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告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受理涉

及刑事问题的检举、控告、申诉、自首

并按照政策、法律予以处理以及直接

查办部分刑事申诉案件的一项法律监

督工作。

民国时期，对控告的程序作过一

些规定，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不能保

证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切实保

护公民行使控告申诉权利，设立了控

告申诉检察机构，并积极开展了工作。

它的任务是代表人民检察机关统一受

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处理涉及刑事

方面的控告、检举、申诉和自首问题；

承办管辖的控告申诉案件；宣传法制，

参与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综合分析

信访情况，及时反映信息。它通过处理

来信来访和办案，提供案件线索，打击

罪犯，平反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民主

权利，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

法律的正确实施。

1950～1954 年宪法公布前，四川

省各级人民检察署就把接待处理来信

来访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并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及时受

理群众来信来访，支持群众对犯罪分

子作斗争。

1954 年 9 月，《宪法》和《检察院

组织法》公布后，各级检察院的信访工

作进一步开展起来。省检察院在办公

室内设置了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科，市、

分、州院也都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这

项工作。对公民或机关团体提出的检

举、控告、询问和来信来访以及公民不

服公安、法院、党政处分的申诉，按照

归口办理、分工负责的原则，进行了认

真处理，并配合有关单位办理了少量

破坏中心工作的案件。

1957 年下半年至 1961 年，由于

“左”的思想干扰，信访机构精减，人员



减少，工作制度被打乱，来信来访工作

受到很大削弱。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扩大工作

会议后，各级检察院开始纠正“左”的

错误，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得到恢复和

加强。在省检察院第三处①里增设信

访组。各级检察机关也配备了一定的

力量负责信访工作。这一时期，信访的

重心主要是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群众

反映到检察机关的生产、生活等问题，

也配合有关单位办了很少一部分案

件。

1978～1985 年，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发展较快。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不断

增多，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

道。为了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把

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办案上来，1979 年

9 月，省检察院成立了控告申诉处。

1981 年下半年改为控告申诉检察处。

各市、分、州院也相应设置了控告申诉

检察处(科)，多数县(区)检察院设立

了科，并配备了相应的干部。截至

1985 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共建立控告

申诉检察处(科)56 个②，配备专兼职

人员 442人。几年来各级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围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

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及时受

理来信来访，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一大

批案件线索，并集中力量复查了新中

国建立以来检察机关办理的免诉案

件；认真查处了党委和上级机关交办

的案件；积极认真办理了不服法院判

处的再申诉案件和部分控告、检举、自

首案件，惩罚了犯罪，平反纠正了一批

冤、假、错案，保护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了

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一节 受理来信来访

受理来信来访是检察机关的一项

经常的日常工作，是接受公民控告申

诉的一个窗口，向有关业务部门提供

案源的一条重要渠道，检验办案质量

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国时期也开展了一些信访工

作。1937 年，四川高等法院检察处训

令(字)各级法院首席检察官和各级兼

理司法县政府县长，规定各检察处在

机关院内设置申告铃。凡以言词告诉、

告发或自首者，一经按铃，轮值内勤之

检察官闻铃后，应立即率同书记官莅

① 它的职能是同违法乱纪作斗争。

② 专职机构 54 个(省院一个，市、分、州院 8 个，县(市)区院 45 个)；代管机构 2 个。



庭讯问并由书记官依法制作笔录。告

诉人或告发人如有挟嫌诬告情事查明

依法办理。①

四川解放后，人民检察机关根据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

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决定》，

开展了受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1950

～1952 年配合“土改”、“镇反”和“三

反”、“五反”运动，设立人民检举接待

室，悬挂人民意见箱，印发通知，号召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

发坏人坏事。仅川西人民检察署，1952

年 1—7 月，收到检举、揭发材料 1764

件(其中在意见箱内收到 1181 件，接

待室收到 91 件，来信 492 件)，接待人

数 320 余人。属于贪污盗窃性质的

1020 件，占检举揭发总数的 57．8 % 。

如中国百货公司川西分公司第二门市

部主任邓逊谦，解放前系“天一福”、

“恒益升”的老板，解放后勾结十多家

奸商，派遣 8 个坐探打入国营企业内

部，进行盗窃。被人民群众检举后，经

查实，仅邓犯一人就盗窃人民币一亿

多元(旧币)，后转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1952 年 10 月至 1954 年 10 月，

全省检察机关逐步加强了信访工作。

省检察署建立了人民检举接待室，制

定了信访工作细则，初步规定了受理

信访的程序，建立了登记、转办、催办、

归档等 7 种制度。各级检察署也确定

了专兼职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并且将

“人民意见箱”改为“人民检举控告箱”

以便群众更好地检举揭发违法犯罪。

据统计，成都、自贡两个省辖市署，11

个专区署，48 个县署及藏族自治区署

1953 年 1—3 季度和省署全年共收到

来信 5355 件。从来信内容看，检举反

革命案 650 件，破坏经济建设案 161

件，司法监督案 443 件，官僚主义、命

令主义、违法乱纪案 986 件，“三反”、

“五反”遗留问题 1016 件，询问、批评、

建议 700 件，其他 1399 件。对这些信

访及时进行了处理，其中自行查办

1174 件，占总数 13．01 % ；转办 3501

件，占总数 38．8 % 。已结案 3308 件，

占总数 36．6 % ，后继续处理 或存查

5713 件，占总数 63．2 % 。

1954 年 10 月至 1957 年，各级检

察机关的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发展。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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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的贯彻实施，社会主

