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纪检察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

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

是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是否遵

守宪法和法律实行检察，依法追究侵

犯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

犯罪的人的法律责任，维护国家的法

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建

设的顺利进行。

清末和民国时期，按照当时法律

的规定，虽然查办了某些官吏和公务

人员中的违法犯罪案件，但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往往是官官相护，不了了

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开展了

法纪检察工作。1951 年 9月 3 日，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的《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

例》中规定：“检察各级政府机关、公务

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

策方针和法律法令”。检察机关创建时

期，各级人民检察署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暂行组

织条例》中规定的任务，结合当时的中

心工作，对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有重点地进行了查处，严惩犯罪分子。

同时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

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即一

般监督)，以维护国家的法律和法令的

统一正确实施，制止和预防各种严重

损害人民民主与法制的违法行为。为

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同违法乱纪

的行为作斗争，1952～1956 年，还先

后在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厂矿、企业

以及城镇街道、农村合作社内发展

8987名人民检察通讯员。对协助检察

机关掌握违法犯罪动向，及时纠正违



法行为，打击犯罪分子，保卫中心工作

起到了助手作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错误

批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矛头对

内”，因而一段时间内对干部中存在的

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充分行使检察

权。1959 年中共中央、中共四川省委、

高检院一再指示要对干部的严重违法

乱纪作斗争，各级检察机关又把同严

重违法乱纪作斗争列入检察工作的一

项重要工作，认真查处了少数干部中

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

1978 年，全省检察机关相继重

建。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修正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级检察院把

法纪检察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建立了

专门机构，按照法律规定的案件管辖

范围积极开展了对“侵权”①、渎职、重

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的检察。但

1982 年下半年至 1983 年上半年，由

于法纪案件下降幅度较大，因而产生

了松劲情绪；加之最高检察院和其他

一些省、市、自治区部分检察机关撤、

并法纪检察机构的影响，四川也有少

数市、分、州院和县(区)院的法纪检察

机构被撤并。法纪检察工作一度处于

徘徊状态。1983 年 8月，省检察院根

据中共四川省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指示明确决定，在检察院法纪检察机

构不撤并，要求各级检察院加强法纪

检察的队伍建设，进一步开展法纪检

察工作。从此法纪检察健康地发展，在

“严打”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

律，依法查处了一批法纪案件，严惩了

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

的犯罪分子，以促进廉政建设，保卫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案件

民国时期，四川检察机关也查处

了一些“侵权”案件。如温江县第三区

寿安乡乡长陈利石、副乡长陈宫伯，在

1944 年乡镇选举中落选。他们为了重

新执掌地方权力，于1947 年 8月第二

届乡镇选举中，多次同寿安乡乡民代

表会主席黄重伦“交换意见”，以争取

重新当选。被黄所阻而仇恨黄，便纠合

90 余人对黄重伦及乡民代表会工作

员李海波、陈禹洲、陈兴恒等 9 人毒

打，并当场击毙了黄重伦等 4 人，温江

地方法院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作了处

理。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各级检

①“侵权”系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简称。



察机关把查处“侵权”案件作为检察机

关的重要任务，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抓

紧抓好。

1951～1954 年各级检察署遵照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规

定，配合“三反”、“五反”和“镇反”等运

动有重点地查处了部分非法关押、捆

绑吊打严重“侵权”案件。仅据1953 年

的统计，全年共查处“侵处”案件 462

件，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了惩处。

1954 年 9月，《宪法》、《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公布。《组织法》规定：“人民

检察院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

行为，应当通知他所在的机关给以纠

正；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人民检察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人

