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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F_9F_E6_9C_BA_E5_c24_277835.htm 第七十六条 (检察机

关的侦查监督)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食口果发

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

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检察院

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

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一

条 伯查监督主要发现和(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的；(三)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五)故意制造冤、

假、错案的；(六)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

的；(七)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八)贪污、挪用

、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孽息的；《几)违反刑事诉讼

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十)违反

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十一)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

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的。《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二

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在审理逮捕、审

查起诉中，应当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违

法情况，应当提出意见通知公安机关纠正。构成犯罪的，移

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所检察部门发现侦查中违

反法律规定的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违

法意见。《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根

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



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检察院刑诉

规则》第三百八十四条 诉讼参与人对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

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提出控告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受理，并及时审查，依法处理。《检察院刑诉规则》

第三百八十五条 对于公安机关执行A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

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

逮捕措施的情况，人民检察院发现有违法情形的，应当通知

纠正。《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

公安机关或者公安人员在侦查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

强制措施等活动中有违法情形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对于情节较轻的违法情形，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

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

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

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

知书。《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出

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当根据公安机关的回复，监督落实情

况；没有回复的，应当督促公安机关回复。《检察院刑诉规

则》第三百八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

，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并抄报上一级公安机关。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意见正确的，应当通知

同级公安机关督促下级公安机关纠正；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

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的意见错误的，应当通知下级人民

检察院撤销纠正违法通知书，并通知同级公安机关。《检察

院刑诉规则》第三百八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审

查起诉部门发现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审查，并报告检察长



。侦查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立案侦查的意见，报请检察

长决定。对于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

的机关处理。《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三百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

审查逮捕部门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或者决

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

根据情节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可以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

纠正意见；情节较重或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报告检

察长决定。(释解)一、侦查监督概述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本法

第8条单独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本法第3条规定，检察和批准逮捕分别是人民检察院两项不

同的职权，而这里的"检察"实质上即是法律监督。对应于第3

条的规定，本法第66条至第70条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批准逮

捕作了规定；本条又专门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

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

公安机关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为了防止逮捕措施的

滥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各国立法例一般都将提请逮捕

和决定逮捕的权力，分赋不同的机关行使，以形成制约机制

，保障逮捕的正确适用。我国宪法和法律将提请批准逮捕和

决定的权力规定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行使，正是为了在

逮捕的适用中形成制约机制。审查批准逮捕正是人民检察院

行使批准逮捕权力的具体活动。所以，审查批准逮捕在性质

上为侦查监督。根据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安全机关、

监狱、人民检察院及军队保卫部门也享有刑事侦查权。人民

检察院对安全机关、监狱等机关的侦查同样行使侦查监督的



职权。侦查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

部分。侦查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进行。公安机

关只有依法开展侦查工作，才能顺利完成侦查任务。人民检

察院通过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能够保障公安

机关的侦查活动依法进行。2．有利于保护诉讼参与人尤其是

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要进行大量的专

门调查工作，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同时，为了保障侦查

工作的顺利进行，往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拘留等强

制措施。如果侦查工作不依法进行，公安机关在进行调查和

采取强制措施等活动中，容易侵犯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尤其是

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可以

保障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依法进行，防止公安机关在侦查活

动中侵犯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3．有利

于保证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侦查工作，是起诉和审判的基

础。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工

作直接关系到刑事案件能否得到及时而正确的处理。人民检

察院对侦查活动依法实行监督，有利于保证侦查工作的质量

，为以后的诉讼打下基础，从而使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

侦查监督的范围侦查监督的范围，是指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

督所指向的公安机关的具体活动的范围。侦查监督是对公安

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根据法律规定，侦

查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公安机关在刑事

诉讼中的专门调查活动的监督。专门调查是指本法规定的讯

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等。人民检察院应

当对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具体包括



这些活动是否依法进行，是否遵守本法关于回避及有关程序

、手续等方面的规定等。例如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监督；讯问是否由侦查人员负责进行，参加

讯问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

犯罪嫌疑人，是否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

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是否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证明文

件；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进行讯问；讯问聋、哑

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且将这

种情况记明笔录；讯问笔录是否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

有能力阅读的，是否向他宣读；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

是否告知其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

告等。2．对公安机关在专门调查工作中必要时采取的强制性

方法的监督。这些强制性方法包括强制扣押、强制检查，冻

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等。3．对公安机关采取、执行

、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的监督。为了保障侦查的顺利进行，

公安机关往往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取

保候审、逮捕等。公安机关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

施的活动，是侦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属于侦查监督的范围

之内。4．对公安机关预审活动的监督。预审，是指公安机关

对已经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的活动。预审是侦查

的重要阶段，预审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得到及

时、正确的处理。预审活动理应在侦查监督的范围之内。5．

对办案期限的监督。为了保证案件及时处理，保障犯罪嫌疑

人的合法权益，本法对侦查羁押期限、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的期限等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是否遵守法律

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也在侦查监督的范围之内。关于侦查



监督有几个问题需说明；(一)关于逮捕决定执行的监督根据

本法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

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

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人民检察院审查以后作出批

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

对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是否立即执行，直

接关系到刑事诉讼能否顺利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公

安机关执行逮捕决定的监督。对逮捕决定执行的监督，包括

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本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

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

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

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有些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

察院的逮捕决定书后不及时执行的情况，有时甚至贻误时机

，使犯罪分子逃跑，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处理。根据该条规定

，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必须立即执行

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执行情况"包括执行的

时间、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现被关押何处，

如果没有抓获犯罪嫌疑人，说明无法执行的原因等。2．本法

第69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

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

察院。"对于逮捕，我国法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公安机关提

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如果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逮捕条件，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接到人

