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论反腐败机构之整合 

何家弘 

(本文发表于 2017年第一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摘要：当下中国的反腐败体制存在着多元主体，力量分散；职能重叠，工作

重复；地方领导，独立不足等问题。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改革目标就是要

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这可有三种方案：其一是现有的反腐败机构均维持现状，

但是要接受监察委员会的间接领导；其二是把所有反腐败机构都并入监察委员会

之下；其三是把部分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或部门归入监察委员会。第三种方案

当为首选。反腐败侦查机构整合的要旨在于提升独立性，建立高度集中的反腐败

侦查体制。 

关键词：反腐败 监察委员会 反贪局 

 

2016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成立“国家监察委员

会”。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试点省市将设立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的监察委员会，成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方案》强调，这是“事

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此语意味深长！ 

一、成立监察委员会的意义解读 

从表面看，这一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建

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但是从政治改革的长远目

标来看，这一举措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笔者以为，其一是要从集权走向分权；

其二是要从党治转向法治。 

（一）从集权走向分权 

权力是人类群体性生活的产物。在群体生活中，共同利益需要一些人行使

指挥权或决策权，其他人则要服从。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人际关系就

是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侵蚀性，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必须加

以限制和约束。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限约权力的基本路径就是对权力进行分

割，通过相互制约来达至平衡，譬如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倡导的

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度和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提出

的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分立制度。分权制衡原

则的基本思想在于：任何权力都要有一定形式的制约；而且相互制约的权力之

间应该保持平衡。如果对一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机制，那么这项权力就很容易

变成专制权力；如果一项权力超出了与之相互制约的其他权力，破坏了权力之

间的平衡，那么这项权力就很容易被人滥用。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有权力

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

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①
诚然，权力集中可以提高决策和

执行的效率，但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乃至腐败。 

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②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总体设计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缺少具体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北京，100872。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54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 2012年 9 月版，第 7页。 



2 
 

的情况下，“民主”或者被虚化，或者成为“集中”的附庸。权力过于集中的表

现之一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统一领导和高度重叠。中共中央党校的

刘俊杰教授指出：“在我国，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高处，

有的‘一把手’身兼数职，集党的权力、立法权力、财经权力等于一身，只有

上级权力对其权力制约和制衡，平级没有或缺少权力力量制约其权力。如自身

没有暴露权力腐败问题时，没有权力部门用制度方式有效制约他。”③ 

近年来，“一把手”腐败的现象颇为引人瞩目，而“一把手”腐败多发的原

因之一就是权力太过集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在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的旗帜下，把人权、财权、物权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是人事权。有些“一

把手”自视为党的化身，在集体讨论决策重大问题时喜欢“一言堂”，在干部选

任问题上一人说了算。于是，任人唯亲的现象屡见不鲜，“秘书提拔”就是一个

佐证。在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下，买官卖官的现象也会相当普遍。然而，

当官职成为可以用金钱买卖的“商品”时，官场的腐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因

为行贿上来的官员一定会去受贿甚至索贿。于是，腐败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

造成一片片重灾区——“窝贪”和“串贪”，诸如 2014 年 6 月 7 日偶然地同时

经媒体报道的“广东茂名卖官案”④和“广州白云区买官卖官案”，⑤而 2014 年

7月 1日由媒体披露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案
⑥
更让世人得以窥见军队内部

买官卖官现象之一斑。 

多国经验表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是防治腐败的有效路径。虽然我国不宜

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分立模式和路径

恰是政治改革之要点。六中全会公报将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权力与立法机关”

（人大）、“行政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并提，暗示了国

家监察权与国家行政权的分离。监察权本来就应该是对行政权的一种制约，但

是在监察权依附于行政权的体制下，这种制约就很难发挥实效。这些年来，我

国《行政监察法》的实施状况差强人意，原因之一就是行政监察机关缺乏独立

性。而监督失效也正是权力运行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之一。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监察权的传统。汉王朝开创监察体制，在中央

设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负责监察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在京师设司隶校尉，其

                                                             
③ 刘俊杰：《当代中国权力制衡结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24 页。 
④
 据《京华时报》2014 年 6 月 7 日报道，中央巡视组分批向广东省纪委转交来信共 1884 件，经梳理，属

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共 1708 件，目前已办结 1212 件，正在办理 392 件，尚未办理 104 件。对茂名领导干

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 159 人组织处理已基本完成，降职 8 人，免职 63 人，调整岗位 71