民检察院发现并且确认有犯罪事实的

时候，应当提起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进行侦查”。随着法律的公布

实施，各级检察院陆续建立了侦查处、

科(股)，把查处“侵权”案件的工作列

为重要内容。至 1955年底，省检察院

和重庆、成都、乐山等市、县检察院进

行了典型试验。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制订了查处“侵权”案件的办案程

序：

一、审查及提起刑事案件。对机

关、团体、群众检举以及检察院在办案

中发现的线索和上级移交的案件，经

过审查，查明犯罪事实后，应制作提起

刑事案件决定书，经检察长批准后进

行侦查。

二、侦查。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

采取不同的方法，全面地搜集犯罪证

据，查明犯罪事实。侦查的手段有勘

验、询问、鉴定、搜查、实验、扣押物证

等。

三、检举被告、询问被告。侦查中，

占有足够的材料能证实其嫌疑人为被

告人者，即制作“检举被告决定书”，经

检察长批准施行检举。

四、强制处分。当确定需要施行拘

押后，应将被告的犯罪事实和拘押或

逮捕的理由，制作拘押或逮捕决定书，

经检察长批准后施行。

五、告知侦查终结。查明案件的全

部事实后应制作告知侦查终结书，经

批准后向被告宣告，并同时告之有提

出异议或申请补充侦查的权利。

六、制作起诉意见书。侦查工作结

束后，根据查证的犯罪事实制作起诉

意见书送审判监督处审查，并经检察

长批准后向法院起诉。

各级检察院根据省检察院制订的

办案程序，积极开展了查处“侵权”案

件的工作，全年共受理 470件，分别不

同情况进行了查处。如庆符县二区安

宁乡代表主任晏新文私设公堂，刑讯

逼供并擅自关押 5人案。经检察机关

侦查后依法进行了处理。



1956 年，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和

少数公安、司法干警在“一化三改

造”① 中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擅自关

押群众。为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中共省检察院分党组于6月 9日向中

共四川省委作了《关于目前部分干部

中违反法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情况

报告》，经省委批转各地、市、县委贯彻

执行。报告中明确规定：(一)必须加强

贯彻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由

党委宣传部、法院、检察院共同负责，

经常地有计划地结合当地干部遵守法

律的情况和典型案件的处理编写有关

宣传材料、印发通报、并利用各种会议

指定专人作有关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报

告；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干部进行学习

和讨论，使广大干部自觉地遵守法律。

(二)各级检察机关、法院、监察机关及

有关部门，对已揭发出来的案件，应迅

速组织力量进行查证，严肃处理。在处

理中应本着教育为主、惩处少数的原

则，对只有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或虽有

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无重大恶果，

经批评教育后愿意接受和纠正错误的

人，可以免予处分或给予较轻处分；对

情节重大，并造成严重恶果的人和一

贯违法乱纪的人，应给予适当的刑事

处分或较重的纪律处分，对于那些品

质恶劣，挟私报复的坏分子和造成当

事人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违法犯

罪分子，必须依法从严惩办，同时各地

可选择若干典型案件进行大张旗鼓的

处理，以教育干部和群众。(三)各级检

察院、法院和监察机关应建立处理违

法乱纪案件的联系制度，以保证及时

处理这类案件，并通过检察、审判等工

作，经常对干部进行法制教育，以防止

和减少干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

生。各级检察院根据省委批转的精神，

积极查处了“侵权”案件，据不完全统

计，1 至 10月，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缺

达县地区)向法院起诉了“侵仅”案件

164 件，惩罚了犯罪，保护了公民的合

法权益。

1959 年下半年“反右倾”斗争以

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查处干部

违法犯罪问题批判为“矛头对内”，严

重削弱了同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

争。但不少单位和检察干部仍坚持原

则，排除干扰，有重点地查处了一些地

方出现的少数基层干部私定法条、乱

搜查、捆绑吊打、逼死人命等严重违法

乱纪行为。

1959 年 6月高检院发出《给各级

检察长的内部通信》，指示各地开展同

严重违法乱纪的斗争。9月，省检察院

召开了市、分、州院检察长会议，对开

展同严重违法乱纪作斗争的工作进行

①“一化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造”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了研究，发现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

的情况比较严重，主要原因：一是法制

观念薄弱，执行任务时不讲方法，强迫

命令，压服群众，违反党的政策；二是

混入基层组织的地、富、反、坏分子和

蜕化变质分子，利用职权胡作非为，进

行报复、破坏；三是少数负责干部存在

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抓任务、指标

多，交代工作方法、检查贯彻执行政策

情况少，甚至有的不积极支持好人、惩

办坏人而纵容坏人坏事的发展。针对

上述问题，省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院

做好以下工作：(一)会同党委的组织

部、监委等有关部门，抽出一定数量的

干部，紧密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生

产，有重点地进行一次对违法乱纪的

检查、处理。(二)贯彻区别对待的原

则，严格分清敌、我界限；分清工作上

强迫命令与严重违法乱纪的界限；分

清坏人作坏事与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

坏事的界限，对于那些不是坏人而办

了一点坏事的干部，应着重批评教育，

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转变作风，

一般可以不给处分。对极个别的已经

蜕化变质、挟私报复、任意惩罚群众，

随便打人、吊人，以致打残，打死人的

坏分子，以及混入基层组织或利用我

们的空隙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的反、

坏分子，必须给予严厉的惩罚，进行公

开处理，以平民愤。对被吊打过的群众

以及因违法乱纪造成死亡、残废的，应

认真做好道歉、赔偿、适当安置等善后

工作。(三)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政策理

论学习和党纪国法教育，增强政策观

念和群众观念。自觉遵纪守法，同违法

乱纪行为作斗争。(四)指定专人管理

此项工作，重点查处触犯刑律的大案、

要案，遇到疑难问题及时报告党委和

上级检察机关，以便妥善解决。各级检

察机关根据省检察院的部署，积极开

展这项工作，查处了一大批“侵权”案

件，严惩了罪犯。

1962～1964 年，各级检察院结合

中心工作，狠抓了同违法乱纪斗争，协

同党委的监察、组织部门和公安、法院

深入实地，查处了一批“侵权”案件。在

办案中，充分依靠群众，查清事实，并

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意见，区别对待，

慎重处理。对于钻进来的地、富、反、坏

分子和隐藏在干部背后进行破坏活动

的阶级敌人，则发动群众予以揭露，视

其情节分别处理，对罪行不严重，认罪

态度较好的、一般交群众监督劳动、就

地改造。对那些罪恶、民愤大，证据确

凿，又不悔改、多数群众要求逮捕的犯

罪分子，则坚决逮捕法办。通过上述工

作，“侵权”案件逐年减少。据不完全统

计，1962～1964 年全省共受理“侵权”

