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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一股全新豪华
SUV

风暴即将震憾袭来，这就是
北京现代新一代高端旗舰车型

-

全新胜达。

作为北京现代迄今为止最豪华、最高端的车型，全新胜达定位为“

T

动力全尺寸豪华
SUV

”。 “外刚内柔”的设计基调，高科技的品质，越
级豪华的驾乘体验，全新胜达被注入“豪华革新”的

DNA

，风暴所
及，必将引领

SUV

生活方式新潮流。

全新胜达外观前脸， 配合六边形前格栅设计， 外形大气且极
具冲击力， 车身强劲饱满、 车侧动感流畅， 更使运动魅力倍增。

方形镀铬双排气管彰显强劲， 方形管口与整车线条互相呼应；

18

英寸运动型五幅花瓣式轮毂， 与全尺寸车身相得益彰； 造型独特
的方形大灯、 时尚尾翼附带高位刹车灯、 侧窗环绕镀铬等都凸显

全车的立体感。

全新胜达运用最新
技术和工艺， 是北京
现代致力于提升品牌
力的诚意之作， 全新
胜达将伴你踏上前行
的道路， 寻找内心真
正的通达， 化万物于
无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12

月
25

日（总第
5520

期）

申请人许昌世博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因所持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银行
承兑汇票

(

号码
:30500053/21354655

，出票人
:

深圳市达盛昌纸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
:

东莞市富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

人民币
46170.25

元，出票日期
:

2012

年
6

月
8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9

月
8

日，最后被背书人及最后持票人
为申请人

)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华豫照明电器厂因遗失号码为

18227838

、票面金额为
72734

元、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4

日、出票人为中山市古镇华豫照明电器
厂的中国工商银行江门荷塘支行支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广东
]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俊达汽车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2642453

、出票
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华通汽车配件营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收款人为河南嘉博商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2

月
20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行伊支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200053 21761743

、出票
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省宏远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 收款人为力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3

月
17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会计部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行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记载：票号 、票面金额
10

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18

日、出票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
业有限公司，付款人中国银行襄垣县支行营业部，经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襄垣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50200051/20136179

）；出票人：四川金仁医药有限公司；出票行：东亚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收款人：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4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5

月
14

日，金额：

191140

元。 ）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
无效。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华易不锈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合作

银行瓶窑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40200051/21432883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
人杭州三星化妆品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浙江长兴杭华玻璃有限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天特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杭州余杭支行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号

31300051/25482771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杭州天和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天特物资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超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三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三张票据分别为票号
1020004220434510

，

金额
92500

元，票号
1020004220434511

，金额
12000

元，票号
1020004220434512

，

金额
83500

元，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出票人为该申请人，

收款人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
2011

年
12

月
1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浙江
]

永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东联化纤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付款行为浙江苍南农

村合作银行金乡支行，号码为 ，票面金额为
100

万元整，出票人为浙江宏
鑫烫金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东联化纤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上海东联化纤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1

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苍南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富华电气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40200051/21714487

，票面金额为
182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27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3

月
27

日，出票人为桐乡市海奇蓝布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苏州恒光化纤有限公司，先后背书给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宾英克尔油墨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号为
20256384

，票面金额为
150000

元，出
票人嘉善盈和健身器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善维隆保健器有限公司， 付款行嘉善
联合村镇银行营业部，出票日

2012

年
7

月
19

日，最后持票人宜宾英克尔油墨有
限责任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帝彩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

出票日期
2012

年
6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2

月
11

日，出票人台州市路桥
汇丰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浙江路桥合行营业部，汇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收款

人台州市中远电器有限公司， 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重庆彬野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由重庆彬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给重庆重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由重庆重
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给重庆英明机械有限公司， 由重庆英明机械有限公司转
让给重庆百茂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由重庆百茂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转让给
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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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全新胜达
引领SUV生活新潮流

10400052

20295464

40200051

20914260

40200051

23636398

12

月
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 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同步施行。 就《解释》 起草背景、 意
义、 原则和主要内容等问题， 最高人民
法院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出台背景及意义
记者： 请谈谈《解释》 的起草背景

和意义。

负责人：

2012

年
3

月
14

日， 十一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
决定》 （以下简称《修改刑事诉讼法决
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刑
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 最高人民
法院高度重视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贯彻
落实工作。

为确保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正确实
施， 早在立法修改过程中， 即密切跟踪
立法进程， 同步开展起草解释的前期
准备工作。 《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

通过后，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启动
了司法解释的起草制定工作， 并确定
了在以往司法解释、 规范性文件基础
上进行集中梳理、 修改、 补充、 编纂，

形成统一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起草思
路。 其后， 经十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

