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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的适用 ：统计分析
——— 以 １６９４ 份判决书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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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定监视居住是一种以强制措施满足侦查需要的特殊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发
展经验对于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的完善，对于监察留置程序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全国
１６９４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数量呈“山峰”形状，在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达到顶
峰之后迅速减少，办案级别主要为基层检察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主要
为行贿受贿案件，适用理由主要为本地无固定住所以及办案需要，有五成多的嫌疑人被指定监视居住
１５天内，指定监视居住平均长达２３．６３天。其存在的问题是，指定监视居住未发挥替代逮捕的功能，
一些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时间过长，且存在非法指定监视居住、非法讯问的问题。可见，最高人民检察
院控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案件范围的意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需要确立针对贿赂犯罪的特殊程序，对
于满足办案需要的人身自由限制手段应当严格规范其时间限度、讯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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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１．研究背景与路径
２０１２年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定监视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１６ＦＸ１１）及中国法
学会２０１７年部级法学课题 ＣＬＳ（２０１７）Ｄ１２１的成果。感谢雷泓荟、梁丹、江慧慧、崔世杰在数据收集和统计上的辛
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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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适用监视居住必须“依法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不得自行执行
监视居住，不得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１〕 由于如此不能发挥指定监视居住
的办案效能，且公安机关几乎不会配合检察机关执行监视居住，导致２０１２年之前，检察机关几乎不适
用监视居住措施。从调查来看，每年只有数起案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指定监视居住几乎为零。〔２〕
２０１２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最高检争取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写入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范围，《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１１５条明确检察院可配合公安机关执行指定监视居住，试图发挥指定监视
居住查办贿赂犯罪的功能。之后，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迅速增加，但也出现了安全事故，一些案件变
相羁押，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指定监视居住成为学术上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当前，尽管监察委员会改革，将导致检察机关不再行使侦查权，不再有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但是，指定监视居住是一种以强制措施满足侦查需要的特殊制度，试图解决贿赂犯罪侦查需要与
程序供给之间的矛盾，其功能发挥如何、是否规范运作值得关注，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对于
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的完善，对于监察委员会留置程序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了解司法实践中，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况，笔者通过裁判文书来研究职务犯罪
指定监视居住在适用中的特点与问题。自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两版《关于人
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来，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级法院裁
判文书在互联网公开成为常态，其他网站专业转载并存储了大量裁判文书，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能。
该研究进路具有以下优势：其一，目前只有对个别县市的实证调查，而缺乏全国性的统计分
析，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全国检察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况，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创新。其二，以
往研究采取深入实践调查的实证调查方式，而笔者确立了从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切入，研究指定
监视居住适用状况的新路径。其三，该研究可以获得许多非常准确的数据，其结论也必然具有较
高的可信性。根据现行法律要求，由于指定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必须在裁判文书上详细注明，
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监视居住可以抵刑期，这也导致凡是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必须在宣告
刑罚的同时，注明指定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情形，从而可以准确计算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以及强
制措施的转变情况，同时，适用机关、所在省市、罪名、辩护人对指定监视居住的质疑一般也要在裁
判文书中阐述，这些内容都是裁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行制度对其准确性要求很高，相关
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准确性。
２．研究样本分析
首先需要确定裁判文书的来源，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搜索案例只能访问前面页
码，又限制了访问次数，为了保证调查的权威性和一致性，在试错之后，最后选择了“无讼案例网”。
无讼案例网上的案例资源多数来自裁判文书网，其文书数量与裁判文书网相差无几。研究人员
２０１７年２月份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检索关键词搜索到判决书八千余份，之后通过人工筛选检
察机关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职务犯罪案件。为了保障筛选的可靠性，每个调查成员进行了多次核
对，再由负责人汇总和审核，最终获得了涉及１６９４个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指定监视居住的相
关案例。需要说明的是，１６９４个指定监视居住案例是以人数为统计单位，有时一个案件可能指定
监视居住数人，所以裁判文书应该小于１６９４份。
根据每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每年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约５万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工作中加强安全防范的规定》〔高检发反贪
字［２００３］１７号〕第８条规定。
〔２〕 张智辉、洪流：《监视居住适用情况调研报告》，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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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的权威调查表明，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数
在职务犯罪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中所占比率大多在 １０％ 左右。〔４〕 如此测算，则指定监视居住的案
件大约每年５０００件，共２００００件，由于有的检察院极少适用指定监视居住，再加上２０１６年适用案
件的普遍减少，实际上的数字要远小于该数据。从而，笔者估算笔者收集的１６９４件案例，大约占
职务犯罪指定监视居住案例的２０％。〔５〕
笔者认为，收集的１６９４件案例事实上已经包含了绝大多数在网络公开的案例，这进一步说明
本研究样本的充分性。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可能与裁判文书的公开度不够有关，针对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５年底裁判文书上网的研究表明，目前只有一半左右的裁判文书上网，〔６〕而一项研究表明，
２０１４年全国各地区裁判文书的互联网公开比例是３７．０２％。〔７〕 “职务犯罪类”案件因为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其公开程度会更低。

