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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的性质及其法治化 
刘计划 

 

    摘  要：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监察委员会，延续了增设侦查机关进而不断缩小检

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范围的改革趋势，实现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专门化，既有必要性，又

有正当性。监察委员会依据《监察法》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致调查程序不受《刑事诉讼法》

规范。而《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区分职务犯罪调查与侦查的做法，也给“两法”衔接

带来诸多法律冲突的现实风险。从刑事诉讼职权配置来说，职务犯罪调查即是侦查，故监察

委员会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时，理应遵循相关法律关于侦查机关职权的规定。从人权保障的

角度来说，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水平不应低于监察体制改革前的

水平。我国未来应当不断推进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法治化，实现惩治职务犯罪与保障基本人

权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监察体制改革；职务犯罪调查；侦查；留置；监察调查法治化 

 

一、引言 

    2016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整合监察力

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由此拉

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帷幕。2016年 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该条例第 37 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

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由此，新监察机关呼之欲出。2016

年 11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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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在北京等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

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2016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并自即日起施行。该决定明确监察委员会履行职权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

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
1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

大召开，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

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

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自 2017年 11月 5日起施行。自此，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伴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进行，监察法的起草工作也同步开展。2016年 10 月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央纪委机关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成国家监察立法工作专

班。工作专班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吸收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

议，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2017 年 6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审议。2017 年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

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刑事审判中心主义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5AFX0140）的中期成果。 
1 这些调查措施与侦查行为无异，所不同的是，将干预人身自由的措施称为“留置”，有别于拘留、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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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该修正案第 52 条规定，《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

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 123 条至第 127条。在获得宪法根据的基础上，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 2018年 3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

称《监察法》)，当日公布施行。《监察法》的制定施行，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国试点

结束而进入依法实施阶段，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初步完成。 

    《监察法》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立法模式，是一部综合立法，集组

织、职权、程序诸内容于一体。《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复合职权，其中包括对职务

犯罪的调查权，调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从形式上看，《监察法》与《刑事诉

讼法》构成平行关系，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来源于《监察法》，而非《刑事诉讼

法》。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事诉讼法》的第三次修改。鉴于《宪法》

《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刑事诉讼法》第 19条第 2款相应修改了人民

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同时，《刑事诉讼法》第 108条第 1项修改了“侦查”的含义。

为了实现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的衔接，新增第 170条，规定了

监察委员会对于职务犯罪调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相关程序。 

    随着《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职务犯罪侦查权实现了由检察机关向

监察委员会的转移。
2
伴随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划转，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人员也转

隶于监察委员会。
3
从形式上看，《监察法》赋予了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刑事

诉讼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调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程序，从而实现

了二者的程序衔接，监察体制改革宣告完成。然而，就实质意义而言，《刑事诉讼法》中检

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范围的限缩与人员转隶意味着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就是侦查权，

而《监察法》关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程序的规定相比却出

现收缩，进而产生了规范冲突。此外，围绕职务犯罪调查的性质、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务

犯罪调查程序法治化以及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出现了诸多

理论争议，造成了实践中的困惑。澄清理论争议、解决实践问题、明确发展方向，是实现监

察体制改革正当化以及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共同需要。为此，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
4
 

  二、组建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2 《监察法》的制定意味着于实质意义上剥离了检察机关（绝大部分）直接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和

侦查权，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一变革。根据 2018 年 4 月 1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

发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监察委员会管辖六大类 88 个职务犯罪案件罪名，其中 46 个罪

名原属检察机关直接受理，42 个罪名原属公安机关管辖。根据 2018 年 11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

《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检察机关仅保留管辖 14 个

职务犯罪罪名。2019 年 1—9 月，全国检察机关对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立案侦查 627 人，据此全年预计

大约 900 人，平均每个地市检察院立案不足 2 件，相比于之前全国检察机关每年立案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

5 万人左右，仅为 2%。参见《2019 年 1 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载《检察日报》2019 年 10

月 31 日，第 2 版。 
3 全国四级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 44151 名检察干警全部按时完成了转隶。参见《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 年 3 月 9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检察日报》

2018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4 参见钟纪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载《求是》2018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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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建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 

    在刑事诉讼法意义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价值在于，整合各种反腐败机构组建各级监

察委员会，统一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专门化。在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的初期，法学界对设立监察委员会存有疑虑，检察系统也似乎一直认为职务犯罪侦查

是检察机关的专有职权，是支撑其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地位的手段。笔者认为，在我国反

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组建职司职务犯罪调查的监察委员会有其现实必要性，具有适

应惩治腐败犯罪需要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双重意义。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行政监察部门在行使党的纪律调查

与行政违法调查职责过程中，如认为调查对象涉嫌职务犯罪，则需要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这一程序转处机制导致以下问题：第一，在纪律调查、违法调查兼有刑事调查多重性质的调

查活动中，纪委采取的“两规”措施遭遇合法性质疑。5“两规”作为限制、剥夺人身自由

的措施，与刑事诉讼中的拘留、逮捕实质无异，但其并没有法律依据。无论调查对象是否涉

嫌职务犯罪，适用“两规”无疑关系到《宪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自由，需要法定程序予以

