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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及相关法条解析 －－－大纲第四章审判管辖部分的重点

提示 一、级别管辖 1.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具

体包括：①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这

里仅有犯罪性质的要求而没有罪刑轻重的要求；②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这里只有罪刑轻重的要求

而没有犯罪性质的要求；③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这里的

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和国籍不明的人。 

注意：⑴“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是指犯罪主体是外国人

的案件，不包括外国人是被害人的案件，也不包括香港、澳

门、台湾居民犯罪的案件（除非该外国人被害案件的被告人

或者港澳台居民所犯罪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对

于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在港、澳

、台居住的中国公民或者其住所地是在港、澳、台的单位，

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⑵立法上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采用了列举方式，但并不是说这三类案件必须由

中级法院进行第一审，而是最低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

审，并不排除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

第一审。⑶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刑事诉讼与民事

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的规定不同。在民事诉讼中，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的案件为：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如专利

纠纷案件等（《民事诉讼法》第 19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 

、 2 条）。在行政诉讼中，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为：确

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对国务院各部门或

省级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本辖区

内重大、复杂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 14 条）。 2. 级别管

辖的特殊情形 ⑴《刑事诉讼法》第 23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

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

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

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

判。”此条规定有两种情况：一是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依

法应当由下级人民法院一审的案件，前提是在必要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是指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影响巨大以及下级人民

法院的审判遇到其他困难等情形。但这种决定必须在下级人

民法院第一审宣判之前作出，并应当下达改变管辖决定书，

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的羁押场所和当事人。

二是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把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请求移送上

级人民法院审判。这种移送以案情重大、复杂为前提，并且

在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后才能移送。“刑诉解释”第 16 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对于认为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可能判处无期

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应当经合议庭报请院长决定后，在案件审理期限届满十五

日以前书面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移送申请十

日内作出决定。中级人民法院不同意移送的，应当向该基层

人民法院下达不同意移送决定书，由该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审

判；同意移送的，应当向该基层人民法院下达同意移送决定

书，并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基层人民法院接到上级人



民法院同意移送决定书后，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

人，并将起诉材料退回同级人民检察院。上述规定虽然是基

层人民法院向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规定，其他级别之间

的移送也应当参照执行。 ⑵ “刑诉解释”第 4 条规定，人民

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不需要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依法审理，不再交基层人民法

院审理。此处规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即这种情形

下中级法院既可以将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理，也可以自己继

续审理。我们认为，根据刑事诉讼理论通说，管辖实行“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高级别的法院在此种情况下，应以自己

审判为宜，不宜交给下级法院。 ⑶根据“六机关规定”第 5 

条的规定，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

管辖的，不能再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注意：关于管辖权

的转移，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的规定有所不同

：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把本院管辖

的第一审案件交给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法》第 39 

条、《行政诉讼法》第 23 条）。 ⑷ “刑诉解释”第 5 条规定

，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

其中一人或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

法院管辖。 ⑸基层人民法院对已经受理的案件，认为可能判

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请求移送中级人民法院。 二、地

区管辖 级别管辖是从纵向解决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作第一

审管辖的，而地区管辖则是在明确案件级别管辖的基础上，

确定某一案件由该级人民法院中的哪一个人民法院管辖，是

从横向解决案件的管辖问题。只有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都解



决了，案件的管辖权才能最终落实。 1. 以犯罪地人民法院管

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为辅原则 《刑事诉讼法

》第 24 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

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

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刑诉解释”第 2 条规定，犯罪地是

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

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

生地。由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情况，目前

《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学理解释一般认为包括

以下情形：被告人流窜作案，主要犯罪地难以确定，而其居

住地的群众更了解案件的情况的；被告人在居住地民愤极大

，当地群众要求在当地审判的；可能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管

制或者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因而需要在其居住地

执行的；临时外出的组织成员之间相互进行侵犯的，等等。

被告人居住地包括其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工作或学习

的地点，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2. 以最初受理的人民

法院审判为主，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审判为辅的原则 《刑事

诉讼法》第 25 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

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注意运用此条文的前提条件是“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即几个同级人民法院要么

是犯罪地法院要么是被告人居住地法院。“刑诉解释”第 17 

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尚未开庭审判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

