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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22日（总第6327期）

申请人上海点蓝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1226086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重庆泰佛凌达汽车织
物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点蓝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铜梁支行，出票日期 2013年 3月 12日，汇票到期日
2013年9月11日，票面金额4万元）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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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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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铜梁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限公司因 票 号 为
3130005120330982、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18 日、到期日为
2015年2月18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福建省晋江
荣恒鞋服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石狮市永兴鞋材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的该份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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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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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甘肃绿洲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慎丢失承兑

汇票一张，票号为1040005224535555，出票人为平凉天元煤电
化有限公司，付款人为中国银行平凉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黑
龙江恒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票金额为 1000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1月 4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5月 4日。
2014年 11月 15日，收款人为黑龙江恒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将该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申请人甘肃绿洲水利水电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2015年 5月 6日申请人甘肃绿洲水利水电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不慎丢失该承兑汇票一张。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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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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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300051/22897819，出票人为平顶
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金额为30万元，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5年1月19日，到期日期2015月7月19日。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 8月 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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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金水区济宇电器销售处（业主系王济宇）因

其持有的票号为 30200053/24591716、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
出票人为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1
月19日、收款人为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5月19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账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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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云南广和工控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 3100005123402567，票面金额 285363.36 元，出票日
期 2015年 1月 6日，出票人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苏州吴中支
行，汇票到期日 2015年 4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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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有升电子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
失，票号 10200052 23371202，票面金额贰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10月28日，出票人久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收款人靖
江市华尔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相城支行营业部，汇票到期日2015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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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仓市银成化纤有限公司因对其遗失的编号
30600051 21634415，票面金额为40000元，出票人吴江市喜布
纺织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 年 1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7月 27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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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华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工商

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76502906，票面金额为 30000元整，出票人为常州市华隆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08年8月13日，收款人为淮
安市建设工程招标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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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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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硕盛商贸有限公司因持有中信银行常州分行账
务中心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30200053
24175108，票面金额为 50000元整，出票人为常州精棱铸锻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1日，收款人为常州市贸盛物
资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止，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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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安固线缆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常州市天宁区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
40300052 20123720，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常州市长江

铸工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2月12日，收款人常州市
维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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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安市宸硕电子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分行
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31400051 26841924，票面金
额200000元整，出票人迪讯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12月28日，收款人深圳市索源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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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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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路桥恒典起重机械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1020005222885790，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常州
森林科达木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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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凤台县双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江苏如东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号码为：31400051
22577851，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南通腾联工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万年长药业有限公司，后收款人为江苏
万年长药业有限公司背书给南京江桥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南京
江桥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又背书给凤台县双旺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5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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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淮南舜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淮
安盱眙支行营业室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10200052
20608627，票面金额 200000元，出票日期 2015年 4月 9日，出
票人江苏华裕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玉环永延机械有限公

司，经背书转让后由该申请人持有，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 10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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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同市大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转
账支票一张，该票号码为00198542，开户行为大同银行，银行
账号为 8868800901308000432073，金额为 6155 元，无出票日
期，无收款人名称。申请人因无法行使该票据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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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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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巨合纺织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汇票（票据号码
1030004220111630、票面金额壹拾壹万叁仟玖佰叁拾贰元伍角、
出票日期2013年9月17日、到期日期2013年10月17日、申请人
上海艾灵芳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乐山市尔爽时装有限公司、
背书人乐山市尔爽时装有限公司、持票人江阴市巨合纺织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留下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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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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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大程纺织有限公司因其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票据号码 0010004121587396、票面金额壹万伍仟肆佰壹拾元
捌角、出票日期 2013年 10月 25日、到期日期 2013年 11月 25
日、申请人上海艾灵芳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铜陵市承江服
装有限责任公司、背书人铜陵市承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持票
人吴江大程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留下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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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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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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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部
署，现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提出
方案如下：

一、基本原则和改革目标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改
革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
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
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改革应当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人民司法工
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提高人民陪审员制
度公信度。

（二）坚持依法有序推进。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应当于法有据，改革条件还
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
序由立法机关作出授权，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改革措施要及时上升为法律，确
保改革在法律框架下有序推进。

