.

阿塞拜疆、克罗地亚、捷克、丹麦、萨尔瓦多、法国、希腊、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

兰、意大利、牙买加、卢森堡、莫桑比克、巴拿马、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尔维亚、南非、瑞士、叙利亚、坦桑尼亚、乌
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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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4.5%。第三类,专门法院拥有民事、行政诉讼管辖权。知识产权领域有13个国

家,〔64〕环境领域有5个国家。〔65〕第四类,专门法院仅被赋予刑事管辖权,知识产权领域仅秘

鲁,环境领域有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冈比亚4个国家。第五类,专门法院被赋予刑

事、民事管辖权,知识产权领域有泰国、菲律宾、摩洛哥和苏丹采用该模式,环境领域采用该模

式的国家数量为零。第六类,专门刑事法院与专门民事法院分立,知识产权领域有奥地利、埃

及、马来西亚和土耳其4个国家,环境领域采用该模式的国家的数量为零。

可见,无论是知识产权领域还是环境领域,没有一个单一制国家或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层面

实行所谓的三审合一;赋予专门法院刑事司法权的,在知识产权领域仅有9个国家,环境领域

仅6个。相比之下,192个国家中,刑事司法权保留于普通法院的,在知识产权领域有183个

国家,在环境领域有186个国家,占比分别为95.3%和96.9%。纵使赋予其刑事管辖权的国

家,近年来也有所改变。南非曾先后于2003年、2004年设立两个环境刑事法院,后来将其废

止。〔66〕曾实行三审合一的巴西联邦环境法院,近来被剥夺了刑事司法权。〔67〕内嵌式专业法

庭亦然。意大利《宪法》第102条规定:“不得设立特别法官或专门法官。仅能就特定事项在普

通司法机关内设立专业审判庭(specializedsection)。”〔68〕据此,意大利议会通过了设立知识产

权审判庭的法律,根据该法律,它仅享有民事司法权。〔69〕

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于普通法院,确保刑事司法一体,这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明文规范。

津巴布韦《宪法》第81条第4款规定:“任何法律不应授予最高法院或者高等法院以外的法院

或其他裁判机关以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希腊《宪法》第96条、第97条授权警察处理“可

处以罚金的违警罪”,但轻罪和重罪“均应归普通刑事法院管辖”。爱尔兰《宪法》第37条第1
款授权法律创设专门法院,但它只能“对刑事问题以外的法律问题行使有限的职权”,否则因违

宪而无效。特别法院亦然。马拉维议会可确定习惯法庭或地方法庭的管辖权,但《宪法》第

110条为其设定了底线:“仅应对习惯法上的民事案件及轻微的普通法和成文法上的刑事案件

进行管辖”。塞浦路斯当局可以建立部族法院,但是,《宪法》第160条将其管辖权限定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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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巴西、智利、芬兰、日本、荷兰、瑞典、塔吉克斯坦、英国、美国(联邦巡

回法院)、乌兹别克斯坦。
哥斯达黎加、印度、肯尼亚、瑞典、泰国。

GeorgePringandCatherinePring,EnvironmentalCourts& Tribunals,UnitedNationsEnviron-
mentProgramme,2016,p.94.

巴西联邦层面建立的Curitiba、Florianóppolis、PortoAlegre环境法院,最初被“赋予民事、刑事、行
政诉讼管辖权,但是,目前发生了变化,它们仅能审判民事和行政案件”。参见联邦环境法院的设计者 Vlad-
imirPassosdeFreitas先生的邮件,回复时间:北京时间2017年3月13日上午9点59分。

TheConstitutionoftheItalianRepublic.
SeeLEGGE12dicembre2002,n.273(2002年12月12日第273号法令),DECRETOLEGISLA-

TIVO27giugno2003,n.168(2003年6月27日第168号法令);JumpolPinyosinwat,AModelforSpecial-
ized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inDevelopingCountries,p.14(AThesisSubmittedfortheDegreeofDoc-
torofLawinWasedaUnivers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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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宗教事务等民事争议”,不得包括刑事案件。

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因反对肢解刑事司法权而在17世纪中叶应运而生,18世纪末至19
世纪入宪运动致使行政、民事司法被裹挟进来并构成其边缘部分,在20世纪司法科学化大潮