送被告人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所谓主要犯罪地，包

括案件涉及多个地点时对该犯罪的成立起主要作用的行为地

，也包括一人犯数罪时主要罪行的实行地。必要的时候，是



指对查清主要犯罪事实以及及时处理案件更为有利等情况。

该原则也可以解释成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向哪个法院起诉或者自诉人向哪个法院自诉，该

法院就应当受理。 关于地区管辖的确定原则，刑事诉讼与民

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有所不同：⑴在民事诉讼中：①被告所

在地法院管辖为一般原则，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为例外规定

；②民事诉讼中有大量的特殊地区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

法》第 22 至 34 条，“民诉解释”第 6 至 32 条）。⑵在行政

诉讼中：①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为一般原则；②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提起的诉讼

，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③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行政诉讼法》第 17 至 19 条）

。 三、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6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

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

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可见，指定管

辖分为两种情况： 1. 由上级人民法院以指定的方式确定管辖

不明的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不明的情况，诸如刑事案件发生在

两个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交界处，犯罪地不能确定，从而形

成互争管辖或互相推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争议

各方在审限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争议的人民法院分

别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2. 由上级人民法

院以指定的方式改变管辖权 实践中有时会出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不宜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例如，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的

案件、案件在该人民法院审判受到严重干扰而不能很好地行

使审判权等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管辖。注意：这种情况下，上级法院的指定不得改变案件的



级别管辖。 “刑诉解释”第 19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的，应当将指定管辖决定书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

院和其他有关的人民法院。原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在收到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决定书后，不再行使管

辖权。对于公诉案件，应当书面通知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并将全部案卷材料退回，同时书面通知当事人；对于自诉

案件，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并

书面通知当事人。 四、专门管辖 1. 军事法院管辖的案件 军事

法院管辖的案件有：违反军人职责罪案件及现役军人、在军

队编制内服务的无军职人员、普通公民危害与破坏国防军事

的犯罪案件。根据 “刑诉解释”第 20 、 21 条的规定，对军

队与地方互涉案件，原则上实行分别管辖的制度，即现役军

人（含军内在编职工）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

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但涉及国家军事

秘密的，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下列案件与军队有关但不属

于军事法院管辖：①非军人、随军家属在部队营区内犯罪的

；②军人在办理退役手续后犯罪的；③现役军人入伍前犯罪

的 ( 需与服役期内犯罪一并审判的除外 ) ；④退役军人在服役

期内犯罪的（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除外）。 2. 铁路运输法院

管辖的案件 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案件是铁路系统公安机关负

责侦破的刑事案件，主要是危害和破坏铁路运输和生产的案

件，破坏铁路交通设施的案件，火车上发生的犯罪案件以及

违反铁路运输法规、制度造成重大事故或严重后果的案件。

铁路运输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因管辖不明而发生争议的，一

般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 五、几种特殊案件的 审判管辖 1. 外

国人在中国领域内犯罪的，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地域



管辖的原则来确定管辖。 2.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

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这种案件由被告人被抓获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刑诉解释”第 7 条） 3.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船舶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船

舶最初停泊的中国口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外的中国航空器内的犯罪，由犯罪发生后该航空

器在中国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

，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确定管辖，没有

协定的，由犯罪发生后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或

者目的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刑诉解释”第 8 、 9 、

10 条） 注意：这三种情况的适用有两个条件：一是犯罪发生

的运输工具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二是发生犯罪时，该中国运

输工具必须是在中国领域外。 4. 中国公民在驻外的中国使领

馆内的犯罪，由该公民主管单位所在地或者他的原户籍所在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刑诉解释”第 11 条） 5. 中国公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犯罪，由该公民离境前的居住地

或者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刑诉解释”第 12 条

） 6.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我国或者我国公民犯

罪，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由该外国人入境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刑诉解释”第 13 条） 7. 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

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

管辖；如果罪犯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

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

由服刑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正在服刑的罪犯在脱逃期间的犯



罪，如果是在犯罪地捕获并发现的，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

辖；如果是被缉捕押解回监狱后发现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人

民法院管辖。（“刑诉解释”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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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