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

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

会主义法制观念，积极向各种违法犯

罪行为进行斗争。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大幅度增加，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及

① 《四川高等法院公报》民国 26 年第 24 期



其家属的申诉也逐渐增多。据不完全

统计，仅 1955 年受理来信来访达

7789 件。其中，检举反革命线索 935

件，资本家“五毒”301 件，干部违法失

职 1408 件，贪污盗窃 545 件，违反劳

动法令、粮食政策 259 件，破坏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工矿交通治安 189 件，

不服法院判决、不服管制、不服行政处

分 326 件；批评、建议、询问政策等

1688 件。

为了切实做好来信来访工作，省

检察院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和“两劳”人员

及其家属的申诉要认真负责及时处

理，做到“件件有答复，案案有结果。”

1955 年和 1956 年在全省第四次和第

五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又要求各级检

察院在处理来信来访中注意以下几个

问题：(一)建立严格的编号、登记、阅

批、转办、函复、催办、结案、统计、归档

等制度。(二)对于检察工作范围的控

告申诉，按照业务分工，认真查处，不

得拖延积压；不属于检察工作范围的

信访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视其情

况给来信来访者作必要的答复。(三)

对来信来访要求保密者，应注意保密，

未取得本人同意不能转给被检举、控

告的机关或被检举人。(四)检举控告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反

革命案件，民族、宗教问题的案件，民

主党派、著名人士的违法案件以及检

察人员的违法案件，迅速送检察长批

示处理，并报告处理结果。(五)按时报

送季报并注意总结信访工作的经验，

以推动信访工作的开展。(六)有计划

地综合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动态，供

领导机关参考。各级检察院根据省院

的部署和要求，大力加强了信访工作，

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如泸州市

检察院，在 1955 年秋季镇反中，收到

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材料 182 件，

及时转办或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核实，

发现了反革命分子 194 名及其隐藏的

手枪 20 支，子弹 1000 多发，收音机 2

部、黄金 65 两，大烟 100 多两的线索。

依法批准逮捕反革命分子 8 名，刑事

犯罪分子 6 名。1957 年上半年，重庆、

乐山等市、分院配合公安、法院审查处

理了“两劳”人员及其家属 的申诉

3719 件，其中改判 342 件，平反释放

41 件，转办 273 件，驳 回无理申诉

2843 件。通过查处申诉，落实了党的

政策，加强了法制，促进了劳改、劳教

工作的开展。

1958～1961 年，由于“反右派”和

“反右倾”的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心有

余悸，对于涉及刑律方面的问题顾虑

较多，加之 3 年自然灾害和政法机关

的合并风，多数检察院与公安、法院合

署办公，联合办案，对来信来访无专人

负责。因此，检察机关受理的来信来访

大量减少。仅 1958 年省检察院受理来

信来访 1121 件，比 1957 年 2418 件下

降 53 % 。这一时期信访内容主要是反



映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政法机关混淆

两类矛盾的申诉，以及要求解决生产、

生活与人民内部纠纷的问题。为了切

实解决群众控告申诉的问题，各级检

察机关排除“左”的影响，及时处理来

信来访。1959 年和 1961 年，全省检察

机关就自办 16975 件，占这 3 年信访

数 45 % ；转办 18557 件，占 49 % ；通过

信访案件的处理，严肃查处了干部中

的违法乱纪问题，保护了公民的民主

权利，同时，配合有关单位调解了人民

内部纠纷和生产、生活的问题，对于缓

解人民内部矛盾，克服暂时困难，维护

社会安定起了重要作用。

1962～1965 年，全省检察机关的

信访工作有了恢复和发展。1962 年中

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后，省检察院认

真传达贯彻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了前几年检察工作的经验教

训，纠正“左”的错误，从组织上、思想

上和制度上加强了信访工作，建立健

全了信访工作制度。据统计，这一时期

共受理人民来信来访 98172 件，其中

1963 年 33261 件，是历年信访最多的

一年。此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开展和党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力

量，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

成为新人”指示的深入贯彻，人民来信

来访 逐年 减少。1964 年 受理信 访

23487 件，比 1963 年减少约 29．4 % ；

1965 年受理信访 19511 件，又比 1964

年下降 16．9 % 。对这一时期受理的信

访，各级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按照归口

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处

理。

1966 年 5 月开始“文化大革命”，

来信来访工作中断。

(见表 6—1—1)

表 6—1—1 1959～1965 年全省检察机关来信来访情况统 计表



1978～1981 年信访工作开始恢

复。

1978 年 7 月国家颁布了《刑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根据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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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权利的人的法律责任”，“罪犯提出

申诉，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处

理。”由于“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

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当检察机关

重建后纷纷来信来访。仅 1978 年 8月

至 1981 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受理来信

来访 562506 件，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来信访最高的时期。来信来访中，不服