冲击下,该边缘部分被软化、侵蚀,至此,历经300余年,从终点回到起点,洗尽铅华的法院法

定、管辖权法定尽显其本来面孔,现代各国从而呈现出一个普遍趋势: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行

政、民事司法权相对保留。知识产权民事司法权、环境行政诉讼司法权出于必要可划拨给专门

法院(庭),而民事诉讼也允许协议管辖。〔70〕管辖权法定的弱化程度在平益型与授益型中存

有差异:为防止军内保护主义,法律不得将军事行政诉讼从普通法院划拨至军事法院;军内民

事诉讼管辖权可由法律配置,但不可下沉至最高人民法院;相较之下,普通法院行政诉讼管辖

范围的变更,可授权最高司法机关为之,至于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为之是否妥当,尚可

探讨。

从域外知识产权法院(49%的仅被赋予民事管辖权)和环境法院(40.9%的仅被赋予行政

诉讼管辖权)的司法权配置共性和司法规律来看,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范畴,是传统民法的一

个分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被命名为“民事审判第三庭”即体现了这一

点。而所谓的环境法,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法范畴,近年来我国空气环境的显著改善主要得益

于各地政府严格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专门化与否)关系不大;专业技术要求方面,环境司法

不可与知识产权同日而语,环保法庭(院)数量井喷的现象背后是“法院及其组成人员的利益需

求”,主要解决“人员超编和法官职级,……而非改善环境”;〔71〕受案数量上,各级环境法庭普

遍面临“无案可审”的尴尬,〔72〕与法官人均年受理案件数量100件的通行标准相距甚远,因

此,其专门司法的必要性并不存在。

四、我国法院的分类、创设权归属、司法权配置及其问题

我国1978年《宪法》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

29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2000年

《立法法》第8条、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3条正式确立了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然而,

在法院类型划分、创设权归属以及司法权配置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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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参见刘仁山:“我国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问题与对策”,《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88-
208页;黄志慧:“欧盟协议管辖制度实施之保障研究”,《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第142-155页;王福华:
“协议管辖制度的进步与局限”,《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163-169页。

韩晓明:“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现象再审视”,《法学论坛》2019年第2期,第131页。

2013年,北京、上海等14个省市的环保法庭当年结案量为0,江苏5个环保法庭结案5件,浙江2
个环保法庭结案3件,参见孙佑海:“对当前环境资源审判若干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9月17日,第8版;2010年至2017年,青岛某环保法庭共审理案件81件,“其中7件为同一案由反复起诉

的环境民事纠纷,8件为环境刑事案件,最多的是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韩晓明,见前注〔71〕,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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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分类及其问题

法院分类标准不科学、类型单一,引发许多问题。

第一,法院的类型化标准与行政区划不适当地勾连。基于便利原则,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

司法区并设置法院,是通常但不是唯一的做法。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第31条规定“省、

直辖市或特别区域各设高等法院。但得视其地理环境及案件多寡……将其辖区之一部划归其

他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不受行政区划之限制”。美国1789年《司法法》将当时的11个州划分为

13个司法区,1891年《司法法》还对司法区予以合并。〔7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察冀边区

法院组织条例》第5条规定:“县或市设地方法院,但视环境之需要,得合数县市设一地方法

院。”〔74〕建国后,也正是出于“便宜行事”的考量,我国采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的模式。〔75〕

然而,这一“便宜行事”的设置体例在我国变异为区分法院类型进而判断其合法性的标准。

1982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就七个省属劳改单位设立专门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请示;1993年7月和1994年9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就江西共青城开发区设立人民

法院、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郑州矿区设立人民法院的事宜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看来,上述法院显然不是专门法院,但由于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也不是

地方各级法院,故认为其设置“没有法律依据”。〔76〕林区法院亦然。〔77〕

同理,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和省级以下人财物统管等改革举措遭遇所谓的“宪法障碍”,既有

的新疆建设兵团法院、林区法院以及经济开发区法院也面临合法性质疑。〔78〕其实,除司法区与

行政区不一致外,这些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并无任何差异,均在既定司法区内对所有案件行使民