二 、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特点
１．指定监视居住数量分布呈“山峰”形状，在２０１４年下半年达到顶峰之后迅速减少。统计分
析表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经过２０１３年的犹豫，在２０１４年下半年适用达到顶峰，２０１５年开
始下降，下降的速度非常快，２０１６年更是急剧减少。（见表 １）笔者收集的一份内部资料也印证了
这种变化。由于２０１５年８月份，江西省检察院下文要求全省指定监视居住案件一律层报省检察院
反贪局批准，２０１６年５月，最高检下文要求指定监视居住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数额标准提高
到３００万，导致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率大幅下降。２０１６年１—６月份，采取指定监视居住２７人，同
比下降５５．７％，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占同期立案人数的比例为３．８％，其中五个市无指定监视居住
的案件，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之后，全省无一起指定监视居住案件。〔８〕
年 份
２０１３年上
２０１３年下
２０１４年上
２０１４年下

表１ 指定监视居住适用年份数量变化图
数 量
占 比
全年数量
７７
４．５５％
２５３
１７６
１０．３９％
３３２
１９．６０％
７７７
４４５
２６．２７％

全年占比

１４．９４％
４５．８７％

根据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７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３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
犯罪案件３７５５１件５１３０６人，２０１４年严肃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４１４８７件５５１０１人，２０１５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
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４０８３４件５４２４９人。２０１６年立案侦查职务犯罪４７６５０人。
〔４〕 张智辉、洪流：《监视居住适用情况调研报告》，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５〕 抽样到北京市１７人指定监视居住，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４月
期间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共指定监视居住 ６８ 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监督实证研
究》，载《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抽样占到２５％。
〔６〕 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载《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７〕 周蔚：《大数据解读中国裁判文书公开 》，微信公众号：大数据文摘 （ＩＤ：ＢｉｇＤａｔａＤｉｇｅｓ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ｐｒｌａｗ．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１３７４）。
〔８〕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编：《２０１６ 年全省检察机关规范司法情况分析 》，载 《案件管理工作情况 》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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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２０１５年上
２０１５年下
２０１６年上
２０１６年下

数 量
３８７
１９８
５６
５〔９〕

占 比
２２．８５％
１１．６９％
３．３１％
０．２９％

全年数量

全年占比

５８５

３４．５３％

６１

３．６％

一方面的原因是，最高检以内部指令的方式，严格规范限制地方使用指定监视居住，指出要依
法“敢用、慎用、短用”，防止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之后，２０１４年《全国检
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格规范使用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通知》要求，严格遵循指定监视
居住的适用标准。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
认真贯彻审议意见，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规范适用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严格审批程序”。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发布，
加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３日，在全国“两会”上，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中指出检察系统七项突出问题，其中包括 “不严格执行或规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
而，在最高检的严格限制之下，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越来越少。
另一个原因是立法提高了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数额标准。２０１２年最高检修订了《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界定为：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犯罪情
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受贿金额 １０ 万元以上
的，属于量刑最重的档次，刑期在十年以上，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将其数额定位在五倍体现对指定
监视居住严格控制的思路。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才可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２０１６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３００万元以上。之后，２０１６年５月《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的通知》，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的数额标准，界定为“可以掌握
在三百万以上”，最终导致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数量大幅减少。
办案检察院的级别
指居人数
所占比重