保障。第二，纪委与行政监察部门调查后如认为调查对象涉嫌职务犯罪，再行移送人民检察

院立案侦查，造成检察机关重复进行取证活动。如由于纪委、行政监察部门调查过程中收集

的言词证据并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主体即侦查人员依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取证活动，

为此需要由检察机关侦查人员重新讯问、询问，制作讯问、询问笔录或者录音录像。这种基

于不同程序目的而拘泥于形式要件的重复工作，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效率的降低，也影响

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6 

    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则可化解上述问题，并且通过整合国家反腐败资源，构建起统一、高

效的国家监察体制，从而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早在 2000 年前后，法学界就

曾提出过此类建议，如组建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笔者也曾撰文提

出过此类建议。7无疑，监察委员会的组建正是这种建议的实现。由行政监察部门、国家预

防犯罪部门及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等共同组建监察委员会，有

利于实现职务犯罪调查的一元化，避免调查活动与证据收集工作重复进行，也有利于避免纪

委、行政监察部门调查案件采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产生合法性争议。 

    监察委员会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也有利于化解检察职能的内部冲突，实现诉讼职能的

合理配置。长期以来，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不仅承担包括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支

持公诉、二审抗诉与再审抗诉在内的公诉职责，而且承担着大量直接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侦

查职能与审查决定逮捕职能，还承担着对其他侦查机关以及自行侦查的监督职能。对于直接

受理的案件，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支持公诉，虽然 1999

年以后检察系统实行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分立基础上的侦、捕、诉分离，但

逮捕依然沦为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取证及公诉指控的工具。8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时，集侦查、公诉等追诉权与逮捕权于一体，造成追诉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合一

 
5 “两规”以实质地剥夺较长时间人身自由为内容。相对而言，2010 年《行政监察法》第 20条第 3 项规定，

监察机关可以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即“两指”），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6 当然，这也体现出纪委、行政监察部门进行的违纪、违法调查程序相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而

言法治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实状况。 
7 参见刘计划、高通：《组建职务犯罪专门侦查机构的设想》，载《法学论坛》2008 年第 4 期。 
8 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内设机构改革，再次走回头路，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实施捕诉合一，引

发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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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混同，9在决定拘留与逮捕后进行的讯问中曾发生过多起刑讯逼供乃至致死的案件。
10
可见，

检察机关集侦查公诉与逮捕决定权于一身的情况下，同样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在《监

察法》制定的过程中，立法机关亦坦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行使侦查权，又行使批

捕、起诉等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11监察委员会的组建，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与逮捕

审查实现了分离，避免了诉讼职能的过分集中。12此外，检察机关挟职务犯罪侦查权对审判

人员进行“监督”从而对刑事审判进行不当影响与干预的积弊受到抑制，有利于《宪法》规

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现，13有利于检察官当事人地位的确立，14也有利于

控辩平等原则的确立与实现。 

   （二）组建监察委员会的正当性 

    承继我国 1954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0 条的立法精神，1979 年《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第 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认为有犯罪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律程序立案侦查，

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15
由此，所有犯罪案件侦查权专属检察机关，但是侦查权不必

完全由其行使，基于侦查的实践需要，可以设立多种侦查机关实施侦查。《刑事诉讼法》修

改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如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 13 条第 2 款规定，“贪污罪、侵犯公

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由此，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是极为广泛的，甚至是

没有限制的，而该条第 3款规定公安机关管辖的是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以外的案件。此

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 18条第 2款进一步缩小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
16
并

增设了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为侦查机关，2018 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中

国海警局为侦查机关。上述立法演变表明，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权的所有者，其直接受理案件

的范围可根据实践进行调整，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新的侦查机关，帮助其行使侦查权，为其公

诉指控服务。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监察委员会，就是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

 
9 为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的制约，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中提请逮捕与决定逮捕适当分离，2009 年

9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试行规定，规定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

犯罪嫌疑人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全国大部分检察院开始实行此项改革措施，将职务犯罪

案件的逮捕由过去报上一级备案改为上提一级审查决定。2011 年起，全国所有省区市检察机关全面实施“上

提一级”改革。实施这项改革，使职务犯罪案件逮捕质量有所提高。 
10 如 2010 年 12月 3 日中午，原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公安分局局长谢志冈从家中被本溪市检察院反贪局侦

查一处侦查员带走调查，次日晚 6 时死亡。参见李丽、王晨：《公安局局长接受检察院讯问时死亡》，载《中

国青年报》2011 年 1 月 13 日，第 5 版。 
11 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8 年 3月 14 日，第

5 版。 
12 2018 年 11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取消了逮捕决定上提一级的改革，即“人民检察院办理本规定所列犯罪案件，不再适用对

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决定立案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逮捕犯罪嫌疑人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的规定”。 
13 参见胡云腾：《谈谈人民法院“宣告无罪难”》，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6 月 4 日，第 5 版。 
14 在我国，基于《宪法》第 134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第 8

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官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英美法系实行当事

人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是一方当事人，在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法国，检察官被称为公众当事人，我国台