判 刑、逮 捕 申 诉 的 169371 件，占

30．1 % ；检举、控告刑讯逼供、非法拘

禁等 103409 件；其他 171059 件，占

30．4 % 。面对大量的来信来访，省检察

院要求各级检察院集中力量办理信

访，查处属于检察业务范围内的案件，

切实解决控告申诉的问题。1980 年印

发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几项

试行规定》和《来信来访工作安排》，明

确了任务和受理信访的程序及有关制

度。又先后派出 13 名干部到内江、温

江、什邡等 10 余个市、分、州及县院调

查了解信访工作的情况，分析研究信

访动态，帮助解决重要信访的问题，并

协助南充、重庆、成都、三台等 12 个

市、分、州及县院总结了“关于做好信

访工作的几点体会”。1981 年 8月，省

检察院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控告申诉工

作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传达贯彻了

高检院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明确规定

了把信访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办案上

来。各级检察院根据省检察院的部署，

积极开展了信访工作，主要采取了以

下措施：(一)建立健全机构，配备充实

力量。少数市、分、州及县院设立信访

机构，配备一定力量专管信访工作；多

数市、分、州及县院在法纪检察机构中

指定 1 至 3 人分管信访工作或由办公

室指定一人专管或兼管；(二)加强领

导。各级检察院都确定一名领导干部

主管信访工作，经常检查督促，亲自过

问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查办典型

案件，大多数单位坚持了检察长接待

日的制度；(三)逐步建立了登记、转

办、审批、报告、结案和归档等制度。

(四)重视对信访“老户”的查处，对信

访老户实行“三定一包”即定人员、定

时间、定措施、包到底。查明情况，按照

党的政策，区别处理，检查落实。(五)

坚持定期分析信访动态，及时向上反

映。对信访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变化以及带政策性、苗头性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采取简

报、情况反映等形式，及时报告党委和

上级检察院。通过上述作法，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据 1978 年下半年至 1981

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3 年来各级控

申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内部提供办案

线索 12000 余件，使 1000 多起案件的



违法乱纪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处理；

1885 户信访“老户”息诉或基本息诉。

1982～1984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围绕整顿社会治安和严厉打

击严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积极开展

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特别是 1983

年，为了配合“严打”斗争，采取了以下

措施：(一)改进工作作风。迅速处理来

信来访。广大控告申诉检察干部主动

放弃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日夜坚守工

作岗位，认真审阅来信，热情接待来

访，该自办的快办，该转办的迅速转

办，不贻误战机。(二)及时向有关部门

提供较可靠的案件线索。对检举刑事

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案件，特别是检举

“七种人”和重大经挤犯罪案件，坚持

优先办理，及时移送公安或经济检察

部门查处。还详细介绍情况，定期了解

查处结果，催促落实，从重从快惩处罪

犯。(三)认真做好自首工作。对来信

或来人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的违法犯

罪分子，认真做好接待及记录，视情况

进行政策、法律教育，启发其彻底交代

罪行，揭发同伙，并及时将案件送有关

部门 处理。3 年共受理来信来访

449912 件，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

部提供案件线索 71458 件；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1392 件；免予刑事处分

1233 件；纠正违法 1449 件；其他处理

8384 件。

1985 年，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各级控申检察部门认

真贯彻了全国第二次控告申诉检察工

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控告申诉

检察处的性质、地位、作用，在集中力

量复查免诉案件的同时，还开展了以

下几项工作：一是坚持检察长亲自处

理信访，解决群众“告状难”。二是深入

区乡、厂矿、学校，以讲话、广播、墙报、

剪报、图片等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法制。

三是积极开展了控告申诉检察联系点

的工作。根据高检院“加强信访工作的

决定”，省院在 1985 年 3 月召开的川

东、川西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片会上，与

各市、分、州院联系，确定了 25 个联系

点。其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全省控告

申诉检察工作会议精神，继续端正业

务指导思想，集中主要精力，抓好控告

申诉案件的查处，积极收集控告卑诉

信息，总结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做好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查处各类控告申

诉案件等方面的经验，及时上报各种

材料。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信函、

文件、电话，以及把基层控申部门干部

请上来，省院和市、分、州院深入下去

的方法进行。四是为经济建设和体制

改革服务。及时受理检举揭发破坏经

济体制改革，侵犯“两户一体”① 利益

的案件，对其中一部份属于检察业务

范围，但事实不清，性质不明的案件进

① 两户一体即专业户、个体户租经济联合体。



行初查，判明性质后分别处理，注意通

过信访不断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

的新动向、新问题，及时向党委和上级

检察院反映，做好信息反馈；及时交流

了重庆市院、新都县院为经济体制改

革服务，保护“两户一体”利益的经验。

通过工作，切实解决了群众控告申诉

的问题，来信来访数量也下降，全年受

理群众来信 来访 120134 (件)次，比

1984 年同期下降 17．3 %。其中首次信

访下降 19．7 % 。(见表 6—1—2)

