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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t刑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且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从 2014 年起

在全国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正式实施．各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积极稳妥组织实施，取得良好效果．我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土，对量刑指导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现印发修订后约《关

子常见犯罪的量烈l指导意见机以下筒称《量刑指导意男川 ，并从
r ”“－；~ ~· －－~ 

」；二 ll'J号朱元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认真修改实施细则。 《量刑指导意且》进一步完善量刑方

法 ， 明确“以定位分析为主 ，定量分析为辅”的最刑方法 ；进一步修

改完善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和个罪的量刑规范＠各高级人民法院

要认真学习领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台的刑事法律、

司法解释、业务指导文件和审判实际，对照修改完善实施细则 ，保

证实施细则依法有错 ，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符合量刑实际，具

有可操作性．实施细则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实施．并于 4 月

底前报最商人民法院备案．

｛二｝全面深入组织实施。 量刑规范化工作是卢项长期的工

作．各级人民法院要以这次修改《量刑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为契

机，认真总结经验 ．全面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将十五种常见

犯罪全部纳入规范范围 ，所有中袋、基层法院全面实施到位．要结

合审判实际 ，主动对楼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改革和刑事迷J.t 程序改革 ．建立完善量刑规范化长效

工作机制，促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努力让人民辟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切实加强培训指导。 《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方法等内容

作了重要修改，各地法院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对中级、基层法院

办案法官特别是新任法官的业务培训，保证《量刑指导意凡3及实

施细则的正确实施． 在量刑过程中 ，定性分析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

应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依法确定量刑起点）在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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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告刑．保证罪责刑相适应．上级法院要切实加强调研指导．对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及时加以研究解决，不斯总结提

高．实施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 ，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保证

量刑规范化工作持续、深入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刑罚裁量权，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增强量刑

的公开性 ，实现量刑公正 ，根据刑法和刑事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 ，

结合审判实践 ，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量刑的指导原则

1. 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根据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约刑罚．

2. 量？啊！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

负刑事责任的大小 ．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

的．

3. 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 ． 当产则

严 ，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采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4. 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治安形势的变化 ，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

期、案情相似的案件 ，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

量刑时 ，应以定性分析为主 ，定量分析为辅，依次确定量刑起

点、基准刑和宣告刑．

1. 受刑步骤

(1）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格度内约定贵犁，品，
仁。 11U事？毛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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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

(2）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被锁、犯罪次敬、犯章后来

等犯罪事实，在，刑起点的基锁上增加刑罚量确定拣准剂．

(3）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会案情况．依法确

定，告对．

2. 调节！..~住刑的方法

(1 ）具有单个量刑情节的．根据：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直接调节

~准对．

(2）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一缎根据各个量刑情 i宫约调节比

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具有未成年人犯

粤、老年人犯思、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义’t又哑的人也

者盲人犯矿，防卫过当、越险过当、犯~债务、犯？未远、犯罪中止 ，

从犯．她从施和敬唆也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该量刑情节对基准别

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再适用其他量刑偷书进行调节．

(3）该告人犯铁哥在 ． 同时具有适用于各个翠的立功、累犯~·

刑情节的 ．先运用该1世刑情节调节个萃的 :I准刑，锁定个罪所应刘

处的刑罚，再依法实行数~并罚 ．决定执行的刑罚．

3. 确定盒合作i的方法

(l）量刑情节对篓准冽的调节结果在法定对幅度内 ．且罪~· 刑

相泛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 s 虫II~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

约 ．应依法在法定’U:t别以下确定宣告别

(2）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在法定最低到以下，具有法

定减轻处罚情节，且罪责刑相适应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别；只

有从经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确定法定 li民刑为重告刑 g但是根据

在伶的特殊情况．经最商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现吃f；始实务



刑罚．

(3）量刑情节对基准别的调节结果在法定缎高到以上的，可以

依法确定法定最高刑为宣告刑．

(4）综合考虑会案情况，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可以在 20% 的

格皮肉对调节结果进行调整 ．确定宣告刑。当调节后的结呆仍不

符合罪货刑相适应原则的 ，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法确定宣告

别．

(5）综合会袋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

上刑罚、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缓刑、兔刑的，应当依法适用．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购定量刑情节 ，根据案件的全

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及英调节比例．对严重暴力祀罪、毒品犯罪等产重危害社会治安

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援；对犯罪情节校轻的犯

罪 ．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具体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时，应

当综合平衡调节幅度与实际增减刑罚景的关系，确保罪贫刑相适

应．

l.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点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

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伪、是否初犯、偶

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4事情况 ．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

的 30%-60%;

(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减少基准刑

的 10%-50%.