事、行政、刑事管辖权,〔79〕实属普通(全权)法院。因此,前述的人大代表对跨行政区划法院“定位

不够明确”之忧虑是不必要的,2018年《法院组织法》据以删除相关条文的理由也不成立。

第二,混淆专门法院与特别法院。这是延续了前苏联的做法。基于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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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76〕

〔77〕

〔78〕

〔79〕

JudiciaryActof1789,JudiciaryActof1891.
《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1943年2月4日发布。
韩大元:“论审判独立原则的宪法功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第5页。
分别参见刘树德:“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专门法院设置的若干思考”,《法治研究》2017年第4期,

第5页;刘松山,见前注〔4〕,第30-31页。
参见杨帆、黄斌:“试论我国林区法院的设置改革”,《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第85页。
开发区法院的合法性“根本的取决于开发区能否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刘松山,见前注〔4〕,第31页。
《林业部、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重点林区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检

察、法院组织机构的通知》,1980年12月1日发布;油田法院的管辖权,万鄂湘,见前注〔13〕,第131-132页。需

要说明的是,新疆建设兵团法院的前身为建立于五十年代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后者在性质上

是刑事特别法院;1984年重建后至今,其管辖权涵盖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管辖权,与地方各级法院无异,同为全

权法院或普通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检察院法律地位>的议

案的说明》,1998年12月7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法院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若干规

定》(法释[2005]4号),2005年5月24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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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在“在对外国旅游者和苏联公民都宣布为不开放的地区……大的兵工厂、铀矿、原子能

研究和空间中心”设置军事法院。〔80〕铁路运输法院也肩负特殊的政治使命,“消除恢复基本

工业部门所必须的粮食、燃料和原料的恐慌”,“集中力量对盗窃铁路上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及

铁路运输的紊乱现象作斗争”。〔81〕上述法院的管辖事项并不具有专业技术特点,但由于只有

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两类,〔82〕在敏感领域、敏感部门设立的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只能

被归为专门法院。 
我国亦然。建国之初,铁路被视为“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军事设施”,铁路法院也被

视为准军事机关,肩负着惩处“破坏铁路”“贪污、盗窃铁路资材”犯罪的重任,〔83〕由于立

法和学理未区分特别法院和专门法院,〔84〕铁路运输法院和军事法院只能被归为专门法

院,但从理论上讲,应属于特别法院。其实,属于专门法院的,我国目前只有知识产权法

院、海事法院和上海金融法院。至于互联网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噱头。德国学者

将本国所谓的电子法院和2003年德国司法现代化法案称为“形式改革,而不是实质改

革”,仅仅是“信息数据储存媒介的更替”,〔85〕普通法院也能做到这一点。

(二)法院创设权归属及其问题

从宪法、法院组织法以及单行法律观之,我国采用“宪法—法律分享”模式,最高人民法院

的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均保留于宪法。

但是,专门法院或特别法院的概括创设权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具体创设权,存在着归属不

明或下沉的现象。

1.地方各级法院具体创设权下沉

通说认为,地方各级普通法院的具体创设权归属于地方各级人大。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从历史上看,地方各级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的具体创设曾被视为司法行政事务而被

归于司法行政部门。1954年《法院组织法》第2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设

置,由司法部报请国务院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司法行政机关报请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自治区自治机关批准。”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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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85〕

V.伯格、Y.鲁瑞:“苏联的专门法院:性质与活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第46-47页。
黄毓麟:“苏联铁路运输沿线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署概况”,《法学研究》1954年第3期,第59页;

(苏)卡列夫:《苏维埃法院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150页。
卡列夫,见前注〔81〕,第145-150页;(苏)安·伊·杰尼索夫:“苏维埃国家的法院和检察机关”,

《法学研究》1954年第4期,第30页。
万鄂湘,见前注〔13〕,第104页;《法学研究》资料室:“对于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中一些名词的初步理解”,《法学研究》1954年第4期,第44页。
参见熊先觉:《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

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PeterGilles,“CivilJusticeSystemsandCivilProceduresinaChangingWorld:MainProblems,