人，提前退休 1 人，诫勉谈话 16 人。参见新华网新闻：《广东 866 名“裸官”被调整岗位》，发表于 2014

年 6 月 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6/07/c_126589700.htm，引用于 2014 年 6 月 29

日。 
⑤
 据《新快报》2014年 6月 7日报道，去年白云肃贪风暴中，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钟向东，连同原区

委书记谷文耀、原副区长吴锦明、原区政党组成员刘健生，成为四位“落难老白云”，而后轮番过堂。6 日，

钟向东出现在广州中院被告席上，被控犯下受贿、贪污、行贿三罪，受贿数额为人民币 207.8 万元、英镑

6000 元。检方指控，钟向东为升迁，从 2003 年至 2007 年，多次行贿谷文耀共人民币 107万元。对此指控，

钟向东没有异议。参见搜狐新闻：《官员行贿百万砸出仕途 受审自称曾两袖清风》，发表于 2014 年 6月 7

日，http://news.sohu.com/20140607/n400533700.shtml，引用于 2014年 6月 29 日。 
⑥
 据《新京报》2014 年 7 月 1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6 月 30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

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

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发表于 2014年 7月 1日，http://mil.sohu.com/20140701/n401591312.shtml，

引用于 2014年 7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6/07/c_126589700.htm，引用于2014年6月29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6/07/c_126589700.htm，引用于2014年6月29
http://news.sohu.com/20140607/n400533700.shtml，引用于2014年6月29
http://mil.sohu.com/20140701/n401591312.shtml，引用于2014年7月6
http://mil.sohu.com/20140701/n401591312.shtml，引用于2014年7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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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包括监督百官，甚至可以纠察丞相和弹劾三公；在地方则划分 13 个监察区

（州），监察长官为刺史，全面监察州内各郡官吏。唐朝的中央司法机关实行“三

权分立”，设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后者即中央监察机关。地方政府分为州、

县、乡、里四级，但在州上设“道”，即监察区，长官为节度使。宋承唐制，中

央仍设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但扩大监察机关职权，不仅可弹劾百官，亦可侦

办官吏。宋朝还在各州府设立可直接上报皇帝的监察官——通判，号称“监州”。

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督察院，但基本上沿袭了监察权独立的体制。不过，监察

权也不可过度膨胀。如果失去其他权力的制约，一权独大，监察权也会导致滥权

甚至专权。例如，汉代刺史的权力不断扩张，至东汉就演化为地方行政长官，改

称“州牧”；唐朝的节度使后来也扩权为地方军政大吏，独霸一方。⑦笔者以为，

正因为中国素有重视监察权的传统，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立主张才独设监察

院。目前，保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防治腐败的作法，《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亦规定各缔约国的反腐败机构应该拥有必要的独立性。⑧因此，

推进国家监察权与国家行政权的分离是分权制衡的路径之一。 

（二）从人治转向法治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当今世界，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应该是法治。然而，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人治传统，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岖曲

折。多年以来，我党实际上采取了“依党治国”的基本路线。执政党依靠自身组

织来治理国家，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稍有不慎就会堕入人治的窠臼。总结历

史教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 2011年宣布“法律体系”已经

形成到这次要建设“法治体系”，虽仅一字之差，但是表达了“法治”目标的提

升。诚然，国人不能期望通过一次会议就实现法治，但是这次会议有可能成为中

国法治发达史中的一座里程碑。 

按照《方案》规定，监察委员会将与同级纪检委合署办公。纪检委的基本职

责是依据《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和党员进行监督检查，包括查处违反党纪的党

员干部。各级监察机关属于政府部门，依据《行政监察法》对政府机构和政府系

统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和检查，包括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

检举，调查处理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1993 年，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提高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纪检机关和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

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同时履行纪检监察两种职能。不过，此前的合署办公

是以纪检为主体，这次试点的合署办公是以监察为主体。诚然，在此框架下的纪

检职权及其行使还需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明确的：监察委员会应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包括查办案件的程序和手

段。换言之，查办贪腐案件要从“法外查办”转向“法内查办”，关键就是要真

正做到“依法办案”。就宏观的改革理念而言，这应该体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

变。 

人类社会反腐败的基本道路是民主与法治，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应该

是“先法治后民主”。推进法治的主要任务是“自上而下”地养成尊重宪法和严

                                                             
⑦ 以上内容可参见何家弘：《从相似到同一——犯罪侦查研究》，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86 页。 
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措