2. 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有ii]位卖完



11、、~e.3 未得遂的原因 等 情况，可以比烈既道犯城少基准刑的

50%以下．

3. 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应其在共写犯析中的地位、作用等情

况．予以从宦处罚 ． 被少~准则的 20%-50% ；犯罪较轻的 ，罩在少

£难剂的 50% 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1 . 对于自首情节 ． 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暴行径

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ar.表现4事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剂的

·10% 以下 s犯写在较轻的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40% 以上或者依法免

除处罚．恶意利用自首J!遇法律制裁等不足以从 't处罚的除外．

5. 对于坦白俯节 ，综合专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 、~行

ti ik 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 ．确定从宽的幅度．

(I ）如实供述自己~行的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以下 ；

(2）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掌握的同矜较重罪行的 ，可以减少

~）拿到的 10%一30%;

(3）因如实供述自己写在行 ．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 ．可以减

少必准刑的 30%-50%.

6. 对于当庭自愿认擎的，根锯犯罪的性质、撑行的径重 、认帮

程皮以及悔罪2呈现4事情况 ．可以然少基准剂的 10% 以下．依法认

定自首、垣白的除外．

7. 对于立功清苛 ．综合考虑立功的大小、次敏、内容、来源、效

果以及罪行轻重等情况 ，确定从宽的幅度．

(l）一般立功的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 以下 ；

(2)1f( 大立功的 ，可以然少基准刑的 20% 50% ： 犯罪较轻

的 ．减少基准刑的 soY.以上i(者依法免除处罚．

8. 对于退IL退暗的 ·综令考虑犯翠性辰1赃、退赔元；有i苦或完



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 ．退E庄、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 ．可

以减少基准刑的 30% 以下 ；其中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臻的

应从严掌握．

9. 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

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馨、悔罪程皮等情况，可以减少

基准刑的 40% 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

刑的 30% 以下 ；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0% 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

握．

10. 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达成到｜事和

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停靠

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50% 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

刑的 50% 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11. 对于累犯，应当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

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地方口

基准剂的 10%-40%，一放不少于 3 个月．

12. 对于有前科的，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

数 、处罚轻重等情况 ． 可以给为口基准刑的 10% 以下。前科犯罪为

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除外．

13. 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

员的 ，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可以增加基

准刑的 20% 以下．

14. 对于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期间故意犯罪的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 可以增加基准刑约 20%

以下． 飞二、 lflJ~Y.实务



囚、常见犯服的量JflJ

（一｝交通’··~
L. 构成交通管事翠的，叮以根据下列不饲情形在相应约指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 1)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在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铺皮肉确定量刑起点．

(2）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可以在

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因逃~－一人死亡的．可以在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幅度内

确定量刑起点．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事故 iii任．残人重伤、死户

的人数或者财产损失的数额以及逃逸等其他影响犯思构成的犯罪

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二〉拔意伤$~

1. 绚成故意伤害霉的 ． 吁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彤在相应的幅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3

(I ）故，愈伤害欢一人轻伤的 ， 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故意伤害装一人重伤的 ．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锚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3）以价别残忍手段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造成六级严重残疾

约．可以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申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

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 在量浏起点的荔础上 ．可以根据伤害后＊、伤残等级、手段

残忍程度等某位影响犯＠构成的犯军事实增加到罚量．稳定基准
‘’ ·~·~却厚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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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 ，伤残程度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考虑，或

者作为调节基准刑的最到情节．

〈二〉强奸~

1 . 构成强好靠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彤在相应约锚度内确

定量刑起点 ：

(1）强奸妇女一人的，可以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

量刑起点．

奸淫幼女一人的 ．可以在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

开l起点．

(2）有下列精彩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

确定量刑起点 2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强奸妇女、奸淫幼

女三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二人以上轮奸妇女的 ； 强

奸致被害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来的．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