FundamentalReformsandPerspectives”,RussianLawJournal,Vol.2,Issue1,2014,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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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另行规定。”1983年修

改法院组织法时将该条删除,类似的表述未再出现。

其次,地方各级法院的“国家性”和司法机关的“一体性”表明,地方人大并无任何法

院的具体创设权。学界对传统观点的反思始于对司法地方主义批判,分别提出司法权的

“中央化”和“国家化”。〔86〕还有学者结合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政治现实,对1982年

《宪法》第1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之表述进行语义学解释,

认为地方各级法院由“国家设立”,“只能是国家的法院,而不能是地方的法院”。〔87〕然

而,为去地方化而转向“中央化”或“国家化”这一路径,可能引向另一个歧途:司法的“国

家意志化”,〔88〕以及“行政化”。〔89〕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审判权“一体化”的概念,即“宪法

赋予人民法院的权限只是一个整体……既不具有中央性也不具有地方性”,“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是宪法创制的国家审判机关”。〔90〕

再次,法官选任权并非法院具体创设权,〔91〕二者的重要性在宪法秩序中有位阶差异并分

属不同主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宪法创设,而首席法官、大法官则由总统提名、议会批准。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创设权保留于宪法,而院长、副院长和其他审判人员则分别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同理,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任法官的权力也不能被

视为地方人民法院的具体创设权。

最后,对比法律的隐性条款和显性条款就会发现,地方各级法院的具体创设权归属于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区划分权与具体创设权归属于同一主体,谁有权划分司法区,谁就拥有

该法院的具体创设权。法律本应就各司法区划分、每个法院的设置做出详细规定,但由于地方

各级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高度一致,逐一列举就变得毫无必要,从而被立法者省略成为隐性

条款。相反,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和专门法院,其设置和司法区的界定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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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89〕

〔90〕

〔91〕

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28-36页;刘作翔,见前注〔7〕,
第89页。

王贵松:“河南洛阳中级法院宣告《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事件”,载韩大元主编:
《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290页;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周永坤:“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卷,第36-39页。
廖中洪:“垂直领导:法院体制改革的重大误区”,《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第70-75页。
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67-69页。
地方各级法院法官由地方人大选任、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权力机关负责这一制度安排,被学

者用心良苦地解读为“便宜之计”:“在如此之大的中国,由全国人大来统一选举或任命所有的法官是不现实

的。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来选举任命产生法院,或许是一个可行的便宜之计,或许可以认为是全国人大通

过地方组织法对地方人大的一种授权”。王贵松,见前注〔87〕,第298页。韩大元也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实

行民主政治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可以理解为制宪者通过宪法将组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权力委托给地

方各级人大具体行使。”韩大元,见前注〔87〕,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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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于组织法或单行法律中而成为显性条款。〔92〕可见,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法表述方

式。正是显性条款让隐性条款浮出水面,进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固有的具体创设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权力得以显现。此外,《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

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显然,此处的“法律”不包

括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制订的地方性法规。〔93〕

2.特别法院、专门法院创设权下沉

除军事法院外,我国历部宪法仅规定“专门法院”这一模糊概念而未进一步明确其具体类

型,导致其他受限权法院的概括创设权脱离宪法之手,下沉至法院组织法甚至位阶更低的法

律。1954年《法院组织法》第26条列举了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三种类型,

保留其概括创设权,但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2条中的“其他专门法院”之表述,则导致其概

括创设权进一步下沉。同样,1982年《宪法》第124条和1983年《法院组织法》仅保留军事法

院的概括创设权。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

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后三者的概括创设权得以提升但依旧脱离宪法控制;并且,

“等”字致使其他专门法院的概括创设权脱离法院组织法控制。

特别法院、专门法院的具体创设权下沉。铁路运输法院成立的依据是1982年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铁道部的联合通知。〔94〕《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

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授权“海事法院的设置或者变更、撤销,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95〕由

于各种原因,军事司法区的划分、军事法院具体创设权的归属等重大事项,权力机关迟迟未制

定法律。

(三)司法权配置及其问题

根据1954年《法院组织法》,我国设立了19个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

输法院,1957年,上述法院被撤销,刑事管辖权重归普通法院统一行使。〔96〕这一变动表明,除

军事法院外,我国高层对专门法院或特别法院能否拥有刑事审判权的态度,从最初的肯定转变

为一定程度上的否定。1979年《法院组织法》恢复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的设置,此