案件 5159 件，其中 1963 年为 1891

件，比 1962 年的 2521 件下降 25 %；

1964 年为 747 件，又比 1963 年下降

约 60 % 。这 3 年经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后依法起诉，追究刑事责任的 962 人，

建议作其他处理的 2788 人，不作处理



978 人。

1965 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少数基

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民主权

利和人身权利的事件又有增多。据巫

溪、开县、酉阳、平昌、盐亭、彭县、井

研、南溪、宜宾等 26 个县、市的报告和

省检察院的重点调查，这些地区当年

1 至 8月共发生严重“侵权”事件 174

件，其中捆绑吊打、私设法庭 89 起，非

法搜查、关押 39 起，私立法规、滥施处

罚 46 起，致人伤、残、死亡等 51 人。对

上述案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区别

不同情况，依法进行了处理。当时为了

正确处理少数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

事件，省检察院分党组除向省委、省政

法党组写了《关于当前少数基层干部

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外，要求各

级检察院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加

强对基层干部的政策、法制教育，促使

他们提高思想觉悟，遵纪守法，执行政

策，关心群众。(二)对“侵权”事件必须

实事求是地分清性质，按照政策和法

律严肃处理。对那些在工作中确因工

作方法简单粗暴，实施了某些错误的

作法而发生违法乱纪的，一般应采取

检讨、赔偿损失、党纪行政处分等办法

处理。对个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群

众要求法办的，应给予适当的法律处

分；对那些品质恶劣，出于个人目的利

用职权，借机捆绑、吊打，进行打击报

复的，从严论处，使人致残、死亡的，依

法惩处；混入基层组织，操纵党、政大

权，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的反坏分子，

应依法严惩，其中罪大恶极、民愤很大

群众要求处死、非杀不可的，应坚决处

死。(三)严重违法乱纪案件，应在人民

群众中公开进行处理。有教育意义的

典型案件应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在适

当范围内通报，以教育干部和群众。由

于各级检察院认真贯彻省检察院的决

定，依法查处了一批“侵权”案件，教育

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因而违法乱纪行

为大幅度减少。江津专区 1965 年 10

月发生违法乱纪 15 件，经过传达贯

彻，11月份只发生 2 件。雅安专区和

万源、南江、井研、开县、邻水、通江等

县，11 月份以来均没有发生违法乱

纪。同时，一些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

部，也主动作了检查批评，密切了干群

关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79 年，各级检察院根据《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检

察院依法保障公民对于违法的国家工

作人员提出控告的权利，追究侵犯公

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的人的法律责任”。逐步开展了查处

“侵权”案件的工作。先后采取了以下

措施：(一)建立、健全机构，充实人员、

培训干部。1979～1980 年各级检察机

关均建立了法纪检察处、科(股)，共配

备干部1320 人。举办了法纪检察干部

短训班，将所有的法纪检察干部轮训

了一遍。(二)1979 年 11月，省检察院

向中共四川省委写了《关于少数基层



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反映

了情况，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纠

正违法乱纪的建议，经省委批转各地

贯彻执行。(三)省检察院于 1980 年 3

月至 1981 年底，先后制订了《关于法

纪案件立案标准的批准权限的试行规

定》、《直接受理刑事案件办案细则(试

行)》、《关于法纪案件立案标准和案件

管辖的试行规定》、《关于认定侵犯公

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构成和正确掌握执

行立案标准的几点意见》。同时，加强

了办案力量，健全了办案制度，保证了

办案质量。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1

年，全省共立案侦查“侵权”案件 1068

件，经侦查终结决定起诉 243 件，免予

起诉 110 件。

1982 年下半年至 1983 年上半

年，“侵权”案件减少，加之一些检察人

员产生了松劲情绪，少数地区查处“侵

权”案件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省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院加强