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无论同意与否，均应当立即

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



察院，这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人民检察

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这里的"执行情况"主要是指犯罪嫌疑

人是否被释放、何时被释放、是否转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等内容。3．本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

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

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

中，存在着公安机关释放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而人民检察院又不知晓的情况。批准逮捕作为一项有法律效

力的决定，它是人民检察院经过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证

据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一经作出，公安机关就应当执行逮

捕；但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过程中如果发现了对

犯罪嫌疑人不该逮捕的情况，应当有权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

变更逮捕措施，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公安机关在

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以后，应当通知原批准的

人民检察院。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能够接

受人民检察院对其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监督

。此外，根据本法第13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中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

民检察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对于公安机关执行自侦案

件中逮捕决定的活动，人民检察院也应注意依法进行监督。(

二)关于撤案监督本法第13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

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撤销案件

是发生在侦查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诉讼行为，也属于侦

查监督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

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撤销案件，



终止侦查。"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经侦查查明

的事实不是犯罪事实，或者虽有犯罪事实，不是该犯罪嫌疑

人所为，或者案件属于本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情形，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

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

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死亡

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

照法律规定的撤销案件的条件，监督公安机关的撤案活动是

否合法。本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履行立案监督

职权时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即使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后公安机关

立案了，公安机关有时难免与人民检察院在是否应当立案的

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基于这种情况，公安机关接到人

民检察院立案通知后先予立案而后又予撤销案件的情况可能

会大量出现。为了保障人民检察院立案通知的严肃性，确保

立法规定的立案监督制度的实现，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公

安机关撤案的监督。三、侦查监督的内容和途径侦查监督的

内容，是指需要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予以发现

和纠正的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

和司法实践经验，侦查监督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是我国证据制度的一大特色。根据本法第43

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

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

供和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侦查人员为收集证

据而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不但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



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干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容易

造成冤、假、错案，所以，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活动监督中，

应当切实注意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2．对被

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言、收集

证据的。根据本法规定，公安机关不得以体罚、威胁、诱骗

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

经常运用的两种证据。为了保证被害人、证人有客观地充分

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必须严禁对被害人、证人以非法手段获

取证据，以保护被害人、证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的正确

处理。所以，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证人

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监督。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和

私自涂改证据的。证据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

得到正确处理，侦查人员出于各种非法目的伪造、隐匿、销

毁、调换和私自涂改证据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有的甚至已经

构成犯罪。这种行为也是侦查监督的重要内容。4．徇私舞弊

，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侦查人在侦查活动中徇私舞弊，

放纵、包庇犯罪分子，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其危害性相当

严重。人民检察院对此应依法予以监督。5．有意制造冤、假

、错案的。有的侦查人员出于私利，或出于泄私愤情绪，甚

至为了报复等非法目的，有意制造冤、假、错案，侵犯了公

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法制的尊严。所以，在侦查监督中要

注意发现和纠正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行为。6。在侦查活

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

贪赃受贿或者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的行为，是司

法腐败的重要表现。这种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

象，败坏了干部队伍的素质，而且往往严重影响刑事诉讼的



依法正常进行。所以，对这种行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7．在

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的。关于撤案，本法第130条规定了明

确的条件，即"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撤案

是一种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非常重大的诉讼行为。不应当

撤案而撤案，会造成放纵犯罪，不利于维护国家、社会和公

民个人的利益。所以，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的行为是严

重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侦查监督活动予以纠正和杜绝。8．

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孳息的。根据本

法第198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

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侦查人员贪污、挪用或者调换扣押、

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9．违反刑事诉讼法

关于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公安机关在侦

查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等强制措施，而且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拘留的，

公安机关是法定的执行机关。所以，采取、执行、变更、撤

销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重要的诉讼行为。对

于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本法分别规定了明确

的条件、程序等内容，以保障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保障刑

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违反本法关

于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行为，也是侦查

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10．违反办案期限规定的。关于办案

期限，本法有明确规定；而且，对于如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本法也有具体规定。公安机关是否遵守立法关于侦查期限

的规定，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到案件能



否得到及时处理。所以，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发现公安

机关违反立法关于办案期限规定的，应当依法纠正。 、11．

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侦查监督的途径，是

指人民检察院为履行侦查监督职能而获取公安机关侦查活动

的情况信息、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具体方

式。侦查监督的途径是人民检察院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前提

条件。如果没有获取和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情况信息

的途径，侦查监督便无从谈起。侦查监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

的。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

方式了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情况，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

中的违法行为。本法对侦查监督的主要途径有明确的规定，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1。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审

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在本质上不是侦查监督，但它们是人

民检察院获取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情况信息、发现违法行为的

途径。2．人民检察院通过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

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本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

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另外，根据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经验

，人民检察院也可以通过参加公安机关的具体侦查活动，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3．本法第14条明确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

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诉讼参与人对于公安机关侦查人

员在侦查活动中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向人民检

察院提出的，便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一个途

径。对于这种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并及时审查。发

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要依法处理。4．通



过审查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情

况的通知、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通

知，发现违法情况，履行侦查监督职能。根据本法规定，对

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必须立即执行，并

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

捕的，公安机关必须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并将执

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采

取逮捕强制措施不当，撤销、变更逮捕强制措施的，应当通

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撤案的，如

果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应立即释放，并通知原批准的人民

检察院。对于上述通知，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发现公

安机关或者公安人员在侦查或者采取、执行、变更、撤销强

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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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