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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公正便民度”评价机制及运行
———以蒂珀卡努县法院 2012年评价情况为样本

□ 彭何利

早在 1987 年， 美国司法部司法辅
助局 （BJA） 与全国州法院中心 （NC鄄
SC） 为各州的初审法院制定了一套系
统的业绩评估标准 （Trial Court Per鄄
formance Standards）， 同时建立了一套
有效的评估办法， 借以促进法院公正、
高效地处理案件。 当时的那套标准包括
五个方面， 即： 司法便民； 审判效率；
平等、 公正、 廉洁； 独立与问责； 司法
公信。

经过近 20 年的运用， 1987 年版的
这套评估标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

要 。 于是 ， “全国州法院中心 ” 于
2005 年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开发了名为
“法院工具箱” （Courtools） 的法院业
绩评估机制， 共设计了 10 个指标， 即：

1.公正便民度； 2.结案率 ； 3.案件
审理实际使用时间 ； 4.现存案件排期
待审时间 ； 5.排期开庭计划的落实
率 ； 6.诉讼材料和案卷的完整性和可
靠性； 7.财产执行到位率； 8.应召陪审
员的选中率 ； 9.司法人员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率； 10.不同类型案件的个案司
法成本。

限于篇幅， 本文选取 10 项指标中
的 “公正便民度” 一项作为研究样本略
作介绍。对于公正便民度的评价，主要依
赖于外部的“问卷调查”，从而使法院能
够及时了解当事人及参与诉讼活动的其

他人员对法院工作的满意程度， 以帮助
法院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或许有人认
为案件裁判结果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但各个法院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公众
对法院的正面评价更多来自他们在法院

参与诉讼、 旁听参观时是否获得礼貌待
遇， 法院的审判过程是否公正等体验。

在介绍 “公正便民度 ” 评估标准
时， 我们将以美国印第安纳州蒂珀卡努
县法院的问卷调查结果为样本， 具体阐
述这一评价系统的运行步骤以及该县法

院业绩的评价结果。

一、 五个评估步骤
根据评价机制的要求， 通过调查问

卷评价法院的公正便民度以及其他指

标， 需要五个评估步骤：
第一步： 精心准备调查问卷
各州、 各法院均应采用本系统所

提供的预设问卷表 。 这些问题比较简
明 、 清晰 ， 切中要害 ， 可以得出动态
数据。 被调查人很容易理解相关问题，
而且在 5 分钟之内就可以填写完毕 。
问卷最后设计了一两个开放性问题 ，
这对于一些法院来说可以获得有益的

反馈 ， 也可以体现被调查人对法院工
作的特别关注。

第二步： 选择调查日期
调查人员可以选定某一普通日期，

将问卷发给正准备走出法院办公场所的

所有人， 这样可以保证收到问卷的人员
的代表性。

第三步： 收集所需信息
应当准备充足的人力负责发放、 回

收问卷， 并应当为受访人员提供桌椅。
调查人员应当在法院入口处树立问卷通

知指示牌， 上面可以写上 “你的意见很
重要： 请评价我们的工作” 之类的宣传
词， 同时还要做好其他准备工作以增强

人们的参与性。
第四步： 召集和培训调查人员
问卷调查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调查人员的调查技能高低和准备工

作是否充分。 选择这些人员时， 应当注
意其性情是否友善， 是否懂外语， 是否
冷静等。 前后的工作还要保持相应的连
续性。

第五步： 汇集问卷
本问卷调查应尽力争取有更多人参

与。 影响参与度的因素包括对能否匿名
的顾虑， 保密度如何， 对法院工作是否
漠不关心， 以及怀疑法院听取意见之后
是否愿意改进等 。 训练有素的调查队
伍、 周密细致的调查程序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评价的参与度。

在蒂珀卡努县法院进行的问卷调查

是在 2012 年 7 月 9 日至 16 日完成的。
为了获得不同的样本数据， 法院调查选
择了不同的时间段， 如周一、 周三、 周
五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 周二和周四
下午 1 点至 4 点。 公众在离开法院时都
会受邀填写一份简短的问卷调查表。 最
后， 该法院共收到 196 份公众问卷调查
表。

