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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制、影响司法公正、侵害人身权利等。
造成网络反腐存在问题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非理想因素的
存在。解决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建设，实现有法可依，在立
法、执法、司法等方面保障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实
行实名制与匿名权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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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

举报的官员就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漏洞提前销毁罪

目前，我们国家在网络反腐方面虽然逐步形成 证、转移财产或者与他人串供等方法规避有关机关
了民间网络举报平台， 建立了官方网络举报平台， 的侦查，这就为案件的调查取证加大了难度。

訛
譹

另

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自身的局 一方面，广大网友由于种种原因，对网上举报的腐
限性，网络反腐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 败案件常缺乏理性思考，极易情绪化地跟风支持某
题，阻碍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 网络反腐存在的问 一主张。这种强大的网络舆论会给人民法院公正审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网络反腐可能会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

判带来无形的压力。
第三， 网络反腐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制。

私权等人身权利。 网络空间由于自身的开放性、隐 目前我国没有出台一部统一的关于网络反腐的法
匿性，充斥着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广大公民难以 律规范，地方立法机关也极少出台涉及网络反腐方
分辨信息的真伪。这就为某些不法分子借助网络进 面的地方性法规。现有的关于计算机网络的立法无
行不法活动提供了良机。一些不法分子不仅在网上 法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捏造虚假腐败信息、 散布谣言侵害他人名誉权，而 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大多参考相关
且通过“人肉搜索”侵犯与腐败官员相联系的其他 部门法处理，这不仅不利于网络反腐问题得到及时
无辜者的隐私权。
第二， 网络反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
一方面，由于民间网络举报平台不能直接处理网络
反腐案件， 这种腐败案件只有在广大网友的转帖、

高效的解决，也不符合我国罪行法定原则。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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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反腐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互联网在我国安家落户仅仅几十年，相关方面

热议下引起官方部门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处理。被 的法律法规本身就不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法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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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反腐的法律思考

乎空白。 尽管我国先后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一）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建设，实现有法可

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

依

相关网络问题，但是，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都已

1.通过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反腐主体的行为

经相对滞后，不利于解决现代网络世界出现的新问

首先，从法律的视角出发，对网络反腐的主体

题，更没有提到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问题。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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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进行法制化规范，使网络反腐规范化、法律化。制定

2013 年新鲜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将相关宪法条文的规定真
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 正落实。 明确网络反腐的合法性，将其纳入法制的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没有提及网络反腐的具

轨道运行。 通过对网络反腐在法律上的确认，有效

体法律规制问题。 由此可见，直接明确规制网络反

维护网络反腐主体的合法权利。

腐的法律法规几乎为零，这势必会对网络反腐的有
序发展造成重大阻碍。

其次，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网络反腐主体的确
定、保护、限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在一定范围内
具体划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与公民在网络

（二）对网络反腐的监管不到位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各种信息良莠不齐， 反腐中的权责。 一方面，国家机关应当为公民进行
网络管理部门并不能完全肃清网络空间的各种非 网络反腐提供有效渠道，保护实名举报人的人身安
法信息。 网络空间的整个大环境仍然是复杂的，有

全，严禁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建立健全网络举报

时甚至是不健康的，这就导致公民很难理性公正客

奖励制度，建立和完善违法追究制度，打击一切利

观地参与到网络反腐中，网络管理部门也很难及时

用互联网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举报人

有效地分辨出举报者反映的腐败现象的真伪。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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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得捏造虚假

前，我国网络反腐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支撑，没有 信息在网上肆意传播，恶意诽谤国家机关和国家工
出台相应的网络举报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反腐 作人员。 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使国家机关和
各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等，这使得对网络反腐监管

国家工作人员与举报者认识到各自行为所应承担

不到位无可避免。如“
落马局长如何官运亨通”的黄 的责任与义务，以保障网络反腐朝着法制化稳步前
贤藏局长、“
房婶”李芸卿等无不是网络反腐监管不
到位情况下的无辜躺枪者。
（三）非理性的网络反腐的存在

