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若干

意见（试行）》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83.htm （１９８７年８月

３１日 〔８７〕高检发（二）字第１８号）各级人民检察院

： 现将《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

）印发各地参照执行。在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汇集报告我院，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附件： 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徒期或者拘役。” 根据刑法规定，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

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一、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 玩忽

职守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八十三

条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

决定》精神，所谓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各级机关、军

队、社会团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员，

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谓依照法律从事

公务的人员，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经人民选举或受国家机关

、军队、社会团体，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

单位的委托、聘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全民所有制或集

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将其全部或部分资产，发包给

个人或若干人负责经营，其承包经营的负责人员和管理工作



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以及群众合作经营

组织和个体经营户的主管负责人，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玩忽职守罪造成重大损失的立案标准 具有下列危害结

果之一的，应认定为重大损失： １．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

伤三人以上的； ２．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的； ３．造成

严重政治影响的，如有损于我国的信誉、形象、威望和地位

等。 关于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各省（区、市）可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提高或降低，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国家工作

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人身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虽

不足规定的标准， 但情况特别严重的，仍应追究当事人的刑

事责任。三、玩忽职守罪的犯罪行为 根据刑法、有关单行法

规和司法实践，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出于过失，在客观上具

有下列行为之一，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则构成玩忽职守罪。

这些犯罪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三个方面。 （一）安全生产

管理方面 １．不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命令和规定，或不执

行劳动保护法规，造成重大伤亡的； ２．滥用职权，擅自变

更规章制度或原定方案和决定，盲目蛮干，造成严重后果的

； ３．对屡次违章作业或违章指挥作业，熟视无睹不加制止

，造成重大伤亡的； ４．已发现隐患或有重大事故预兆，不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造成重大伤亡的； ５．对有关部门或个

人所提出的消除不安全因素或加强安全防范的合理意见、建

议不采纳，造成重大伤亡的； ６．单位领导或主管工作人员

，目睹严重超员、超载的车、船不加制止，或者擅自同意或

委派非驾驶人员驾驶车、船、造成重大伤亡的； ７．擅自批

准不具备有关法规规定的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群众合作经



营组织和个体经营户从事经营或者擅自批准在国家严禁开采

经营的地区进行开采经营，造成重大伤亡的。 （二）基本建

设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方面 ８．违反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更

新改造的有关法规规定，任意批准工程建设项目上马，造成

重大事故的。 ９．擅自将工程项目的勘查设计和施工任务，

委托给不具有相应等级资格的单位或个人，造成重大事故的

； １０．没有设计基础资料（地质、测量、水文、气象等）

，擅自批准或决定进行工程设计，或者对违反设计规范作出

的严重错误设计，不进行审核，擅自批准，造成重大工程质

量低劣和伤亡事故的； １１．没有设计，擅自同意施工，造

成重大伤亡的； １２．对建筑安装工程，不进行质量监督和

检查，放任偷工减料、粗制滥造，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

购销业务活动方面 １３．不问需求和可能，不顾物资的质量

低劣，盲目大量购进，又不采取有效措施处理，致使大批物

资积压、变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１４．未向主管单位

或有关单位了解，盲目同无资金或无货源的另一方进行购销

活动而被诈骗的； １５．对供方销售的不符合质量要求，质

次价高的货物，应该检查而未检查，擅自同意发货，又不坚

持按合同验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１６．不了解对方情

况，擅自将本单位资金借出受骗，或擅自作经济担保，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的； （四）外贸工作方面 １７．违反外贸有关

法规规定，未经咨询，不问客户信誉情况，盲目与外商成交

被诈骗或擅作经济担保，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１８．发现

进口商品质次货劣，或货物残损短少，又不及时采取措施，

致延误索赔期，或擅自决定不依照契约规定索赔，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的； １９．发现出口商品的质量、数量不符合规定



要求，不及时采取措施，致使外商向我索赔，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或严重影响外贸信誉的； ２０．商检人员严重失职，造

成严重后果的； ２１．进口设备、仪器或其它物资到货后，

逾期不提货，造成严重毁损报废的。 （五）信贷工作方面 ２

２．违反金融法规和贷款规章制度，对不符合贷款条件或从

事非法经营活动的贷款方发放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２３．违反贷款审批制度，超越批准权限，擅自决定发放不

应发放的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２４．对社会上人员

或银行、信用社的内部人员冒名贷款，任意批准，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的； ２５．强令金融部门或信贷人员违反信贷原则