问卷调查表的第一部分共有 10 个
问题 ， 主要针对法院的便民程度而设
置。 第二部分共有 5 个问题， 主要围绕
法院的司法公正展开。 前述 15 项内容
分为 5 个等级， 1 表示十分不满， 5 表
示非常满意。 第三部分是受访者的背景
信息， 如当日访问的法庭或办公室、 性
别、 种族以及教育水平等等。 开放问题
的空白处是用于填写补充性评论。 一般
说来， 每一项的平均得分能到 4 分， 便
属于评价合格了。

二、 调查问卷内容
这一调查问卷适用于所有法院， 由

当事人或者其他进入法院办事或者参观

的人填写。

三、 问卷调查的重要性
司法大厦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外形，

而在于内涵。 法院是公众了解司法制度
的窗口， 公民个人在法院的体验会直接
影响到其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印象评价。
积极的体验会提升法院的形象和司法制

度的正面价值； 消极的体验则会损害法
院的形象并降低司法公信力。

由于个人情绪的易传染性， 当事人
和其他进入法院的人员在法院的体验常

常会扩散到整个社会。 因此， 不能忽视
个人对法院的负面情绪。 所以， 本问卷
调查的目的在于为法院营造良好的公众

舆论氛围， 通过发现负面因素， 改进整
个法院系统的工作机制。

本项调查主要是根据个人对法院工

作的意见进行的数据分析。 通过调查问
卷对公众意见进行量化， 并且根据对被
调查者的种族、 性别与教育背景进行分
门别类， 最终得出比较客观、 全面的评
价结果。 自 2005 年起， 在美国很多法
院已经连续进行了 7 年评价， 因此法院
可以根据数据变化来分析公众评价的波

动情况。
在蒂珀卡努县 ， 本项调查通过收

集、 量化、 分析数据， 了解公众对法院
以及法院各项工作流程的满意程度。 此
项调查前期已经开展过 5 次， 通过数据
的比较可以辨别不同项目类别下公众对

法院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公众对法院工

作的期望值。 这些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法
院改进工作， 提高效率。

四、 蒂珀卡努县法院问卷调
查结果分析

与全国州法院中心的问卷调查表一

样， 蒂珀卡努县采纳了 15 个问题。 问
题 1-10 是 “便民指数”， 主要调查受
访者对司法服务的满意度。 问题 11-15
是 “公正指数”， 主要是调查受访者对
法院程序和裁判结果的看法。

第一部分： 司法便民
司法便民指数用于衡量民众使用

法院 （包括法庭与各办事机构 ） 的便
捷程度 。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司法便
民的整体平均值是 74.7%， 较 2011 年
下降了 7%。

司法便民问卷调查结果图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公众在司法便
民方面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抽样调
查中， 大部分人认为到法院所在地办事
比较便捷； 少数人认为找到所需的专门
法院有困难； 还有部分受访者认为存在
无用选项， 特别是问题 2 和问题 9 两个
专门针对司法便民的表格形式和网站而

设计的问题。
根据图表， 问题逐项分析：
问题 1 的数据表明： “法院办公场

所是否容易找到” 选项指数比较稳定，
仅比 2011 年降低了 1%；

问题 2 的数据表明： “法院提供表
格是否清晰易懂” 选项指数比较稳定，
仅比 2011 年降低了 1%；

问题 3 的数据表明： “在法院里是
否有安全感” 选项指数比 2011 年提高
了 3%， 数据与 2009 年和 2010 年持平。

问题 4 的数据表明： “是否为残障
人士提供服务设施 ” 选项指数相比
2011 年降低了 4%， 受访者不够满意；

问题 5 的数据表明： “法院工作的
效率” 有所降低， 选项指数比 2011 年
降低了 3%；

问题 6 的数据表明： “法院服务能
否满足个人的需求” 选项指数比 2011
年降低了 7%， 受访者对法院服务不够
满意；

问题 7 的数据表明： 在 “法院工作
人员的态度” 方面， 受访者认为是得到
法院工作人员的礼遇， 数据与 2011 年
基本相同， 仅降低了 1%；

问题 8 的数据表明： “能否容易地
找到要去的法庭或办公室” 选项指数与
2010 年和 2011 年相同；

问题 9 的数据表明： “法院网站信
息是否有用” 选项指数降低了 5%， 在
过去几年法院网站负面评论不断， 仅有
45%的受访者认为网站有用；

问题 10 的数据表明： “法院的工
作时间” 的满意度减少了 3%， 73%的
受访者对法院的工作时间满意， 数据与
前几年的调查结果相同。

第二部分： 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指数是衡量公众如何看待

法院程序和裁判结果的标尺。 共设置了
5 个问题， 问卷调查受访者仅限于案件
当事人， 综合指数是 74.6%， 相比 2011
年降低了 0.37%。

各法庭司法公正指数分析：
2012 年各法庭 “司法公正指数 ”