后,在水上运输法院的基础上组建海事法院。值得注意的是,除铁路运输法院“受理铁路运输

系统公安机关负责侦破的刑事案件”外,〔97〕根据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在沿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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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96〕

〔9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参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法学》2005年第2期,第49-52页。
参见谢小剑:“法定法官原则:我国管辖制度改革的新视角”,《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第115-

116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11月14日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国务院关于撤销铁路、水上运输法院的决定》,1957年9月7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办案问题的通知》,1982年4月2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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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水上运输法院、海事法院“不受理刑事案件”。

刑事司法权保留于普通法院自身,也体现在其派出机构上。1954年《法院组织法》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

决和裁定”。尽管从未有法律明文禁止,但作为不成文规则,自始至今,派出法庭不审理刑事案

件。并非巧合,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尽管其“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但其审判权主要限于“重大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以及授益型

的刑事申诉和再审,并不涉及侵益型的死刑复核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98〕这表明

普通法院的派出机构不得分享其刑事审判权,是我国立法者默认的一项规则。

2000年《立法法》颁布,原有的默示规则上升为隐性的宪法性原则。根据《立法法》第

8条,法律保留事项包括:“(二)人民法院……的职权;(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

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九)诉讼和仲裁制度”。第9条禁止授权事项包括“对公民

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此处的“刑事处罚”

“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共同指向一个对象:刑事司法权和拥有刑事审判权的法院。如果

结合1982年宪法保留军事法院创设权这一重要宪法现象,那么,其叠加聚合效应就是原

有的默示规则提升到宪法高度:首先,刑事司法权的配置、改变或让渡,只能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定;其次,除宪法创设的军事法院外,专门法院或特别法院

不得拥有刑事司法权。新设的专门法院也体现了这一点。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创设

的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和杭州互联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其管辖均限于

民事、行政案件,〔99〕不受理刑事案件。

当然,如以苛刻的眼光审视就会发现:1950年的“人民法庭”,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设的

审判日本在华战犯以及审判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尽管符

合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形式要件,但违背了其实质要件。上述遗憾受法治发展阶段

的局限无法避免。

自上世纪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地方各级环境法庭和知识产权法庭(院)试行三审合一,

2016年7月成立“三合一”工作小组、2017年4月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

2020)》,〔100〕将该模式推向全国。鉴于上文分析,该做法严重违背了管辖权法定的形式要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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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

〔10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3号),2015年1月28日

发布。
《杭州互联网法院涉互联网案件起诉及管辖指引》,2017年8月18日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

管辖范围,https://www.bjinternetcourt.gov.cn/cac/zw/1536301521905.html,最 后 访 问 日 期:2020年2
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2018年4月27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
(法发[2016]17号),2016年7月5日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法发[2017]13号),

2017年4月2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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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要件。三审合一之所以盛行,除环境和知识产权法学界误导外,还有以下原因:刑诉学界

关注点局限于指定管辖,〔101〕忽视了法院(庭)之间刑事司法权配置之于维护宪法秩序的意义,

以致集体失语;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的不理性冲动让法院混同于行政机关,丧失了中立裁判者

的定位,而立法者的不当授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中规定: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和数量确定。”〔102〕据

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南京、苏州、武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的知识产权审判庭

受理刑事案件。〔103〕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授权为最高人民法院策略性地采取“内嵌式专业庭”

的建制肢解刑事管辖权进而推行三审合一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规避了形式要件,但违背了法

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实质要件。

如果说这一隐患仅限于知识产权领域的话,那么,2018年《法院组织法》则将其扩大到所

有类型。此前的法院组织法将常规内嵌式审判庭的创设权保留于自身,同时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根据“需要”、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必要”自行设置“其他审判庭”,〔104〕基层法院无权设

置其他审判庭。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先在环境领域突破了这一限制,规定“个别案件较多