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3 条明确规定，检察官是当事人。 
15 下文将展开具体分析。 
16 该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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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

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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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力量予以整合，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

机关。组建监察委员会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无疑顺应了侦查权配置改革发展的趋势，符合

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的定位，有利于检察职能的有效发挥，具有程序正当性。而 1979 年

《刑事诉讼法》制定后历次修改过程中不断设置新的侦查机关，在我国形成了公安机关与监

察委员会两大侦查（调查）机关模式（其中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主要由公安机关侦查，职务犯

罪案件主要由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另外辅以其他侦查机关，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刑事诉

讼中成为一个主要负责检控的机关。 

三、职务犯罪调查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 

    （一）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的性质 

    《监察法》第 11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

职责：（1）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

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

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3）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

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

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该条

规定监察委员会履行三项职责，其中第二项即是职务犯罪调查权。那么，如何认识其性质呢？ 

    1954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0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确认有犯罪事实的

时候，应当提起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侦查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侦查

终结后，认为必须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延续该条的

立法精神，1979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认为有犯罪

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律程序立案侦查，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

认为必须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

应当将原案撤销。”
17
这一规定国家机关职权的条文是我国侦查权配置的法律依据，它明确了

侦查权的所有者与行使者。解读该规定，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首先，“人民检察院发现并且认为有犯罪行为时，应当依照法律程序立案侦查”的规定

明确了所有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权属于检察机关，而对所有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即成为检

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之所以规定检察机关对所有犯罪案件享有侦查权，

是因为检察机关作为唯一的公诉机关，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专门与全部的责任，而侦查不过是

公诉的准备而已。18其法理依据在于，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并非单纯的法庭上的公诉机关，

而是一个对追诉犯罪负有专责的机关（广义上的公诉包括出庭公诉及为出庭公诉作准备的所

有活动），须对追诉犯罪负全面的责任。林钰雄教授即指出，“改革的刑事诉讼制度将刑事程

序拆解为侦查（追诉）、审判两大阶段，由新创的检察官主导侦查程序，原来纠问法官之权

力则被削弱为单纯之审判官”，“同时，新制改采‘控诉原则’，由检察官担任控方”。19日

 
17 该条内容和《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60 条第 1 款、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228 条的内容颇为

相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60 条第 1 款规定，“只要获得有关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信息，检察官就必

须开始侦查”。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228 条（侦查之开始及讯问被告后之处置）规定，“检察官

因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前项侦查，检察官得限期命检察事务

官、第 230 条之司法警察官或第 231 条之司法警察调查犯罪情形及收集证据，并提出报告。必要时，得将

相关卷证一并发交”。上述条款成为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乃侦查权主体，而警察仅为其辅助机构的法

律渊源，构成检察官领导、指挥警察进行侦查的法律根据。 
1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编第二章“公诉之准备”规定的即是侦查程序。 
19 林钰雄：《检察官在诉讼法上之任务与义务》，载《法令月刊》199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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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者土本武司则指出，“检察官对一切犯罪具有侦查权。此为检察官身为公诉权机关所当

然的解释”。20 

    其次，“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可以将侦查权授权给公安机关行使。

与域外一样，我国检察机关在担当公诉的同时难以完成所有犯罪案件的侦查，因此可以实现

侦查所有权与侦查实施权的分离，检察机关可以授权公安机关实施侦查，因为公安机关具有

侦查普通刑事案件的便利与条件。据此，人民检察院对所有犯罪案件都有侦查权即管辖权，

但检察机关可以授权其他机关行使侦查权。这也符合检察官制度的孕育机理。刑事诉讼模式

从纠问式模式演进为现代混合式诉讼模式的过程中产生的检察官，就是负责起诉，使得法官

摆脱控审合一而成为中立的裁判者。而侦查是公诉的准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理所当

然地享有侦查权，不过可以由其他机关行使。“检察官乃侦查主，刑事警察仅为其辅助机构，

乃势所必然的安排设计”。21而在审查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如果认为需要补充侦查，既可

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1979 年《刑事诉讼法》有关职能管辖的规定贯彻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侦查权

专属检察机关的精神。1979 年《刑事诉讼法》第 13条共有 3款，即“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

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

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

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

行”。这三款依次规定了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及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范围，

其中第三款无疑体现了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是作为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这一组织法精

神。 

    基于上述立法精神，检察机关不仅可以将侦查权交给公安机关行使，也可以交给其他适

宜的机关行使。而 1979 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之所以仅规定“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进行侦

查”，是因为当时除了检察机关外，只有公安机关可以实施侦查。之后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

改，相继增设了多个侦查机关。如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国家安全机关作为

侦查机关，第 4 条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此外，还增设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作为侦查机关，即于第四

编后增加附则第 225条，该条规定：“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

的有关规定。”由此，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成为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新增

的侦查机关。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又新增了中国海警局作为侦查机关，第 308

条第 2款即规定，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那么，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性质又如何认定呢？让我们先回顾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进程。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

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暂时调整或者

暂时停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3条、第 18 条、第 148 条以及第二编第二

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这清楚地表明，监察委员

会行使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来源于《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监察法》制定实施