表２ 指定监视居住办案检察院级别一览表
基 层
市 级
省 级
１２３６
４３８
１８
７２．９６％
２５．８６％
１．０６％

最 高
２
０．１２％

２．办案级别主要为基层检察院。从抽样调查来看，基层人民检察院成为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
主要办案机关，共有１２３６人由其适用，占所有样本的７２．９６％，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是第二位的主要
办案机关，有４３８人由其适用，占所有样本的２５．８６％，省级人民检察院直接适用的只有１８人，占所
有样本的１．０６％，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适用指定监视居住只有２人，占所有样本的０．１２％。如果
和办案机关的管辖权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其符合我国刑事案件的管辖特征，在我国贿赂犯罪案件
〔９〕 由于检索的时间是２０１７年３月，有部分２０１６年的案件尚未办结或者未上传网上，２０１６年还有部分案件
未检索到，但从上传的时间规律来看，这类案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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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基层和市级人民检察院办理。
３．各省份适用指定监视居住区域性差别较大。从调查来看，在我国大陆地区，除没有上海的
数据外，各省份都有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案例。然而，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检察院地域分布差异
非常大，〔１０〕占比较高的河南、河北、安徽、湖南、云南五个省份，指定监视居住人数都在 １００ 人以
上，而西藏、新疆、宁夏、青海、湖北、天津指定监视居住人数都只有个位数。（见表３）这印证了一种
说法，各地对指定监视居住认识不一，适用不太平衡，有的地方检察院使用较多，有的则基本不
用。〔１１〕 这说明检察机关查办贿赂犯罪案件有多种突破案件的方法，据笔者调查，还有询问证人模
式和与纪委合作办案的方式，检察机关在不同案件上择优适用。一旦面临适用上的风险，检察机
关可能退而求其次，采取其他的办案方法，从而在最高检严格控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之后，各地检
察院回归传统办案方式。这也说明全国各地在贿赂案件的查办上，有自己的经验和办案习惯，并
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办案模式，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监察委员会试点的山西、北京都只有十余个案件，而浙江也只有 ４３ 个案
件，指定监视居住人数较少。笔者揣测也许这些省份不依赖指定监视居住查办贿赂犯罪案件，而
将与纪委协作办案作为主要办案手段，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定的办案经验，所以成为监察委员会改
革试点单位，当然这是否准确难于确定。但似乎与纪委合作办案的适用会影响指定监视居住适
用，比如据笔者所知湖北特别强调与纪委联合办案，所以指定监视居住人数非常少。
安徽
２０９
江苏
６６

北京
１７
江西
４７

福建
５８
辽宁
４７

表３ 侦查检察院所在省份及其指定监视居住数量一览表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１０ ２６ １００ ８９ ２６ １５８ ２８５ ３０ １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陕西 四川 天津 西藏
１５ ７ ３ １９ １０ ２４ ８６ ３ ２

