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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改革要求，全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庭
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
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最高人民法院
制定发布《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
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
（以下
简称《法庭调查规程》
）。
《法庭调查规程》
分为五个部分，共计 56 条，是推进庭审
实质化改革的关键举措。在总结传统庭
审经验基础上，
《法庭调查规程》将证据
裁判、程序公正、集中审理、诉权保障确
立为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规范宣布开
庭和讯问、发问程序，落实证人、鉴定人
出庭作证制度，完善各类证据的举证、质
证、认证规则，有助于确保诉讼证据出示
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
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一、宣布开庭和讯问、发问程序
1.宣布开庭程序
宣布开庭是整个庭审程序的开端。由
于庭前会议通常不公开进行，
并且初步处
理的事项最终有待法庭当庭确认，
因此，
要
处理好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问题。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诉权，法庭宣布
开庭后，
无论是否召开庭前会议，
都应当
告知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
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当庭告知被告
人诉讼权利，
是庭审必经程序，
不能因庭
前会议告知诉讼权利就在庭审时省略这
一程序。同时，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
件，
如涉及诉讼权利方面的事项，
法庭可
以在庭前会议中对有关事项作出初步处
理，
此种情况下，
法庭可以在开庭后告知
诉讼权利的环节，一并宣布庭前会议对
有关事项的处理结果。
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按照要
求应当制作庭前会议报告。为明确法庭
审理的焦点事项，让控辩双方和旁听人
员了解庭前会议的基本情况，公诉人宣
读起诉书后，法庭应当首先宣布庭前会
议报告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有
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法庭可以在有关
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开始前，分别宣布
庭前会议报告的相关内容。
对于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
项，法庭可以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当庭予
以确认；对于庭前会议中未达成一致意
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在庭审涉及该事项
的环节归纳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
见 ，并 在 庭前会议基础 上依 法 作出 处
理。概言之，法庭在庭前会议中初步处
理的所有事项，最终都要通过法庭审理
程序予以确认，
这种确认程序，
既是对庭
前会议功能和效力的肯定，也能够避免
庭前会议处理结果面临不必要的争议。
2.对被告人的讯问程序
根据法律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
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
的犯罪进行陈述，并接受各方讯问、发
问。被告人是否认罪，对法庭审理程序
有重要影响。因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后，审判长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指
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听取被告人
的供述和辩解。对于被告人当庭认罪的
案件，应当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
真实性，并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如果被
告人在该环节自愿真实认罪，法庭可以
相应地简化审理程序。
法庭核实被告人是否认罪后，在审
判长主持下，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
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有的案件，在
该环节就案件事实证据问题详细讯问被
告人，
可能与后续的举证质证重复，
且导
致庭审低效拖延。为防止庭审过分拖
延，公诉人就证据问题向被告人的发问
可在举证、质证环节进行。有多名被告
人的案件，为防止对被告人发问的次序
混乱，
辩护人对被告人的发问，
应当在审
判长主持下，先由被告人本人的辩护人
进行，
再由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进行。
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为防止各被
告人串供，
影响庭审顺利进行，
对被告人
进行讯问的，应当分别进行。被告人供
述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为准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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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
质。审判长可以分别讯问被告人，就供
述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
长准许，
控辩双方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发
问。在此基础上，
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准许被告人之间相互发问。根据案
件审理需要，审判长可以安排被告人与
证人、被害人依照这种方式进行对质。
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为两
起以上的，
法庭调查一般应当分别进行。
基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经验，
为建立相对独立
的量刑程序，
确保量刑公正，
对于被告人不
认罪或者认罪后又反悔的案件，
法庭应当
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
证据进行全
面调查。相应地，
基于案件繁简分流的考
量，
对于被告人当庭认罪的案件，
法庭核实
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
确认被告
人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
可以主要围绕量
刑事实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调查。
3.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方式及对被害
人的发问程序
有的案件，特别是非法集资等涉众
型案件，被害人数量众多，分散各地，要
处理好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和庭审顺利
进行的关系问题。现阶段，基于一些地
方的实践探索，可以考虑建立被害人代
表人参与诉讼制度。具体言之，申请参
加庭审的被害人众多，且案件不属于附