广泛征求、 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反
复、 深入调研论证， 完成了解释起草工
作。

2012

月
11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经认真细致讨论， 通过了本
解释。

《解释》 分
24

章， 共
548

条， 比
《

98

年解释》 增加了
181

条， 共
7

万多
字。 《解释》 对人民法院适用刑事诉讼
法的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 明确具体
的规定， 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
最多、 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 也是内容
最为丰富、 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

《解释》 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确保修改
后刑事诉讼法准确、 统一、 严格、 有效
实施， 规范审判权的行使， 实现程序公
正， 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 更为有力地
保障人权， 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 具有重要意义。

起草遵循的原则
记者： 请谈谈《解释》 的起草原

则。

负责人： 为确保《解释》 合法、 准
确、 科学， 能够切实发挥规范、 统一、

明确法律具体适用的功能， 在起草过程
中， 我们着重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严格依法解释， 反映立法精
神。 在法律框架内， 在把握法律修改的
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依法、

准确解释法律， 是我们起草解释所坚持
的首要原则； 确保解释的每一个条文、

每一项规定于法有据， 是我们在起草解
释过程中最为注意的问题。 尽管有些规
定已沿用多年， 符合实践需要， 但还
不符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因
而也作了修改完善。 例如， 《

98

年解
释》 规定， 因当事人和辩护人、 诉讼
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
新的证据、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决
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这一规定有其实践的合理性， 但考虑
到刑事诉讼法未作相应规定， 由司法
解释规定不计入审理期限不妥， 遂删
除了上述规定。 又如， 《

98

年解释》

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辩
护人可以不出庭， 在开庭审理前将书
面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 尽管这一
规定有利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简易功
能， 不少法院仍建议保留， 尽管有关方
面并未提出不同意见， 但为充分维护当
事人诉讼权益， 《解释》 还是作了修
改， 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
通知辩护人出庭。

二是规范司法行为， 保障诉讼权
利。 《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 通过后，

一度有人担心， 相关部门在制定司法解
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时， 会否扭曲立法精
神， 为本部门扩权争利。 对此， 我们高
度关注。 在起草解释过程中， 我们始终
强调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从严格规
范司法行为、 充分保障诉讼权利出发解
释法律， 确保司法公正， 推动法治进
步。 例如，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设
了强制医疗程序， 但并未明确相关案件
的审理方式。 为体现程序公正， 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 《解释》 明确规定， 对
此类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只有被申请
人、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
理， 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可以不
开庭。 对有关诉讼权利的规定， 如法律
已作规定， 绝不“打折”； 法律未作禁
止， 则尽量予以扩展。 例如， 法律并未
对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作出相应规定， 为
有效维护被害人、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保障诉讼代理人履行职
责， 《解释》 规定经人民法院许可， 诉
讼代理人也可以查阅、 摘抄、 复制本案
的案卷材料；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 需
要收集、 调取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
的， 参照适用辩护律师收集、 调取证据
的有关规定。

三是解决分歧争议， 统一法律适
用。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幅度大、 内容
多， 对不少新增的或者有实质修改的规
定， 在具体理解上， 都存在一定的争议
或者分歧。 解决实际问题， 增强解释的
针对性、 实效性， 统一思想认识、 法律
适用， 是我们起草解释所坚持的又一重
要原则。 例如，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
了庭前会议制度， 对于提高庭审质量和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但法律规定较为
原则， 仅有一款。 经认真研究， 《解
释》 对庭前会议的适用情形、 参加人
员范围、 功能作用等广大法官希望明
确的具体事项作了规定， 为充分发挥
该项制度的功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又
如， 关于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损失内容，

能否延期履行、 分期履行， 认识分歧
也很大。 经综合各方意见， 为有效维
护被害方合法权益， 确保案结事了、

效果良好， 《解释》 明确规定和解协议
约定的赔偿内容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
履行。

四是汇集各方智慧， 凝聚社会共
识。 在起草本解释过程中， 我们高度重
视听取地方法院， 尤其是中、 基层法院
一线办案法官的意见。 解释稿曾下发地
方各级法院征求意见， 提交全国法院刑
事审判工作座谈会讨论， 在修改完善解
释稿过程中， 多次邀请地方法院的代表
参与研究， 可以说， 《解释》 集中了全
国法院的审判经验和司法智慧。 与此同
时， 为保障解释内容科学、 正确， 我们
还特别重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在
起草解释过程中， 曾多次听取立法机关
的意见， 分别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 司法部、 安全部等中央政法机关
的意见， 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 邀请众
多知名学者参与解释内容乃至文字标点