（三）坚持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
相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既涉及司
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原则性问题，也涉
及一些司法实务中的操作性问题，要坚
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鼓励地方
积极探索，总结经验。

（四）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与吸收借
鉴域外经验相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
革要立足我国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
发，也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
益经验。

二、主要内容
（一）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品行良好、公道
正派、身体健康、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的年满28周岁的公民，原则上都具备担
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但是
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
高望重者不受此限。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和执业律师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因犯
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者被开除公职的，
以及不能正确理解和表达意思的人员，
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应当注意吸收普
通群众，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构比
例，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职业、
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员，
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增
加选任的广泛性和随机性，建立和完善
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机制，提高选任工
作透明度和公信度。

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每五年从符合
条件的当地选民（或者当地常住居民）名
单中随机抽选当地法院法官员额数5倍
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制
作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册，建立人民陪
审员候选人信息库。

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
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征求候选人意见，从审核过的名
单中随机抽选不低于当地法院法官员额
数 3—5 倍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建
立人民陪审员名册，提请同级人大常委
会任命。

对于可以实行陪审制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要及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人民
陪审员参与庭审的权利。当事人有权申
请人民陪审员回避，是否回避由人民法
院依法决定。

（三）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合
理界定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
范围，充分发扬司法民主，提高司法公信
力。

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人
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
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可
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
第一审刑事案件，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
制审理。

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
当事人、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
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可以实行人民陪
审制审理。

（四）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
制。改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
议等现象，合理确定每个人民陪审员每
年参与审理案件的数量比例，防止“驻庭
陪审、编外法官”等情形，保障人民陪审

员参审权利和效果。
探索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

员参加合议庭机制。健全人民陪审员提
前阅卷机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安
排人民陪审员阅卷，为人民陪审员查阅
案卷、参加审判活动提供便利。保障人
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依法行使权利，
经审判长同意，人民陪审员有权参与案
件共同调查、在庭审中直接发问、开展调
解工作等。

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评议程
序。人民陪审员的意见应当写入合议笔
录，规范人民陪审员及合议庭其他成员
发表意见顺序和表决程序，保障人民陪
审员评议时充分发表意见，严格落实人
民陪审员合议庭笔录和裁判文书签名确
认制度。

（五）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
改革。开展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探索实
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
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
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
势，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

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独立
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不再对
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审判长应将案
件事实争议焦点告知人民陪审员，引导
人民陪审员围绕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
意见，并对与事实认定有关的证据资格、

证据证明力、诉讼程序等问题及注意
事项进行必要的说明，但不得妨碍人
民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判断。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对案件事
实认定负责，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
数人意见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但是
少数人意见应当写入笔录。如果法官
与人民陪审员多数意见存在重大分
歧，且认为人民陪审员多数意见对事
实的认定违反了证据规则，可能导致
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造成错案的，可以
将案件提交院长决定是否由审判委员
会讨论。

（六）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退出和惩
戒机制。坚持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
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明确公民陪审义
务。

建立人民陪审员职责豁免机制，
因年龄、职业、生活、疾病等因素导致
履行人民陪审员职责存在明显困难的
可以免除其陪审义务。

公民经选任为人民陪审员的，无
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履行陪审职责。建
立对人民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
陪审职责，有损害陪审公信或司法公
正等行为的惩戒制度。明确人民陪审
员退出情形，完善人民陪审员退出机
制。

（七）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制

度。建立人民陪审员宣誓制度，制定
人民陪审员权利义务清单。

加强对人民陪审员个人信息和人
身安全的法律保护，对危害人民陪审
员制度的行为建立相应的处罚规则，
维护人民陪审制度权威性。

人民法院及各相关单位应当为人
民陪审员履职提供相应便利和保障。
人民法院应当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
和改进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
充分调动人民陪审员履职积极性，提
高履职实效性。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
不得因人民陪审员履行陪审职责而对
其实施解雇以及减少工资或薪酬待遇
等不利措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所
需经费列入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
业务费预算予以保障。

三、方案实施
（一）立法机关授权。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2015年4月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自 2015年 5月起在部分地区开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试点
期限原则上二年，最低不少于一年。