湖南
１２３
新疆
９

吉林
３１
云南
１１３

重庆
３５
浙江
４３

４．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主要为行贿受贿案件，且多为受贿案件。首先，在指定监视居住
适用的罪名分布上，适用的罪名绝大多数为贿赂犯罪，单独涉嫌贿赂犯罪指定监视居住的有
１３０３人，单独涉嫌贪污犯罪的有 ５０ 人，单独挪用公款犯罪的有 ８ 人，单独涉嫌渎职犯罪的有 １８
人，还有一些涉嫌检察院管辖的数个罪名但多数都有贿赂犯罪在内，属于检察院侦查和公安机关
侦查的混合案件２９件，〔１２〕共计１４０８件。这是因为贿赂案件十分难办，具有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
迫切性，反映出实践中将指定监视居住作为查办贿赂犯罪的主要手段。
其次，在贿赂犯罪中，单独罪名中受贿罪７９２人、行贿罪２９７人，说明指定监视居住主要用于受
贿犯罪嫌疑人。另一个数据也支持该结论，在指定监视居住人数中，国家工作人员 １１０３人，占所
有人员的 ６５％，非国家工作人员５９１人，占所有人员的３５％。
最后，如此多非贿赂案件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说明适用的是在本地无固定住所的条款，然而职
务犯罪在本地无固定住所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可以推定其多半采取指定管辖的方式，规避了法定
侦查管辖的规定。
其中２个案件无法判断所在省份。
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在前期调查中，有检察官提到实践中会出现检察院借用公安机关指居措施的现象，比如协调公安机关以
公安侦查管辖的罪名立案，突破口供后，再将案件移送检察院，但是从裁判文书来看，这种现象十分罕见。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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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指定监视居住适用理由主要为本地无固定住所以及办案需要。 尽管从调查来看，涉案金
额在５０万以下（不含）〔１３〕的有８２１人，占全部指定监视居住案件的４８％；涉案金额在５０万以上
至３００万（不含）的６４４人，占３８％；涉案金额在 ３００ 万以上的有 １０３ 人，占 ６％，非涉及犯罪金
额的职务犯罪案件或者涉案金额不明的有１２６人，占比８％。以５０万以上作为适用特别重大贿
赂案件的案件，可以推算出大致４４％的案件适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１４〕由于不能适用特别重
大贿赂犯罪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只能适用在本地无固定住所，从而可推算出有５６％的案件属于在
本地无固定住所（见表４）。这和其他的调研数据基本吻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撰
文指出，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全国检察机关以无固定住处为由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占到总数
的 ５０％。〔１５〕
适 用 理 由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无固定住所
人性需要
办案需要

表４ 指定监视居住适用理由一览表
数 量
７４７
９４７
１９
１６７５

占 比
４４％
５６％
１％
９９％

此外，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第７２条规定，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羁
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
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等五种情况下可以监视居住。可以将前三种情形归结为“人性
需要”，后两种为“办案需要”。从调查来看，只有１９个样本符合“人性需要”的案件，只占到１％（见
表４），没有羁押期限届满的案件，绝大多数案件都以“办案需要”为由指定监视居住，充分体现了指
定监视居住满足“办案需要”的特殊功能，而这种“办案需要”从实践来看，主要是突破口供、防止串
供、深挖案件的需要。
６．有五成多的嫌疑人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在１５天内，指定监视居住的平均天数是２３．６３天。
在裁判文书，都会列出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一般会显示在何时开始指定监视居住，何时转为逮
捕、拘留等其他强制措施。在裁判文书的裁决部分，也会指出指定监视居住可抵刑期的计算。根
据这些材料，除个别表述不清晰的案件外，多数案件的指定监视居住时间可以较为准确地计算出
来。根据统计，指定监视居住在７天以下的有４５３件，指定监视居住在８至１５天的有４７９件，从而
有５５％的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在１５天以内，指定监视居住在１６至３０天的有３７５件，指定监视居住
在３１天以上的有３６０件，无法确定指居天数的有２７件（见表５）。总体而言，指定监视居住的平均
天数是２３．６３天。
〔１３〕 本调查以检察机关指定的犯罪金额作为统计标准，侦查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的
比例应该更高。因为，据有关调查表明，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对“涉嫌贿赂犯罪数额５０万以上”的适用条件作有
利于侦查的扩大化理解，扩大为举报数额、供述数额、共同犯罪数额等。孙谦：《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执行情
况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１４〕 实践中存在将未达到５０万金额标准的案件扩张适用的现象，但是由于裁判文书中并无指定监视居住时
的涉案金额，无法判断扩张适用的严重程度。所以，该数据只能估算。
〔１５〕 前注〔１３〕，孙谦文。

·１５４·

１—７天
４５３
１—７天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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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指定监视居住时间分布一览表
监视居住适用具体天数的人数
无法确定天数
８—１５天
１６—３０天
３０天以上
４７９
３７５
３６０
２７

