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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
—安徽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近三年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数量及涉及
■刑
的主要罪名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全省各中
级法院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数量逐
年上升，涉及的主要犯罪类型基本相同，
具体情况见图表。
带民事赔偿的范围、标准
■附
于财产损失的赔偿。 实践中，被
1. 对
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
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较少， 各级法
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 对赔偿范围和标
准的掌握也较一致。 一般在确定赔偿范
围时，既考虑直接财产损失，同时注意是
否存在间接财产损失。 对于既有直接又
有间接财产损失的，均判决予以赔偿。对
赔偿数额，根据财产毁损、灭失的实际情
况确定。实物财产的价值，原则上以价格
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依据。
于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 对因
2. 对
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
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全省各级法院原则
上都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 以下简称“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 的规定， 并参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
的有关数据， 确定人身伤亡赔偿的范围
和标准。
但是， 在确定赔偿的具体项目和数
额时，各地法院的做法不尽一致。一是在
判决赔偿时是否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
能力。 部分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判
决全额赔偿， 不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
能力； 部分法院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
能力，酌情确定赔偿的具体数额。二是对
被害人伤残等级的确定参照何种标准。
根据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
事审判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济南会
议纪要”） 之规定精神， 在有关司法解释
出台前，对被害人伤残等级的确定，可统
一参照1996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职
下简称“工标”）。实践中，由于认为附
（以
带民事诉讼的索赔主体与“工标”主体性
质不同， 而且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
件对当事人伤残等级的确定适用的是
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
《道
下简称“ 道标”），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以
标准比工伤赔偿标准高， 部分法院是参
照“道标”而不是“工标”确定被害人的伤
残等级。三是死亡补偿费是否判决赔偿。
仅有少数法院认为死亡补偿费具有精神
抚慰性质，不予判决赔偿；而交通肇事案
件因行政法规有规定， 对死亡补偿费的
赔偿请求则予以支持。
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
■刑
全省各级法院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
导刑事审判工作，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
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据
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全省法院审理的
附带民事案件中， 调解结案率平均在
上。 在调解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有
40％ 以
益的经验：一是查明案件事实，深入了解
案发起因、被害方遭受的经济损失、被告

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等情况， 做好基础
工作。 二是了解当事人双方意愿，把握双
方参与调解的动机和目的， 有针对性地
筹划、 制定调解方案。 三是法官主持调
解，释法说理，同时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尽可能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用调解的
方式结案。 四是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自
行和解。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总结出了
行和解、疏导化解、趁热打铁、相互批
“自
评、情法并用、找准主角、钝化矛盾”的28
字调解法。 宿州市两级法院从附带民事
诉讼具有依附性、兼容性、局限性等特点
出发，在把握好调解工作的基点以外，还
努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大调解力度：（1）
拓展“着力点”。 针对被告人被羁押，不能
亲自参与庭外调解的情况， 法官根据自
愿原则， 提倡被告人近亲属积极参与或
配合调解。 （2）把握“重点”。 在法律规定
的框架内进行调解， 不给任何一方作出
明确的承诺， 不以调解结果来决定刑事
部分判决。 （3）把握“终点”。 保证调解协
议的切实履行，避免久调不决。 以调解方
式结案的案件，要求双方及时履行协议，
对不具备调解结案条件的， 及时作出判
决，以免被告人被超期羁押。
事赔偿情况与量刑的关系
■民
被告人犯罪情节恶劣， 罪行极
1. 除
其严重， 虽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尚不足
以对其从轻处罚的以外， 凡被告人积极
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得到被害方谅解
的， 原则上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予以
考虑。 2.对轻伤害、 交通肇事等案件中，
罪行较轻且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取得被害方谅解的被告人，从轻判处，直
至判处非监禁刑；对故意杀人、故意重伤
害、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在被害方
获赔后，原则上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但一般不宣告非监禁刑。 3. 被告人有赔
偿能力拒不赔偿的，视为悔罪表现不好，
作为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考虑。
带民事赔偿判决的执行
■附
实践中， 造成附带民事赔偿判决执
行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有：
件本身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
1. 案
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2）对被
（1 ） 被
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查证困难。（3）被执行
人的后续赔偿能力有限。（4）可以采用的
强制措施有限。 由于被执行人大多已被
剥夺人身自由， 缺乏对其进一步采取强
制措施的震慑手段，影响执行力度。 （5）
申请人难以提供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线
索。
刑轻民” 观念所致。 司法实践
2. “ 重
中， 部分法院往往更重视对犯罪分子的
惩罚， 而对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的重视
程度不够，执行力度不大。
、检
、法
三机关合力不够。 刑事
3. 公
案件从侦查、 起诉到审判， 公安、 检察机
关侧重对犯罪事实的查处， 法院侧重对
刑事部分的审理， 而对被害方的民事赔
偿问题往往重视不够，在诉讼过程中，对
被告人财产采取控制措施的并不多见。

