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检察机关对法律的调查研究

工作，是在人民检察机关建立后逐步

开展的。民国时期，四川检察厅(处)作

过一点调查，成效甚少。人民检察制度

建立后，特别是检察机关重建后，对政

策法律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发展。

1916 年 11 月至 1917 年 1 月，四

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曹兴蕲率领检察

官数人，在重庆、万县、奉节、大足等县

调查，对三级审判制度徒有虚名的问

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向省长呈文。《呈

文》称：“各县知事兼理司法揆诸司法

独立之旨⋯⋯而上诉机关一时未能遍

设，又不得而已以邻县知事受理轻微

案件之上诉。此次亲巡各属，始患邻县

上诉徒碍诉讼之进行，增当事人之拖

累。盖甲县乙县，初无监督之权，迨经

受理上诉，原审知事，不借口上控不

实，即诿以传解不到，经年累月无复集

讯之期，当事人欲上告，则二审未终

⋯⋯惟按诸三审之判既不相符，则外

多设地方厅及地方公庭”。①

1928 年，四川高等法院检察处对

“女子是否有继承权”的问题进行调

查，向最高法院检察署请示。后最高法

院作了司法解释，并转发全国。其司法

解释称：“女子虽有财产承继权，并无

宗祧承继权。其承受遗产，在未嫁前已

有嗣子，固应与嗣子平分。即未立嗣，

亦应酌当其应继之分，不及主张全部

承受”。

1935 年四川高等法院检察处对

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的体制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后，认为应从法院脱 离，单

独名称，自立机关。并于同年召开的全

国司法会议上提出《提案》。称“民国初

① 1917 年《四川 公报》



各省设立审检两厅，其权限相同，地位

相等。迨至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

改审检厅为法院，而附设检察处。似

检察机关已隶属于法院。苟非熟悉法

院组织者，亦多不知有检察机关之存

在。公文往还，误检察为检查，称检察

官为检查官。推原其故，实用名称不

立，致滋混淆⋯⋯似揭橥名称，明正视

听。免于法院混淆，树检察独立之精

神，释人民视听之惶惑。”① 结果无人

问津，如同一纸空文。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人民检察

署时期，围绕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

革运动开展调查研究。1954 年《宪法》

公布后，这项工作有了发展。

1958 年 3 月 15 日，省检察院向

各级检察院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高检院调查研究工作指示的通知”。指

出，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但调查多，研究少，零碎多，系统

少，注意办案多，注意阶级斗争形势

少，对调查研究的方向也不够明确。各

地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做

到领导动手，全体动员，搞好调查研

究。当前应着重研究阶级斗争形势的

发展和敌情变化，以及执行肃反政策、

策略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结合实际情

况订出规划。各市、分、州院应在文到

一周内，将这方面的情况向省院作一

简要报告。

各地检察机关根据通知的精神，

普遍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部分检察

院制订了工作计划。固定 1／4 以上的

干部搞这项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各地

向党委的请示报告、提供的材料比过

去经常及时了，与兄弟部门的关系更

加融洽了。同时还摸索出一些工作方

法，主要是：

(一)检察机关同有关单位合作开

展调查研究。形式有 3 种：一是公安、

法院、检察统一确定调查内容，分工分

片，集中进行研究。二是公、检、法 3家

会同有关单位联合组织工作组，深入

重点地区专题调查。三是检察机关经

常同公安、法院等兄弟单位交换调查

研究的情况。

(二)领导干部亲自动手。选择一

个基点，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称种“试

验田”。作法有 3种：一种是在参加党

的中心工作中，由检察机关会同公安、

法院，选择基点开展调查，或者由检察

机关单独进行。另一种是检察机关会

同公安、法院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确

定调查研究重点，选择不同类型地区，

如先进、中间、落后等，各自组织干部

分别种“试验田”，定期汇总研究。第三

种是由地区政法党组统一部署，根据

不同时期不同情况，选择重点，确定题

目，由各县通过种“试验田”进行专题

调查，最后专区统一汇总研究。1958

① 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印《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二篇。