施，确保设有一个或多个机构或者安排了人员专职负责通过执法打击腐败。这类机构或者人员应当拥有根

据缔约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而给予的必要独立性，以便能够在不受任何不正当影响的情况下有效履行职

能。”赵秉志、王志祥、郭理蓉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18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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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律规则的行为习惯，推进民主的基本路径则是“自下而上”地保障民众的知

情权到表达权再到投票权。毫无疑问，反腐败需要法治，但反腐败也可以成为推

进法治的动源。一方面，腐败问题的恶化可以使人们认识到推行法治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另一方面，反腐败很容易凝聚社会民众的共识，形成“倒逼”法治前行

的态势。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拍蝇”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但我国的反腐

败要从治标转向治本，就必须让这运动积累的能量沉淀为制度，把反腐败的成果

固化为法治。换言之，中国要从“运动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就必须推行法

治。 

推行法治有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是立法，其二是施法。执政党的政策当然可

以成为法律，但是党的政策不能代替法律。而且，党的政策一旦变成法律，每个

人都必须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症结不在于立法，而在

于施法。监察的对象不是立法，而是施法，不是百姓，而是官员。其实，法治精

神的要旨就在于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因此，推行法治一定要先治

官后治民。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1 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强

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

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国

家监察权对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二、整合反腐败机构的路径选择 

 当下中国的反腐败体制存在着多元主体，力量分散；职能重叠，工作重复；

地方领导，独立不足等问题。就查办贪腐案件来说，各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

部门和反渎职侵权部门承担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和

检察技术信息部门的工作也与腐败犯罪侦查相关；各级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

部门负责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的侦查，如《刑法》第 163条规定的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第 164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此外，纪检监察

机关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犯罪侦查主体，但实际上从事着贪腐犯罪案件的“准侦

查”活动，而且这支“非正规军”往往还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在这种“多龙治水”的体制下，查办腐败案件的力量是分散的。纪检监察机

关要查腐败，检察机关要查腐败，公安机关也要查腐败，虽然三者之间有职能分

工，但是在查办腐败案件时难免有所重叠。例如，在医疗腐败案件中，医药企业

的行贿对象既包括公立医院的领导等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医生等非国家工

作人员，因此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权进行侦查。又如，党员领导干部的贪腐

行为既违反党纪也违犯国法，纪检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权查办。诚然，按照有关

规定，纪检机关应该只查办尚未构成犯罪的贪腐案件，但是在现实中，罪与非罪

的问题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案件调查阶段。另外，按照“惯例”，

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的贪腐案件也必须由纪检机关先行查办。虽然“调查”与“侦

查”的名称不同，但是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大同小异，因此这种职能的交叉就会造

成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纪检监察机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包括以下基本步骤：第一是受理检

举、控告或处理自行发现的案件线索；第二是对检举、控告或线索的内容进行初

步审查与核实；第三是对那些基本情况属实而且可能构成违法违纪行为的人或事

进行立案；第四是调查取证并审查核实证据，使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对当事人

和证人的询问；第五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如果当事人

                                                             
⑨ 参见“中安在线”文章：《专家谈反腐打老虎：打击金融和省部级高官腐败》，2013 年 1 月 28 日，

http://news.anhuinews.com/system/2013/01/28/005421469.shtml，2014 年 7 月 1 日。 

http://news.anhuinews.com/system/2013/01/28/005421469.shtml，2014年7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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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则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纪检

监察机关也可以等待司法机关判决之后再做出党纪和行政处罚的决定。对于副部

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之后还要上报中共中央，待中央领

导讨论决定之后再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查办腐败案件的程序与上述程序相

似，也包括受理、初查、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如构成犯罪则移送起诉）等基

本步骤。⑩ 

 无论是纪检机关的查办还是检察机关的查办，传统的工作模式都以对有关人

员的查问为主。由于纪检人员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侦查主体，所以其

提取的当事人陈述不能在审判中用作证据。检察机关在受理纪检机关移送的案件

之后，还要由侦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即纪检机关查办时的

“当事人”）重新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或提取书面供述。这基本上是在重复纪检

人员已经做过的事情。纪检机关在办理重大案件的时候，经常会要求检察机关派

员参与办案。虽然检察官的提前介入可以提高纪检机关的办案质量，但是并不能

简化后续的侦查程序，因为检察机关尚未立案。这种联合办案的做法不仅不能避

免重复劳动，而且还有混淆纪检调查与犯罪侦查之嫌。总之，同一个案件，纪检

机关查一遍，检察机关再查一遍。同一个嫌疑人，纪检人员问一遍，检察人员再

问一遍。如此重复，显然是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也必然会影响查办腐败犯罪

的效率。由此可见，整合反腐败力量确是当务之急。 

如前所述，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至于如

何整合，《方案》没有明说，仅强调监察委员会要与司法机关建立“协调衔接机

制”。笔者以为，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因此这次改革试点

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要探索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协调衔接”的路径。当然，反