后，监察委员会正式对职务犯罪行使调查权，检察机关仅对保留的部分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

 
20 [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44 页。 
21 林钰雄：《检察官在诉讼法上之任务与义务》，载《法令月刊》199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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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楚地体现在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职能管辖的规定中。
22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不仅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委员会，而且检察

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检察官也几乎成建制地转隶于监察委员会，实现了职务犯罪侦查职

能与侦查人员的双转隶。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委员会难道不就是实质上的侦查机关吗？固然

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调查，但其中对职务犯罪进行的调查不

就是侦查吗？ 

    根据以上回顾可以发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在根据《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享有完整的犯罪侦查权的前提下，具体实施权的分配一直伴随《刑事诉讼法》

的修改不断新增侦查（调查）机关而发生变化。《刑事诉讼法》不断新增侦查（调查）机关，

而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范围则不断缩小，在这个意义上，监察委员会、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海警局等无疑成为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由此，应当正确认

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侦查权主体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权分配规定之间

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将侦查权赋予了检察机关，并授权检察机关交

给公安机关行使，在此基础上，《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权进行了进一步分工，分别配置给了

公安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中国海警局、监察委员会，并为检察机关

保留了小部分职务犯罪案件作为直接受理案件。因此，侦查实施权的分工是一种结果，检察

机关在保留部分犯罪案件侦查权的同时，将大部分案件的侦查实施权交给了其他机关，不能

改变检察机关享有完整侦查权的组织法精神。 

    2018 年《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含义的修改，也引发了学术讨论。
23
有学者指出，

“侦查”定义的修改不仅未能澄清调查与侦查的区别，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个概念的模糊之

处。24监察调查是广义的概念，将监察委员会的取证活动称为“调查”是可行的，但监察委

员会作为职务犯罪的调查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即是“侦查”。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虽适用

《监察法》而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是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与《刑事诉讼

法》规定的侦查程序不应存在本质差异。与此有关的是，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

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

充侦查。此处，“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与“自行补充侦查”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就如检

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审查起诉后，可以自行补充侦查或者退回补充侦查一样。而该

条中区分“补充调查”与“补充侦查”，可能会让人产生表述不统一之感。另外，由于监察

委员会进行的立案、调查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立案、侦查，对于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职务犯罪

案件而言，刑事诉讼程序似乎始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于是，一起刑事案件需要经过立案、

 
22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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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

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2018 年

《刑事诉讼法》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

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

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23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106 条第 1 项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第 1 项将“侦查”

的含义修改为：“‘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

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24 参见程雷：《“侦查”定义的修改与监察调查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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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才能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传统理论被打破。凡此种种，都是区分“调查”与“侦查”

造成的。因此，明确职务犯罪调查即侦查，才能消除理论混乱与实践困惑。 

    （二）监察委员会的性质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也是一个引发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宪法》第 123条规

定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监察法》第 3 条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

专责机关。上述规定未能揭示监察委员会在刑事诉讼中的特定性质。在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

初，改革者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政治机关，“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监督机关”，“与公安、

检察机关等执法和司法机关性质完全不同”。
25
对此，有学者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国家层面上, 

监察机关的“政治机关”属性是无法成立的。将监察委员会定性为“政治机关”, 并不具有

宪法上的根据；监察委员会应被定位为“国家监察机关”。
26
而且，监察委员会并不能因为政

治机关的定性使其调查行为获得合法性证明义务的豁免。实践中要正视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

面临的合法性风险，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取得的证据乃至适用法律的意见，要接受检察机

关的起诉审查，还要接受法庭的审查，特别是辩护方的质证与反驳。由于监察委员会是新设

机关，尚无查办职务犯罪的丰富经验，对法院审理程序与证据要求未必完全掌握，因此，能

否适应刑事审判实践的要求，实乃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对监察委员会调查

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甚至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监察委员会无疑应负有义务协助检察机关

予以证明，而很难以政治机关的定性不接受质疑。 

    既然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性质是侦查，监察委员会就是侦查机关。有关方

面之所以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政治机关，或有以下原因：其一，监察委员会行使复合职权，

即集党纪、政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于一身而非行使单一的职务犯罪调查权，且职务

犯罪案件在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中占比很低。由此，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侦查机关是不全

面的。其二，组建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一项政治体制改革，将监察委员会

界定为政治机关，强调其政治属性，有利于提高对全面反腐该项政治任务的重视程度。其三，

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不能将党的机关视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只能定位为政治机

关。 

    上述将监察委员会仅定性为政治机关而否认其为侦查机关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监察

委员会行使复合职权因此不是侦查机关的逻辑似不成立。公安机关同样是具有复合职权的机

关，主要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并非单纯的犯罪侦查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也都具有复合

职权，也都并非单纯的侦查机关，但由于它们均对犯罪案件行使侦查权，因此又都是侦查机

关。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虽非单一行使侦查权，但都在行使侦查权，因此都被刑事诉讼法确

