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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

８年６月１６日 高检发控字〔１９９８〕６号） 第一章 任务

和原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完善内部制

约机制，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结合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工

作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的任务是：通过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维护正确的决定、判决

和裁定，纠正错误的决定、判决和裁定，保护申诉人的合法

权益，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条 人民检察

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案件的决

定权与申诉复查权相分离； （二）依照法定程序复查； （三

）全案复查； （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第二章 管辖 第

四条 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是指对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

的刑事处理决定以及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

决、裁定（含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 第五

条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一）不服人民检

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 （二）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

决定的申诉； （三）不服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的申诉； 

（四）不服人民检察院其他处理决定的申诉； （五）不服人

民法院已执行完毕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以及被害人不服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尚在执行中的刑事判决、裁定

的申诉。 第六条 审查起诉部门管辖不服人民法院死刑终审判



决、裁定尚未执行的申诉。 第七条 监所检察部门管辖被告人

及其家属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尚在执行中的刑

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第八条 县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下列刑事

申诉： （一）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另有规定的除外）； （

二）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

的申诉。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分、州、市院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 （一）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被害人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在七日内提出的

申诉； （三）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查决定的申诉； （四

）不服同级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

裁定的申诉。 第十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

一）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被害

人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在七日内提出的申诉

； （三）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查决定的申诉； （四）不

服同级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

的申诉。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下列刑事申诉： （一

）不服本院决定的申诉； （二）被害人不服下一级人民检察

院不起诉决定，在七日内提出的申诉； （三）不服下一级人

民检察院复查决定的申诉； （四）不服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检

察院在必要时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申诉案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

复查，也可以复查由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申诉案件。 第三

章 受理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的，

也应受理。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受理申诉人的申诉时，应

告知申诉人出具申诉书，提出认为原处理决定、判决、裁定



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并提供原决定书、判决书、裁定书的

副本或复制件。申诉人口头提出申诉的，应写成笔录，并有

申诉人签名或盖章。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申诉人的刑事

申诉后，应填写《刑事申诉受理登记表》，对申诉材料进行

审查，并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刑

事申诉，应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或有关部门，并

通知申诉人； （二）对认为需要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应制

作《刑事申诉提请立案复查报告》，经承办部门负责人或主

管检察长批准后立案复查； （三）对不需要立案复查的刑事

申诉，经承办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制作《刑事申诉不立案复

查通知书》，通知申诉人。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刑事申诉，应当立案复查： （一）不服人民检察院

不起诉决定，七日内提出申诉的； （二）原处理决定、判决

或裁定有错误可能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或本院检察长

交办的。 第十七条 原处理决定、判决或裁定是否有错误可能

，应从以下方面审查： （一）申诉人是否提出了足以改变原

处理结果的新的事实或证据；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确

实、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四）处罚是否适当； （五）有

无违反案件管辖权限及其他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 （六

）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办理该案件的时候，有无贪污受

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第十八条 对应由上一级检察

院受理的刑事申诉，申诉人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申诉材料后三日内将复查

决定书、复查终结报告及讨论案件记录等材料报送上一级人

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对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七日内提出的



申诉，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

后三日内，将申诉材料连同案卷一并移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后三日内调卷复查。下级人民检

察院收到调卷函后，应在三日内将案卷寄出。 第四章 复查 第

二十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进行，

原承办人员不得参与。 第二十一条 对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案

件，应全面审查申诉材料和全部案卷，并制作《阅卷笔录》

。 第二十二条 经审查认为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有其它

需要核实的问题时，应当拟定调查提纲，经承办部门负责人

同意后进行补充调查。 第二十三条 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

询问原案当事人、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制作《调查笔录

》。调查笔录应当经被调查人确认无误，由其签名或盖章。 

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的勘验、检查笔

录和鉴定结论，认为需要复核时，可以进行复核，也可以对

专门问题进行鉴定或补充鉴定。 第二十四条 刑事申诉案件经

复查符合下列标准的可以结案： （一）原认定的事实、证据

和适用法律等情况已经审查清楚； （二）申诉人提出的新的

事实、证据已经调查清楚；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

问题，已经作出必要的补充调查。 第二十五条 对复查终结的

刑事申诉案件，应制作《刑事申诉复查终结报告》。《刑事

申诉复查终结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诉人基本情

况及与原案的关系； （二）案由及案件来源； （三）原处理

情况、原认定事实及适用的法律； （四）申诉理由、依据及

请求； （五）复查简要过程、复查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六

）复查处理意见； （七）承办人签名及年、月、日。 第二十



六条 刑事申诉案件经部门集体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后，报检

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七条 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需要提出抗诉

的，复查部门提出抗诉意见，连同案卷一并移送审查起诉部

门审查，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八条 

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

复查后，不论决定是否提出抗诉，均应制作《刑事申诉复查

通知书》，并在十日内通知申诉人。 第二十九条 对不服人民

检察院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复查终结后，应制作《刑事申诉

复查决定书》，并在十日内送交申诉人、原案被处理人和有

关部门。 上级人民检察院必要时可制作《纠正案件错误通知

书》，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第三十条 对不服人民检察

院不起诉决定的申诉，立案复查后，应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不起诉决定正确的，予以维持； （二）不起诉决定正

确，但所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不当的，应纠正原

《不起诉决定书》中不当的部分，维持不起诉决定。 （三）

不起诉决定不当，需要判处刑罚的，应撤销不起诉决定，向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复查不起诉案

件的过程中，接到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对被不起诉人起诉的

通知后，应终止复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

本院作出的处理决定或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

事判决、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可

能，可以交主管业务部门立案复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

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处理决定或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刑事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

处理决定或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



定，如果发现有错误可能，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复

查。 第三十三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刑

事申诉案件复查结案后，应将复查决定书或复查通知书送达

申诉人。将刑事申诉复查终结报告、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等

材料上报交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 上级人民检察院收到下级

人民检察院的结案报告后，应在一个月内审查完毕。如果发

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仍有错误可能，可以直接立案复

查，也可以退回下级人民检察院重新复查。 第三十四条 复查

刑事申诉案件，应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办结。案情复杂的，最

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

，应在收到交办文书后十日内立案复查，复查期限适用前款

规定。复查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逾期不能办结时，应向交

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 下级人民检

察院应在刑事申诉案件复查结案后十日内，将复查终结报告

、复查决定书或复查通知书、讨论案件记录的复印件报上一

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五章 执行 第三十六条 对不服不批准

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决定的申诉复查后，决定对犯罪嫌

疑人立案侦查、追诉的，应分别由原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执行。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终结后制作

的《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应当公开宣布，并制作《宣布笔

录》。 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复查决定，可以责成下级人民

检察院宣布执行。 第三十八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

察院的复查决定必须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书面报告上级

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九条 对不服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刑事申诉

案件复查后决定改变原处理决定的，应由作出原处理决定的

人民检察院商请有关部门做好有关善后处理工作。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不服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

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制作《提请抗

诉意见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经审查决定抗诉的，应制作《抗诉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提

出抗诉。由审查起诉部门出席再审法庭，对人民法院再审活

动实施法律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不服各级人民法院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上级人民检察院对

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

诉，经复查决定抗诉的，应制作《抗诉书》，向同级人民法

院提出抗诉。由审查起诉部门出席再审法庭，对人民法院再

审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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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