年重庆市中区检察院以文化用品商店

为基点种“试验田”，全面系统地掌握

了 11 个营业部、32 个推销组、408 名

职工的政治面貌，从中摸索出违法犯

罪规律，有效地推动了检察业务的开

展。

(三)调查研究与开展各项检察业

务相结合，进一步探索犯罪的特点和

规律。广安县检察院综合研究了 1958

年 1—6 月的批捕、起诉案件，发现大

部分强奸案发生在学校的情况，于是

在办理陈占国强奸学生一案时，及时

依法逮捕了陈犯，建议有关部门作了

公开处理，震慑了犯罪。同时在该县各

类学校教职员工中以“教员陈占国怎

样走上犯罪道路”为题进行法制宣传

教育，收到良好效果。

1965 年 12 月，省检察院遵照高

检院指示，发出了《关于转发高检院

“关于调查研究几个问题的通知”的通

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对办案质量、敌

情动态、领导方法等进行专题调查，针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

施。

1966 年各市、分、州院按照高检

院指示，派出工作组到各县(区)院调

查。涪陵分院派出干部到南川、酉阳、

秀山等县院，对办案质量等专题作了

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全区在审查批

捕、审查起诉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依靠

群众办案的方针。一年来，已办结的

996 件批捕、起诉案件中，深入群众查

证的 108 件，征求处理意见 84 件。对

决定不捕、不诉的罪犯 339 名，依靠群

众处理 204 名，占 60．1 % 。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少数县院对依靠群众

办案的方针贯彻执行不够有力。二是

办案缺乏策略观点。三是办案粗糙，错

批捕 8 人，错起诉 5 人。

1978 年至 1979 年四川检察机关

陆续重建，逐步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

1980～1984 年，各级检察机关除

完成高检院规定的调查研究专题外，

又结合业务开展了专题调查。1980 年

5 月，绵阳地区部分检察院深入到 200

多个财贸、工交、社队企业调查经济领

域中违法犯罪情况，写出专题报告 13

份，受到当地县委赞扬。射洪、三台县

委将县院调查报告批转各乡镇。遂宁

县委十分重视该县检察院的调查报

告，批示“要象整顿社会治安那样整顿

企业管理”，并及时召开了全县商业、

供销等基层单位 700 余人的大会，号

召对经济犯罪展开斗争，会后，查出重

大贪污线索 4 起。

1981 年 3月，省检察院向全省各

地发出加强各级检察院调查研究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一定要重视

调查研究工作，确定一名检察长分管。

成都、重庆、渡口等市检院设立研究

室，其余市、分、州院设研究科，配备 5

～7 人，各县(市、区)院办公室内一般

应设研究组，配备 3～5 人。调查研究

的任务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



针，掌握各项检察业务的情况，总结经

验，进行政策法律研究。调查研究的重

点是。“第一，调查研究中央文件指出

的五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明确打

击重点；第二，调查研究调整国民经济

和关、停、并、转企业中出现犯罪情况，

提出解决办法，及时向党委和上级检

察机关报告；第三，研究实施“两法”，

确保案件质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

解决的意见和建议，推广新经验：第

四，研究开展法纪检察、经济检察的典

型经验，整理典型案例。该通知发出

后，高检院及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

检察院参照执行。

1982 年冬和 1983 年初，为了认

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击拐

卖人口的违法犯罪活动制止妇女盲目

外流的通知》，省检察院先后会同省法

院、省公安厅赴达县、绵阳、涪陵等地，

对几年来惩治拐卖人口罪犯的情况进

行了调查。除审阅案件外还同有关地

县的公检法干部座谈 ．并征求区、社两

级政府的意见，制订了“关于审查批

捕、起诉拐卖人口案件，执行刑事政策

法律的意见”，下发各地。

1983 年，南充地区各级检察院认

真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

计，全区检察机关普遍开展调研工作

并写出专报、情况报告等 350 多份，党

委和上级检察机关转发 98 份。在“严

打”中，他们还针对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和犯罪的新特点，以及怎样区分罪与

非罪的界限等作了专题调查，写出调

查报告110 多份。营山、武胜县院协同

分院调查分析了两起流氓案例，地委

重视。立即转发各县。同时，全区13 个

市、县、区院向各种报刊、电台、广播站

撰写法制宣传稿件 360 多篇，被采用

259 篇。省检察院及时将上述作法通

报全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象南充

分院那样，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把调研

工作做得更好。

同年 8 月，省检察院针对“严打”