认为侦查机关。监察委员会虽然有多项职能，但同样行使职务犯罪调查职能，此职能本质就

是侦查。在此意义上，监察委员会就是侦查机关。其次，将监察委员会定性为政治机关，强

调其政治属性，有利于提高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但是不能由此否认监察委员会作为侦查机

关的属性。就如军队保卫部门具有政治色彩一样，将其定位为侦查机关，并不影响其职能的

发挥，相反有助于将职务犯罪调查纳入程序法治的轨道。其三，监察委员会与纪委虽然合署

办公，但监察委员会作为《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样，由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监察委员会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须遵守《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亦须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与法庭

 
25 钟纪宣：《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26 参见陈瑞华：《论国家监察权的性质》，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1 期。 



 

9 
 

审判对证据的要求进行调查取证，在此意义上，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国家机关、侦查机关，

并无不当。再如，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称检察机关，

但是由于其依法行使侦查权，所以从没有人否认人民检察院是侦查机关。 

    监察体制改革之初，有关方面曾称：“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国

家监察法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不能简单套用司

法机关的强制措施。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

后适用刑事诉讼法。”27这一表述似不周延、不严谨。首先，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与刑事

犯罪都为《刑法》所规定，都是犯罪，并无本质区别；国家监察法虽独立于刑事诉讼法，但

因其规定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而成为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其次，监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调查

权实质就是侦查权，目前虽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但留置毕竟是监察体制改

革初期实现“两规”法治化的第一步，其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割裂状态有违法制统一，未

来有待整合。最后，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虽适用监察法，但调查程序与结果必须接受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起诉与刑事审判的检验。因此，其调查职务犯罪应适用实质意义上的刑

事诉讼法。 

四、留置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法治化     

    组建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对于强化惩处职务犯罪与完善检察制度具有

重要意义。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就是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的活动，客观上是

为检察机关可能提起公诉做准备工作。在党和国家推进法治反腐的背景下，必须充分重视监

察调查权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保障监察调查权的正确行使，防止监察权被滥用。在肯定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同时，也要推进监察调查程序的法治化

与规范化，将职务犯罪调查纳入法治与规范的轨道之中。28这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实现以

法治方式反腐败的需要。 

    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法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一种忧虑，即基于监察委员会行使

调查权的行政化与封闭性，担心其不受有效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这种担

忧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留置与监察调查，《监察法》确立的是自控、内控模式，即由监察委

员会自行审批留置及内部控制调查权的行使。《监察法》第 41条第 2款规定，调查人员采取

讯问、询问、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规定出示

证件，出具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

盖章。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

像，留存备查。这一规定表明，监察调查的正当性保障只有两个方面，一是采取调查措施须

“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

人员签名、盖章”；二是重要取证工作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经验表明，权力自控、内控

模式具有局限性，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作为独立的侦查机关，侦查权均存在滥用的

教训。如，刑事拘留、逮捕措施的滥用，以及侦查讯问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实

行录音录像制度而受到应有的规范。公安机关未能完全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犯罪嫌

疑人进行录音录像的规定，如 2012年云南卢荣新案、2014年河北王玉雷案都证明讯问录音

录像的规定缺乏约束力。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期间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早在 2007

 
27 钟纪宣：《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28 参见《习近平：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载《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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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但这一要求在实践中亦未能得到严格遵守。《监察法》上述关于录音录像的规定同

样面临被虚置的可能。《监察法》第 42条规定，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

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对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应当集体研究后按程序请

示报告。《监察法》第 55条还规定，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

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但是上述规定的有效性是不可靠的，仅靠自律性

的内控模式及内部监督机制是不够的。《监察法》第七章“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规定了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与内部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有关方面亦

强调，监察委员会要自觉接受党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确保监察权正确行使。
29
但是，上述监督方式看似体系繁多，但都无法形成对个案调

查程序的有效审查与监督。从刑事诉讼结构与职能理论出发，对留置与监察调查最有效的控

制还是诉讼监督。事实上，监察体制改革是在刑事诉讼制度包括侦查制度未能充分实现法治

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具有的局限性在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模式

下有可能被延续甚至强化。未来我国留置与监察调查程序均面临进一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重

大课题。 

    （一）留置的法治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

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由此，《监察法》规定的“留置”来源于“两规”。“两规”因其

限制剥夺人身自由且并非依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被质疑。《监察法》的制定，使得“两

规”由党的纪律调查手段法定化为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留置。从形式上看，留置替代“两规”，

成为法定的措施，获得了法律根据。但在实质意义上，留置的法治化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解

决： 

    第一，调查主体自行决定适用留置不利于充分保障人权。根据《监察法》第 43 条的规

定，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

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

察委员会备案。监察委员会作为职务犯罪调查机关自行决定留置，这种单方行政化审查决定

的方式带有自身局限性。在留置适用决定程序中，被调查人无权辩解，不能提出异议，处于

完全被动的状态。即便是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适用留置，也难以增进程序的正当性，就如

同检察机关的检察委员会批准决定逮捕一样。上提一级或者备案的做法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9 年实行的自侦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的做法（2018 年废止）一样，借助行政化内部控