第二节 办理控告申诉案件

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是人民检察机

关控告申诉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

容。通过办理控告申诉案件，依法检察

处理、惩罚违法犯罪，纠正涉及刑律的

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

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一、办理控告案件

对控告案件的查处是控告申诉部

门对受理的各种控告案件，根据内容，

按照办案规定的程序，及时地予以处

理。

1965 年以前，各级检察机关受理

的控告案件主要是检举反革命和干部

的违法乱纪、贪污，不法资本家偷工减

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

对不属于检察机关范围的控告案件，

按照“归口处理”的原则，分别转公安

机关和其他部门进行处理；对属于检

察业务范围的贪污、侵权、渎职等案件

均及时转内部业务处、室查处，控告申

诉检察部门自办的案件很少。

1981 年 6 月第一次全国检察机

关信访工作会议后，各级检察机关根

据高检院的指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

办案上来。从 1982 年开始逐步重视了

查处控告案件的工作。据 1982 至

1985 年统计，这期间检察机关受理检

举控告案件 140345 件，其中，反革命

139 件，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12357

件，渎职 864 件，侵犯民主权利 10377

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8749 件，

一般违法行为 35111 件，重大责任事

故 1766 件，其他刑事犯罪 70982 件。

对这些检举控告案件按照公、检、法三

机关关于案件管辖范围划分的规定，

分 3 种情况处理。一是属于公安、法院

管辖的案件，及时转办，其中重大的和

急办的案件，主动落实受案单位，使问

题尽快解决 二是属于检察业务范围，

明显构成犯罪的转有关业务部门办

理；三是属可能构成犯罪但性质不明

难以处理的，先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进行初查，判明性质后，对已构成犯罪





的及时转办，对其中个别控告案件需

由控告申诉部门办理的经主管检察长

批准一办到底。

各级检察机关受理控告案件坚持

了“两个优先”和“四个主动”。即优先

受理检举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案

件，特别是检举“七种人”和重大经济

犯罪案件；优先查处检举控告破坏经

济建设、体制改革、侵犯“两户一体”利

益的违法犯罪案件；“四个主动”是重

大案源主动交分管领导阅批；应转办

的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该联办的主

动牵头查处；应向上级反映的主动汇

报请示。通过办理控告案件，有效地打

击了犯罪分子。如1981 年 9月宜宾县

高场区小学和高场中学蔡凤灵等 17

名教师联名向县文教局、检察院、《民

主与法制》编辑部等单位和彭真委员

长写信，控告县人民代表、高场小学教

师谢家勋，利用职务之便，长期猥亵、

奸污女学生多人，要求严惩。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转交省检察院查处。省

院决定此案由宜宾县检察院牵头与有

关单位配合，组成联合调查组，在基本

查明案情的基础上制定侦查方案。在

侦查中，调查组针对隐私案件的特点，

选择适当的地点询问被害人、证人；注

意掌握被调查人的思想情况，区别不

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做好证人、被害

人及其亲属的工作；反复核实谢家勋

作案的时间和被害人当时的年龄；通

过对宜宾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街

道、区乡、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计 100

多人次的调查，获取了 200 多份被害

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物证，终于查明了

谢家勋在 1972～1981 年期间，利用教

学之便，采取金钱引诱和补习功课等

手段，在学校和家中猥亵、强奸学生

18 人。1984 年 6月 19 日县公安局将

谢逮捕。鉴于谢家勋认罪态度较好，于

1985 年 3月 21 日宜宾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谢家勋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此案判处后，社会效果很好。

二、办理不服法院判决、裁定，经

法院复查驳回仍有错误的申诉案件

1951～1953 年，检察机关自办申

诉案件很少。

1954～1957 年，《宪法》颁布后，

随着检察业务的开展，各级检察机关

逐步办理了一些不服法院判决、裁定

经法院复查仍有错误的申诉案件。根

据中共中央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

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

规定”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

质矛盾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处理。对

原处理正确的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对

确属冤、假、错案件和处理不当的建议

法院平反纠正。1956 年 1月，樊德安

之孙樊四海为祖父申诉。1951 年 3 月

24 日，合川县公安局以樊德安在 1949

年前勾结土匪头子抢劫、强奸民女，

1949 年 12 月又勾结土匪抢公粮 5 万

余斤，打死革命战士二人的“事实”，将



樊德安逮捕。同年 3月 30日合川县法

院八分庭召开公审大会，宣判樊德安

的死刑，立即执行。其孙子不服，1953

年向法院申诉。经查明，确系错案。但

当时未能平反。1956 年 5月，经江津

专区监察处陈正荣检举，此案后经江

津分院和合川县检察院组织人员查清

事实，除依法逮捕诬告者邹良才外，还

建议法院对樊德安的冤案给予平反纠

正。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

1961 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

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国家和人

民遭到重大损失，检察机关的正常工

作受到较大的影响，这一期间办理不

服判决的申诉案较少。但对以前的错

案和无理申诉案件，依据政策和法律

进行了妥善的处理。1958 年反革命分

子吴度晨申诉：他并未出卖过党的地

下组织，相反他还为了保全地下组织

的安全而花费了心机，作出了努力。经

过检察机关调查证实，吴度晨不仅自

己叛党，还在敌人审讯其他党员时劝

他人自首，并且还在“清共委员会”任

职，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对这种申诉，

检察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按法律

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1962 年以来，根据中央扩大会议

精神，各级检察机关加强了法律监督，

对不服法院判决裁定的申诉，都积极

进行了查处。仅重庆、宜宾、内江、乐

山、温江 5 个市、专的两级检察院在

1964 年就查处申诉案 230 件。对原处

理正确和基本正确的，维持了原判，驳

回申诉；对确属冤、错案和处理不当的

15件，建议法院依法平反纠正。如：江

津县梁家公社原生产队长丁伯均，

1964 年 5 月被县法院以“四清”后夺

回退赔财物，辱骂党和政府等罪判刑。

丁一直不服，多次到检察院申诉，经

查，确系错案，于 1965 年 3月建议法

院依法给予了纠正。

1978 年，各级检察机关相继重建

以后，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对“文革”前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