８—１５天
１１．４７

相关时间段内平均天数
１６—３０天
３０天以上
２３．３５
６３．６１

全 部
２３．６３

７．办案效果明显。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其一，指定监视居住都取得了侦查机关预期
的办案效果，绝大多数案件都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其二，最终法院认定指控罪名成立的有
１６６２人，占９８．１１％；有３１人变更了罪名，占１．８３％；判决无罪的只有１人，占０．０６％。（见表６）其
三，多数案件，指控犯罪的金额和判决一致，占到了９１．８％，不一致总共有１３９人，其中判决中增加
金额的有４０人，减少金额的有９９人。
罪名是否成立
是
否
否定指居罪名

表６ 罪名是否成立表
数 量
１６６２
１
３１

占 比
９８．１１％
０．０６％
１．８３％

其四，延伸对比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办数量发现，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和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办有共
性的变化规律。根据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７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１６〕２０１３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行
贿受贿犯罪共１７７２１人，随着指定监视居住制度的产生及开始适用，贿赂案件查办增加，２０１４年查办
行贿受贿犯罪共２１８８９人，办案量下降了２４％；２０１５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受贿犯罪２１４２７人；
２０１６年严格限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后，贿赂案件的查办数量也开始下降，查办行贿受贿犯罪１７８４７
人，办案量下降了１７％。根据该内容绘制出检察机关查办行贿受贿犯罪嫌疑人变化图（见图１）。同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受贿犯罪人数变化图
〔１６〕 根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１３年，查办受贿犯罪１２２０６人（该数据根据２０１４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受贿案件增长的比率算出），对５５１５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２０１４年查办受贿犯罪１４０６２人，同比上升１３．２％；查办行贿犯罪７８２７人，同比上升３７．９％；２０１５年全国检察机
关查办受贿犯罪１３２１０人，查办行贿犯罪８２１７人；２０１６年查办受贿犯罪１０４７２人、行贿犯罪７３７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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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指定监视居住适用年份数量变化图

时，可根据表１制定出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数量的变化图（见图２），两者的变化形式几乎一致。

三 、指定监视居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指定监视居住未发挥替代逮捕的功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明确：“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然而，指定监视居住
并未发挥替代逮捕的功能，指定监视居住后转逮捕的有２４３人，占所有人数的１４％；转拘留的最多，有
１０９４人，占所有人数的６５％；转取保候审的只有２５６人，占所有人数的１５％；此外，还有指定监视居住转
监视居住４人，一直维持指定监视居住的有１件。９人两次指定监视居住，有８７人在指定监视居住后
无法判断强制措施变化（见图３）。可见，其只有１５％的案件，在指定监视居住之后，转为取保，而绝大
多数案件转为拘留或者逮捕，显然指定监视居住并未发挥替代羁押的功能，相反其成为羁押的前置措
施，这印证了一些学者的观察，通过指定监视居住，获取口供，满足办案需要，最终满足羁押的条
件。〔１７〕 可见，替代逮捕本身并不是实践中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其主要发挥辅助侦查的功能。