腐败资源力量的整合并不限于监察与检察，还包括其他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

如公安机关和审计机关。笔者以为，反腐败机构整合可以有三种方案：其一是现

有的反腐败机构均维持现状，但是要接受监察委员会的间接领导；其二是把所有

反腐败机构都并入监察委员会之下,不仅是上述贪腐犯罪侦查部门，还包括审计

部门；其三是把部分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或部门归入监察委员会的麾下。 

在评估上述改革方案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改革的收益，包括反腐败的近期

收益和廉政建设的远期收益，也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包括修改法律的成本、人财

物分割的成本、新机构运行磨合的成本等。笔者以为，第一种改革方案的成本最

低，但是收益也偏低，因为其仅仅实现了由纪检为主的合署到监察为主的合署的

转化，当然还有监察机关的地位提升；第二种改革方案的收益很高，特别是远期

收益，但是成本也最高；第三种改革方案的收益较高，特别是近期收益，而成本

也不太高。综合考量，第三种方案当为首选，而且这似乎也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

中庸之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些机构应该并入监察委员会？其中最受

关注的问题就是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应否并入监察委员会。 

笔者的建议如下：第一，审计机关应该并入监察委员会，因为审计是监察的

重要手段，而且审计署整体并入监察委员会的改革成本也不太高。第二，检察机

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应该并入监察委员会，统一于国家预防腐败局。第三，检

察机关的反贪侦查部门不宜并入监察委员会。 

关于第三点建议，我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基

本环节，犯罪侦查机构是刑事司法系统的重要组分。虽然由监察委员会承担一部

分犯罪侦查职能并非不可，但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制下，由检察机关承担腐败

                                                             
⑩
 参见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5-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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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是更为顺理成章的。有人主张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职

能划归监察委员会，把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留给检察机关。我认为这也

是不合适的，因为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与贪污贿赂犯罪密切关联，甚至交织重叠，

本应由一个机关负责侦查，而且检察机关新近才推行了反贪部门和反渎部门的整

合，不宜反复。其次，把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部门并入监察委员会的改革成本很

高。一方面，《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都要进行修

改；另一方面，把反贪局的人财物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中分离出来需要很大的时

间和人力成本，这样的改革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并发挥实效。最后，腐败犯罪侦查

是技术性很强的专业调查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有很大差异。一方面，中国正在

大力推行法治，腐败犯罪的侦查必须严格依法办案，不能以“双规”等手段代替

法定侦查手段。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反贪侦查工作的发展必须朝向科学化、信息化、大数据化，而这些发展都要求侦

查组织和侦查人员的专业化。11因此，反贪侦查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纪检监

察机关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如何建立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的“协

调衔接机制”？这正是笔者在下文要回答的问题。 

三、提升反贪侦查力的组织模式 

其实，无论是设置在检察机关下面还是设置在监察机关下面，反腐败侦查机

构建设的要旨都在于独立性和集中制。因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在现有机构整合

的基础上，构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总局、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局和分州

市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分局所组成的高度集中的“三级一体化”反腐败侦查体制。

在此须明确三点：第一，区县级检察院不再设立反贪局。第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和分州市检察院的反贪分局都是反贪总局的下设分支机

构，与地方检察院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总局接受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具体来说，反贪总局及其地方局和

分局的工作人员仍然属于检察人员系列，经费和物资保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

责，但反贪总局的局长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名或任命。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联邦

检察体制可为借鉴。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2016年 11月 7日报道，在白宫高级顾问瓦莱丽·加

勒特的一再建议下，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大选投票之前同意在大选后免除联邦

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为何美国总统有权免除联邦调查局长

的职务？因为联邦调查局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美国的联邦检察长是司法部首

长，因此也被译为“司法部长”。美国领土划分为 94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区设一

个联邦检察署，在联邦检察长的指导下相对独立地负责本区的刑事起诉工作。联

邦检察长还领导着联邦的主要犯罪侦查机关，如联邦调查局。后者是司法部中一

个相对独立且高度集中的侦查机构，在美国各地建有 59个地区分部和 426 个驻

区站。虽然在官员腐败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也会和

联邦地区检察署的检察官联合行动，但是其机构是独立的，调查也是独立的。而

这种独立性的保障之一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12
 

在我国，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名或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局长，有