进。
2.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执法体系
我国在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执法体系方面，应当

目前，我国网民层次不齐，在年龄、受教育程 按照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国家应当建立和完
度、人生阅历、城乡之间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较 善从全国到地方的网络反腐的专门执法部门，及时
大差异，这就导致公民在网络世界或多或少都带有

受理、解决网络反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次，

一些非理性因素。因此，在参与网络反腐中，网民举 国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在网络反腐执法
报的腐败现象极有可能存在非理性因素。一部分网 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 再次，制定专门的有
民可能基于引起关注、报复陷害、发泄情绪或其他 关网络反腐执法主体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范，明确
目的， 故意在网上举报一些不真实的腐败现象，歪 网络反腐执法部门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具体规定
曲事实真相，中伤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这些

网络反腐执法部门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最后，网络

虚假信息经过网络的传播，会迅速地在网民之间产

反腐专门执法部门对公民举报的腐败案件， 不回

生强大的舆论。网络反腐中广大网民的非理性因素 应、不侦查、不处理的或者借助公权力打击报复举
极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可能成为某些阴谋家蓄意

报者，公民有权向上一级网络反腐专门执法部门进

损害政敌名誉权和人身权的工具，也可能左右法院

行申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

审理腐败案件的判决结果，妨碍司法公正。

证属实，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建立健全网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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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关部门查

譹崔蕾：《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制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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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反腐的执法体系， 有助于网络反腐依法进行，实 为要严厉惩处。
现网络反腐的法治化，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最后，政府应当大力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制化宣

3.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司法体系

传。即使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但是知之者甚少，也难

首先，法院系统应该建立一个专门性的官方网

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制宣传对于人们知法、懂

站或者在已有官方网站中单独设立一个页面，及时

法、守法、用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青少年，

收集、整合、回应有关各方对于腐败案件的意见建 政府可以开展网络反腐法制化教育走进校园的活
议，及时向公众发布腐败案件的具体情况。 务必做

动， 举行一系列有关网络法律规范的专题讲座，使

到信息公开。 其次，审判人员一方面应当重视来自

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法治的洗礼，依法规范自己的网

舆论的对于腐败案件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应当 上行为。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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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民众，可以定期在社区、广场等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据腐败分子个人 人群密集地开展普法活动，进行网络反腐的法制宣
具体的贪污受贿情形依法做出判决。 再次，在审理 传，向群众发放宣传册，回答现场群众的相关咨询。
热点网络反腐案件时，直接采取网上同步直播的方 此外，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应当加强网络普法
式，向社会公开审理过程，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建 教育。政府部门可以组织公务员进行系统的法治学
议。最后，案件审理完成时，将与腐败案件有关的证 习，把学习的结果作为年度考核标准，激发公务员
据材料，比如侦查过程、提交法院的物证、视听资料 学习网络反腐法律规范的热情。加强网络反腐的法
等和审判结果一同在网上公示。 此外，加强法官自 制化宣传， 可以在群众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自
身职业素质修养对于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司法体 觉地依法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
系也至关重要。

2.加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公民的法
治观念

有序地参与网络反腐不仅要求公民具有良好
的道德素质，而且要求公民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意

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识。 在网络反腐中公民应当树立宪法至上、法律至

首先，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官员 上的观念，依法行使自己的网络反腐权利，不得借
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建立健全，进一步完善公民 助网络反腐恶意侵害他人权利。当公民的网络反腐
的知情权、监督权，为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 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 应当及时请求公权力的救
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提供广泛的途径。只有远离暗 济。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让公民明确知道其在网
箱操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增强公民对政 络反腐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有利于在全社会形
府的信心， 相信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 成文明上网，依法行使权利的良好社会风气。
“
互联网拓宽了表达渠道,搭建起一个平等的交流平
訛
譹