图３ 指定监视居住后变更强制措施一览表

图４ 指定监视居住时间比例一览表

（二）一些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时间过长，对嫌疑人人身自由限制过大。几乎所有的观察都指
出，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一般采取２４ 小时贴身监视的安全保障措施，〔１８〕严格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
谢小剑、赵斌良：《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证分析》，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５ 期。
〔１８〕 周茂玉、吴杨泽：《检察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证考察及完善建议》，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４ 年第１２ 期。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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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以指定监视居住在实践中很容易演变成超羁押措施，所以适当控制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对
于保障嫌疑人人权至关重要。根据统计，指定监视居住在７天以下的有４５３件，扣除无法确定天数
的２７件，占２７％；指定监视居住在８至１５天的，占２８％；指定监视居住在１６至３０天的占２２％；指
定监视居住３１天以上９９天以下的有２４０件，占２０％；有２０件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在１００天以上，
占１％；无法确定天数的占２％（见图４）。
最高检曾下文《关于全国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格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
施的通知》，要求指定监视居住一般不超过１５天，超过１５天的要报上级审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同志调研后，认为指定监视居住“一般在一个星期以内”〔１９〕，显然其对指居时间的控制是相对满意
的。然而，根据上述分析，与现有认识不同的是，实际上接近一半的指定监视居住在１５天以上，占
到全部案件的４４％。指定监视居住３１天以上９９天以下的也有２０％，甚至有２０件案件，指定监视
居住在１００ 天以上。 法定指定监视居住最长可达 ６ 个月，也就是 １８０ 天左右，而有 ９ 人接近
１８０天，最主要的原因是指定监视居住并非一次完成，有的案件在解除指定监视居住之后，又重新
指定监视居住，或者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反复指定监视居住，不过这种情况总体而言占比非常小，据
统计两次指定监视居住的有９人。显然，由于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过长，导致对犯罪嫌疑人人身
自由权利干预过大，极有可能给供述施加不恰当的压力。
（三）存在在本地无固定住所扩张适用的情形。根据调查，有 ５６％ 的案件属于在本地无固定
住所，但是根据常识，多数职务犯罪嫌疑人在本地都有固定住所。极有可能的是，由于特别重大贿
赂犯罪的标准较高，一些地方曲解“在本地无固定住所”，或者如有的研究表明，通过指定管辖的方
式，规避在本地无固定住所的适用前提。〔２０〕 从上述其他地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以后者居多。比
如，安徽省检察机关 ２０１３ 年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中，近７０％ 的比例为异地查办，以无固
定住处作为适用理由。〔２１〕
（四）存在非法指定监视居住、非法讯问的问题。从裁判文书来看，贿赂类案件的辩护率非常
高，占比９５．６９％（见表７），一般来说其对非法讯问、非法指定监视居住的情况非常敏感，而且现有
定性研究表明，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非法讯问的现象较为严重，但现实与我们之前的认识相反，绝大
多数案件并未提出非法指定监视居住、非法讯问的辩护。〔２２〕 只有１５个案件提出了非法指定监视
居住的辩护，有５０个案件提出了非法讯问的辩护。在非法指定监视居住的辩护中，提出指定地点
非法的有８个，主要指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其他诸如不符合指定监视居住的法定条件，〔２３〕执
行机关不合法、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未能保障律师帮助权、嫌疑人的正常生活权及人身自由权，也是
辩护中的主要方面（见表８）。但是，几乎都没有获得法院的采纳。这说明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大
多数并没有某些极端个案中的那般严重，一些极端个案极大地败坏了指定监视居住的社会形象，
张智辉、洪流：《监视居住适用情况调研报告》，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同上注。
参见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安徽省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情况的调查报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编：《反贪工作指导》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０页。
〔２２〕 被告人不愿意做非法指居、非法讯问的辩护，也许是因为在我国职务犯罪量刑较为轻缓的背景下，其不
愿意和检察机关做激烈对抗，毕竟量刑建议权、公诉权、法律监督权在检察机关手中，被告人想获得更大的量刑
优惠。
〔２３〕 根据前述统计数据，极可能存在通过指定管辖，规避在本地无固定住所的规定，而事实上不符合监视居
住的条件，指定监视居住地点有问题正是辩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１９〕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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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讯问中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指定监视居住固有，即使不允许使用指定监视居住，其中的问题仍
然会存在。
表７ 指定监视居住案件是否有辩护人一览表
有无辩护人
数 量
占 比
有
１６２１
９５．６９１％
无
７３
４．３０９％
表８ 提出非法指定监视居住辩护情况一览表
案 号
辩 护 理 由
（２０１３）山刑初字第１５１号
监视居住地点并非被告人住处
（２０１５）永刑初字第８９号
名义上指居未实际执行转而在他处非法讯问
（２０１６）川３２２２刑初５号
指居期间变相羁押
（２０１５）曹刑初字第１３９号
指居地点错误、非法定执行机关
（２０１５）黔钟刑初字第４２８号 监视居住是反贪局自己执行的，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执行
（２０１４）温洞刑初字第１３３号 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非法定执行机关
（２０１５）永中法刑二初字第３号 没有经过上级检察院审批
在专门办案场所执行，剥夺了被告人正常的生活条件。在无充分法律依据的
（２０１５）温瑞刑初字第４２３号 情况下
，将本案定性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剥夺律师会见权
（２０１５）合刑初字第３２号
对被告监视居住没有法律依据，执行监视居住主体错误
（２０１５）桐刑重字第００００３号 没有什么依据和线索，长达四个月的监视居住
（２０１５）桃刑初字第７０号
执行机关违法，指居地点违法
（２０１５）东刑初字第１４号
在检察院办案中心及在检察院的办公场所执行
（２０１５）寿刑初字第６０７号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程序严重违法
（２０１５）黔义刑初字第０００４６号 在办案区对被告人指定监视居住，并进行讯问
（２０１５）莆刑初字第２１号
拘留后未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却以监视居住之名变相羁押