（二）积极开展试点。2015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试点方案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研究制定试点
实施方案，并选择北京、河北、黑龙江、
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
西 10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试点。

（三）推动相关法律修改完善。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总结经验，
全面评估改革方案的实际效果，积极
推动相关法律修改完善。

四、组织保障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由最高人民

法院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
负责，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
部等部门积极配合。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这项改革工作，加强工作协调和督
促检查，加大人财物等保障力度，有力
推进改革工作顺利开展。最高人民法
院要加强对试点情况的跟踪和指导，
认真研究改革试点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时进行修改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
河南、广西、重庆、陕西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厅（局）：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部署，

进一步推进司法民主，完善人民陪审员
制度，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提升
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促进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制定了《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11 次会议通过。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

《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确保改革于
法有据。现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
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5年4月24日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为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
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提升人民陪
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根据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结合审判工
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年满二十八周岁；
（四）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五）身体健康。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学历，但农村地区和贫困偏
远地区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

第二条 人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
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获得履职保障
等权利。

人民陪审员应当忠实履行陪审义
务，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秉公
判断，不得徇私枉法。

第三条 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
审员：

（一）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

员；
（二）执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等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员；
（三）因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

审员的人员。
第四条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

审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
（四）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

务的。
第五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

案件数量和陪审工作实际，确定不低于
本院法官员额数 3 倍的人民陪审员名
额，陪审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也可以将
人民陪审员名额设定为本院法官员额数
的5倍以上。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陪审案

件数量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本院人民
陪审员名额。

试点期间，尚未开展法官员额制改
革的，法官员额数暂按中央政法专项编
制的39%计算。

试点工作开始前已经选任的人民陪
审员，应当计入人民陪审员名额。

第六条 人民法院每五年从符合条
件的选民或者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
选本院法官员额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建立人民陪审员候
选人信息库。

当地选民名单是指人民法院辖区同
级人大常委会选举时确认的选民名单。
当地常住居民名单是指人民法院辖区同
级户口登记机关登记的常住人口名单。
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案件管辖
范围确定相对应的当地选民和常住人口
范围。

第七条 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
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征求候选人意见。必要时，人民法院
可以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以适当方式
听取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
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的意见。

第八条 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
政机关，从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名单
中以随机抽选的方式确定人民陪审员人
选，由院长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命。人民法院应当将任命决定通知
人民陪审员本人，将任命名单抄送同级
司法行政机关，并逐级报高级人民法院
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告。相关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将任命名单逐级报省级司法行
政机关备案。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民陪
审员信息库，制作人民陪审员名册，并抄
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人民陪审员专
业背景情况，结合本院审理案件的主
要类型，建立专业人民陪审员信息库。

第十条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每
五年进行一次。因人民陪审员退出等
原因导致人民陪审员人数低于人民法
院法官员额数 3 倍的，或者因审判工
作实际需要的，可以适当增补人民陪
审员。增补程序参照选任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经选任为人民陪审员
的应当进行集中公开宣誓。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
审案件，除法律规定由法官独任审理
或者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以外，
均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审案件，
原则上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
组成合议庭审理：

（一）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
影响较大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

（二）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

（三）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的重大案件。

前款所列案件中，因涉及个人隐
私、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原因，当事人申
请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的，人民法
院可以决定不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

第十三条 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
人、民事案件当事人和行政案件原告
有权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
判。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经审查决
定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案件的，应当
组成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进行
审判。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
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人民陪审员
每人每年参与审理案件的数量上限，
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适用人民陪审制审理
第一审重大刑事、行政、民事案件的，
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人数原则上
应当在2人以上。

第十六条 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
的人民陪审员，应当在开庭前通过随
机抽选的方式确定。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理需
要，从人民陪审员名册中随机抽选一
定数量的候补人民陪审员，并确定递
补顺序。

第十七条 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
陪审员回避。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参
照有关法官回避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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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
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高级
人民法院、司法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部
署，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稳妥有序推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司
法部联合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法 ﹝2015﹞ 100号），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现将文件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和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2015年5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法〔2015〕100号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法〔2015〕1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