法纪检察工作，认真抓好“侵权”案件

的查处，从而扭转了徘徊消极的局面。

1983 年 8月“严打”开始以来，省

检察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各级

法纪检察部门要围绕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斗争，重点查处刑讯逼供、徇私枉

法、诬告陷害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

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要严格划清罪

与非罪的界限，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

确实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惩处。各级检

察院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院的部署，

认真查处了一批“侵权”案件，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如通江县永安区永安乡

社员刘大兴(军属)向县委揭发了该区

区委书记张承枢多次与乡妇女干部通

奸的问题。张得知后，便对刘怀恨在

心，寻机报复陷害。1983年 8月，张乘

“严打”之机，捏造事实，以区委名义催

促永安乡把刘大兴列为打击对象，并

亲自布置对其捆绑示众，送公安局关

押 26天。经通江县检察院侦查终结，

起诉到法院，法院依法判处张承枢有

期徒刑 3年。涪陵县《白鹤梁》文艺主

编钟伯钧，1978 年以来，先后奸污妇

女 8人，1982 年又以帮助修改稿件为

名，将一名女青年骗到宿舍，用事先泡

好安眠药的茶水给该女青年饮用，致

其昏迷后将其强奸。该女青年提出要

控告钟的罪行，钟又恶言威胁，致使该

女青年几次欲投江自尽，被其女友劝

止，后在女友的帮助下，向《乌江》杂志

投稿揭发了钟的罪行。钟乘“严打”之

机，伙同文化局临时工张庶民、打字员

周业伟、城关镇政府文书周晓林，书写

诬陷该女青年及女友卖淫、敲诈勒索

等犯罪的检举信，向县、地政法部门投

送，致使二人被错误处理。后经涪陵县

检察院侦查属实，向法院起诉，法院审

理后以强奸罪、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

钟伯钧死刑立即执行，并分别判处张

庶民，周业伟、周晓林有期徒刑 7年、5

年、3年。

1984 年查处“侵权”案件有较大



的进展。为了进一步作好同侵犯公民

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的

斗争，同年 7月，四川省第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专门听取了省检察

院两年来全省法纪检察工作的报告，

并作出了《关于加强法纪检察工作的

决议》，充分肯定了检察机关在查处

“侵权”、渎职犯罪方面取得的成绩。指

出了当前四川省一些地方，有少数国

家工作人员，目无法纪，滥用职权，侵

犯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严重损

害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求国家工

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

习、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

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对各种违法行为，

一经发现，应立即纠正，对侵犯公民合

法权益，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应支持

司法机关查究。

各级检察机关根据决议的精神，

积极查处“侵权”案件，全年立案侦查

168 件 271 人，对构成犯罪，情节较严

重的犯罪分子，依法起诉到法院 154

人，判处刑罚 88 人，免予刑事处分 1

人。(见表 3—1—1、3—1—2)。

各级检察机关在查处“侵权”案件

的同时，也协同有关部门办理了大量

的不构成犯罪的“侵权”案件。

1951～1966 年，各级检察机关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配合有关部门处

理了不少不构成犯罪的“侵权”案件。

1965 年 2 月，温江专区所属 ( 江煤

矿，擅自在职工家属中新划了地主分

子 10 人，坏分子 4 人，资产阶级分子

1 人，并经矿部批准后，在户口迁移上

注明送回原籍监督劳动生产。15 人

中，有的家庭出身系地主，本人解放前

一直读书，解放后与工人结婚，这欢被

划为地主分子。有的解放前随夫入川

经商，其夫病死后，流落为妓，1950 年

同工人结婚后，再无不良行为，这次被

划为坏分子。温江检察分院调查属实

后向中共温江地委写了报告，由地委

责令专区工交部门和有关单位予以纠

正。

1978 年 10 月后，各级检察机关

对不构成犯罪的“侵权”案件加强了查

处。主要作法是，在查清事实、情节的

基础上坚持教育为主的方针，对违法

人员进行说服教育，宣传法制，使之认

识到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认真悔

过。对个别情节较重、认错较差的建议

有关部门给予适当处理。仅 1983 年至

1985 年 6月的两年半中，全省共受理

这类案件 3050 件，占受案总数的

78．8 % ，均酌情作了处理。如中共青川

县关虎乡党委书记刘顺成，1984 年 7

月在关虎村作调查中，由于行为粗暴，

被村民王贵荣顶撞，刘认为冒犯了自

己，即以“抓流氓犯”为名，指使民兵将

王捆绑，押送公安派出所处理。派出所

审查后，否认了王的上述问题，并将王

放回。王对其受诬不服，多次向地、县

有关部门控告，要求严肃处理刘顺成。

而刘又口出狂言，致使矛盾激化。王气



愤地说，上面不解决，我自己解决，并

准备凶器，找刘算帐。青川县检察院受

理此案后，认为刘顺成触犯了刑法

146 条的规定，但情节轻微，只要做好

工作，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经和区乡

