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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C_E5_AE_89_E6_c36_33030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令第66号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已经2003年4

月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9月1日

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 二ΟΟ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公安

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安机关

奖励工作，促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定本条令。 第二条 公安机关奖励工作要服从服务公

安工作全局和中心任务，及时奖励在各项公安工作中做出突

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 第三条 公安机关奖励工作坚持以下原

则： （一）实事求是，按绩施奖； （二）发扬民主，贯彻群

众路线； （三）公开、公平、公正； （四）精神鼓励与物质

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 第四条 公安机关奖励工作实

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公安机关政工部门是奖

励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管理奖励工作。公安

机关其他部门配合政工部门做好奖励工作。 第五条 公安机关

奖励经费列入各级公安机关财务年度预算，从公安业务费中

列支，专款专用。 第二章 奖励的类别、对象和等级 第六条 

奖励分为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 第七条 集体奖励的对象是各

级公安机关建制单位和为完成专项工作临时成立的非建制单

位。 第八条 个人奖励的对象是各级公安机关在职在编人民警

察。 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人民警察，生前有重大贡献或者突

出事迹，符合奖励条件的，可以追授奖励。 第九条 集体奖励



由低至高依次为：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

荣誉称号。 个人奖励由低至高依次为：嘉奖，记三等功、二

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个人荣誉称号是指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一级英雄模范。 第三章 奖励的条件和标

准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集体，应当给予奖励： （一）

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成绩突出的； （二

）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圆满完成

重大活动安全保卫任务，成绩突出的； （三）加强公安基层

基础建设，落实各项管理防范措施，有效预防和制止违法犯

罪活动，成绩突出的； （四）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行

科学、文明、规范管理，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成绩突

出的； （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教育、管理和监督，

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成绩突出的； （六）认真完

成综合管理、警务保障等工作任务，成绩突出的； （七）勇

于探索，大胆创新，有发明创造、革新成果或者创造典型经

验，成绩突出的； （八）密切联系群众，热情为群众服务，

成绩突出的； （九）在其他方面成绩突出的。 第十一条 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一）不畏艰难，不

怕牺牲，积极参加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稳定、治安防范

管理等各项公安保卫工作，成绩突出的； （二）依法行政，

文明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成绩突出的； （三）

锐意进取，勇于探索，有理论创新、革新成果或者创造典型

经验，成绩突出的； （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参加

教育训练，努力提高警务技能，成绩突出的； （五）爱岗敬

业，保持良好作风，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成绩突出的； 

（六）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勇于与社会不良风气做斗争，



成绩突出的； （七）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积极参加抢险救

灾，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绩突出的； （八

）热情为群众服务，做好事，办实事，成绩突出的； （九）

在其他方面成绩突出的。 第十二条 对符合第十条、第十一条

规定条件的集体和个人，根据其事迹及作用、影响，确定奖

励等级。同一事迹只奖励一次。 （一）对成绩突出的，可以

给予嘉奖； （二）对成绩突出，有较大贡献的，可以记三等

功； （三）对成绩显著，有重要贡献的，可以记二等功； （

四）对成绩显著，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可以记一等功； （

五）对成绩卓著，有特殊贡献和重大影响，堪称典范的，可

以授予荣誉称号。 第四章 奖励的审批 第十三条 公安部的批

准权限： （一）全国公安机关集体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和个人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二级英雄模范荣誉

称号奖励； （二）省级公安机关及其正、副厅（局）长和纪

委书记（督察长）、政治部主任嘉奖、记功奖励； （三）公

安部机关及直属单位集体和个人嘉奖、记功奖励。 第十四条 

省级公安机关的批准权限： （一）公安部批准权限以外的本

地区公安机关集体记二等功和个人记一等功、二等功奖励； 

（二）地级公安机关及其正、副局长、政委和纪委书记（督

察长）、政治部主任嘉奖、记三等功奖励； （三）县级公安

机关及其局长、政委记三等功奖励； （四）省级公安机关内

设机构及直属单位集体和个人嘉奖、记三等功奖励。 第十五

条 地级公安机关的批准权限： （一）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权限

以外的本地区公安机关集体和个人记三等功奖励； （二）县

级公安机关及其正、副局长、政委嘉奖奖励； （三）地级公

安机关内设机构及直属单位集体和个人嘉奖奖励。 第十六条 



县级公安机关批准上级公安机关批准权限以外的本地区公安

机关集体和个人嘉奖奖励。 第十七条 铁道部公安局、交通部

公安局、民航总局公安局、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海关总

署缉私局执行省级公安机关的批准权限，其所属下级公安机

关参照执行地级、县级公安机关的批准权限。 第十八条 公安

部部长、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政治部主任、部长

助理的奖励，经公安部党委会议审议，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

九条 对受组织委派，离开原单位执行临时任务的人民警察，

符合奖励条件的，由临时所在单位向原单位介绍情况，由原

单位按照批准权限实施奖励或者申报奖励。 第二十条 对符合

奖励条件的集体和个人，由单位推荐或者政工部门提名，经

所在单位民主评议和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确定申报奖励的

等级，填写奖励审批表，撰写事迹材料和请示，按照批准权

限和程序逐级申报。其中，对公安机关领导班子成员申报奖

励，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事先征求当地党委、政府

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对申报奖励的集体和个人，由奖励批准

机关的政工部门组织考核。其中，对申报授予荣誉称号的集

体、申报记一等功的处级以上建制单位和申报授予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由公安部政工部门考核

