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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法发［１９９８］６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政厅（局）： 现将《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抚恤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工

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国家有关优抚法

规、政策，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各级民政机关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认

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现行优抚法规、政策，根据司法警察

的工作性质，准确、及时办理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事宜。 第

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警

察伤亡抚恤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的政治工作部门，要做好伤亡抚恤的信访接待和政策宣传工

作。关心伤亡司法警察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第五条 各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的政治工作部门，对伤亡司法警察的有关材

料，应当严格管理，详细登记，按牺牲、病故、伤残分类建

立档案，一人一档，长期保存。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六条 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死亡，根据死亡性质确定为： 

（一）革命烈士； （二）因公牺牲； （三）病故。 第七条 

司法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 （



一）因执行审判、检察任务，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

杀害或报复杀害的； （二）因侦查犯罪活动，制止现行犯罪

，追捕、看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平息暴乱、骚乱

，紧急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壮烈牺牲； （三）在（二）款行为

中负伤后因伤死亡或负伤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一年内

因伤口复发死亡的； （四）因维护社会治安，被犯罪分子杀

害或报复杀害的； （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和集

体财产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而牺牲的； （六）因正确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被犯罪分子

杀害或报复杀害的； （七）死难情节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

模的。 第八条 革命烈士的审批程序 （一）由死者所在单位的

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查清死难情节，提供有关

证明材料，并在征求同级民政机关和上一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主管部门的意见后，向所在县（市、市辖区）的人民

政府写出申请报告；民政机关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认真

审核上报的材料，必要时可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配合

下，对死者的死难情节等进行核实。 （二）县（市、市辖区

）人民政府，经研究认为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逐级上报至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厅（局）提出初审意见

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县（市、市辖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当地县（市、市辖区）

人民政府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烈士审批材

料抄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政

治工作部门。 （三）死难情节特别突出的，由民政部审批。 

（四）对死难情节特殊、疑难的，各级民政机关、人民法院

或人民检察院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调查取证、审查结论工



作。对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民政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死者

所在单位。 第九条 司法警察死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批

准为因公牺牲： （一）在执行任务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

人责任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而死亡的； （二）因战致残医

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因伤口复发而死亡的； （三）因公致

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伤口复发而死亡的； （四）因患职业

病（参照卫生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修

订颁发的《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死

亡的； （五）在执行任务中因病猝然死亡的。 因医疗事故死

亡的，也按因公牺牲对待。 第十条 司法警察因公牺牲，由所

在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由发放

一次性抚恤金的民政机关复核，实施监督。 第十一条 司法警

察病故，其死亡性质由所在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认定。 因人民内部矛盾自杀身亡，或非执行任务时遇

意外事故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第十二条 司法警察死亡，根

据死亡性质和本人死亡时的工资收入，由持证明书的死亡司

法警察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机关计发一次性抚恤金。一次

性抚恤金的标准为： （一）革命烈士，４０个月工资； （二

）因公牺牲司法警察，２０个月工资； （三）病故司法警察

，１０个月工资。 第十三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含死亡后

追记、追认功勋）的司法警察死亡后，按以下比例增发一次

性抚恤金： （一）被国家授予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增发３

５％； （二）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英雄模

范荣誉称号的，增发３０％； （三）立一等功的，增发２５

％； （四）立二等功的，增发１５％； （五）立三等功的，

增发５％。 第十四条 司法警察死亡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家属可享受定期抚恤金。 （一）父

、母、抚养人、夫、妻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

定生活收入，但不足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二）子

女未满１８周岁，或虽满１８周岁但因读书或伤残而无生活

来源的； （三）弟、妹未满１８周岁，且必须是依靠其生前

供养的。 第十五条 革命烈士家属是孤老、孤儿的，应当增发

定期抚恤金，其增发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享受定期抚恤金的

２０％。 领取定期抚恤金的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当同时办理

定期抚恤金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民政机关负责发给当年

的定期抚恤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机关凭转移手续，按本地

规定的定期抚恤金标准，从第二年１月起发放。 享受定期抚

恤金的人员死亡，停发定期抚恤金，另外加发半年的定期抚

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 第十六条 司法警察因公牺牲或病故

，符合人事部、财政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暂行规定》条件的，由所在单位发给其遗

属生活补助费。 第十七条 在警务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司法

警察死亡后，除按规定享受以上抚恤外，可增发一次性特别

抚恤金。 第十八条 《革命烈士证明书》、《人民警察因公牺

牲证明书》、《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由民政部统一印制。

证明书的管理，按民政部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

十九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伤残，按致残性质分

为： （一）因战致残； （二）因公致残。 第二十条 司法警

察在制止、侦察犯罪活动中，拘捕、追捕、看管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罪犯，平息骚乱、暴乱，紧急处置重大治安事件