党委一道，在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的

基础上，召开干部、村民座谈会，刘在

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当面向王道歉，赔

偿经济损失，得到了王的谅解。王说，

有错改了还是好书记。

第二节 查处渎职案件

民国时期，对公务员的渎职案件

也进行了一些查处。如 1912 年 12月

23 日，四川都督命令成都府地方检察

厅查办新繁县知事杨中缄溺职殃民一

案。经查，杨犯有：私收诉讼费、滥用非

刑拷打无辜群众张炳生，支使族侄杨

士卿与匪人联络，开设烟馆，从中渔利

等犯罪事实，结果未作处理。1948 年

岳池，灌县、彭县、大竹县地方法院检

察处，也办理了一些渎职案件，侦查终

结后向法院起诉 20 件 20 人，不起诉

20 件 23 人。但有不少案件是不了了

之。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创建检察

机关起，就对泄露国家机密，枉法追

诉、裁判，私放罪犯，玩忽职守和邮电

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

件、电报等渎职案件进行认真、严肃的

查处。

一、玩忽职守案件

检察机关创建时期，由于法制不

健全，人员较少，仅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有重点地查处了少数玩忽职守案

件。1954 年 5月，成都市粮食公司办

事员郑毓林在负责收接、传达雷雨预

报工作中，不将西南气象站发播的雷

雨预报传达给各仓库、加工厂，以致粮

食被雨打湿 60 多万斤，经济损失

1200 多万元(旧币)，经成都市人民检

察院侦查终结后，向法院起诉，法院依

法判处郑毓林有期徒刑一年。

1965 年初，省检察院调查发现一

些国家仓库存放的物资遭受严重损

失。除向中共四川省委作了报告外，并

给各市、分、州院检察长发出通知，明

确规定：(一)各市、分、州院指定一至

二个县(市、区)院，对物资保管部门的

仓储管理工作进行重点检察，特别是

重庆、成都、自贡市更应注意，发现问

题及时报告党委和省院。(二)检察的

重点应放在物资保管集中的水陆交通

沿线的仓库物资和战备物资方面，主

要了解由于贪污侵吞、严重失职、保管







不善等造成严重损失的案件，应积极

协同有关部门及时查明情况，报告党

委严肃处理。(三)检察物资保管工作

应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认真抓好，

不断摸索工作方法，总结经验，及时推

广并报告省院。

各级检察院根据省院的部署，配

合有关部门派员深入到物资保管集中

的水陆交通沿线的仓库和战备物资仓

库检查，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重

庆、西昌等市、分、县检察院配合有关

部门对 300 多个粮食、物资仓库进行

检查，发现 2500 多万斤粮食有不同程

度的损失。有的霉烂变质；有的大量生

虫，有的老鼠成群，粮食损失很大。郫

县犀浦粮油站，由于领导官僚主义，制

度不健全，保管员叶世宗严重失职，于

1965 年 11 月 12 日 发生溢出菜油

12960 斤的重大损失，经过抢救，仍造

成 5460 斤的严重损失，政治上亦造成

极坏的影响。根据造成的损失，郫县检

察院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检察建议，县

人民委员会批准对站长行政记大过处

分，指导员当众深刻检讨，保管员开除

公职。

1978 年检察院重建以后，随着经

济建设的发展，法制的健全，逐步加强

了对玩忽职守案件的查处。1979～

1985 年，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玩忽职守

案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1979～

1982 年由经济检察部门查处玩忽职

守案件；(二)1983～1985 年改由法纪

检察部门办理此类案件，围绕“改革、

开放”和“严打”斗争，积极开展同玩忽

职守犯罪的斗争。

1979～1982 年，各级检察院紧密

配合中心工作，注意了查处玩忽职守

案件。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1981

年 2月，省检察院在总结各地办理玩

忽职守案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实际，

制定了玩忽职守犯罪的立案标准是：

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损失 1 万元以上；造成死亡 1 人

以上；重伤致残 3 人以上；或虽未造成

上述重大损失，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的。案件审批权限是：需要立案侦查

时，承办人应先提出立案意见，填写

“立案审批表”，按照被告属那一级组

织部门管理，即由那一级检察院批准

立案，涉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按规定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人大常

委会审查同意后批准立案。同时对办

理玩忽职守案件的管理制度也作了明

确的规定：(一)对已批准立案的案件，

除少数特殊重大的外，都由所在地的

县(市、区)检察院办理；(二)涉及几个

县(市)或城市几个区的案件，由市、

分、州检察院负责侦办或指定一个县

(市、区)院主办，有关县(市、区)院派

人参加。涉及几个市、地、州的案件，由

省检察院负责组织侦办或指定一个

市、分、州院为主，其他市、分、州院派

人参加，组织联合侦办；(三)批准立案

的案件，对被告需要采取拘留、逮捕等



强制措施以及起诉或销案时，由承办

案件的检察院报经原批准立案机关批

准后执行，原批准机关发现不当时，应

及时纠正；(四)下级检察机关在办案

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时要逐级上报，上

级检察机关要及时给予指示和支持，

必要时可派员协助或调案自办；(五)