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被害人可以推选若
干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人民法院
也可以指定若干代表人。
对于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案件，为避
免其他证据影响被害人的陈述内容，有
必要注意被害人当庭陈述的时间节点。
实践中，可以考虑让被害人先行向法庭
提供证据。对被告人发问完毕后，其他
证据出示前，
在审判长主持下，
参加庭审
的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作出陈述。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
以在被害人陈述后向被害人发问。
二、出庭作证程序
1.出庭作证的人员范围
尽管强调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
度，
但基于必要性和司法资源等考虑，
并
不是所有案件中的所有证人、鉴定人都
有必要出庭。总体上讲，各类人员出庭
都要坚持必要性原则，且通常涉及案件
中的关键证据。
具体言之，
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
害人陈述有异议，
申请证人、
被害人出庭，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
述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通
知证人、
被害人出庭。控辩双方对鉴定意
见有异议，
申请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
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鉴定人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证据来源、证
据真实性或者证据收集合法性等有异议，
申请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
人民法
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侦查人
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需要强调的是，
为
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
人民法院
可以依职权通知上述人员到庭。
2.出庭作证的程序机制和保障措施
为促使有关人员出庭作证，有必要
在通知到庭基础上，
建立协助到庭、视频
作证、强制到庭等多层次的程序机制。
首先，人民法院通知证人、被害人、鉴定
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
后，
控辩双方要协助有关人员到庭，
依法
履行各自的举证责任。对于应当出庭作
证的证人，在庭审期间因身患严重疾病
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可以通过
视频等方式远程作证。同时，对于强制
证人出庭的情形，应当由院长签发强制
证人出庭令，
并由法警执行；
必要时可以
商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应当注意的
是，
强制到庭是证人出庭的最后手段，
需

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操作程序。
决定对出庭作证的证人、
鉴定人、
被害
人采取不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的，
审判
人员应当在开庭前核实其身份，
对证人、
鉴
定人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不得公开，
在判决
书、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使用化名等代
替其个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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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有必要的，
应当及时决定采取相应的
保护措施；
必要时，
可以商请公安机关采取
专门性保护措施。同时，
证人、
鉴定人和有
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
住
宿、
就餐等合理费用，
除由控辩双方支付的
以外，
列入出庭作证补助专项经费，
在出庭
作证后由人民法院依照规定程序发放。
3.出庭作证的具体流程
一是到庭核实程序。证人、鉴定人
出庭，
法庭应当当庭核实其身份、与当事
人以及本案的关系，
审查证人、鉴定人的
作证能力、专业资质，
并告知其有关作证
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其中，对证人
应当重点审查作证能力，对鉴定人应当
重点审查专业资质。证人、鉴定人作证
前，
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说明
鉴定意见，
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二是发问程序。向证人发问，实际
上就是对证人证言的举证、质证过程。
证人出庭后，先向法庭陈述其所感知的
案件事实，
然后一般先由举证方发问；
发
问完毕后，对方也可以发问。控辩一方
申请证人出庭的情形，也可以先由申请
方发问。这种以举证方先发问为原则、
申请方先发问为补充的发问模式，既能
与庭审司法证明的过程契合，也有助于
确保证人全面客观地陈述案件事实。
向证人发问，
应当以归纳争议、充分
质证、解决争议为宗旨。控辩双方发问
完毕后，可以发表本方对证人证言的质
证意见，避免对证人证言质证过于延迟
以及无法得到有效回应等问题。控辩双
方如有新的问题，
经审判长准许，
可以再
行发问。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询
问证人。法庭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情
形，审判人员应当主导对证人的询问。
经审判长准许，
被告人可以向证人发问。
三是发问原则。向证人发问，
发问内
容应当与案件事实有关，不得采用诱导
方式发问，不得威胁或者误导证人，
不得
损害证人人格尊严，不得泄露证人个人
隐私。一些实行交叉询问制度的国家，
并
不禁止在反询问环节提出诱导性问题，
鉴
于我国尚未确立类似的交叉询问机制，
司
法实践中缺乏必要经验，
故暂未作出类似
规定。为规范向证人发问的程序，
法庭应
当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辩一方发问方
式不当或者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
违反有
关发问规则的，
对方可以提出异议。对方
当庭提出异议的，
发问方应当说明发问理
由，
审判长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对方未当庭提出异议的，
审判长也可以根
据情况予以制止。审判长认为证人当庭
陈述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或者明显重
复的，
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
四是发问方式。为避免证人之间互
相影响，对于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的案
件，向证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证人出
庭作证前，
应当在法庭指定的地点等候，
不得谈论案情，必要时可以采取隔离等
候措施。证人出庭作证后，审判长应当
通知法警引导其退庭。证人不得旁听对
案件的审理。鉴于被害人与证人的身份
具有共同点，
又有内在的差异，
被害人出
庭作证的程序应当与证人有所区别。被
害人不参加法庭审理，仅出庭陈述案件
事实的，
参照适用证人的有关规定；
被害
人出庭陈述案件事实后旁听庭审的，应
当在证人出庭作证前陈述案件事实。
五是对质程序。参照被告人对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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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送达破产文书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因苏州市恒昌龙业玻璃有限公司管理人已经按照本院裁定
