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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女性执法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

提起公诉、审判、执行五大基本程序。法律设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有以下特点：1、

不仅包括审判程序，还包括审前程序，即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程序。从诉讼构

造上分析可知，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而是实行公安机关、

检察院、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2、不仅包括对未决的刑

事被追诉者的处理程序，即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还包括对已决罪犯的处理程序，

即执行程序。其原因在于立法体例和机构设置，一直以来刑事执行并无单独立法，

相关内容都由诉讼法予以规范。执行机构也没有单独设立，刑事裁判分别由公安

机关、法院、监狱等分别执行。 

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有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两方面，国家机关包

括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

讼参与人（例如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等）。 

本文重点介绍女警察、女检察官、女法官和女陪审员，以及女律师在刑事诉

讼程序中的角色。 

1、女性侦查人员。依法有权对刑事案件立案并进行侦查的机关主要是公安

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公安机关从事刑事侦查的人员通常是警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

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2  

在互联网搜索可知，2002年，中国有女警察16万，占160万警察总数的10%。

据公安部 2011 年统计，中国警察总数为 200 万，女警察占 13.65%。从部分地方

女警察协会的报告看，各地女警比例在全国平均值上下。2007 年广州“女警占

七分之一”，为 14.28%；2009 年石家庄市女民警占民警总数的 10.4%；2012 年广

1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

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已被废除。 

                                                             



东省女民警人数占总警力的 11.8%。  

笔者在两年前做过一个“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女性参与”的研究项目，调研中

我们发现，在比例不高的女警察中，在一线从事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女警察为数

更少。女警察在公安机关更多地被安排从事接警、网监、户籍和身份证管理、行

政等工作。 

对照《曼谷规则》，中国《刑事诉讼法》一直以来都规定，检查妇女的身体，

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这

些规定无疑考虑到了为女性被追诉者提供与性别相关的保健服务。但我认为，我

们的法律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曼谷规则》之规则 103和规则 114，以

及规则 195和 206等的规定，细致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且注意科技手段

的运用，就很值得借鉴。 

2、检察人员。据女检察官协会官方网站资料, 2013 年共有会员四万多人。

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多数从事提起公诉、审查批准逮捕、监狱、看守所检察、

案件管理等工作，较少从事侦查工作。 

3、审判人员，包括法官和陪审员。据新华网 2009 年 1 月的报道，我国女法

官人数 44502 名，站法官总数的 23.48%。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王胜俊在 2013 年

3 月 10 日的讲话介绍，2012 年人民陪审员数量达到 8.5 万人。最高人民法院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 2013年 5 月 23 日在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

在做好陪审员选任工作方面，他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确立两年内实现人民陪审员数

量翻一番的基本目标，力争将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增至 20 万人左右。各级

人民法院要不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注意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工

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社区居民等群体的比例，确保基层群众所

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的三分之二。 

由于陪审员的法定条件之一是有大专以上学历，又由于要求新增陪审员的三

3 《曼谷规则》10：如果女性囚犯请求自己应由女性医生或护士加以检查或治疗，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尽

量为其安排女性医生或护士，急诊情况除外。如果违背女性囚犯的意愿由一名男性医务人员进行检查，在

检查过程中应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场。 
4
《曼谷规则》11：如果在体检过程中需要有非医务职能的监狱工作人员在场，这类工作人员只能是女性，

并且进行体检时应当保护隐私，无损尊严和信息保密。 
5
《曼谷规则》19：在进行人身搜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女性的自尊和尊严得到保护，人身搜查

只能由女性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她们应受过适当搜查方法的正规培训。 
6
《曼谷规则》20：应当制定替代检查方法，例如扫描，以取代脱衣搜查和具有侵犯性的人身搜查，避免侵

犯性的人身搜查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和可能的身体影响。 

                                                             



分之二以上应当来自基层群众，在新增加的三分之二以上基层群众中，女性人员

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4、律师。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律师数量为 232384 名。律师平均年增长速

度为 9.1%。女律师数量为 61717 名，占律师总数的 26.6%。7 

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的律师有 11000多名，而女律师有 4400多名；

截至 2010 年 7 月 15 日，北京律师 19305 名，而女律师增加至 6000 余人；截至

2011年 11月 30日，北京律师 22793名，而女律师增加至 8000余人。8 

5、刑罚执行人员。法定的刑罚执行机关有监狱、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

看守所，其中监狱是主要的刑罚执行机关；法院负责死刑和财产刑的执行；看守

所负责执行剩余刑期不满三个月的自由刑。女性罪犯在女子监狱服刑。 

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调整女性参与刑事司法领域的法律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该法于 1979 年制定，自 198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1996 年 3

月 17 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进行了了第一次修订。2012 年 3

月 14 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现对于 1996 年的第一次立法

修改，2012 年修法被称为再修改。 

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分五编，修订了 110 条，新增了 65 条规定，修改

幅度非常大。新《刑事诉讼法》为女性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提升提供了上行

空间，从而为女性在刑事诉讼领域增强角色分量提供了新的契机。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1、修改简易程序，提高了女性检察人员、女性审判人员在起诉和审判程序