近年来， 安徽省各级法院在依法惩处刑事犯罪的同时， 注重维护被害人的
合法权益。 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过程中， 尽可能地消除对立和其他不稳定
因素， 为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调查全省法院近
年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情况，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了课题组进
行调研。 课题组成员到部分中院和基层法院进行了实地调研， 并与部分法院的
法官就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以及如何进一步
做好相关工作， 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并写出了调研报告,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的经济损失， 有权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
民事诉讼。 如果让其全部参加诉讼， 往
往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一些困难， 也增
加了当事人的讼累。
对此类案件原告人的确定， 审理时
把握以下原则： （1） 被害人已死亡的，
由夫妻、 父母、 子女作为原告人提起附
带民事诉讼； 同胞兄弟姐妹中丧失劳动
能力， 由被害人进行扶养， 又没有其他
生活来源的， 可以与夫妻、 父母、 子女
一起作为原告人参加诉讼； 在没有夫
妻、 父母、 子女时， 由同胞兄弟姐妹作
为原告人。 （2） 在一起共同生活， 所
请求获得的赔偿款列入家庭共同共有财
产的， 将其中一人列为原告人参加诉
讼， 其他人应获赔偿额一并判决。 如夫
与妻、 父母与未成年子女。 （3） 不在
一起共同生活， 家庭财产属按份共有，
所请求获得的赔偿款各自使用的， 均通
知他们参加诉讼， 列为原告人。 如有不
起诉的， 按放弃诉权处理； 经法院传
唤，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按撤诉处
理。
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2. “ 其
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
个人” 的界定问题。 由于司法解释中
该项是兜底规定， 没有明确界定这里
的“单位和个人” 的内涵和外延， 实践
中理解和认定比较困难， 随意性也较
大。
我们认为， 对“单位和个人” 作为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理解和界定，
应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这种“ 单
位和个人” 与侵权行为人即刑事被告
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及诉 题。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 已死亡被害人 人之间存有一定的特殊关系， 如雇佣、
■附
讼权利方面
的近亲属夫、 妻、 父、 母、 子、 女、 同 监护、 代理关系等。 二是这种“单位和
害人死亡案件的原告人范围问 胞兄弟姐妹， 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 个人” 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承担
1. 被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北京华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顺
义区北石槽镇营尔村经济合作社诉你公司农业承包
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 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8 时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海南南北通用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安
贺献科教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琼台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及你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 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
内和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0 年5 月10 日下午15 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
神州长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立
明与你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通山县人民法院
蹇伟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大丰市华厦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蹇伟民、 胡德根、 江苏大丰港建材城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建材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 宣判后， 被告建材城不服判决， 提起上
诉。 现依法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被告建材城上
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的诉讼请求。
苏]大丰市人民法院
[江

赵生龙： 原告吴庆辉诉你债权纠纷一案， 本院业
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60 日
告期届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 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铧子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灯塔市人民法院
[辽
刘洋：本院受理原告梁永茂诉你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江]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浙

送达裁判文书

大连保税区文化迅达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财产保险株
式会社、大连保税区文化迅达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09） 民监字第694 号民事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潘金凤： 本院受理岑桂东与彭绍田、 潘金凤船舶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监字第554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2009 ） 民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耀冠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刚毅（集团）有限公
司、 新疆宏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福长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与你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09） 民监字第223 号
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 个月即视为
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加坡环球投资有