案件的侦查工作必须指派两名以上检

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主办，并视情况指

令书记员和其他人员充任助手，专人

负责，一办到底。(六)玩忽职守造成死

亡 3 人或重伤 5 人以上，或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的案件应报省

检察院备案，其中应向最高人民检察

院备案的，由省院报送。至此，查处玩

忽职守走上了制度化和规范化。

各级检察院根据省检察院的有关

规定，有重点地查处玩忽职守案，仅据

1981～1982 年的统计，全省立案侦查

63 件 81 人；经侦查终结起诉 11 件 16

人，法院依法判处刑罚 10 人；免予起

诉 2 件 3 人。

1983～1985 年，查处玩忽职守案

件的工作有进一步发展。在严厉打击

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省检察

院要求认真查处玩忽职守，极端不负

责任，贻误战机，致使犯罪分子乘机逃

脱，行凶报复，造成更大危害的案件。

有典型案件，要建议党委通报，以教育

干部，扩大办案效果。1985 年春省检

察院又派出工作组到乐山、宜宾、泸州

等市、分、州院对玩忽职守案的发案规

律、特点、立案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较系

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查

处玩忽职守案要从抓大要案入手的方

法，规定了大要案的标准。要求县、区

检察院要把查处大要案作为重点来

抓；市、分、州院要全面掌握情况，参加

一部分案件的侦查、起诉工作。省检察

院对特大案件进行具体指导，并参办

一部分案件。各级检察院的领导要重

视查处玩忽职守的大要案件，坚持原

则，秉公执法，排除干扰，努力作好这

项工作。各级检察院根据省检察院的

部署，积极开展了查处玩忽职守案件

的工作，并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

法：(一)主动出击，深入调查，全面受

理。(二)检察长亲自办理大要案件并

出庭支持公诉，增强法纪干警的工作

责任心和紧迫感。(三)重大、疑难案件

及时向党委报告，争取党委支持，排除

干扰，克服阻力，统一认识，办好案件。

(四)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

划清“四个界限”以保办案质量。即：玩

忽职守与一般渎职行为的界限；玩忽

职守与因文化、业务素质不高，经验不

足，工作失误的界限；有法不依，有章

不循，有禁不止与改革界限不明确，制

度不完善而造成损失的界限；严重官

僚主义，极端不负责任与信息不灵，行

情变化，管理存在弊端而造成的损失

的界限。(五)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出检

察建议书，责成发案单位，切实改进工
作。



3 年来，查处玩忽职守案件，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1983～

1985 年全省立案侦查玩忽职守案件

92 件、122 人，侦查终结起诉 53 件、65

人、免诉 19 件、30 人，经法院审理，依

法判处刑罚 36 人，免予刑事处分 3 人

(见表 3—2—1)。中共西充县委副书

记范天伟和西充县文化馆馆长李廷

茂，1984 年 2 月，在组织群众性的正

月十五闹元霄、放烙火和表演文艺节

目时，不听取公安机关的意见，又不采

取安全措施，决定在山腰上的文化馆

前一个狭小的坝子放烙火，造成踩、挤

死 58 人、伤 43 人的严重后果，省检察

院南充分院侦查终结，认为范天伟等

人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向南充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依法判处