制的机制设计也难以充分体现正当性。监察委员会自行决定适用留置，固然便于监察调查，

有助于发现真相，但缺乏外部制约，存在过度适用的风险。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案件，

自行决定适用留置，如同公安机关有权实施的延长版的拘留，但无需报请检察机关进行类似

逮捕审查批准程序，又如同检察机关拘留与逮捕的合体。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

拘留与逮捕的问题由来已久。 

    第二，留置相当于刑事拘留与逮捕的合体，但留置的条件既不同于拘留，也完全等同于

逮捕。《刑事诉讼法》第 81条规定了逮捕须具备三项要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逮捕的必要性，

即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根据《监察法》第 22 条的规定，留置的适用条件要宽泛得多。该条

 
29 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6-243 页。 



 

11 
 

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

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

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1）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2）可能逃跑、自

杀的；（3）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4）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由此

可见，适用留置并非以社会危险性为必要条件，为调查中通过讯问获取口供等提供了便利。

由于《监察法》未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因此监察调查中口供的自

愿性未获得明确保障。 

    第三，留置时间长。目前，留置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

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3个月。由此，留置期限远远超过公安机关实施的刑事拘留，与检察机关

批准、决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限相当。监察委员会作为职务犯罪调查机关，其与调查对象之间

并非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而是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留置伴随监察调查的过程，始于调

查的需要，终于调查目的的达成，依附于监察调查权。 

    第四，留置场所由监察委员会自行控制，不利于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监察法》规定，

留置场所的设置、管理和监督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鉴于留置场所独立于看守所且由监察

委员会控制，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确保监察调查受正当法律程序的制约，不利于被调查

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及辩护权的行使。某种意义上说，留置与“两规”具有相似性，都是在看

守所之外实施的羁押。 

    留置作为一种剥夺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兼有拘留与逮捕的双重性质。未来留

置措施的法治化可分两步走。第一步，缩短留置的期限，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

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拘留期限等同，即留置期限为 14 日，最长不得超过 17日，并建立留置

后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制度。第二步，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即留置的时间缩短为

24 小时，需要正式羁押的，应向法院申请，由法院以诉讼化方式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取消单独设立的留置场所，将羁押场所统一为看守所。当然，第二步应与未来刑事诉讼制度

的法治化改革同步。 

   （二）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法治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完成了从行政监察体制到国家监察体制的转型，实

现了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法律责任的连贯性，尤其实现了职务犯罪调查主体的专门化。但

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可能新产生的问题也应予以关注:一是职务犯罪调查权高度集中，可能导

致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调查程序不规范不公正、调查权滥用等现象；二是调查取证专业化、

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为此，需要通过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法治化，来确保监察权正当行使。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在内容与方式上几乎是一样的，鉴于监察改

革建立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应当遵守不低于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标准。从《监察法》的规定来看，其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在

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程序收缩之处。如职务犯罪被调查人在调查期间无权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使得调查成为监察委员会单方面进行的调查取证活动，退回到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至于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监察法》亦没

有规定，职务犯罪被调查人似乎不受该原则的保护。 

    有学者指出：“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我国《监察法》确立了一种集党纪调查权、政

纪调查权与刑事调查权于一身的单轨调查体制。这种体制混淆了三种调查的界限和差异，降

低了刑事调查的法制化水平，使得本来具有侦查性质的刑事调查，既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

也难以为被调查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将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纳入法治的轨道，使



 

12 
 

被调查人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就必须确立一种双轨调查体制，在监察机构内部设置相对独

立的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调查部门，前者遵守《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的约束，后者则

与其他侦查机关一样，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并达到刑事侦查所要求的程序保障水平。”
30

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案。不过，鉴于监察委员会作为职务犯罪调查主体的唯一性，强调监

察委员会内部分工虽有其程序法价值，然而，一则监察委员会可能认为并无必要，二则监察

调查程序的分流可能难以实现。笔者认为，可以坚持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三种程

序一体化处理，但在调查过程中一旦认定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应当遵循刑事侦查程序的

法律标准，保障被调查人的诉讼权利。 

    《监察法》作为规范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法律，面临与《刑事诉讼法》进行衔接的问题。

理性地看，监察调查程序法治化可以分阶段地予以推进，即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现在已

经完成的改革，即整合各种反腐败资源与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这一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按照

《监察法》的规定行使职权。目前，将监察调查区别于“侦查”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监察改

革的顺利进行。再有，监察委员会实施的留置措施，脱胎于“两规”。而“两规”期间律师

不能介入，现在监察委员会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时延续了不允许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原

有做法。此外，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法院开庭时，法律不要求

调查人员出庭作证，这是延续了原来纪委人员不出庭作证的做法。基于监察法治化和司法公

正理念的要求，对于《监察法》的这一规定在未来有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必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二步，则是要还原监察委员会作为侦查机关的性质，确认监察委

员会对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的性质就是侦查。在此基础上，监察委员会实施职务犯罪调查，应

当与《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适用与《刑事诉讼法》相同的程序与权利保障规定，即按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修改《监察法》，或者规定监察委员会进行职务犯罪侦查直接适用《刑