冤、假、错案以及“文革”中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蓄意制造的大量的冤、假、

错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复查纠

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精

神，积极进行了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工

作。这期间各级检察部门受理不服法

院判刑的案件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是：

(一)少数单位的干部对党的复查申诉

案件的政策不够理解，心有余悸，对应

平反改判的某些案件长期不能解决。

(二)有的单位互相推诿，耽心纠正一

案，影响一片，怕平反纠正善后工作不

好做，致使一些应该复查的案件长期

不能落实。(三)平反善后工作不落实，

有的长期在外流浪，未解决生活出路，

到检察机关申诉。(四)有的申诉有理，

但要求过高，现行政策解决不了，以致

久诉不息。(五)极少数人无理取闹，乘

机翻案。针对上述情况，各级控告申诉



检察部门做了以下工作：1．对长期不

服判刑的申诉，统一进行清理，分类排

队，逐件研究，找准症结，“定时、定人、

定措施、一包到底”地进行查处。在弄

清事实的基础上，对确属冤、假、错案

的，建议法院依法平反纠正；对无理取

闹的首先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促使息诉。如仍继续纠缠，则召开说理

会、听证会，摆事实、讲道理，对其批评

教育，对其中个别长期纠缠取闹，严重

影响上访秩序、屡教不改、情节恶劣

的，则分别给予收容、遣反，使其认罪

服法，不再缠诉。2、对不服判刑的申

诉，转有关法院查处，定期联系，促使

早日解决问题。3、对善后工作不落实

的，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促使按照党

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使之息诉，

安心生产和工作。

通过上述工作，从 1978 年 8月至

1981 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复查或

参与复查了 125631 件不服法院判处

的申诉案件，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

错案。仅 1978～1979 年复查的 42400

件中就平反冤、假、错案 1657 件，占复

查数的 3．9 %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查

处的“中国青年学习马列小组”反革命

集团 5 个成员及其家属申诉中，发现

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定

在 1973 年就邀约同学熊汉林等 5 人，

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学习马列

小组”，探讨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问

题，纯属一些认识问题，错误定为反革

命集团进行处理，建议法院给予了平

反纠正。这 5个青年及其家属十分感

谢，表示要积极献身“四化”建设，为人

民多作贡献。此后，两名青年考上大

学，3名参加了工作，表现都好。

在复查不服判刑案件的同时，各

级检察院还认真贯彻了高检院《关于

检察纠正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仍在

服刑案件的通知》，组织力量，深入看

守所、监狱和劳改队，配合公安、管教

干警，翻阅服刑罪犯的档案，召开座谈

会，逐案核实。通过复查发现，四川服

刑的罪犯中没有纯系因反对林彪、“四

人帮”而被逮捕的，只是在认定犯罪事

实里写有“攻击林彪”“为刘少奇歌功

颂德”的字句，共计 20件、20人。经与

法院联系，分别不同情况作了纠正。据

同年底统计，平反释放 3 件、3 人，减

刑 5件、5人，删掉原判决书某些不当

词句，仍维持原判的 4件、4人。

1982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认真贯彻全国、全省第三次信访工作

会议精神，积极办理了不服法院判决

的申诉案。全年共受理不服判刑的申

诉案 21416 件，通过查处，依法平反纠

正73件 74 人。在办案中，各地采取了

以下作法：(一)受理案件时，首先审查

是否确有错误，如发现有明显冤、假、

错的则立案复查；相反，则驳回申诉，

转有关法院查处。(二)对需要复查的，

根据案件的大小难易分别办理。一般

的申诉案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派



人携卷下乡、下厂进行复查；重大复

杂、阻力较大、拖着、顶着不办的，由检

察长亲自参加，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与

公安、法院组成联合工作组共同复查。

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写出复查结论，

提出处理意见。(三)区别不同情况进

行处理。对确属冤、假、错案的，主动与

有关法院联系或发出提请改判建议书

建议纠正；有争议的案件向上一级法

院反映，按有关法律，妥善解决。对原

判正确的，则驳回申诉，并耐心细致地

做好思想工作。(四)协助或催促有关

单位落实善后工作，直到问题彻底解

决为止。如省检察院办理的陶英才不

服判刑一案。陶英才，原河北省顺义县

人，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和财政部缉

私署受训，历任财政部助理员、报务员

等职。解放后任四川省邻水县税务局

办事员。1952 年 2月 22 日，川东公安

厅以“军统特务”等罪将其逮捕。1954

年 4月 29 日，被四川省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5年。陶在劳动改造、就业中，一

直不服并向四川省检察院申诉，省检

察院于 1957 年 7 月 5 日作出原判正

确，予以驳回的决定后，陶仍然不服，

继续申诉。1981 年 10月省检察院受

理后，先后派人到雅安、武汉、南京等

地询问申诉人和证人，查阅四川省档

案馆和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历史

档案，证实了原判主要事实失实，建议

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告无罪。当陶英才

颤抖着双手接过无罪判决书时，感动

地流下了热泪，连声说“感谢检察院的

干部为我昭雪平反，社会主义好、共产

党好。”

1983～1984 年，全省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严厉

打击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和整顿社会

治安的有关政策》以及中央领导的有

关指示，积极办理不服法院判决的再

申诉案件 30157 件，通过查处仅 1983

年就平反冤、假、错案 121 件、130 人，

使含冤受屈者得到了平反纠正。在查

处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作法：(一)