的结果显示， 总体上看， 指数水平相比
上一年度大幅度降低了。 其中， 指数水
平最低的法庭只有 58.3% ， 与最低的
2010 年指数水平 60.4%接近 ， 但与
2011 年 68%的指数水平相比降低了很
多。

首次使用法院者与多次使用法院者

的不同评价

数据表明， 法院首次使用者认为法
院十分公正， 而法院定期使用者的满意
度却有所降低。

司法公正指数与种族的关联

受访者人口来源数据显示， 如同前
些年， 接受本项调查的大部分受访者是
白种人。 这几年， 非裔受访者比例逐年
减少， 从 2010 年的 29%降低到 2011 年
的 16%， 再到 2012 年的 12%。

根据种族因素设计的司法公正指标

表明， 非裔、 白人、 混血种族的受访者
的指数水平稍低 ， 而拉美裔受访者从
2011 年到 2012 年的指标水平保持一
致。 这些调查结果与 2010 年至 2011 年
的司法公正水平整体下降的趋势是一致

的。 值得注意的是， 2012 年没有印第
安人的数据， 2011 年没有亚裔的数据。

司法公正与性别的关联

调查结果显示， 受访者中男性认为
司法公正的指数水平为 63.6%， 比 2011
年降低了 8.4%， 女性认为司法公正的
指数水平为 63.1%， 同比降低了 12.4%。

司法公正与教育的关联

2012 年的数据表明 ， 在具有高等
教育水平的受访者当中， 司法公正指数
下降了 6.4%， 而高中教育及其以下受
访者中 ， 司法公正指数大幅下降了
21.9%。

司法公正与无律师代理诉讼的关联

在无律师代理诉讼与有诉讼律师案

件中的受访人对司法公正的认知基本相

同。 有律师代理的受访人比无律师代理
的受访人司法公正指数高 4.4%。

五、 蒂珀卡努县法院收到的
个人补充性意见反馈

（一） 评价
以下是蒂珀卡努县从搜集到的调查

数据中编制的一些评论 ， 其中既有批
评， 也有表扬。

1. “我不经常访问法院， 但我访问
法院后， 认为米德法官是一个出色、 公
正的法官。”

2. “法官和律师们认真履行职责，
但有一起已经排期的案件可能被遗忘

了， 后来又排了一次。”

3. “我希望有更多的停车位。”
4. “不要把人们关在楼里!”
5. “法院根本不在乎你的时间是否

合适， 而是自己决定开庭时间， 这样就
得让你在那儿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6. “在法院停车和出入很不方便。
若能在法院两旁进出， 那将会更好！”

7. “希望法庭有更大的指示牌。”
8. “检察官的权力太大， 他们只是

追求顶格判刑 ， 而不考虑被告的具体
情况。 公设辩护人基本上不发挥作用。
当与检察官进行诉辩交易时 ， 付费律
师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 而公设
辩护人却得不到希望的结果 。 这可能
不合法 。 正义不应当厚此薄彼 。 不管
当事人有多少钱或者代理律师是谁 ，
法院都应公平裁判所有案件。 很明显，
金钱是裁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激励因

素。”
9.一个住在城外的律师评论说， 自

己在法院总会得到很好的礼遇。
10. “痛恨认罪后得到从轻发落的

结果的做法。 案件的真相显得那么不重
要。”

11.“我觉得这里的人很好， 而且尊
重别人。 ”

12.“我觉得法官和检察官应当更用
心地处理案件。 尽管有些被告也许会撒
谎以致获得轻刑，但有些被告很诚实。请
考虑到我们都是人类， 需要互相爱护与
尊重。 ”

13.“我认为法院运行良好， 所有法
警都乐于助人。我的保释官很好，我遇到
的法官都很好。 ”

14.“如果能有关于办公室号码的指
示牌标会更好。 ”

15.“应当在最快的时间使人们在法
院得到救济。 ”