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除了我国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律师介入不充分，嫌疑人权利
保障机制缺乏，现有立法的弹性空间太大之外，最核心的原因还在于指定监视居住承载了过多的侦查
保障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指定监视居住都已经分化为办案
需要型指定监视居住与替代逮捕型指定监视居住，对于检察机关查办贿赂犯罪案件而言，其主要试图
发挥指定监视居住办案需要的功能，利用其来突破口供、防止妨碍诉讼行为的发生。然而，其面临异
化为侦查措施的批评，强制措施与侦查措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措施，适用
目的只能是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作为侦查取证的手段”〔２４〕。因此，指定监视居住期
间，应当规范指定监视居住制度，不能将指定监视居住作为侦查的便捷手段。
〔２４〕

程雷：《刑事诉讼法第 ７３ 条的法解释学分析》，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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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我国相关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最高检试图控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案件范围的意图基本实现。从立法之初，最高检就试
图限制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适用范围。最高检将“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解释为三种情形，是因为
该类案件约占检察机关查办贿赂犯罪案件的１０％，不超过２０％，这一比例既考虑了人权保障，又考
虑了办案的实际需要。〔２５〕 从调查来看，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数量并不多，只有１６９４件，基本
上实现了最高检严格控制使用范围的目标，其对适用案件的数量控制是有效的。指定监视居住主
要适用于贿赂犯罪，也说明其主要依赖指定监视居住查办“难办案件”，并没有因为该手段的有效
性而盲目扩张，可见在最高检大力度的限制之下，〔２６〕各级检察院并未将指定监视居住作为常规办
案手段，其在适用手段上予以自我约束。这说明虽然在一些指定监视居住个案中出现违法滥权现
象，但各级检察院对于权力的制约意识、规范意识仍然存在，在严厉打击贿赂犯罪案件的同时，试
图用相对规范、法治化的方式，长期来看其是一个法治化的力量，片面批评检察机关自侦权带来的
恶果是显然易见的。
（二）规范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程序。公安机关指定监视居住是否如检察机关指定
监视居住一样，表现为“办案需要”而非“替代羁押”，值得深入调查。如果主要为“办案需要”型指
定监视居住，也应当加以规范。从调查来看，最高检虽然在限制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案件范围上有
效，但是指定监视居住在程序规范适用上仍很容易发生问题，比如突破本地无固定住所的限制条
件、指定监视居住的上级审批虚置、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控制及监督力度不足等。这对于公安机
关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具有启示意义。
其一，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不应当直接成为侦查手段，但应该适当考虑其对侦查的保障功能，
这主要通过对“办案需要”进行合理解释的方式实现，而不能扩大“办案需要”的范围。对于“办案
需要”应理解为，指定监视居住能够为办案提供好的环境，比如通过指定监视居住使犯罪嫌疑人主
动配合调查，而不能将办案需要理解为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压力，迫使其做出供述。同时，应当致力
于提高指定监视居住之后，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
其二，应当限制指定监视居住的案件范围，其应当仅适用于特定取证较为困难的案件，比如毒
品犯罪案件、恐怖犯罪活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同时，不能采取指定管辖的方式规避一般案件中
指定监视居住“在本地无固定住所”的适用条件。而且，上级的内部审批应当严格规范，避免其
滥用。
其三，对指定监视居住时间进行限制。２０１４年《全国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格规
范使用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要按照 “敢用、慎用、短
用”的要求，原则上控制在１５天以内，超过该期限的由上级审批。从调查来看，这种内部控制基本
未发生足够效力。实践中，指定监视居住的时间总体过长，反映出一旦审批同意适用指定监视居
住，对时间控制不严格的问题。未来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尽量严格控制指定监视居住时间在１５天
以内，适用指定监视居住超过１５天的，需要采取内部审批延长的模式。
（三）对于规范留置程序的启示。当前，监察委员会改革，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将由监察委员会
行使，最高检限制指定监视居住的思路可以给其调查程序规范带来启示。
〔２５〕
〔２６〕