不断提高认识，解决“苦、难、烦”的思

想，增强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件工作

的自觉性。(二)认真审阅原卷，坚持

“四对照、四看”，即原判犯罪事实和证

据相对照，看有无证据，证据是否充

分；原判事实和口供对照，看是否一

致，有无矛盾；原判所列罪与当时的政

策对照，看定罪科刑是否恰当；原判事

实依据和现在的申诉相对照，看有什

么分歧，申诉是否有理。吃透案情，拟

出调查提纲。(三)抓住主要矛盾，找有

关人员进行调查，去伪存真，弄清事实

真相，写出调查报告。(四)对确属冤、

假、错案，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平反纠正

及善后工作；对申诉无理者，除发出

“驳回通知书”外，还深入到劳改场所

或申诉人家中，以党的政策和法律，耐

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五)定期回

访。发现未落实或遗留的问题，配合有

关部门解决，不留尾巴。通过上述工



作，落实了党的政策，调动了积极因

素，无理申诉的受到了教育，促进了安

定团结。如：新疆乌苏县下双河三营中

学教员李天成，1952 年被开江县人民

法庭以“解放前仗势强奸妇女，解放后

抗拒减退，顽固不赔”等罪行判处无期

徒刑，1955 年改判有期徒刑 15 年，本

人不服。从 1979 年以来，先后四次向

县法院申诉，均未得到答复。1983 年 1

月，开江县检察院收到李天成的申诉

信后，认真进行了研究，调阅了原卷，

发现疑点甚多。派人调查证实，原判主

要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建议县法院撤

销了原判，对李天成宣告无罪。终于使

含冤受屈 30 多年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纠正。他在暑假带着全家老小专程回

四川向开江县检察院表示感谢。

1985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察部

门，认真贯彻全国第二次控申检察工

作会议精神，继续作好平反冤、假、错

案的工作。全年共受理不服法院判决

的申诉 17189 件，检察机关自行查处

984 件，平反纠正冤、假、错案 138 件。

在办案中，坚持了“两人办案、科内讨

论、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程序。在

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属冤、假、错案

件，建议法院依法平反纠正；对无理纠

缠、取闹的，送法上门，晓之以理，明之

以法，促 其服判息诉。如：贵州省通用

机械厂阎永良不服重庆市军事法庭判

处死缓一案。阎永良系贵州修文人，解

放前参加“青年军联谊会”任常务理

事，被国民党任命为青年军联谊会贵

州支委副特派员，解放后任重庆市屠

宰公司会计。1953 年 2月 2 日被重庆

市军事法院以密报进步学生史健、彭

祖年，使两人惨遭杀害；参加中统组织

“国语研究社”任社长，组织青年军应

变“打游击”等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阎永良及其亲属不服，于 1956 年 9月

13 日开始申诉，到 1984 年，先后向中

央、省、市写信上访 100 多次，要求复

查平反冤案。重庆市检察院受理后，派

人深入发案地进行全面调查，在贵

州、省内 10 多个档案馆和资料部门查

阅了 75 卷历史档案，详细阅读了 300

多万字的材料，走访了 10 多个证人，

终于查明，原判主罪和其他大部分罪

恶事实失实。建议重庆市中级人民法

院给予平反纠正。当阎永良接到无罪

判决书后，全家祖孙三代十分感激，连

声称赞共产党英明伟大。

三、复查免诉案件

复查免诉案件，是控告申诉检察

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1981 年以前，

主要是受理来信来访，复查免诉案件

较少。

1982 年控申检察工作的重点转

移到办案上以后，各级检察机关逐步

办理了一些不服检察机关免诉的案

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四川省江安

县柑桔研究所顾问、县政协常委张文

湘，1953 年在西南农学院任教时，被



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局以“勾结地方势

力，参加反革命叛乱、私藏枪支、攻打

解放军”等反革命罪予以逮捕。经省公

安厅预审终结否定上述罪行。但又以

“发现新罪”于 1957 年移送省检察院

审查起诉。省检察院复查后决定“免予

起诉”予以释放。张文湘不服，多次申

诉没有结果。1982 年 4月中共四川省

委统战部商请省检察院再次复查。省

检察院受理后先后到宜宾、南溪、江安

等地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询问了有

关证人。调查证实原处理依据失实。在

复查过程中还了解到张文湘经过几十

年的刻苦研究和国内新老专家合作，

使美国夏橙和脐橙在我国安家落户，

在被关押和释放出狱以后仍勤勤恳恳

从事柑桔优良品种的研究和推广工

作，为发展四川省柑桔生产作出了较

大贡献。经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研究

撤销原免予起诉决定，宣告张文湘无

罪，并建议有关部门落实恢复工资和

教授职称，使这个 20 多年的错案得到

了纠正。

1983 年 1 月，中央转发了两院一

部《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

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的报告》。

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省检察院派出

两个工作组到重庆、内江等地，对历年

检察机关办理的免予起诉等案件进行

调查。发现内江地区可能属于错案需

要复查的有 122 件，占调查摸底数

643 件的 18．9 % ；重庆 4 个区、县可能

属于错案需要复查的 75 件，占摸底总

数 232 件的 32．3 % 。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草拟了《关于进一步复查纠正检