中的参与程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的认罪案件，即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案

件”，极大地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修改前的法律规定简易程序适用独任

制，由审判员审理。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既可以组成合议庭审理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但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

7 引自“中国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2013）”，来源于中国律师网 
8 数据来源于北京律师协会。 

                                                             



期徒刑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鉴于《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程序中的合议庭可以有陪审员参加，既可以

是应被告人可以要求而随机抽取陪审员参加，也可以由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决定吸

收陪审员参加。正如前面介绍过的，两年内陪审员数量有望翻一番，达到二十万

人，这就为女性陪审员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刑事案件审判的机会。 

同时，为强化和制约检察职能，新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公诉案件的，

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根据我们以往所做的调研项目，在基层法院和

检察院，女性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较少流动，人数相对较多，在业务骨干人员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女性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结合简易程

序适用范围的扩大，以及简易程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

定，有理由认为，女性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将会在简易程序的起诉和审判工作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2、技术侦查的增加，以及传统侦查行为的扩充，为女性从事侦查工作提供

了更大的空间 

目前，在世界多数国家的警察队伍中，女警察数量不断增大和女警察勤务

范围不断扩展已成趋势，这与国际社会对警察机构及警务工作中的性别问题的关

注不断增强紧密相关。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对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

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此外，在

传统的侦查措施方面，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对股票、债券、基金份额的查询和

冻结措施。由于与传统的具有较高的体力要求的侦查工作或者具有较高风险的侦

查手段有着明显不同，《刑事诉讼法》新增技术侦查等的相关规定，为女性进一

步参与传统上以男性为主体的刑事侦查领域奠定了基础，女性侦查人员在侦查程

序中具有比以往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3、辩护、代理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为女律师提供更多参与刑事诉讼的

机会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将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程序，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以委托辩护人，但侦查

阶段只能委托律师。 

其次，新法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新法增加规定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

检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进行辩护。 

再次，新法补充了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内容，规定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

最高法院应当听取。 

最后，在立法增加的“没收违法所得”和“强制医疗”两个特别程序中，对

刑事代理做出了完善。在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中，有关人员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

在强制医疗案件中，法律规定必须有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如果有关人员没有委

托的，则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上述立法规定无疑为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女性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单独规定为一种特别程序，

并将相关特殊规定纳入立法。下列相关规定扩大了女性的参与程度： 

首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专门机构或专人办理。法律规定，法院、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

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

查人员进行。在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心理学

研究表明，女性的共情能力（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力和感受力）高于男性，据此，

含有女性的专门机构可能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检

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都在积极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和专

门队伍建设。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机构中，女性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

判人员基于其女性特质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在现行公检法机关中，少年法庭等

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机构人员组成也多以女性成员为主。即使在没有成

立专门机构的机关中，也都指定了专人办理，其中更加倾向于选择女性。可见，

这一规定扩大了女性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参与刑事司法领域的范围。 

其次，法律补充规定了适格成年人在场制度，要求在对未成年人讯问和审

判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人到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到场

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

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此外，还

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

补充陈述。司法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等参与讯问和审判的以女性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女性亲属更易与未成

年人沟通交流。另外，在我国，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村委会或居委会、未成年

人保护组织中，女性往往多于男性。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适格成年人在场制

度使女性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参与的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 

再次，新法增加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

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制度，社会调查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审查外，还应当对未成年人

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人民团体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女性因其耐心细致，有亲和力，善于沟通等特质，

往往成为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更多地从事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

会调查工作。 

5、执行程序的完善 

新法中增加了社区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机关，负责执行原由基层公安机关执

行的管制、假释、缓刑和监外执行。罪犯在社区矫正过程中，需要来自社区的监

管和帮助，与基层公安机关相比，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中，以及参加社区矫

正的志愿者中，女性数量较多，意味着女性在刑事执行程序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加

大。 

相比男性罪犯，女性罪犯在社区被执行刑罚的法定情形更多，例如怀孕妇女



和哺乳婴儿的妇女；例如特殊情形的假释；缓刑。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妇女，如果正在怀孕或者哺乳的，也可以决定监外执行。 

此外，被判刑人在社区执行刑罚，也为女性以多种身份和方式参与刑事诉讼

提供了契机。例如，来自家庭的女性（包括母亲、妻子、女儿，姐妹等）所带来

的感化，有助于帮助罪犯减少被抛弃感，减少其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隔阂，为其

日后回归家庭和社会奠定基础。又如，女性心理医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当需要

别人理解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向女性倾诉自己的感受。未来女性心理医师将

在罪犯的矫正和回归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人建议在有接触监视的情况下，由

女性心理医师定期为具有严重心理隐患的罪犯做心理医疗。 

     

 

结语：在中国刑事诉讼中，女性执法人员的角色不可或缺，随着新《刑事

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她们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