16.“罚单上并没有明确告知我到法
院的几号法庭去，害得我到了法院现问。
当我问一个在场的警察时，他很粗鲁，不
予理睬，基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在法院里
游荡了半天才找到我应该去的地方。 ”

（二）建议
法院还收到了很多改进问卷调查的

建议。在将来进行新的问卷调查中，法院
可以把这些反馈意见集中起来， 以便提
高调查的准确度。 具体建议包括：

1.可以减少开放性题目。
2.为使问卷更清楚，在第一页的右

下角标记“继续翻页，本页背面还有问题
需要作答”。

3.在司法便民与司法公正问卷表中
增加“不知道”选项，因为不是每个问题
都适合所有受访者。

4.建议修改“您的最高教育水平是
什么？”这一问题，因为选项不周全，受访
者仅有两个选项“高中或以下”、“高等教
育”。

5.让开庭的法官提示和鼓励当事人
在离开法院之前填写问卷调查表。

6.放大调查表字体， 以便忘记携带
眼镜的受访者阅读问卷。

7.问卷调查员需要有更多的笔记夹
板分发给受访者， 以方便他们坐下来填
写调查问卷。

（作者单位 ：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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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红岗贵妇人纸厂（及未知的优先权人）：本院受理的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申请执行大庆市红岗贵妇人

纸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委托有关中介机
构对被执行人大庆市红岗贵妇人纸厂的相关纸设备进行评估、
拍卖，已选定拍卖机构。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拍卖标的物：
1、1575型造纸生产线 2套；2、1092型造纸生产线 1 套；3、4T 双
简蒸汽锅炉 2 台；4、锅炉减压阀 1 台；5、电磁阀 1 台；6、减压阀
2 台；7、燃起火嘴 2 台；8、锅炉安全阀 4 台；9、锅炉火嘴配电柜
2台。 拍卖标的物所有权人：大庆市红岗贵妇人纸厂 拍卖机构

名称：大庆市汉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席经理 需要了解上

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
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拍卖机构
联系。 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连喜：本院受理刘海俊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刘海俊
申请执行（2006）临尧民初字第 434 号民事判决书，临汾市中级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临汾市惠信房地产评估（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你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李仵村第五居
民组的房地产进行评估，已作出林惠仲估字（2013）第 001 号评
估结论书（评估价：人民币 123817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叶章举、程雪华：本院受理申请人甘强与被执行人福建省京
圣担保有限公司、叶章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
第三人程雪华与被执行人叶章举确为夫妻关系，本案债务纠纷产
生于叶章举与程雪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依法裁定追加第三人程雪华为本案的被执行人。 我院又依法
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对属于被执行人叶章举、程雪华的坐落于福州
市上街镇庄南路 1号博仕后缘墅 A1#楼 204单元、 坐落于福州
市南屿镇忠观街 3 号旗山商贸住楼 1# 楼 222 单元财产进行评
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一、（2013）仓执行字第 37号民事

裁定书；二、（2013）仓执行字第 37-1号民事裁定书；三、榕联评字
（2013）第 344号资产评估报告。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蒲昌忠：本院受理原告陈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云法民初字
第 0332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陈敏与被告
蒲昌忠离婚。 二、婚生女蒲诗琦由原告陈敏抚养，被告蒲昌中从
2013年 3月 20日起每月支付蒲诗琦抚育费 300.00元直至蒲诗
琦年满 18周岁时止。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王明君、王帅星、赵万里：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2）鲁民初字第 127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鲁山县人民法院

曾武军、胡金娥：原审原告黄旭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再
审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鄂通城
民再初字第 0000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通城县人民法院
覃万志、宜昌金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

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环东支行诉你和涂永长、徐州市东森田
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鄂西陵民初字第 146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连平均、赵军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加银诉你们与刘海鹏身
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未
民初字第 0085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王红军：本院受理原告薛茂诉被告西安天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王永利、第三人胡晶、王红军确认合同效力、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三民初字第 00396-4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三原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上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中国银行

重庆綦江支行营业部签发的承兑汇票遗失 （汇票号为
10400052/24175720，票面金额：29149 元，出票人：綦江齿轮传
动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银行重庆綦江支行营业部，收款人：
重庆上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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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裕华化工厂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记载：票据
号码为 10300052 23887319、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21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5697
元、出票人为奔田轻工（厦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乡市中原
电源材料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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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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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诸暨市久渔针织厂于 2013 年 5 月 5 日丢失经背书
持有编号为 24800663（40200051）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湖
北南北米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500000元，到期日为 2013年
10月 24日，背书人武汉祝氏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久渔针
织厂。 申请人诸暨市久渔针织厂于 2013年 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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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嵊州市声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华夏银行成都