、制度规定发放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六）仓储管

理方面 ２６．已发现大量物资霉烂变质，仍让入库，造成严

重损失的； ２７．对仓储物资不执行在库保管养护制度，致

使大批仓储物资遭受严重损失的； ２８．擅离职守或不执行

规章制度，致使仓储失火、爆炸或者大量物资及易燃、易爆

、剧毒等危险物品丢失、被盗、造成严重后果的； ２９．生

产建设物资长期在露天堆放，不予管理，致使严重毁损报废

，后果严重的； ３０．对擅自将有害物品与食品混存，或用

有毒药剂对仓储的大量食用物资进行熏洒等违法行为不加制

止，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财会工作方面 ３１．不监督、

不检查、不执行会计出纳制度，管理严重混乱，致使犯罪分

子大量贪污或盗窃公款的； ３２．不执行财会制度规定，不

认真审核凭证，致使巨额支票或现金被诈骗的； ３３．单位

行政领导人，上级主管单位行政领导人，对明知是违反国家

统一的财政制度、财务制度规定的收支，决定办理或者坚持

办理，情节严重，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八）民政



管理方面 ３４．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负责人员严重失职，致使

本单位发生严重摧残孤、幼、老、弱、盲、聋、哑、残人员

，造成严重后果的； ３５．单位领导人员或主管工作人员严

重失职，致使大量救灾款物被他人非法挪用、骗取和侵吞的

。 （九）文教、医药卫生方面 ３６．教育工作人员严重失职

，造成学生重大伤亡的； ３７．幼儿园领导或教师等，违反

有关规定，造成幼儿重大伤亡的； ３８．医务人员在诊疗护

理工作中，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或其他严重后

果，情节恶劣的； ３９．药品检验人员严重失职，致使大量

伪劣药品流入市场，造成重大伤亡的； ４０．单位负责人员

严重失职，违反食品卫生法规定，因而发生严重食物中毒或

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残疾或者其它

严重后果的； ４１．卫生防疫监督检验人员，不依法履行职

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

有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 （十）邮电管理方面 ４

２．邮电工作人员拒不办理依法应当办理的邮电业务，延误

投递邮件或收发电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 ４３．邮电单位主管人员对下属人员放任不管

，致使邮件、电报大量积压、丢失、毁损、情节恶劣，影响

极坏的。 （十一）工商、税收、海关、审计管理方面 ４４．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擅自给非法经营组织登记

注册，造成严重后果的； ４５．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海关工

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犯罪，情节、后果严重的； 

４６．鉴证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经济合同，违法予以鉴

证，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４７．税收、审计工作



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情节、后果严重的。 （十二）司法

工作方面 ４８．司法工作人员对属于自身职责应管的事，放

任不管，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 ４９．国家工作人员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第一条（一）、（二）、（三）项所列的犯罪人员有追究责

任的不依法处理，或者因受阻挠而不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追究

职责的； ５０．公证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事实与文书违

法予以公证，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三）其他方面 ５１．违

反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规规定，超越审批权限批准采矿或超

越职权颁发采矿许可证，致使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或者

给取得采矿权的单位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２．违反森林法规

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擅自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

者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

严重破坏的； ５３．农业技术人员或农业物资供销人员，对

工作极不负责任，错用、错售种子、农药、兽药，造成严重

后果的； ５４．企业负责人员或产品质量检验人员，对产品

质量极不负责任，致使低劣产品出厂，造成用户人身伤亡或

财产重大损失的； ５５．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致使严重污染

和破坏环境，引起人员伤亡或者造成农、林、牧、副、渔业

重大损失的； ５６．单位主管人员或计量监督管理人员和计

量检定人员，违反计量法规，致使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

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 ５７．国

家工作人员严重失职，致使档案或者珍贵文物损坏、丢失、

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 ５８．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单位

的领导人员和主管工作人员，刁难用户，擅自停水、停电、

停气、停热，或者对此种行为不及时制止，情节恶劣，后果



严重的； ５９．单位主管人员对野蛮装卸不制止，放任不管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６０．单位领导人员对下属人员利

用职权和方便条件，违章翻录、销售和播放有淫秽、反动内

容的音像制品活动，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的； ６１．国

家工作人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致使枪支弹药被盗或者擅自

将枪支弹药借给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的； ６２．破产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因玩忽职守造成企业

破产，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６３．触犯其他单行

法有关玩忽职守犯罪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６４．不履

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其他行为。四．

玩忽职守罪经济损失的计算 １．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

有直接因果关系造成的公共财产毁损、减少的实际价值。间

接经济损失，是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

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凡由于违章贷款

、造成贷款损失而带来的利息损失，应视为直接损失。直接

经济损失是构成玩忽职守罪的重要依据，间接经济损失是定

罪的考虑情节。 ２．行为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行为人确

实无法挽回的那部分经济损失；当行为人无法挽回的直接经

济损失达到“重大损失”的标准时，应予立案。 ３．在对外

贸易和购销活动中，涉及合同纠纷。属于违反合同的民事责

任，通过调解、仲裁或者经人民法院裁决违约方赔偿损失的

财物，可折抵直接经济损失。 ４．立案前或立案后，司法机

关追回的赃款、赃物，挽回的经济损失，仍计算为行为人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在处理时可作为从轻情节考虑。五、

玩忽职守罪责任人员的划分 １．直接责任人员，是指行为人

的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对重大损



失的结果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间接责任人员，是指行

为人的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是造成重

大损失的条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 ２．遇有多因一

果的直接责任者，要分清主要直接责任人员和次要直接责任

人员。分别根据他们在重大损失结果发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确定其罪责地位。 ３．要区分具体实施人员的直接责任

和领导人员的直接责任。如果是具体实施人员受命于领导人

员实施的行为，或者在实施中提出过纠正意见，未被领导人

员采纳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由领导人员负直接责任。如果是

具体实施人员提出了违反有关法规规定的主张、做法，由于

领导人员轻信，同意实施，或者具体实施人员明知受命于领

导所实施的行为，违反有关法规规定，但不向领导人员反映

，仍继续实施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具体实施人员和领导人

员都负直接责任。 ４．要分清职责范围与直接责任的关系。

如果行为人不是其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范围内的作为，或不

作为，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不负直接责任，如果分工不清，

职责不明，就以其实际工作范围和群众公认的职责作为认定

责任的依据。 ５．关于集体研究决定的责任者问题。如果使

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由集体研究作

出错误决定的行为造成的，而且情节恶劣，应追究主持研究

并拍板定案的主要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注： １．重大损

失的标准中的数额，含本数在内。 ２．关于三、玩忽职守罪

的犯罪行为中（一）项第７条所讲的“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

”，是指禁止独眼井开采、禁止自然通风、禁止井下明火明

电照明、明火明电放炮、明刀闸等，应具有抗瓦斯爆炸等重

大灾害的能力。所讲的“国家严禁开采经营的地区”是指严



禁在铁路、公路、桥梁、水体、防洪堤坝、水源地和受保护

的文化古迹及飞机场、国防工程设施等重要建设下面开采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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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