的研究推敲。 对各方提出的意见， 均认真
研究、 充分吸收。 例如， 解释稿在征求各
方面意见过程中， 律师界曾对有关法律纪
律的规定提出意见， 我们高度重视， 经慎
重考虑对相关规定作了必要完善。 因此，

也可以说， 《解释》 凝聚了全社会的法治
智慧。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记者： 请谈谈《解释》 在保障辩护权

方面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负责人： 人民法院历来非常重视对被
告人辩护权的保障， 结合修改后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和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 《解释》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辩护制度
的具体实施问题作了进一步完善：

⒈

规定了离任的法院工作人员及相关
人员担任辩护人的回避问题。 解释吸收最
高人民法院

2011

年发布的《关于审判人
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
规定》 的有关内容， 明确规定审判人员和
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
二年内， 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 审
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
院离任后， 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
件的辩护人， 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 近
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 审判人员和人民法
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 子女或者父母不
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

但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 近亲属进行辩护
的除外。

⒉

明确了同一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
有“利益冲突” 同案被告人或者犯罪事实
存在关联的被告人辩护的问题。 《

98

年
解释》 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
中， 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
告人辩护”。 实践反映， 这一限定范围过
窄。 有的共同犯罪案件， 可能作了分案处
理； 还有的案件， 尽管不是共同犯罪， 但
有关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存在关联， 如系毒
品犯罪的上下家。 对这些案件， 如允许一
名辩护人同时为两名以上的被告人辩护，

也会形成“利益冲突”， 会损害被告人的
合法权利， 影响案件公正审理。 鉴此，

《解释》 作了上述完善。

3.

明确了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具
体情形及相关工作程序。 一方面， 根据修
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规定对下列没有
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盲、 聋、 哑人；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
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可能被判处
无期徒刑、 死刑的人； 未成年人； 强制医
疗程序中的被申请人或被告人。 考虑到死
刑案件的特殊性， 特别规定高级人民法院
复核死刑案件，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 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
提供辩护。 另一方面， 根据审判实践情
况， 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被告人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共同犯
罪案件中， 其他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抗诉
的案件； 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

有必要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其他情形。 为
保障被告人及时获得律师帮助， 保障律师
有充分时间准备辩护、 代理， 《解释》 明
确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在押被告人提出的
法律援助申请的， 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转
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人民法院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 应当
将法律援助通知书、 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
书送达法律援助机构； 决定开庭审理的，

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以外， 应当在开庭

十五日前将上述材料送达法律援助机构。

4.

明确了复制案卷材料的具体方式。

实践中， 对于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能否
以拍照、 扫描等方式复制案卷材料存在
不同认识。 经研究， 我们认为， 随着科
技的发展， 复制案卷材料的方式也出现
多样化； 拍照、 扫描等与复印并无本质
不同， 且有利为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节
约办案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鉴此，

《解释》 明确规定： 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
用复印、 拍照、 扫描等方式。

5.

明确了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
关证据的程序。 为保障辩护人履行辩护
职责， 保障案件公正审理， 《解释》 规
定，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 审查起诉期间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
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随案移送，

可以书面形式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并提
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人民法院接受申
请后， 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调取。 人民检
察院移送相关证据材料后， 人民法院应
当及时通知辩护人。

强化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实
施， 规范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记者： 请谈谈《解释》 对证据制度的
修改完善思路和主要内容。

负责人：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石， 对
于准确定罪量刑， 实现司法公正， 具有关
键作用。 《解释》 根据法律修改情况， 结
合审判工作实际， 在“

1998

年司法解释”

的基础上， 吸收其他司法解释、 规范性文
件， 特别是我院会同有关部门于

2010

年
5

月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
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关于办理
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合称为“两个证据规定”） 的相关内容，

大幅扩充和完善了证据部分的规定。 修改
后的证据一章共分九节， 第一节“一般规
定” 对审查运用证据的基本原则、 证明对
象、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的使用等共
性问题作了规定； 第二节至第七节对各类
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作了全面规定； 第
八节专门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 的相关
问题； 第九节规定了“证据的综合审查与
运用” 问题。 修改后证据一章共

52

条，

比《

98

年解释》 增加了
41

条， 对于进一
步强化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实施， 规范证
据的审查与运用， 夯实案件的质量基础，

有效防止冤假错案， 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 的
认定标准， 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排除
证据的程序， 明确了对取证合法性
的审查、 调查程序

记者： 请谈谈《解释》 对非法证据排
除的有关规定。

负责人：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较为
全面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为切实
维护司法公正， 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
利， 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解
释》 设专节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具体适
用作出了明确。

1.

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 的认定
标准。 《解释》 规定， 使用肉刑或者变相
肉刑， 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
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

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 应当认定为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
等非法方法”。 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应当
综合考虑收集物证、 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

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作出认
定。

2.