利于保障反贪局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也有利于加强反贪侦查体制的垂直领导。建

立集中型腐败犯罪侦查体制，就要求人员队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以便实现侦查

人员的专业化。专业化是犯罪侦查的发展趋势，也是侦查效率的重要保障。反贪

                                                             
11 参见何家弘：《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中国法学》2007 年第 5 期。 
12 参见何家弘主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14 页。 



7 
 

侦查人员的专业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人员应该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

包括法律知识、侦查知识和行业知识。
13
第二，侦查人员应该掌握相关的专业技

能，如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技能、观察事件和勘察场所的技能、发现和

提取物证的技能等。第三，侦查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既包括先天形成

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14 也包括后天养成的专业思维能力和专业行为习惯。15第

四，侦查人员还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工作经验，既包括个体的经验也包括群体的

经验，既包括直接的经验也包括间接的经验。反贪侦查队伍的稳定性是侦查专业

化的保障。虽然反贪侦查人员属于检察官系列，但是他们与公诉、侦查监督、审

判监督等检察官的工作性质有很大差异。众所周知，优秀的公诉检察官未必能够

成为优秀的犯罪侦查员，反之亦然。如果检察机关中侦查人员与其它部门的人员

之间经常流动，那就不利于侦查人员的专业化。总之，组织集中而且人员稳定的

侦查体制是侦查效率的保障。 

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建议对现行的犯罪侦查管辖进行调整。如前所述，公安

机关目前承担着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案件的侦查职责。然而，公安机关作为

政府行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在查办腐败犯罪的过程中抗拒外界干扰的能力较弱，

而且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三百多种刑事犯罪的任务，查办腐败犯

罪的任务容易淹没在其他那些往往具有紧迫性的工作任务之中。 

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腐犯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腐犯罪并不是发生在两个

相互隔离的社会中，因此由同一个机关统一负责侦查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反贪

侦查效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

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

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

院立案侦查。”这一规定并没有把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因

此检察机关负责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侦查，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

职能管辖的规定。另外，这种侦查管辖的变更并不需要对机构和人员进行大幅调

整，因此改革成本不高，易于推行。总之，这有利于构建一元集中的腐败犯罪侦

查体制。 

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能否建立一支让领导和民众都信赖的腐败犯罪

侦查队伍是关键。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打铁自身硬。检察机关不是预防腐败的

保险箱，查办腐败犯罪的人员也不具有抗拒腐败的天生免疫力。因此，检察机关

必须通过有效的思想教育和制度管理——包括一定意义上的高薪养廉制度，打造

一支查办腐败犯罪的“铁军”。如果“正规军”真正成为了“主力军”，我国的反

腐败资源力量才真正实现了优化配置，才能形成反腐“新常态”。 

 

On Reorgan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He Jiaho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nti-corruption system in China is a pluralist decentralization, 

                                                             
13
 这里说的法律知识主要指与职务犯罪相关的实体法律知识和与职务犯罪侦查相关的程序法律和证据规则

知识；侦查知识主要指侦查学、物证技术学、法医学等学科中与职务犯罪侦查方法和技术有关的知识；行

业知识主要指职务犯罪所涉及的建筑、交通、矿产、土地、林业、医药、教育、环保、工商、税务、海关

等行业中与侦查工作有关的知识。 
14
 这里说的生理素质主要包括人的语言能力、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心理素质则主要指人的性格和脾气。

虽然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并不完全是先天的，也有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但其毕竟是以

先天因素为基础的。 
15
 这里说的专业思维能力主要指针对案情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活动的能力；专业行为

习惯则主要指进行询问、讯问、勘验检查、调查取证等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符合专业要求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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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features of ‘controlling the waters with many dragons’, overlapping functions 

and duplicating work, lacking of independence and being controlled by local leaders.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 State Inspection Commission”(SIC) is to reorganize the 

agencies and resources for anti-corruption.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reach this goal. 

The first is to let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remain the status quo but to accept the 

indirect leadership of SIC. The second is to merge all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into 

SIC. The third is to merge some parts of the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or departments 

into SIC. The third way should have the priority. The key point of reorganization 

should be to   promote the independence of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and to 

establish a centralized and consolidated system.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state inspection commission, anti-corruption bure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