范天伟、李廷茂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

年执行。

二、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

匿、毁弃邮件、电报案件

切实加强邮政通讯安全保卫工

作，严厉打击邮电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破坏公民通信自由的犯罪活动，是检

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1950～1966

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只零星的查处了破

坏邮电通信、通讯方面的案件。

1980 年 9 月高检院和邮电部多

次联合发出“坚决打击破坏邮电通信

的犯罪活动”的指示后。各级检察院根

据上级指示的精神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调查研究，摸索情况。据南充分院

调查，1984 年办理的破坏邮政案件

中，邮电部门职工作案占 80 %以上，

青年职工占犯罪总数 80 % 左右，发案

在边远山区占 80 % ，窃取、贪污汇款

占整个邮电案件80 % 左右。据乐山分

院 1985 年对历年办的邮电案件分析，

案件发生在邮电部门的分支机构多，

作案人员中代办员、社投员、年轻人

多。作案手段是：搞假收据，开两套户

卡，长收短支，一报多投，贪污报刊发

行款，私刻或骗盖用户名章，冒签用户

姓名，不送汇款通知单，零星兑给用

户，贪污汇兑款，非法私拆、隐匿扣押

信件等。(二)严格执行政策和法律，对

触犯刑律、情节严重的坚决打击；对犯

罪情节显著轻微，不够追究刑事责任

的人，立足于教育，落实帮教措施，做

好转化工作。渠县李渡乡邮政代办员

史建芳(女)，受其父亲史玉清(系县邮

电局退休职工)教唆，在 1981 年 3月

至 1983 年期间，采取私签收款人姓

名，盗盖他人印章等手段，截留汇款

65263 元，其中史玉清截留 15716 元，

史建芳截留49547 元。为掩盖罪行，拉

东填西，除先后已付给用户 61345 元

外，共计盗取 3918 元。同时，隐匿汇款

信件22 封。经渠县人民检察院侦查后

向法院起诉，法院依法判处史玉清有

期徒刑8年，史建芳有期徒刑5年。营

山县双流公社乡邮递员刘殿元，在担

任投递员工作不到 1 年的时间里就贪



污汇款 300 多元，当本单位领导找其

谈话时，态度傲慢，拒不认错。县人民

检察院 1983 年受理此案后，对他进行

严肃批评，指出他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经耐心教育后，他态度大有好转，交待

了全部贪污事实。在此基础上，又责令

他带上赃款，登门向用户赔礼道歉，挽

回了影响，本人也表示愿意在实际工

作中积极努力，将功补过，县检察院根

据他的悔改情况，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紧密配合邮电部门，注意发现邮

电管理工作上的漏洞，查找犯罪原因，

严格邮电制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

建议。

据不完全统计，1981～1985 年，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邮电工作人员私自

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案件，

立案侦查 152 件 157 人，侦查终结起

诉 118 件 122 人；免予起诉 25 件 26

人。经法院审查，依法判处刑罚的 86

人，挽回经济损失 20569 元。(见表
3—2—2)

三、枉法追诉、裁判，私放罪犯，泄

露国家机密案件

在“文化大革命”前，检察机关办

理枉法追诉、裁判，私放罪犯，泄露国

家机密等渎职案件较少。

1978 年 10 月以后，各级检察院

重视了查处上述案件。1982 年 1月省

检察院制定了上述 3 类案件的立案标

准。规定构成“枉法追诉、裁判”的立案

标准是：(一)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使明知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诉，或者