刑以上刑罚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

劣程度、强奸人数、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

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强奸多人多次的 ， 以强奸人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强奸次

数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

（四〉非法拘禁罪

1. 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彤在相应的幅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

确定量刑起点． ;,c: 1rn事实务



在斗S£ 至十二年有期徒刑铺度内销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

期徒刑的除外．

2. 在最到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编数额等其他影响犯母在

构成的犯f;' 事实增加刑罚册，确定基准到．

〈八〉抢夺~

1. 构成抢夺牙的 ．可以根据下列不窍倩彤在相应的活it 内确

定量刑起点 ：

(l）达到数额钱大起点或者两年内三次抢夺的 ．可以在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t句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

五年有期徒刑锚皮内确定量哥j起点

(3）达到数额粉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愉书的 ．可以

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

期徒刑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夺徽顿、次数等其他影响

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 ． 确定基准刑 ．

多次抢夺，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抢夺徽银确定量刑起点，

抢夺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吉利的量刑愉节；欲穰未达到核大的，以抢

夺次数确定量刑起点 ．超过 二次的次数作为精加刑罚量的事实．

（九〉职务侵占~

1. 构成职务侵占罪的 ．可以根据下，l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2

(1）达到数锁级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2月徒刑、拘役锚

度内确定量到l起点．

(2）达到欲银巨大起点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吃了4除杂务



量，确定基准刑．

〈六〉盗窃 lJ

I. 构成盗窑馨的．可以极努下列不同情w~主相应的福皮肉确

定量刑，足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 ，两年内三次盗窃的 ，入户盗窃的 ，携

带凶a盗锐的，或者扒窃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均徒刑、拘役憾皮

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育其他产t: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

四年街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斜M严重情节的 ．可以

在才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悦ll 内确定量刻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

期徒刑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土？可以根据盗窃数额、次欲、手段等其

他影响犯’E构成的犯霉事实塌方口刑罚量 ．确定基准刽．

多次盗窃 ．数额达到较大以土的 ． 以盗 g ti: 领确定量刑起点，

资窃次 I: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 ：敛顿未达到较大的，以盗

窃次敬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地加刑罚蠢的事实．

（七｝诈骗lJ

I. 构成诈骗霉的 ． 可以根据下列不同俯形在相应约幅度内确

定t111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点的 ，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

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产重情节的 ．可以在三年至

四年有期徒刑锚皮肉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敛额特刻巨大起点威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之二~；；得到务



在斗S£ 至十二年有期徒刑铺度内销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

期徒刑的除外．

2. 在最到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编数额等其他影响犯母在

构成的犯f;' 事实增加刑罚册，确定基准到．

〈八〉抢夺~

1. 构成抢夺牙的 ．可以根据下列不窍倩彤在相应的活it 内确

定量刑起点 ：

(l）达到数额钱大起点或者两年内三次抢夺的 ．可以在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t句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

五年有期徒刑锚皮内确定量哥j起点

(3）达到数额粉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愉书的 ．可以

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

期徒刑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夺徽顿、次数等其他影响

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 ． 确定基准刑 ．

多次抢夺，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抢夺徽银确定量刑起点，

抢夺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吉利的量刑愉节；欲穰未达到核大的，以抢

夺次数确定量刑起点 ．超过 二次的次数作为精加刑罚量的事实．

（九〉职务侵占~

1. 构成职务侵占罪的 ．可以根据下，l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

内确定量刑起点 2

(1）达到数锁级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2月徒刑、拘役锚

度内确定量到l起点．

(2）达到欲银巨大起点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吃了4除杂务



确定量刑起点．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授指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