察机关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几点

意见》，明确了复查的范围和重点，对

历史反革命、三反运动中的贪污案件、

盗窃案件、投机倒把案件等，提出了应

注意的问题。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中央

精神和省检察院的要求，也主动地对

经手办理的部分案件进行了清理和查

处。

1984 年 11 月，为贯彻中央文件

精神，省院及时召开了全省控告申诉

检察工作会议，除讨论研究工作任务

和办案范围外，部署了继续复查纠正

检察机关经手办理案件中的冤、假、错

案。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复查范围。

主要是复查纠正检察机关办理的免诉

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凡本人和亲属

提出申诉、有关单位和办案人员要求

复查，检察机关清档、阅卷发现可能是

冤、假、错案的要逐件进行复查。涉及

归侨、在台人员家属、起义投诚人员、

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地下党员等的申

诉要优先复查。(二)复查原则和处理

意见。复查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

纠、不错不纠的方针。对“文革”前的历

史老案，坚决贯彻中央“宜宽不宜严、

宜粗不宜细、宜解不宜结”的方针，可

严可宽的从宽处理，罪错难分的按错



认定。对原处理主要事实失实的或原

处理的主要事实存在但定性错了或者

按当时的政策法律不应当处理的实事

求是地予以纠正；主要事实没有出入，

定性准确，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有某些

出入的维持原处理决定。对“严打”以

来处理的免诉案件，按照中央有关规

定认真复查处理。对事实不清，以及在

过去已作处理后未发现漏罪或重新犯

罪而作了免诉处理的，应复查纠正；对

定罪基本准确，只是处理重了或罪行

轻微可处理、可不处理而作了免诉处

理的，可以维持原处理意见。(三)时间

要求。对“文革”前检察机关处理的免

诉案件，已进行初步清理的应在 1985

年 6 月底前复查完毕；尚未进行清理

的要统筹安排，抽出一定力量集中进

行清理复查，力争在 1985 年 9月底前

复查处理完毕。各市、分、州院对所属

县(区)院已复查处理完毕的要逐件检

查验收；不合要求的要补查复验。省检

察院拟在 1985 年三季度会同有关市、

分、州院重点检查验收，复查结束后各

地都应总结上报。

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底，各级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集中时间对检察机