余钦先：本院受理原告郎智林与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 0230 民初 2926 号民事判决 认可经债权人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完成了全部破产财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产的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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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裁定终结苏州市恒昌龙业玻璃有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院根据债权人常熟常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于2017年10月
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虞南金属材料
重庆卓山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重庆市国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 23日裁定张家港市易华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上述破

送达裁判文书

■热线电话：
（010）67550748

序，
审判长可以分别询问证人，
就证言的
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
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证人发问。在此基
础上，
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准许证
人之间相互发问。
六是庭前证言的出示。基于直接言
词原则的要求，
证人出庭作证的，
其庭前
证言一般不再出示、宣读，
但以下情形除
外：
证人出庭作证时遗忘或者遗漏庭前证
言的关键内容，
需要向证人作出必要提示
的；证人的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矛
盾，
需要证人作出合理解释的。在这两种
情况下，
出示庭前证言是提示证人、核实
证言的必然要求。同时，为核实证据来
源、证据真实性等问题，
或者帮助证人回
忆，
经审判长准许，
控辩双方可以在询问
证人时向其出示物证、
书证等证据。
七是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控辩双
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
协助本方就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有专
门知识的人可以与鉴定人同时出庭，
在鉴
定人作证后向鉴定人发问，
并对案件中的
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申请有专门知识
的人出庭，
应当提供人员名单，
并不得超
过二人。有多种类鉴定意见的，
可以相应
增加人数。同一鉴定意见涉及多名鉴定
人的情形，
有关鉴定人，
以及对该鉴定意
见进行质证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可以同时
出庭，
不受分别发问规则的限制。
三、
举证、
质证程序
1.举证、
质证的一般规则
一是举证、
质证的基本顺序。基于举
证基本原理，
开庭讯问、
发问程序结束后，
公诉人先行举证。公诉人举证完毕后，
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举证，
公诉人出示某
一证据后，
经审判长准许，
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可以出示证据予以反驳。简言之，
被
告方既可以通过举证的方式来反驳控诉
方的指控，
也可以在不举证的情况下，
直
接对控诉方出示的证据进行反驳。
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
证意见。针对司法实践中质证程序过于
简单等问题，
必要时，
控辩双方可以对争
议的证据进行多次质证。有些案件中，
公诉人在举证时可能涉及对被告方有利
的证据，
对此类证据，
如由被告方随后再
予出示，明显重复且无必要，鉴于此，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出示的有关
证据对本方诉讼主张有利的，可以在发
表质证意见时予以认可，或者在发表辩
护意见时直接援引有关证据。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诸多证据捆绑质
证等问题，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
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
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
对于控辩双方无
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
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
二是法庭的提示职责和审查职责。
为避免在法庭调查环节遗漏或者忽视关
键证据，对于控辩双方随案移送或者庭
前提交，
但没有当庭出示的证据，
审判长
可以进行必要的提示；对于其中可能影
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审判长应当提
示控辩双方出示。对于案件中可能影响
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存在疑问，
控辩双
方没有提及的，审判长应当引导控辩双
方发表质证意见，
并依法调查核实。
2.各类证据的举证方式
一是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对于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应
当出示原物、原件。取得原物、原件确有
困难的，
可以出示照片、录像、副本、复制
件等足以反映原物、原件外形和特征以
及真实内容的材料，并说明理由。对于
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
等笔录，
应当出示原件。
二是注意举证与证明的关联。为确保
举证和证明具有针对性，
控辩双方出示证

据，
应当重点围绕与案件事实相关内容
或者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内容进行。
出示证据时，
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等方
式出示、
播放或者演示证据内容。
三是书面言词证据举证的特殊要
求。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
述、鉴定意见无异议，
上述人员不需要
出庭的，以及上述人员因客观原因无
法出庭且无法通过视频等方式作证
的，
可以出示、宣读庭前收集的书面证
据材料或者庭前制作的作证过程录音
录像。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
实质性内容一致的，可以不再出示庭
前供述；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
质性差异的，
可以出示、宣读庭前供述
中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内容。
四是技术侦查证据的举证要求。
基于未经质证不得认证的基本原则，
采
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
应当当庭
出示。当庭出示、辨认、质证可能危及
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或者可能产生其
他严重后果的，
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
员身份、
不公开技术侦查措施和方法等
保护措施。为规范庭外核实程序，
使之
成为庭审证据调查的规范延伸，
法庭决
定在庭外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核实的，