犯罪掬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 ，确定基准刑．

〈十）~诈勒索罪

I. 构成敲诈勒索髦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

内确定量刑足点：

(1）达到数领校大起点的．或者两年内三次敲诈勒索的，可以

在 ，年以下有期徒刑、钩fit:铺 It 内镇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

五年有期徒刑恼皮肉确定量刑足点．

(3）达到戴银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约 ．可以

在卡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点．

2. 在量刑起点的基锁上．可以根据敲诈勒索数额、次数、犯罪

情皆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暂构成的犯罪事实精加刑罚量 ，确定

£＞位刑．

多次敲诈勒索 ．数敏达到较大以上的 ，以敲诈勒＊敬额确定量

刑且是点，敲诈彻骨t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准冽的量却j情节；数额未达到

核大的雪以敲诈粉1世次数铺x量开j起点.~过三次的次’t作为增加

刑罚量的事实．

〈十一〉妨害公务罪

l. 构成妨害公务萃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掏役锚皮肉

确定量刻起点．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土．可以根结纺榜公务造成的后果、犯怨

清节严重程度悠其他影响犯！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 ．确定

jt准刑 ． r 那寥寥；劳



3. 品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可以增如第准

刻的 10%-30%.

（十二＞At众斗...

1. 构成熏众斗饺擎的．吁以根据下列不网·情彤在相应的幅皮

沟衡定，对起点：

C I ＞犯 lfF情节一傲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提内

确定量别是点．

(2）有下列情形之－的．可以在三年至五Jf•有期徒刑幅度内确

定量剂量E点： .夜众斗段三次的 1熏余斗~人敬，．虫，使大．社会影响

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远要递员证众斗殴．造成必会狭序严篮混

乱的 j ;j'守佩戴众斗段的．

2. 在量别是点钓基础上 ． 可以根据.众斗殴人敬、次徽、手段

产 lit ll皮等其他影响祀靡构筑的也雄事实糟)p ；刑罚量．确定基准

王i.

｛十二〉寻衅举事.

I. 构成寻衅滋事霉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彤在相应的锚度

内确义量刑足点：

( 1) .？于.，雄事一次的．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锚皮沟

确定量刑起点．

(2）纠集佳人三次导衅溢，〈每次都掬威也ar. ＞.产t~坏社会

秩序的，可以在五年至七年病期徒开l福度内确定量对起点．

2. 在量刑起点的4且也上．可以根裙 .!f. 衅溢事次数、伤害后来、

法拿键要他人’才~l'l1量 g损盟、占用公私财物徽，·~享其他影响也

!jjl构成的也想事实精加刑罚景 ，费支基地t刑．

〈十四｝枪伪、 f.t麟犯lf.所得J巳~所得税 jllJ. 二；二刑事实~



1. 构成俺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币的，可以根据下

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情节一您的 ，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锚皮肉

输定量刑起点．

(2）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

起点．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犯~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

构成的犯霉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十五〉走私、贩卖、运偷、创造毒品军

1. 构成走私、贩卖、运输、创造毒品罪的，’f以根据下列不同情

形在粉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刻起点 g

{I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甲基3夜丙胶五

十元或者其它毒品数量达到数量大起点的．量刑起点为十五年有

如徒刑．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土到罚的除外．

(2）走私、贩卖、运铺、创造鸦片二百克．海洛阳、甲基苯丙~十

克或者其它毒品数量达到数量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七年至八年有

期徒刑锚皮内确定il刑起点．

(3）走犯、贩卖、运输、创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甲基苯丙

段不满t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刘、拘~

悟皮肉确定量刑起点：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XI!徒刑幅

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 在’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毒品犯 .1jl 次数、人次、毒品

敏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 有下列清节之一钩，可以增加基准冽的 10%-30% :

(1 ）利用、教号是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创造毒品 t仁刑事实务



(2）向来成年人出售毒品的 ；

(3）毒品再把．

4. 有下列情节之－的 ．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30% 以下 ：

(l ）受＂运输毒品的；

(2）毒品含量明显偏低的 ；

(3）将在敷量引诱情形的．

五、附则

1. 不指导意见现在上列十五种缸扉判处街期徒刑、拘役的案

件．其他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案件 ． 可以，照量刑的指导原则、

基本方法和＃~量刑倩爷的运用规？在量刑．

2.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指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3. 本指导意见自 20 1 7 年 4 月 l 日直在实施．《最高人究法院关
刑事实务

于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的通知’（法皮（201 3) lit 号〉同时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