事诉讼法》。1979 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后，伴随 1996 年、2012 年两次修改，我国侦查程

序法治化水平有所提升，如 1996年修改规定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2012 年修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

人证实自己有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等内容。由此，从刑事法治的视角

来说，在监察委员会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时，被调查人应有权委托律师，有权获得律师

的法律帮助。监察委员会应当保障被调查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另外，法院开庭审判案件

时，职务犯罪调查人员也应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一样，根据需要和要求出庭作证，以证明其

调查行为的合法性，监察调查取得的证据应一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第三步，则是实现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程序的现代化与法治

化。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检察机关直接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时，检察机关既负责侦查、公

诉，又决定逮捕。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委员会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解决了检察机

关集侦查、公诉权与逮捕权于一身等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当然，监察委员会组建后，职务

犯罪调查权行使行政化的问题依然突出，甚至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监察委员会有权自行决

定采取长达 3至 6个月时间的留置措施。未来，应当将留置分解为到案措施与羁押措施，或

可回归拘留与逮捕，并实行司法审查，即由法院审查决定。同时，建立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案

件时实施的搜查、扣押、监听等措施的法院司法审查机制。还要完善委托辩护、法律援助等

律师辩护制度，以充分保障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这些改革举措可以与未来刑事诉讼制度

法治化改革协调一致、同步推进。总之，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案件，要从传统纪委依靠

 
30 陈瑞华：《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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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规”办案的行政化、封闭式办案模式走向相对公开透明的刑事调查程序模式，实现有效

调查与人权保障的统一。 

    可以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打破了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的传统体制，有利于实现

诉讼职权的优化配置。然而，监察委员会作为调查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如何实现职务犯罪

调查的法治化，无疑是一项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五、结语 

    随着《监察法》的实施，各级监察委员会已经开始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委员会承

接了检察机关的部分职权，也就意味着承担起全面反腐、法治反腐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

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调查职能的履行状况，是判断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依

据。目前来看，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监察委员会应当全面充分履行职务犯罪调查职能，且比改革前检察机关侦查职务

犯罪更具成效。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在《监察法》制定实施前的 5 年间（即 2013—2017

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254419人，较前五年上升 16.4%，各年度人数分别为

51306人、55101人、54249 人、47650人、46113人。2017年是监察体制试点改革的次年，

该年度实行试点地区由监察委员会调查与非试点地区由检察机关侦查的二元模式，北京、山

西、浙江之外其他非试点省区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46032 人，同比上升 4.7%，最

高人民检察院称做到了“确保查办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
31
然而，全面转隶后的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察委员会移送职务犯罪仅 16092人。
32
这一数字与之前检

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期间的人数相比减少了 2/3。考虑到监察委员会管辖的 88 个

罪名中，除了从检察机关转隶的 46个罪名外，还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中转隶了 42个罪名，

这说明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立案调查数量下降的幅度更大。 

    某种意义上说，监察委员会每年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人数是观察判断监察体制改革

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一数据能够反映出监察委员会是否更为充分有效地行使职务犯罪调

查职权，是否加强了反腐力度。
33
当前，造成职务犯罪监察立案调查人数及移送审查起诉人

数大大下降的原因，很难归因于职务犯罪存量骤然下降，或许有其他原因。其一，改革初期

监察委员会履行新职能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其二，或许有监察委员会对《刑法》关于

职务犯罪的规定理解不够的原因。自 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的 40年间，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

侦查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成熟的办案经验，而监察委员会作为新组建的机构，在职务犯

罪调查方面无疑是一个新手。客观来说，监察人员进行职务犯罪调查尚缺乏足够的经验，业

务能力需要养成。为此，需要对监察委员会从事职务犯罪调查的人员进行全员法律培训，培

训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保证工作人员具备判断职务犯罪的专业能力与实际调查取

证的能力。
34
其三，或许有降格处置、不当分流的原因。监察委员会应当坚持法律面前人人

 
31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 年 3 月 9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检

察日报》2019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32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9 年 3 月 9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载《检

察日报》2019 年 3 月 19 日，第 2 版。 
33 国家监察委员会应当公布全国监察机关每年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及人

数。 
34 《监察法》第 14 条规定，国家实行监察官制度。未来制定《监察官法》时，应当对监察官需具备何种

法律专业能力作出规定。考虑到检察机关内负责职务犯罪侦查的检察官须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以及职务犯罪

调查更高的法律要求，负责职务犯罪调查的监察官亦应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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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原则，严格依照《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充分调查、

依法处置；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防止出现对职务犯罪的差异化对待，杜绝选择性反腐。唯

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监察体制改革的初衷，才能取得全面反腐败的成效。 

    第二，要正确处理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与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关

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 37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

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为此，一方面，监察委员会调

查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一贯全面反腐的政策；另一方面，各级党委应

当支持和保证监察委员会依法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避免将党的领导庸俗化、地方化、

个人化。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实体上依据《刑法》，程序上依据《监察法》、参照

《刑事诉讼法》，应当谨防地方党委个别人员对监察委员会的立案调查工作进行不当干预。

事实上，在监察委员会组建之前，地方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受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影响甚深，存