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协调机制。 ” 政府通

（三）实行实名制与匿名权相结合
近年来，网络反腐在我国可谓蔚然成风。 公民

过互联网将有关权力运行的情况曝光于公民的视野 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上传不雅视频、照片等对腐败
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质询，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政 分子进行举报，使一批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纷纷落
府的信赖，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通过公开制度 马。 网络反腐为我国廉政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的建立，扫清腐败死角，有利于廉洁政府的建立。

相对于公民上访举报等制度反腐，网络反腐具有较

其次，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网络反腐的规范引

强的虚拟性。 目前，在我国官方网络举报平台举报

导约束，大力倡导积极健康有益的网络表达和文明

腐败案件需要实名注册，但是，在民间网络反腐平

互动,自觉做到不发布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稳 台根本就没有要求实名注册的问题。公民更愿意通
定、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的有害信息。对于 过民间网络反腐平台进行举报，而且，就已曝光的
公民违反事实真相，诬告陷害、侵害他人名誉权、隐

腐败案件来看，多是公民通过微博、公共论坛、社交

私权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 网站等民间网络平台进行的举报。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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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匿名性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网络举报者合法权利的行 无形中增加了举报者的安全感，使其敢于揭露腐败
譹张雷：《论网络政治总动员》，《东北大学学报》
訛
（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第 148 页。
訛罗维鹏：《法治视野下网络反腐热的冷思考》，《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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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增白凌：《网络政治表达的法律规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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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但是，网络的匿名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因 举报信息的真实性， 加强有关部门与举报者的联
为公民无须真实注册个人信息即可随意发帖进行 系，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对国家机关工
举报，网络侵权事件时有发生。 为了保护最广大公

作人员与公民都会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利于网

民网上的言论自由权、监督权及政治参与权，实名 络反腐问责制的建立，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制与匿名权相结合的制度成为网络反腐健康发展 不敢轻易泄露举报信息给被举报者，也不能对举报
者进行打击报复。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另一方

的重要桥梁。

所谓实名制与匿名权相结合， 简而言之是指 面，公民在举报腐败案件时，就会斟酌其举报信息
訛
“后台实名、前台自愿”譹
。 公民在网上进行举报的 的真实性。 借助网络反腐恶意侵害他人隐私权、名

时候在后台必须注册真实个人信息，在前台可以根

誉权等人身权利的，经查证属实，可以根据具体情

据个人意愿使用网名或者真实姓名。 首先，国家以

节，追究其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立法的形式规定网上举报实名制与匿名权相结合

结语

的范围、原则、遵守的程序以及违反后的法律责任

公民通过网路举报官员的腐败问题，使不少官

等，可以增强公民实名举报的安全感，维护举报者 员丑恶的嘴脸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下，受到法律的严
的合法权利。同时，也可以提高国家机关的公信力。 厉制裁。网络反腐无疑为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开辟了
其次，在网络反腐中，法律以明确的条文具体规定 新的途径，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前形势下网络反腐
公民在何种情况下实行实名制，在何种情况下行使 事业正在快速成长中，期间存在各种问题也在所难
匿名权，以及对不遵守规定的虚假举报者根据案件 免。 通过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反腐，使网络反腐在法
具体情节进行惩处，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治阳光的照耀下运行，可以有效地遏制公民无序的
别有用心者借助网络反腐达到其非法目的。 最后， 政治参与， 提高政府部门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效
规范网络实名制与匿名权相结合的制度，可以提高 率，增强国家机关的公信力。

Legal consideration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YAN Juan
Abstr act: Network anti -corruption has such problems as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viol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rights.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blems are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non -ideal things. Th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anti -corruption so that there are to be
followed. Leg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anti -corruption is guaranteed through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practice. Governments should fully play their roles, improve citizens' awareness of lawful
governing and combine the system of citizen using genuine name with the right to be anonymous.
Key words: network; anti-corruption; report;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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