关办理的免诉案件进行了复查。截止

1985 年底，各级检察机关共翻阅案卷

50 多万个，清理出免诉案 13463 件，

其中：检察院重建前处理 3443 件，阅

卷筛选后决定复查 2695 件，经过认真

复查，依法平反纠正 724 件，占复查总

数的 26．9 % 。重建后处理的 10020

件，本人有申诉和检察机关认为可能

有错作了复查的 3219 件，平反纠正

167 件，占复查总数 5．2 % 。

在复查中，具体作法是：(一)提高

干警对复查平反免诉案件的认识，加

强领导。(二)彻底清档阅卷，确定复查

对象。复查中坚持了“四核对”①对于

有名字无案卷的则到公安、法院、档案

馆、原发案单位进行查找，请老政法人

员座谈回忆，基本上找齐了需要复查

的全部案卷。在清理的基础上，采取

“个人或交叉阅卷，集体讨论”的形式

逐件研究，对原处理正确的不再复查，

对事实不清，定性不准，可能有错的则

确定为复查对象，落实专人，写出调查

提纲，排出调查线索进行调查。(三)查

清事实，依法处理。在复查中采取“定

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的办

法，统一组织力量，分片包干，对原认

定事实，逐一调查核实。在查清事实的

基础上，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对案件

进行具体分析，对事实清楚，定性准

确、处理恰当的，维持原处理意见；对

①“四核对”即：把文书档案中历年的统计报表与收案登记簿相核对；把免诉案件花名册与实存的案

卷相核对；把被免诉人员与受免予刑事处分人员花名册相核对；把初步掌握到的免诉案件底数与有关派出

所、居委会、乡治安员相核对。



主要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处理不当

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撤销原免诉决

定。通过复查纠正免诉案件中的冤、

假、错案，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一

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更加

深入人心，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二

是激发了革命干劲，调动了被撤免人

员及其亲属干“四化”的积极性；三是

扩大了检察机关在群众中的声望。仅

达县地区两级检察院在一个月内就先

后收到撤免人员及其亲属写来的感谢

信 32 封，专程来检察院致谢的达 100

多人。纷纷表示要为四化建设贡献力

量。原地下党员邓笃才免诉案，经通江

县检察院复查，撤销了原免诉决定，地

委决定恢复他的党藉和公职后，激动

得热泪盈眶，表示一定要保持晚节，为

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由于这项工作做

得扎实，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充分

肯定，不仅在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

会议上介绍了四川控申部门复查免诉

案件的作法，还转发了部分复查免诉

工作的经验材料，在全国检察机关推

广了这一作法，得到了许多兄弟省院

的好评。

四、查处“告急”案件

查处“告急”案件，是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对于可能发生矛盾激化、导致

严重后果，酿成刑事案件的控告申诉

及时地予以受理，以防止矛盾激化，预

防和减少犯罪。

1950～1960 年，各级检察机关查

处“告急”案件极少。

1978～1982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在处理来信来访中，普遍注意

了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告急信访。特

别是 1982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认真贯彻全国第三次信访会议和省检

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注

意把处理“告急”案件，防止矛盾激化，

作为综合治理的一项措施来抓。一方

面耐心细致地做来访人的工作；另一

方面，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1982 年 11月 25 日，

新都县大丰乡场镇社会青年杨长明满

脸怒气到新都县检察院告状。进门就

说：“家中有四口人，无生活来源，最近

县上招人到深圳工作，我各方面都合

格，但杨乡长就是不让我去，我到有关

部门去说，还被训了一顿，实在投法，

只好到检察院来存个案，等把杨乡长

杀了以后，你们起诉时好考虑一下我

杀人的原因，得到公正处理。”县检察

院的同志面对准备行凶韵来访者，一

方面主动让坐、倒水，缓解怨气；另方

面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出主要矛

盾，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

到这种想法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并指

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经过做工作，杨长

明不仅打消了准备杀人的念头，还感

激地说：“检察院的干部对我这样热

情、关心，我一定听你们的话，回去好

好找工作干。”杨走后，县检察院的同



志立即给大丰乡党委联系，介绍了情

况，提出了处理意见，使问题得到了妥

善的解决。

1983～1985 年，各级控告申诉检

察部门，加强了“告急”案件的查处，积

极参与综合治理，进一步促进了这项

工作的开展。仅重庆市检察院1984 年

就处理“急、难、险”案 264 件，其中追

究刑事责任 14 件，党政处理 16 件，其

他处理 129 件，帮助联系解决 105 件。

在查处“告急”案中，各地的作法是：

(一)热情接待，宣传法制。凡是来检察

机关控告申诉，扬言要行凶、报复、服

毒、自杀的，都一律热情接待，耐心听

取意见，弄清症结，针对提出的问题和

要求，从宣传法制和党的方针政策入

手，晓以利害，消除犯罪心里，防止矛

盾激化。(二)抓住苗头，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阶段。受理来信来访中，凡是发现

有矛盾激化苗头的，都及时向领导机

关反映，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作，

缓解矛盾，促进问题的解决。(三)主动

“搭桥引线”，配合办案。在接待工作

中，对一些虽不属检察业务范围，但不

解决就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主动与

有关单位联系，适时催促，使问题尽快

得到解决。(四)支持正当要求，坚决打

击犯罪。对控告违法犯罪有理，经查证

属实的，支持受害者的正当要求，依法

惩处罪犯。1985 年 5月，秀山县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到竣岭乡接待了女社

员陈乐珍。陈控告其夫杨正坤、婆婆田

金娥、婶娘龙良建对她非法拘禁、捆

绑、侮辱人格，要求查处，否则不愿活

下去。谭副检察长除对本人耐心疏导

外，并立即派人查处。经查属实后起诉

到法院，对杨、田等人追究了刑事责

任，防止了恶性事件的发生。(五)及时

解决平反善后问题，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1985 年 7月 2 日，垫江县二

中教师胡益谦气冲冲地来到北碚区检

察院申诉：他蒙冤多年，虽已纠正，但

遗留问题多次向有关单位反映未得到

解决。如果再不解决，就先把北碚闹

翻，再去北京上访。张高怀副检察长听

到这个紧急情况后，接待了申诉人。一

方面做他的思想工作，另方面亲自去

区法院联系，与法院同志一起查阅了

原判决卷，发现 1957 年省法院复查

时，改判决定还留有“免予刑事处罚”

的尾巴。经研究一致认为应作彻底纠

正，并退还被没收的财物。3 日后，院

领导再次接待了他，对他提出退还被

没收财物的要求，明确表示一定解决；

同时批评了他的过激情绪，说明解决

这一问题必须依照法律办事，需要时

间，望耐心等待。胡表示打消闹翻北

碚、上京告状的错误念头，等待解决，

回去好好工作。(六)晓之以理，绳之以

法。对不服刑事处罚申诉无理而又在

长期纠缠的来访者，在查清事实的基

础上，摆事实，讲道理，严肃指出其危

害性，教育申诉人认罪、服判、放弃铤

而走险的念头和错误行为。对个别无



理上访、屡教不改的，给予严肃处理。

原渡口矿务局小宝鼎矿工人马永祥，

1977 年因强奸未遂罪判刑 3 年。1980

年刑满释放后，以上访为由，长期流窜

在外，多次被公安机关收容遣送。几年

中到达过中越、中缅边境，企图偷越国

境。1984 年元月，马永祥向渡口市检

察院递交了申诉信，叫嚷“中共大陆政

权太残暴，我要出境向国外呼吁，要爆

炸，要搞一个‘震动’等。”市检察院领

导非常重视，派人对他的案件进行复

查。经查：原判正确，处理恰当。为了

教育挽救马永祥，市检察院与法院协

商，共同派人到马永祥的家乡一一西

昌高草公社找马的爱人与哥哥做工

作，给亲属介绍马永祥的犯罪事实和

复查的情况。1984 年 4月，马家亲属

按照回族的习惯(马是回族)，请四代

高祖率领六名亲属，专程自费到渡口，

配合检察院做马永祥的工作。通过摆

事实、讲法律、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但

马永祥仍执迷不悟。并声称：“我早已

打算炸掉市政府大楼和电厂，如果不

撤销原判，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在

渡口搞 一个‘震动’，猛击惊堂鼓，才

会引起共产党的重视。”马永祥拒不接

受教育，气焰嚣张，为了维护社会治

安，按照法律程序，又给马永祥劳动教

养 3 年的处理，从而震慑了无理取闹

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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