中有的地区提出对“七种人”的案件可

否不提起公诉的问题，会同省法院作

了研究，联合发文指出，“对‘七种人’

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应起诉，制作起

诉书并出庭支持公诉”。《通知》在全省

贯彻执行后，保障了检察机关在“严

打”中依法行使检察权。

同年 12 月，省检察院根据“严打”

斗争的需要和办案中存在的问题，经

过调查研究后，会同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处理盗窃案

件的几点意见》。

1984 年 2 月，省检察院会同省纪

委、省法院、省粮食局发出《关于处理

贪污粮食的几点意见》；4 月 7 日又与

省公安厅、省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发出

《关于认定和处理流氓犯罪案件需要

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为执行国家

的法律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为了办理自侦案件，分清罪与非

罪的界限，省检察院于1984 年 3 月向



各市、分、州院发出《四川省人民检察

院关于农村经济犯罪案件政策界限调

查提纲》，高检院二厅于 1984 年 4 月

9 日向全国检察机关转发了此文。

1984 年 5 月省检察院遵照中共

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巩固

发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

的成果和准备第二战役的一些设想〉

的通知》，结合四川实际，会同省公安

厅、省法院制定了《关于捕办少数民

族、民主党派、宗教界、归国华侨、侨眷

等县以上代表人物中的犯罪分子，内

部审批程序的试行意见》，规定少数民

族、民主党派、宗教界、归国华侨、侨眷

等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需要立案

侦查、逮捕的，应分别上报省检察院审

查决定。《试行意见》的实施，为巩固和

发展全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的成果起了良好的作用。

1985 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调查

研究工作有较大发展。一月省检察院

会同乐山市检察院对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分子实用法律的调查。发现在办案

中对“偷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

难于处理，针对这一问题，写出了对

“近亲属”和“自己家里”的理解，以及

这类案件的处理意见，及时向高检院

请示。高检院基本同意省院的意见并

转发全国。后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检

察院联合转发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

要求他们“遵照执行”。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省院在成都召开

了各市、分、州院研究室主任会议，传

达全国检察机关调研会精神，在总结

工作的基础上，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指

导思想、职责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一)指导思想：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和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开展调查研

究。在指导工作、决策、执行政策和运

用法律方面，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

依据和建议。(二)职责范围：调查研究

执行政策、法律的情况，区分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对具体应用法

律问题提出解释意见的建议；与本院

有关业务部门一起，对一个时期、一个

地区、某一方面的刑事犯罪、经济犯罪

活动新的动向、规律、特点以及检察工

作中带有全局性、倾向性的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并配合有关业务

部门总结新鲜经验，解决存在的突出

问题。(三)基本方法：围绕党的中心工

作和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开展调查研

究；上下动手，都要做调查工作。省院

和市、分、州院要侧重选择带长期性、

中期性、战略性的题目进行调查，县院

要从解决现实问题，近期性的题目调

查，以推动调研工作的深入开展。要把

党的现行政策和国家法律一致起来开

展调查研究。要适应犯罪分子手段的

变化，提出司法解释意见和运用法律

意见的建议。(四)具体分工：对执行政

策和法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带全局

性、倾向性的问题以及在区分罪与非



罪界限方面，业务活动、办案经验、典

型案例等方面的问题，以业务部门为

主，研究室(科)派员了解情况。各级检

察院的检察长要加强领导，亲自抓。要

从组织上落实调研工作，建立健全机

构。

各地根据会议精神，采取措施加

强调查研究工作，南充、凉山、遂宁、甘

孜等市、分、州院充实了干部，德阳市

院制定了岗位责任制，为大力开展调

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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