的基层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105〕这为基层人

民法院设立环境审判庭并实行三审合一打开缺口,而2018年《法院组织法》则将之拓为通途,

其第27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可以设必要的专业审判庭”。这一修改意味着

法院组织法彻底放弃了内嵌式法庭的创设权,将其完全沉置于法院之手。鉴于最高人民法院

不当利用内嵌式法庭架空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的先例,这一下沉无异于移除了宪法设置

的法治安全阀,据此,所有法院可将刑事审判权转移给新设的内嵌式审判庭。近日提出的“在

高级人民法院和具备条件的中基层人民法院调整设立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即是明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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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谢小剑,见前注〔94〕,第115-116页;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法学研究》2012
年第4期,第175-187页;张曙:“刑事诉讼集中管辖:一个反思性评论”,《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第167-
175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11月14日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南京、苏州知识产权审判庭被赋予刑事一审、二审管辖权,武汉、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被赋予刑事

二审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

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法发[2017]2号),2017年1月5日发布。

1954年《法院组织法》第16条、第21条、第24条、第28条;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19条、第24
条、第27条、第31条;2006年《法院组织法》第18条、23条、第26条、第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4]11号),2014年6月23日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2020年3月3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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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法庭也存在着隐患。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巡回法庭受案范围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巡回法庭审理或办理的其他案

件”;该规定中“死刑复核……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

理”之表述,〔107〕显示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死刑复核、刑事抗诉等侵益型案件迟早要交由巡

回法庭审理。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9条将巡回法庭的审理范围锁定为“跨行政

区划重大行政、民商事等案件”,基本排除了刑事案件。遗憾的是,立法过程中“有的常委会组

成人员、社会公众提出,巡回法庭审理案件的范围不应限于行政、民商事案件,实践中巡回法庭

还审理了不少刑事申诉案件”,正式通过的组织法改为“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案件”。〔108〕

据最高人民法院理解,“我院巡回法庭审理的案件不再限于‘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民商事案

件’”。〔109〕不难预见,巡回法庭的权力扩张指日可待。

刑事司法配置权下沉。早在1979年《法院组织法》就确立了专门法院职权法定原则,因历

史遗留问题,立法机关迟迟未就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做出规定。相反,铁道

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法院、铁道部和最高法院以“解释”“通知”“决定”的形式自我设定管

辖权。〔110〕2000年《立法法》颁布后,涉及铁路犯罪方面,铁道部退出但最高人民法院依然代行

立法权;〔111〕涉军案件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退出,〔112〕但1998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章所列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依然

是目前最主要的依据。〔113〕

五、结论

我国确立了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原则,但是,无论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无论宪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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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3号),2015年1月28日发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2018年10月22日发布。
《推动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答记者

问》,2018年10月28日发布。
例如,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检察院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所列案件的管辖范围的通知》,1986年3月27日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1条),1998年9月2日发布。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法释[2012]10号),2012年7

月17日发布。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12]21号)第22条仅笼统规定:“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管辖”,2012年12月20日

发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章所列刑事案

件管辖范围的通知》([1998]军检字第17号),1998年8月1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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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组织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与依法治国的要求均存在着差距。应当科学划分法院类型,以依

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思维布设我国法院体系,在未来修订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时,按照法院法定、

管辖权法定之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要求,规范创设权归属,确定其管辖权范围。

就法院类型而言,按照管辖权是否整全为标准,将法院分为全权法院(普通法院)和受限权

法院。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全权法院包括两类:一是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二是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垦区法院、开发区法院等。受限权法院包括特别

法院和专门法院,军事法院应当被归为特别法院之列,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院、金融法院才是

专门法院。至于改革方案中的跨行政区划法院,要么属于全权法院(普通法院)要么属于受限

权法院中的特别法院或专门法院。

形式要件方面,按照法院类型,依其之于法治的重要性程度、刑事司法权的有无,确定其创

设权归属层次。宪法保留最高人民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保留其主管事项或司法

管辖范围的界定权;宪法保留军事法院的概括创设权,其具体创设权保留于法律。相较之下,

由于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属于专门法院且不行使刑事审判权,宪法保留其概括

创设权的同时,可将其具体创设权交由法律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质要件方面,秉持刑事