可以召集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到场。在
场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3.证据疑问和异议的处理程序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
控辩双方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
要时可以在其他证据调查完毕后宣布
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对于控
辩双方补充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
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
用，而是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
定案的根据。不过，基于严格证明与
自由证明的区分，对于不影响定罪量
刑的非关键性证据和有利于被告人的
量刑证据，
经庭外征求意见，
控辩双方
没有异议的除外。作为法庭证据调查
的必要延伸，
根据案情审理需要，
法庭
可以组织控辩双方到现场核实情况，
并将核实过程记录在案。
在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可能对证
据提出各种申请或者异议，
法庭应当依
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例如，
控辩一
方申请出示庭前未移送或提交人民法
院的证据，
对方提出异议的，
申请方应
当说明理由，
审判长经审查认为理由成
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
应当准许。对方
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质证准备的，
法
庭应当宣布休庭，
并确定准备的时间。
4.量刑事实的法庭调查
根据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要求，为
确保量刑公正，在法庭调查环节要专
门对量刑事实证据进行调查。法庭除
应当审查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量刑情
节外，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审查案件
起因、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等
影响量刑的情节。
审判期间，
被告人提出有自首、坦
白、立功等法庭量刑情节，
或者人民法
院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坦白、立功
等法定量刑情节，而人民检察院移送
的案卷中没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
通知人民检察院移送。类似地，被告
人提出新的立功情节，并提供相关线
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
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被告人当庭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
无罪辩护的，法庭对与量刑有关的事
实、证据进行调查时，
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可以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出示证明
被告人罪轻的证据。一些案件中，被
告方始终坚持无罪辩护，不愿参加量
刑事实的法庭调查，为切实维护被告
方的量刑辩护权，
必要时，
审判长可以

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管理人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浙
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2237 号中环广场东区 A 座 21 层；联系电话：
0573-82086008，董飚律师13516737362，费晓瑛律师13505735504，
葛丙锋律师13738289896)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
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人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17日（总第7244期）
行的分配，
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
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产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江苏金太律师事 补充申报人承担。
务所，
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朝阳东路3号香塘大厦六楼，
邮编215400，
联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奥宇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
系人：
孟凡军律师13776182698)申报债权，
并递交相关的债权凭证。
不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奥宇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对该企业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 务或交付财产。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破产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定于2018年3月20日9时30分在本院 会议。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科技大法庭召开，
请债权人准时出席。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
因宜兴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已将宜兴中电环保科技有 个人身份证明。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百二十条第二款、
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已于2017年12月20日裁定终结 事务所的指派函。
宜兴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因句容市茅山环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已依据《句容
谭勇：本院已受理何晓凤诉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
市茅山环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 岸支行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裁定终结句容市茅山环保化工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渝 0108 民初字第 21161 号案件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6日，
本院根据江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书、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解除坐落于重庆市江北区红兴
定受理江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江西洪都丰 路27号4幢15-1号房屋的查封；本案诉讼费由谭勇承担）。自发出公