分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0400051 20380389，金
额为 30000 元，付款人为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绵
阳新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2 日，付
款日期为 2012年 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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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高新区缔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所持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为 ，出票日 2013年 1月 29日，
汇票到期日 2013年 7月 29日，出票人台州市万丰汽摩部件有限公
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营业部，汇票金额人民币 30000元，收
款人温岭市新长城机械有限公司，经背书转让后，该票由该申请人
持有），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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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翔建工集团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我院委托齐
齐哈尔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你公司所属房产所作出的齐价鉴

（民）字（2011）20 号鉴定结论，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经评
估，南慧花园小区 1 号楼 1 号商服，作价为 30，319，468.84 元。
南慧花园小区 3号楼 5号商服，作价为 13，317，007.64元。 南慧
花园小区 14号楼 1号商服，作价为 5，104，845.72元。 南慧花园
小区 14号楼 2号商服，作价为 6，641，348.16元。 南慧花园小区
14号楼 3号商服，作价为 11，306，973.60元。南慧花园小区 1号
楼 1 号商服房屋（现聚阳春酒店）室内外装修及附属设施鉴定
价格为 1，734，00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如对本鉴定有异议， 可在鉴定结论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符合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有关规定的，可向本院申请委托
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逾期我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
序。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薛永杰： 本院在审理王艳青诉你等二人道交赔偿纠纷一案，
因王艳青提出申请对其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选择鉴定机构的通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到本院三楼 301司法技术室选
择鉴定机构，如不按时到场，视为你放弃选择，本院将依法组织其
他当事人选择确定鉴定机构。 [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熊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依法查封了你位于南昌市湾里区豫章花园 21＃ 楼 1 单元
101室的房产。 现向你送达由南昌市价格认证中心鉴证报告。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北 京 欧 亚 瑞 华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06011421479）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共两枚遗失。特此声
明。 北京欧亚瑞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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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司法便民
问题

1 法院办公场所是否容
易找到

非常满意非常不满 不满 满意

1 2 4

一般

51 3

法院提供表格是否清

晰易懂
2 1 2 3 4 5

在法院里是否有安全感3 1 2 3 4 5
是否为残障人士提供

服务设施
4 1 2 3 4 5

法院工作的效率如何5 1 2 3 4 5
法院服务能否满足个

人的需求
6 1 2 3 4 5

法院工作人员的态度7 1 2 3 4 5
能否容易地找到要去

的法庭或办公室
8 1 2 3 4 5

法院网站信息是否有用9 1 2 3 4 5
法院的工作时间安排是

否合理
1 2 3 4 510

第二部分： 司法公正 (仅限当事人作答)
案件是否得到公正处理 1 2 4 511 3
法官在作出决定之前

是否充分听取了当事

人陈述

12 1 2 3 4 5

法官做出的裁判是否有

充足的理由
13 1 2 3 4 5

双方当事人是否获得

同等待遇
14 1 2 3 4 5

通过本案， 我学到了
再打官司时该怎么办

15 1 2 3 4 5

第三部分： 背景信息
16.您今天访问了哪个法庭或部门？ （请画钩）
法院任命的特

别辩护律师
巡回法庭 书记员办公室选举与登记处 治安法官办公室

缓刑法官办公室
检察官

办公室

共设辩护人

办公室

高级法院

第一法庭

高级法院

第二法庭

高级法院

第三法庭

高级法院

第四法庭

高级法院

第五法庭

高级法院

第六法庭

儿童保护

办公室

其他
17.您在法院做了哪些事？ （请画钩）
法院记录/文件搜索 文件归档 付费

获取信息 作为证人出庭 当事人律师

陪审团职责 法律执行/缓刑执行者/
社会服务工作者

参加听证会或审判

其他：
18.您的身份是什么？
美国印第安人 亚洲人 非裔

西班牙或

拉丁美洲人

本土夏威夷或其他

太平洋岛国人
混血

其他：
19.您的性别是什么？ 男/女
20.您光顾法院的次数？

第一次 每年一次或少于一次 每年超过一次

21.您的最高学历是什么？
请在以下空白处填写补充性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