民事赔偿责任， 必须是“ 依法”， 即有
法律依据。 这里的“ 依法”， 主要是指
依照法律、 法规及有关的司法解释。
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责任问
3. 被
题。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实施犯罪行
为往往是没有前兆的， 有的案件的发
生完全是突发的， 这与民事纠纷中原
被告双方有一个相互接触、 了解的过
程不同，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从事先
了解被告人的财产状况， 一般情况下无
法对此进行有效举证。 为此， 部分法
官认为， 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原
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失衡的实际情况，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与刑事诉讼相分
离。
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责任及
■刑
赔偿范围和标准确定方面
同致害案件中被告人责任的分
1. 共
担问题。 在共同致害案件中， 对同案起
诉或分案起诉的被告人， 如何确定各自
的赔偿责任， 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
实践中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有的法院
是直接判决到案被告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有的是直接判决各自分别承担
赔偿的数额。 对因先后到案而分案起
诉的被告人， 有的是对前案被告人判
决全额赔偿， 让后案的被告人对前案
判决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 还有
的则判决前案被告人承担部分赔偿责
任， 后案被告人承担剩余部分的赔偿责
任。
对此， 安徽高院拟出台指导意见：
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附带民事诉讼
（1 ） 共
被告人， 应根据各自刑事责任的大小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相互之间承担连
带责任； 责任大小难以分清的， 应平均
承担。 （2） 不得将未到案的共同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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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本院受理周桂香、金其华、株洲市芦淞区房地
产综合开发公司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9）民申字第1571
号民事裁定书。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新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加坡环球投资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郑玉芳、杨江、柯建华、聂桂元、黄大
奎、曾桂英、株洲市芦淞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你们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09）民申字第1570 号民事裁定书。 湖南环洲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新
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 个
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加坡环球投资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易燕辉、吴兵、株洲市芦淞区房地产综合开
发公司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09）民申字第1569 号民事裁定书。 湖
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新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
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加坡环球投资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明喜、赵祖丹、刘明志、刘明辉、柯
建华、株洲市芦淞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你们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09）民申字第1568 号民事裁定书。 湖南环洲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新

人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也不能
给其预留赔偿份额， 但已承担连带责
任的共同致害人有权向其追偿。 （ 3 ）
部分致害人已全额赔偿的， 被害人不
能再就同一事实请求其余致害人赔偿。
决赔偿是否考虑被告人的实际
2. 判
赔偿能力。 根据“ 济南会议纪要” 的
精神， 对于附带民事的赔偿， 要适当
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 由于认识不
统一及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 我省各
地法院对此掌握不一， 由此也带来了诸
如“同类案件不同判决” 等一些负面效
应。
针对上述情况， 我们认为： 被害人
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
失， 原则上应当获得全额赔偿。 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少赔或者不予赔偿
害人有较大过错的； （2） 判处
（1） 被
无期徒刑、 死刑的被告人个人财产不足
以支付全部赔偿数额的； （3） 被判处
死刑的被告人， 经查确无赔偿能力的。
残等级评定标准及相应赔偿标
3. 伤
准问题。 对刑事被害人的伤残等级， 目
前尚无统一的鉴定标准。 部分法院根据
南会议纪要” 精神参照“ 工标” 来
“济
确定， 也有部分法院参照“道标” 来确
定， 做法不一。 另外， 参照“工标” 确
定被害人的伤残等级后， 按何种赔偿标
准确定残疾赔偿金的具体数额， 亦无明
确的法律规定， 实践中做法也不统一。
对以上两个问题， 安徽高院拟出台指导
意见： 对被害人伤残等级的确定， 参照
标”， 相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 参照
“工
标”。
“道
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划分问
4. 城
题。 按照现行规定， 被害人是城镇居民
还是农村居民， 残疾赔偿金、 死亡补
偿费等赔偿标准差别较大， 被害人的
身份界定十分重要。 由于没有具体的
司法解释， 各地法院对两者以何种标
准来划分也不统一。 有的法院以户口
性质划分； 有的法院以户籍所在地划
分， 即户口在县城以上城市的为城镇居
民， 在乡镇的为农村居民； 还有的以经
常居住地划分， 经常居住地在县城以上
城市的为城镇居民， 在乡镇的为农村居
民。

为了保护一些经常在城镇工作和生
活的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
农业户口的居民在城镇有固定的工作和
收入， 并在城镇连续居住、 生活满一年
的（ 短期回农村探亲不视为中断）， 因
受犯罪行为侵害而致伤残或死亡的， 残
疾赔偿金、 死亡补偿费应按城镇居民的
标准计算； 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
的被害人为城镇居民的相关证据， 从宽
掌握。
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方面
■附
告人的一些诉讼权利被限制或
1. 被
被变相剥夺， 使调解程序正当性受到影
响。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告人的
民事答辩、 举证及追加共同被告人申请
权等应有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或被变相
剥夺， 使得附带民事部分的调解缺乏合
理的诉讼程序。
事人地位不完全平等， 使调解
2. 当
的自愿原则受到影响。 地位平等、 意
思自治是调解自愿的重要前提。 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中， 作为被告人的一方
处于劣势地位， 在调解中的地位很难
能与原告人平等， 有的原告人往往以
要求加重被告人的刑事处罚相要挟，
漫天要价。
带民事调解具有间接性。 除了
3. 附
当庭调解外， 附带民事调解通常不是在
当事人之间直接进行， 而是在其亲属、
朋友等之间进行， 不排除有违背当事人
意愿， 侵害当事人利益的现象。
审调解结案的较少。 二审期
4. 二
间， 被告人及其亲属愿意增加赔偿的前
提， 往往是要求二审对被告人从轻或减
轻处罚， 即通常说的附条件调解， 如原
告人不愿接受所附条件或二审不具备改
判条件， 很难达成调解协议。
决的执行方面
■判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难” 问
题尤为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各地
法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注重做
好被告人及其亲属判决前预交赔偿款的
工作； 二是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主动、
及时执结案件； 三是逐步落实刑事被害
人救助制度， 对那些经济特别困难又得
不到赔偿的被害方给予必要的经济救
助。