司法一体化原则,坚守刑事审判权专属于普通法院之底线,这不仅是我国高层的默示规则和

《立法法》所要求的宪法原则,还与国际上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之核心要求高度暗合,是依宪

治国、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历史经验和当下兴起的三审合一运动表明,只有将其明示于宪

法,才能杜绝以各种方式肢解、转移刑事审判权的现象。

综上理由,建议将《宪法》第129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点在北

京;在各级行政区划内或跨行政区划设立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仅在必要

时设立审理行政案件或民商事案件的专门法院。专门法院包括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和金

融法院。刑事审判权仅由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各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行使。”这一表

述能解决长期困扰学界和立法界的一系列问题:明确现存的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开发区法院、

林区法院、矿区法院的普通法院(全权法院)性质从而解决了其合法性困境,同时也为未来设置

跨行政区划法院预留了空间;去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的“地方”二字,将各级人民法院从地

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将军事法院与专门法院区分开来,通过列举方式将海事

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的概括创设权提升至宪法;确立必要性原则;将刑事审判权锁定

于刑事审判庭,消除以任何方式肢解刑事司法权的隐患。

鉴于《宪法》第133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与《立法法》第8
条、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3条相冲突并导致各级普通法院的具体创设权下沉,建议将其删除。

删除2018年《法院组织法》中的“等”字以防止专门法院概括创设权下沉。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海事法院的设置或者变更、

撤销,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及其第3条第2款所规定的“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域的划分,由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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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规定”等导致具体创设权下沉的相关条文。〔114〕更为重要的是,全面废止三审合一。

鉴于军事法治改革正处于启动和酝酿阶段,较为可取的路径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军事

法院组织法》,就军事司法区的划分、军事法院的具体设置和管辖事项等作出规定。鉴于铁路

运输法院处于转型时期并被2018年《法院组织法》排除,可将其改造为两个类型:一,按照既有

的改革路径转型为专门法院(例如知识产权法院);二,挑选“一带一路”区域作为单独司法

区,〔115〕将其转型为解决“一带一路”参与国民商事、行政纠纷的特别法院,实行促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特殊司法政策。至于中央提出的“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应当明确“特

殊案件”应优先指向行政案件,民商事案件次之,但不得包括刑事案件。同理,最高人民法院巡

回法庭不得受理死刑复核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等侵益性刑事案件。

Abstract:Thepowerstocreatecourtsconsistofthegeneralandthespecialpower,andwhoshould

havethispowerandhowtodistributethejurisdictionamongthecourtsaresubjecttotheconstitutional

principleofthecourtsbylawanddistributionbylaw.ThisprincipleoriginatedfromEnglandin17thcen-

turyandthenadoptedbyFrancein18thcentury,anditsaimwastoopposedividingcriminaljurisdic-

tions,prohibitingdesignationofthejudgesinagivencaseorsettinguptheadhoccriminalcourt.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movementmadetheragesoftheprincipleenlargeintothecivilandtheadministra-

tivefield,andthen,underthetideofthecourtscience,returnedtotheoriginalpointwhichisthere-

quirementoftheruleoflaw.Theformalrequirementisthatthepowertocreatecourtsisretainedbythe

constitutionandthelawaccordingtoitsimportance,andthesubstantialrequirementisthatthecriminal

jurisdictionbeabsolutelyretainedinthecommoncourtswhilethecivilandtheadministrativerelatively

retained.Theexpansionoutsideandthedivisioninsideofthejudiciarycausedvariedtypesofthecourtsat

subordinatelevels.Chinahasestablishedtheprinciple,butthepowerstocreatecourtsauthorizedtothe

juniorsandtheTriplejurisdictionsovercivil,criminalandadministrativecasesbytheintellectualproper-

tycourtsandtheenvironmentalcourtsdepartfromruleoflaw.The2018amendmenttotheConstitution

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totheOrganicLawofthePeople'sCourtsdidnotsolvetheproblem.

Instead,ithascreatedpotentialproblems.Inthefuture,thetwolawsshouldbeimproved.

KeyWords:JurisdictionDistributionbyLaw;JudicialPowerAllocation;SpecializedCourt;AdHoc

Tribunal;Triple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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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11月14日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参见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5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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