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排除证据的程
序。 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
的， 应当依法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

时间、 地点、 方式、 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
材料； 并规定人民法院在向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 应当告知其申请
排除非法证据的， 在开庭审理前提出， 但
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
外。

3.

明确了对取证合法性的审查、 调查
程序。 《解释》 规定： （

1

） 开庭审理前，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
非法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 对证据收集
的合法性有疑问的， 应当召开庭前会议，

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
况， 听取意见。 （

2

） 法庭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
非法证据的， 法庭经审查， 对证据收集的
合法性有疑问的， 应当进行调查； 没有疑
问的， 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 继续法
庭审理。 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 根据
具体情况， 可以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
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进
行， 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

开庭前已掌握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者材料，

开庭前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 庭审中
才提出申请的， 应当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
并进行审查， 并决定是否进行证据收集
合法性的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 《关于
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 曾规定

: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
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 提出被告人审判
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 法庭在公诉人宣
读起诉书之后， 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实
践普遍反映， 对取证合法性一律当庭先
行调查， 不适应具体案件复杂情况， 不
利于提高庭审质效， 同时也易致庭审功
能异化。 鉴此， 综合各方面意见， 《解
释》 对上述规定作了修改完善。 （

4

） 经
审理， 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
收集证据情形的， 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

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
后， 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 当事人
和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明确了庭前会议的适用案件范
围、 参加主体及功能

记者： 请谈谈《解释》 关于庭前会议
的有关规定。

负责人：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庭前
程序作了重大改革， 亮点之一就是设立了
庭前会议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结合司法实践， 《解释》 对庭前会议的相
关问题作了明确。

1.

明确了庭前会议的适用案件范围。

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审判人员可以
召开庭前会议： （

1

）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 （

2

）

证据材料较多、 案情重大复杂的； （

3

）

社会影响重大的； （

4

） 需要召开庭前会
议的其他情形。

2.

明确了庭前会议的参加主体。 对于
召集庭前会议， 是否要通知被告人参加，

存在不同认识。 经研究认为， 庭前会议
只是庭审的准备程序， 并非正式的审判
程序， 被告人不参加， 并不影响其诉讼
权利的行使； 庭前会议是否通知被告人
参加， 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以及庭前
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定， 不宜作出一
刀切的规定。 鉴此， 《解释》 规定召开庭
前会议， 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通知被告人

参加。

3.

明确了庭前会议的功能。 召开庭前
会议， 审判人员可以就下列问题向控辩
双方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 （

1

） 是否对
案件管辖有异议； （

2

） 是否申请有关人
员回避； （

3

） 是否申请调取侦查、 审查
起诉期间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收集但
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
的证据材料； （

4

） 是否提供新的证据；

（

5

） 是否对出庭证人、 鉴定人、 有专门
知识的人的名单有异议； （

6

） 是否申请
排除非法证据；（

7

）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

（

8

）与审判相关的其他问题。 在召开庭前
会议过程中，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
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 对有异议的证据，

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
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被害人或者其法
定代理人、 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还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开展调解和矛盾化解
工作。

明确了证人、 鉴定人出庭的范
围及拒绝出庭的处理， 明确了证人
保护和作证补助的相关问题， 明确
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有关问题

记者： 请谈谈《解释》 关于证人、 鉴
定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有关规定。

负责人： 为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有
关证人、 鉴定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
规定， 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 提高庭审质
量， 《解释》 对证人、 鉴定人、 有专门知
识的人出庭的相关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1.

明确了证人出庭的范围及拒绝出庭
的处理。 公诉人、 当事人或者辩护人、 诉
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
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申请法庭
通知证人、 鉴定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认
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证人出庭。 证人因
身患严重疾病、 行动不便等客观原因确实
无法在庭审期间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
以准许其不出庭， 但可以通过视频等方式
听取其证言。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
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

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 该证
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符合条件
的证人， 经院长签发强制证人出庭令， 可
以强制其出庭。

2.

明确了鉴定人出庭的范围及拒绝出
庭的处理。 公诉人、 当事人或者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申请法庭
通知证人、 鉴定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认
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证人、 鉴定人出
庭。 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
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
定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
理由无法出庭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
决定延期审理或者重新鉴定。 对没有正当
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 人民法院应
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3.

明确了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助的相关
问题。 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
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毒品犯罪
等案件， 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因出庭作
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
险的，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公开其真实姓
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暴
露其外貌、 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 审判期
间，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提出保护请求的，

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审查； 认为确有保护必
要的， 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
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补助。

下转第三版

正确适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不断开创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