做好有关工作的几点建议
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各级法院应进一步提高对刑事附带
民事案件审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使广
大审判人员进一步统一思想， 彻底摒弃
刑轻民” 的错误观念， 真正树立
“重
民并重” 的司法观念， 增强促进社
“刑
会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意识， 为
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基
础。
全工作机制
■健
一是加强公、 检、 法三机关的协
作。 法院应主动与公安、 检察机关加强
联系和协调， 通力合作， 做好对被告
人财产的保全工作， 确保判决的民事
赔偿有财产可供执行。 二是将附带民
事赔偿的履行情况作为考量刑事被告
人减刑的因素。 三是与刑罚执行机关保
持经常性的联系， 及时准确掌握被告人
及其家庭的财产状况， 掌握执行主动
权。
强业务学习和培训， 增强刑事
■加
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能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
事诉讼的合并。 作为刑事法官， 不仅要
■

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 个月
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环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加坡环球投资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罗一龙、周玲、柳安强、柳艳蕾、张珍、毛贵
元、 袁道忠、 丁玉玲、 株洲市芦淞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09）民申字第1529 号民事裁定书。 湖南环
洲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新
加坡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 个月
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陈钢、海南国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再审
人陆巨全与被申请人陈钢、 一审被告海南国邦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房屋确权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09）琼信复字第195 号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石鹿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于2010 年1 月4 日作出（2010）鹿破字第（001）号民事
裁定书， 立案受理了河北石鹿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
整案， 并指定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河北石鹿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河北石鹿特钢有限
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0 年4 月16 日
前，向河北石鹿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管理人办公地
点：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486 号河北进出口大厦709 房间，
邮政编码：050071， 联系电话：0311-87085164、87065164、
系人：向东、刘斌、邸秀景。 ）申报债
87065149、87045149；联
权。 逾期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
使权利。 河北石鹿特钢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自本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起， 向本院指定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上午9 时30 分在本院六楼会议室召
2010 年4 月26 日
开。 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北]鹿泉市人民法院
[河
各债权人：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省宣化县泡沙铁矿

精通刑事法律， 还必须熟练掌握民事法
律和有关的司法解释。 各级法院要通过
多种途径， 加强对刑事法官业务培训，
不断提高其业务素质， 增强其审判能
力， 特别是掌握社情民意、 善于做群众
工作的能力。
善附带民事诉讼立法， 统一执
■完
法尺度
现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
较少， 这方面的司法解释与其他司法
解释及民事法律规定也不统一， 有的
甚至存在矛盾， 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
困难。 对此， 一方面建议立法机关尽
快修改、 完善法律， 从立法上对附带
民事诉讼程序、 实体方面存在的诸多
问题加以规范和统一； 另一方面， 在
法律修改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能否根
据现行法律的规定， 对法律适用中存在
的问题， 尽快作出更加明确、 具体的司
法解释， 统一标准， 维护司法统一和法
律权威。
课题组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
副院长石德和主持， 成员： 吴礼维、 李
令新、 王群、 刘以军）

的破产申请于2009 年12 月17 日作出（2009）宣县破字第1
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了该案。 依法规定，未收到本院通
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90 日内，按所附债权申请表的要
求向管理人张家口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地址：张家口市桥
西区西河沿40 号） 书面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
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10 年5 月10 日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地
址：河北省宣化县人民法院）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
交身份证复印件（ 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有委托代理
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北]宣化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已于2009 年12 月16 日依法裁定受理河北省尚
义县陶瓷厂的破产申请， 并指定河北杨正律师事务所为破
产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
报债权（申报债权地点：尚义县工业促进局），说明债权数额
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尚义县陶瓷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 向本院指定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0 年
在本院审判庭召开， 届时各债权人应携带身
3月
2日
11 时
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准时参加。 [河北]尚义县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09 年12 月16 日依法裁定受理河北省尚
义县地毯总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河北杨正律师事务所为
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管理人书面
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点：尚义县工业促进局），说明债权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村材料。 逾期未
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
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尚义县地毯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0
年3 月2 日9 时在本院审判庭召开，届时各债权人应携带身
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准时参加。 [河北]尚义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