在后者干预纪检部门调查案件的现象。如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作为省级党委的负责人，

曾发表“反腐败工作要放一放、缓一缓”的言论，直接插手干预省纪委的工作，向纪委作出

“指示”，导致纪委不能贯彻中央有腐必反的决策。再如曾任吉林省、辽宁省省委书记的王

珉，作为省级党委的负责人，对省纪委报请其签字双规立案的，提出“保护”“少抓”“软着

陆”的指示。类似地方党委负责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与阻碍行为，使得党和国家反

腐呈现出地方化、选择性、个别化特征。在监察委员会和纪委合署办公的体制下，同样需要

警惕某些地方党委负责人并非基于中央全面反腐的决策发挥领导作用，而是个人主观地、消

极地决定是否立案调查；特别是要防范某些地方党委负责人打个人小算盘，如担当腐败的保

护伞或者逃避本人被问责。因此，在坚持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原则下，要避免地方党委负责

人干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为此，应坚持《宪法》确立的上下级监察委员会之间的领导关系

体制，强化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垂直领导，使得地方各级监察委员

会相对独立于同级党委。 

    第三，理性地处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宪法》第 127 条第

2款关于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之间关系的规定与《宪法》第

140条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之间关系的规定是相同的，即“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如前所述，监察委员会作为调查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与公安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时，本质上都是侦查机关，任务都是在认定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审查

起诉，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作准备。而检察机关则需要在法庭上承担起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

证责任，一旦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后果。然而，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即认为监察委

员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调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被调查人有罪的调查结论

已然确定，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仅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对监察委员会确

定的罪名不能改变，甚至必须按照监察委员会提出的量刑意见进行判处，由此出现了“监察

定案、检察照办、法院宣判”的问题。
35
有些地方监察委员会甚至对检察机关提出“零退查”

“零不诉”、对人民法院提出“零无罪”“零上诉”的要求，这无疑违背了“互相制约”、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等宪法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

认识误区，势必造成监察调查中心主义，与以审判为中心的法治原则格格不入。经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并移送处理的案件，既要接受检察机关诉前审查，更要经由检察机关起诉接受人

 
35 实践中已然存在的“公安定案、检察照办、法院宣判”体制异化是冤错案件的成因之一。而监察委员会

因其职能性质比公安机关更为强势，相比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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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在法庭上进行的证据调查，接受辩护方的质证，无论是证据的合法性，还是证据是否

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均须由法院审查认定。绝不能以监察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替代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结果，也不能否定被调查人及其律师辩护的作用，更不能否定人民法院

的独立裁判。 

    中央纪委已经注意到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极端不正常现象。2019 年 5 月，中央纪委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

对拟移送司法机关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要严格按照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审

核。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和理念，确保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能排除合理怀疑，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监察委员会不能包

打天下、包揽一切，因此，《意见》特别强调，建立健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协作配合机制，

加强与司法执法机关的互相配合制约，坚决防止设定“零延期”“零退查”“零不诉”“零无

罪”“零上诉”等脱离实际的工作目标。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级监察委员会移送职务犯罪 16092 人，“已起诉 9802 人，

不起诉 250人，退回补充调查 1869人次，不起诉率、退查率同比分别下降 9.5和 37 个百分

点”。
36
其中不起诉率与退查率两项基础数据表明，改革初期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的质量

并不高。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检察系统积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

年来，会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证据收集审查等规范。
37
这有

利于提升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质量。除此之外，监察委员会作为新成立的职务犯罪调查机关，

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应当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建立并实施检察机关介入监察委员会职

务犯罪调查的工作机制。
38
 

    总之，《监察法》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立法成果，其内容具有创新国家治理体系

与模式的性质和特点。只有科学厘清监察委员会的性质，以法治思维全面规范监察委员会的

建设，不断完善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衷。 

The Nature and Legaliz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Duty Crimes by the Supervisory 

Commission 

Liu Jihu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ervision commissions continued the trend of setting up new investigation 

organs resulting in continuously narrowing the scope of the direct acceptance of cases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realized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organs of duty crimes, 

which is both necessary and legitimate. Supervisory commissions exercise the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power of duty cri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pervision Law, so that the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is not regulated by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practi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diaocha) of duty crimes in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zhencha)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lso brings many practical 

 
36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9 年 3 月 12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

《检察日报》2019 年 3 月 20 日，第 2 版。 
37 如《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最高人

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基本要求与案件材料移送清单》等。 

38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程序，已成为实践中的常态。参见王卓、侯颗：《国家监委已商请最高

检提前介入 30 多起职务犯罪案件——监检办案程序衔接顺畅》，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 年 12 月 31 日，

第 1 版。 



 

16 
 

risks of legal conflicts in the connection of the two laws. In terms of the allo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al powers, the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of duty crimes i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when supervisory commissions exercise the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power of duty 

crimes, it should follow the provisions on the powers of investigation organs in relevant la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investigated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the level before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of duty crimes should be promot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punishing duty crimes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Keywords: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tem;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of duty crimes; 

investigation; detention; legalization of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