孙谦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另一个约束是较高的办案成本以及极易诱发非法讯问、办案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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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留置应当主要针对贿赂犯罪。贿赂犯罪存在严重依赖口供的特点，需要一定时间控制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避免串供。从调查结论来看，指定监视居住的适用与贿赂案件的查办成
正比例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办案功能和实际效果，对于查办贿赂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他
职务犯罪，比如贪污犯罪，存在较多实物证据，无需采取办案机关直接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未
来，监察委员会将接手职务犯罪的查办，监察法规定留置可以适用于所有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
为。然而，笔者认为，监察委员会的留置可以看作贿赂犯罪等“难办案件”的查办，在程序上的一种
努力。留置作为办案机关直接控制人身自由的办案方式，存在较大滥权风险，仅应当以满足贿赂
犯罪等特定案件查办需要为限，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思路，在实践中主动将留置对象限制在贿赂
类犯罪较为合适。
其二，监察法将“涉及案情重大、复杂”作为留置的条件之一，然而何为重大复杂非常模糊。笔
者认为，应该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既不能过分拔高案情重大、复杂的判断标准，使办案机关
难于使用该手段，不能满足办案需要，也不能不加以限制，使办案机关能在较为轻微的案件中适用
留置手段，直接控制嫌疑人人身自由，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上述调查也能印证该论点，我国
２０１６年大幅提高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金额标准，将其界定为一般涉嫌３００万以上的贿赂犯罪。
然而，本调查显示涉案金额３００万以上的贿赂案件只有不到６％，该改革导致现有指定监视居住的
适用急剧减少，同时基层检察院侦查对象涉嫌如此巨大贿赂的可能性非常小，基层人民检察院基
本丧失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可能。据笔者了解，一些检察院放弃贿赂案件的办理，主要查办贪污
等有更多客观性证据的案件，或者利用初查询问证人模式或者与纪委配合办案的模式，在办案方
式上存在规范性、自主性不够的问题。留置显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虽然以涉嫌金额 ５０ 万
为标准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调查表明涉嫌金额 ５０ 万以上只占全部指定监视居住案件的
５４％左右，其他低金额的贿赂犯罪同样面临查办难题，实践中不得不以指定管辖的方式规避本地
无固定住所的规定，考虑到监察立法强化职务犯罪查办的立法选择，适当降低其判断标准是合适
的，笔者认为以１０万元为标准可能较为合适。
其三，从上述调查来看，办案机关以直接控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办案，多数案件可以在
１５天内满足办案需要。监察法规定留置时间可以长达六个月，为了防止留置被调查人时间过长，
未来也应当内部限制为一般在１５天以内，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但该内部审批必须高度防范被虚置
的问题。但是，应当配套建立相关的羁押替代制度。
其四，着力规范指定监视居住的讯问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积累了指定监视居住防范非法讯
问的经验。比如，要严格居审分离，规范指定居所的规范化建设，充分保障嫌疑人在指定监视居住
内的正常生活，对居住区与办公区之间设置隔离区，必须 ２４ 小时监控录像，防止办案人员进入监
视居住场所发生体罚虐待、以谈话行讯问之实等违规行为。对于讯问必须在具备同录条件的办案
场所进行，遵循规范的讯问程序，合法取证。留置场所建设及其讯问程序有必要借鉴该经验。
（责任编辑：林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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