行动，被犯罪分子致残的，属因战致残。 第二十一条 司法警

察因公致残的具体范围是： （一）在从事训练、值勤等任务



或上下班途中，遇到非本人责任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致残

； （二）在维护社会治安，抢救、保护人民生命、国家和集

体财产及其他公民的合法财产中致残； （三）因患职业病致

残。 因医疗事故致残，也按因公致残对待。 第二十二条 伤残

等级根据丧失劳动能力及影响生活能力的程序确定。因战、

因公致残的伤残等级，分为特等、一等、二等甲级、二等乙

级、三等甲级、三等乙级。确定伤残等级的具体条件，按《

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执行。 第二十三条 伤残

司法警察的残情医学鉴定，须在医疗终结后，由县级以上民

政机关指定的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职业病的残情医学鉴

定由省级民政机关指定的职业病鉴定部门作出。 第二十四条 

评残审批程序 （一）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致

残经过和残情等情况；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查后写出证明材料

连同本人伤残档案材料（包括原始证明、病历和现场证人提

供的证明材料等）、书面申请和本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着

制式服装）等一并报送县级以上民政机关审查。 （二）民政

机关审查后认为具备评残资格的，通知本人到指定伤残医学

鉴定小组作出残情鉴定，并根据残情鉴定，写出综合报告，

填写《伤残等级审批表》和伤残证件，连同本人申请、单位

证明等有关材料，一并逐级报送上一级民政机关审批。 （三

）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后认为符合评残条

件的，在《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

填好伤残证件，加盖钢印，并通过县级民政机关将评残证件

发给本人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负责转交本人。 不符合评残

条件的，民政机关应当在《伤残等级审批表》上注明理由，

加盖印章后，连同其他上报材料退回申请人户口所在地的民



政机关。 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当把评残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政治工作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因战、因公致残，医

疗终结三年内申请评残，有档案记载和确切证明，残情符合

三等乙级（含）以上的，可予评定伤残等级；医疗终结三年

后申请补办评残，有档案记载或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二等乙

级（含）以上的，可予补办评残手续。 第二十六条 由于残情

变化，原伤残等级与现残情明显不符合的，应当按规定调整

伤残等级。 第二十七条 伤残证件的发放和管理 （一）因战、

因公致残的司法警察，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评定伤残等级后，发给由民政部统一印制的《人民警察伤残

抚恤证》。 （二）《人民警察伤残抚恤证》是伤残司法警察

证明个人伤残等级和享受抚恤的有效证件，要妥善保管，不

得私自涂改、转借或转让。 （三）伤残证件因保管不善被损

坏，当事人应当及时报告发证的县级民政机关。县级民政机

关审查后认为不能使用的，填写《伤残人员换证补证报批表

》和新伤残证件，连同本人申请及损坏的旧证一并逐级上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换发。 （四）伤残证件遗

失，当事人应当尽力查找，并及时报告发证的县级民政机关

。半年内查找不到，在本人登报声明作废后，由县级民政机

关填写《伤残人员换证补证报批表》和新伤残证件，连同本

人申请一并逐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经

批准后，重新编号，发放新证。 第二十八条 伤残司法警察的

抚恤 （一）伤残司法警察从评残批准之日起计发伤残保健金

，并享受有关公（工）伤和抚恤待遇。 （二）生活不能自理

、饮食起居确需人扶助的离休、退休的特等、一等伤残司法



警察可以享受护理费。 护理费标准按照民政部、财政部的规

定执行，由发放工资或离退休费的单位发放。 （三）伤残司

法警察伤口复发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费、因伤口复发需要到

外地治疗或安装假肢的差旅食宿费等，由所在单位按公（工

）伤待遇办理。 因伤需要配制辅助器械的，按照民政部或所

在地区的具体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伤残司法警察死亡后，

根据有关规定，停发伤残保健金和护理费，同时注销证件，

其家属可以享受以下待遇： （一）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

发证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规定，

由民政机关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符合享受定期

抚恤金条件的，可按照规定领取定期抚恤金，并享受革命烈

士家属待遇。 （二）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后因

伤口复发死亡和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

亡的，民政机关按因公牺牲标准，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

，遗属生活补助费由所在单位按规定发给。 （三）伤残司法

警察因病死亡的，按照所在单位病故人员的规定办理，民政

机关按病故人员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遗属生活补助费

由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发给。 第三十条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时，

当年的伤残保健金由迁出地民政机关发给，从第二年１月起

由迁入地的民政机关发给。 第三十一条 伤残司法警察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民政机关注销其伤残证件，停止抚

恤，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备案。 （一）死

亡； （二）出国定居； （三）被判处徒刑期间、被剥夺政治

权利期间、被通辑期间。 第三十二条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伤

残司法警察，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其

伤残抚恤。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司法警察的伤亡抚恤，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对

伤亡司法警察及其家属的优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

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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