。对申报记一等功的非建制单位、科级以下建制单位和申报

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个人，由公安部

授权省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考核。 第二十二条 对集体和个人

的奖励实施前，奖励批准机关的政工部门应当征求本级公安

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意见，根据事迹和奖励条件

，确定奖励等级，并组织公示。 第二十三条 对集体和个人实

施奖励的决定，以奖励批准机关行政首长签署命令的形式下



达，必要时可以召开会议予以宣布。对个人的奖励实施后，

个人的奖励审批表存入本人档案。 第二十四条 年度个人嘉奖

的比例不高于在职在编人民警察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记三等

功以上奖励的比例不高于在职在编人民警察人数的百分之三

。 第二十五条 对在侦破重特大案件、处置突发事件和执行重

大专项工作任务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其上级公安

机关可以行政首长签署嘉奖令的形式及时予以鼓励。 第五章 

获奖的标志和待遇 第二十六条 奖励批准机关对获得奖励的集

体颁发奖匾或者奖状；对获得记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个人颁发

奖章和证书；对获得嘉奖奖 励的个人颁发证书。 第二十七条 

奖匾、奖状、奖章、证书的式样、质地和规格由公安部统一

制定。属于公安部批准权限的由公安部负责制作，属于省级

以下公安机关批准权限的由省级公安机关负责制作。 第二十

八条 奖匾、奖状由获得奖励的集体置放于本单位显著位置。

奖章由获得奖励的个人保存，并可以在参加重要会议或者重

大活动时佩戴在左胸前。 第二十九条 奖匾、奖状、奖章、证

书丢失或者毁损的，该集体或者个人应当向所在公安机关政

工部门报告，并由政工部门核实后按照程序报奖励批准机关

予以补发或者更换。 第三十条 奖励批准机关对获得奖励的集

体和个人按照下列标准颁发奖金： 集体嘉奖五千元，集体三

等功一万元，集体二等功两万元，集体一等功三万元，集体

荣誉称号五万元。 个人嘉奖一千元，个人三等功两千元，个

人二等功五千元，个人一等功一万元，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三万元，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五万元。 奖励批

准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奖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第三

十一条 奖励批准机关对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人民警察追授奖



励时，可以在颁发第三十条规定的奖金之外，颁发特别奖金

。特别奖金的标准由奖励批准机关确定。 第三十二条 获得授

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奖励

的个人，符合条件的，可以推荐进入公安部所属高等院校学

习。 第三十三条 获得授予或者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奖励的个人的子女，符合条件的

，可以保送进入普通公安高等院校学习。 第三十四条 获得记

一等功以上奖励的个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前晋升警衔。 

第三十五条 获得记三等功以上奖励（含追记、追授的）的个

人死亡后，按照有关规定的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多次获

得奖励的，不累积计算，按照其中最高等级奖励的增发比例

计发。 第三十六条 获得奖励的个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

其他待遇。 第六章 获奖对象的教育管理 第三十七条 对获得

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联系制度和管理档

案，定期进行考察，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加强教育和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获得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各级公安机关要在政

治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爱护，使他们保持荣

誉，不断进步。 第三十九条 获得记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个人有

晋升、调离、退休、死亡等情况，或者获得奖励的集体和个

人发生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其所在公安机关要按照程序及

时报告原奖励批准机关。 第七章 奖励的撤销 第四十条 获得

奖励的集体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奖励： （

一）伪造事迹或者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问题，骗取奖励的； 

（二）获得授予荣誉称号奖励的集体发生违法违纪问题，造

成恶劣影响的； （三）获得授予荣誉称号奖励的个人受到开

除处分、劳动教养、刑事处罚，或者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丧



失模范作用的。 第四十一条 撤销奖励，由原奖励申报机关按

照程序报请原奖励批准机关审批。特殊情况下，原奖励批准

机关可以直接撤销奖励。 第四十二条 奖励撤销后，由奖励批

准机关收回奖匾、奖状或者奖章、证书，并停止原获得奖励

的集体或者个人享受的有关待遇。属于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

情形的，同时收回奖金。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获得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奖励的个人逝世后，以

公安部名义发唁电或者唁函，并以公安部部长、公安部政治

部名义分别送花圈，在《人民公安报》发表讣告；获得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奖励的个人逝世后，以

公安部政治部名义发唁电或者唁函、送花圈，在《人民公安

报》发表讣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令适用于全国各级公安机关

，铁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机关和海关缉私机关及其人

民警察。 公安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在编

人员，公安机关见习期人民警察、离退休人民警察、在职在

编工勤人员和公安院校全日制普通学历教育学生参照执行。 

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奖励工作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

纪律条令》。 第四十五条 本条令所称“以上”、“以下”均

含本级。 第四十六条 本条令自二○○三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凡公安机关有关奖励的规定与本条令不一致的，以本条令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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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