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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

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已于2005年12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00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高检发

释字[2006]2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

准的规定 （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

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对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规定如下： 一、渎职犯罪案件 

（一）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

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

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

、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

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

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

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



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

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

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

，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

、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

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

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

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

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滥用职权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

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

事责任。 （二）玩忽职守案（第三百九十七条） 玩忽职守罪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

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

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

，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

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导致20人以

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

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

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

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

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

、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

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6、造

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7、



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

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 8、严重损害

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

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

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

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玩忽职

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第三百九

十八条）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故意使国家秘密被

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

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

、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1项（件）以上的； 2、泄露机密级国

家秘密2项（件）以上的； 3、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3项（件）

以上的； 4、向非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泄露国家秘密 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防安全或者其他

严重危害后果的； 5、通过口头、书面或者网络等方式向公

众散布、传播国家秘密的； 6、利用职权指使或者强迫他人

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 7、以牟取私

利为目的泄露国家秘密的； 8、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案（第三百九十八条） 过失泄露国家秘

密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

守国家秘密法，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国家秘密载体

，致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

围，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



、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1项（件）以上的； 2、泄露机密级国

家秘密3项（件）以上的； 3、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4项（件）

以上的； 4、违反保密规定，将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或者

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互联网相连接，泄露国家秘密的； 5、泄

露国家秘密或者遗失国家秘密载体，隐瞒不报、不如实提供

有关情况或者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6、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 （五）徇私枉法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 徇私枉法罪

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

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

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明知是没有

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

、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

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2、对明

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

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3、采取伪造、隐匿、

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使罪重

的人受较轻的追诉，或者使罪轻的人受较重的追诉的； 4、

在立案后，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

违反法律的手段，应当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

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

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

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5、在

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

，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



； 6、其他徇私枉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六）民事

、行政枉法裁判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 民事、行政枉

法裁判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

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枉法裁判，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

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枉

法裁判，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

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3、枉

法裁判，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

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

以上的； 4、伪造、变造有关材料、证据，制造假案枉法裁

判的； 5、串通当事人制造伪证，毁灭证据或者篡改庭审笔

录而枉法裁判的； 6、徇私情、私利，明知是伪造、变造的

证据予以采信，或者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或者

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故意错误适用法律而枉法裁判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案（

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是指司法工

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不依法采

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

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

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

失常的； 2、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 3、

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

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 5、其他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

形。 （八）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案（第三百九十九条第

三款）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

判决、裁定活动中，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

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

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 2、造成

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

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3、造成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司

、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5、其他

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九）

私放在押人员案（第四百条第一款） 私放在押人员罪是指司

法工作人员私放在押（包括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立案： 1、私自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放走

，或者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犯放走的； 2、伪造、变造有关法律文书、证明材料，

以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逃跑或者被释放的；

3、为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故意向其通风

报信、提供条件，致使该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

脱逃的； 4、其他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应

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十）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



第四百条第二款）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是指司法工作人

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在

押（包括在羁押场所和押解途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立案： 1、致使依法可能判处或者已经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的； 

２、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3人次以上的； 3、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逃以后，打击报复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被害人、证人和司法工作人员等，或者继续

犯罪的； 4、其他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脱

逃，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十一）徇私舞弊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案（第四百零一条）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刑罚执

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的罪犯，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报请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的； 2、审判人员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条件的罪犯，徇私舞弊，违法裁定减刑、假释或者违法

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3、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的工作

人员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徇私舞弊，违法批

准暂予监外执行的； 4、不具有报请、裁定、决定或者批准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权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伪造有关材料，导致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5、其他徇

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 （十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第四百零二条） 徇

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监察等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予立案： １、对依法可能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２、不移交刑事案件涉

及３人次以上的； 3、司法机关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

然不予移交的； 4、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

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

导阻止移交的； 6、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

案件性质的； 7、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8、其

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