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使其逃

脱刑事追诉；(二)司法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私放罪犯”的立

案标准是：(一)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

权，将被拘留、逮捕或依法判处徒刑正

在服刑的罪犯私自释放；(二)司法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篡改刑期，使罪犯通

过“合法”手续脱逃；(三)司法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为罪犯脱逃创造方便条

件。“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立案

标准是：(一)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

保密法规，泄露国家主要机密，情节严

重；(二)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各级检察院根

据省院制定的立案标准，积极办理上

述案件，特别是 1983 年 8月“严打”以

后，都把查处上述案件作为重点，一经

发现，立即办理，从严惩处。据不完全

统计，1981～1985 年各级检察机关经

过侦查终结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13件

15 人，免诉 2 件 2人。经过法院审查，

依法判处刑罚的 12 人，无罪判决 1

人。达县地区白沙工农区沙滩坝公安

派出所民警钟崇树和区法院书记员王

诗榜等，1983 年 8月 27 日一同去执

行逮捕强奸犯李润业(已宣判死刑)，

王诗榜给李犯带上一只手铐后，李犯

拒捕，同王搏斗约 40 分钟，钟袖手旁

观。钟崇树虽拿有手枪，但被李犯威胁

放回口袋，借故离去。致使李犯乘机脱







逃。后组织武装围堵 10 多天才将李犯

捉获归案。区检察院侦查终结后起诉

到法院，法院以私放罪犯判处钟崇树

有期徒刑二年。富顺县观乐公社公安

特派员江庶金，1981 年与黄发根的妻

子江克香认识，黄的儿子黄其兵认江

庶金作外公。1983 年 8月 19 日上午，

江庶金得知黄其兵因强奸罪将被逮

捕。20 日上午即前往黄家，把晚上逮

捕黄其兵的机密向黄发根泄露，暗示

黄其兵逃跑。黄发根又将此机密转告

了黄其兵的同案犯黄其宣的母亲高玉

芳。当天中午黄发根指使儿子逃往宜

宾，次日又去宜宾把儿子再次转移隐

藏，直至 8月 27 日才被公安机关捕获

归案。富顺县检察院以江庶金泄露国

家重要机密罪向法院起诉，县法院依

法判处江庶金有期徒刑 3年。

第三节 查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查处重大责任事故是检察机关的

一项重要任务。民国时期。对重大责任

事故案件虽进行查处，但往往偏重于

经济上的处理。如威远县华胜煤厂(即

煤矿)，1946 年 8 月 27 日、28 日上午

发现槽内第 13 笼出水，副厢头欧日

兴、正厢头王登荣先后向厂长罗开原

和协理李远孚报告，主张停几天工来

保砂遭到反对，仍令工人继续挖煤，致

下午四时积水穿槽而出，由上流下，淹

毙工人 23 名。经威远县司法处兼理检

察职务的司法人员侦查终结，向县司

法处刑庭起诉，县司法处表面判处刑

罚(假执行)，实际未执行，对已死各工

人家属仅发“法币”一、二十万元了结。

1950～1966 年，四川省各级检察

机关重视对重大责任事故的查处，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办理了一些重大

责任事故案件。如国营 269 厂锻工车

间工段长童镇明由于违反操作规程，

造成煤气中毒，工人死亡 3 人、重伤 2

人的重大责任事故。1954 年 9月重庆

市人民检察署侦查终结后向法院起

诉，法院依法判处童镇明有期徒刑 1

年。盐亭县净铭公社医生何美夫，工作

严重不负责任。1963 年 3 月 10 日医

治净铭供销社干部李沛荣的湿症病，

以葡萄糖钙针注射打漏，当时只作了

一般抢救措施，致引起伤口红肿，身体

发高烧。12 日再次诊治时，李的体温

高达 40 度，针口已经化脓，当即开刀

拔脓，但在手术前，又不作应有的准

备。临开刀时才发现手术刀尖不锋利，

就地借用木工的磨刀石磨，磨后未进

行高温消毒，致使细菌侵入，感染破伤

风，病情更加严重，次日公社党委发觉



通知中心医院急救，由于病情恶化挽

救无效死亡。盐亭县检察院侦查终结

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处何美夫有期徒

刑二年，缓期 2 年执行。

1978 年 10 月后，各级人民检察

院逐步开展了对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

查处。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省检

察院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制定立案标准。凡工厂、矿

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

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教，违反规

章制度或者强迫工人冒险作业，造成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致人死

亡 1 人以上或者重伤 3 人以上。1985

年 8月改为致人死亡 3 人以上。2、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万元以上，1985 年

8 月改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

以上。3、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

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后果严

重。其中重大责任事故致人死亡 10 人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为

特大案件。

(二)规定批准权限和案件管理。

经过审查，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由承办人填写立案审批表，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经同级检察院

检察长批准立案，并报上一级检察院

备案。各级检察长批准立案的案件除

特殊情况外，一般由所在地检察院侦

办。涉及地、市、州管理的干部由市、

分、州院派人协助办理；涉及省管干部

由省院派人协助；涉及两个县、市的案

件，由市、分、州院负责组织侦办，有关

县、市院派人参加或市、分、州院委托

一个县、市院主办，另一个县、市院派

人参加；涉及两地区的，由省院组织侦

办，有关市、分、州院派人参加，或委托

某一个市、分、州院主办，其它市、分、

州院派人参加。

对被告采取拘留、逮捕、起诉等，

均由所在地检察院承办，但应报经原

批准立案机关批准后执行。

(三)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重大

责任事故案时，应经常向党委汇报，以

求得及时指导和支持，特别在立案、采

取强制措施、追究刑事责任三个重要

环节上，更应重视党委意见。

各级检察院根据省院的部署和办

理重大责任事故案的有关规定，主要

做了以下工作：(一)雷厉风行，赶赴现

场；(二)及时讯问当事人、有关证人，

收集证据，查清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三)根据调查的事实和有关鉴定，准

确 定性，明确 事故的直接责任 人。

(四)根据政策和法律，区别不同情况，

提出处理意见。(五)针对发案单位存

在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堵漏建议，

防止和减少重大责任事故的继续发

生。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5 年各

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258 件、332

人，起诉 195 件、224 人，免予起诉 51

件、66 人。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处刑

罚 128 人，无罪判决 3 人。挽回经济损

失 861911 万元(见表 3—3)。泸县乌



溪乡砂坝沟煤矿，于 1984 年 1 月 18

日下午发生瓦斯爆炸，造成 17 人死

亡，5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主要原因

是：分管井下安全和生产的副矿长兼

技师简树云、副技师林光源不重视安

全生产，明知该矿瓦斯浓度高，已经发

现井下二平路两道风门坏了，却不予

修复，造成井下瓦斯局部积聚，而简树

云坚持只有一个瓦斯检查员，使中班、

夜班无人检查瓦斯，工人长期在瓦斯

浓度不明的情况下冒险作业，林光源

对瓦斯报表极不重视，发现漏检，不报

也不追究，放弃职守。瓦斯检查员林兆

南工作不负责任，发现井下瓦斯局部

积聚，浓度已达 4 % 以上，既不记载，

也不报告，致工人王德树(已死)井下

违章拆修矿灯，产生火花，酿成瓦斯爆

炸。泸县检察院认定简树云、木光源、

林兆南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泸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简树云、林光源各有期徒刑 3

年，判处林兆南有期徒刑 2年。泸县检

察院通过查处重大责任事故案还向县

矿业公司和有关单位发出了加强技术

人员培训，配备瓦斯检查员，加强井下

通风管理，注重巷道维修，合理开采；

严格安全生产制度等“检察建议”。这

些单位督促有关煤矿及时进行了整

改，县、乡、镇、村办煤矿重大责任事故

大幅度下降，1985 年 1～6月，全县 63

个煤矿只死亡 3 人，比 1984 年同期下

降 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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