隆摩托有限公司资产总额9,219.12元，全部为货币资金，负债总额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162,262,597.88元，资产负债率1760066%。管理人接管财产为货币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资金9,219.12元，公司无其他财产。江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现有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428法庭开庭审理本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资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
江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不能 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公 告

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宣告破产条件；
同时，
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
无财产可供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
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宣告江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江
西洪都丰隆摩托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浙江奥宇电梯制造
有限公司申请的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12月21日指定浙江嘉诚
中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奥宇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送达执行文书
石河子市红业北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执行乌鲁木齐市
九鼎富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刘双全、
石河子市红业北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石河子博华驼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汇通置业有限公司、
新疆亚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川汇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陶亚
凌、陶应先、陶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委托新疆宏
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对被执行人石河子市红业北野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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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量刑事
实、证据的调查并不影响无罪辩护，
消
除被告方参加量刑事实调查的顾虑。
四、
认证规则
1.证据认证的基本要求
基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对证据证
明力的审查判断，
要纳入事实证据体系
之中进行考察。对于经过控辩双方质证
的证据，
法庭应当结合控辩双方质证意
见，
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
证据
之间的印证关系、
证据自身的真实性程
度等方面，
综合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
的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不存在关联，
或者证据自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疑问，
或
者证据与待证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存在无
法排除的矛盾的，
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证据排除规则
一是关键证据的关联性规则。通
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搜集的物
证、书证等证据，未通过辨认、鉴定等
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不
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意见通常是
关键证据，
为避免错误采信不科学、不
可靠的鉴定意见，法庭对鉴定意见有
疑问的，
可以重新鉴定。
二是存疑的瑕疵证据的排除规
则。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并不
直接予以排除，而是看证据瑕疵能否
得到解决。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不
符合法律规定，严重影响证据真实性
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予
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
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有关证据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是存疑的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
尽管我国尚未实行严格的传闻证据排除
规则，
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其庭前证言
真实性无法确认的，
不得作为定案的根
据。基于我国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
证
人的当庭证言并不必然优于庭前证言。
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
盾，
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并与相关证
据印证的，
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
不能作
出合理解释，
而其庭前证言与相关证据
印证的，
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
对于鉴定意见，法律实行较为严
格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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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专门
知识的人的意见，其本身不是诉讼证
据，但影响到鉴定意见的认证。有专
门知识的人当庭对鉴定意见提出质
疑，
鉴定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并与相
关证据印证的，
可以采信鉴定意见；
不
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确认鉴定意见
可靠性的，有关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
案的根据。与证人证言类似，被告人
的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自书材料存
在矛盾，
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并
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当庭
供述；
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而其庭前供
述、自书材料与相关证据印证的，
可以
采信其庭前供述、自书材料。
3.事实证据争议的处理
为体现司法裁判实质化的要求，
法庭要依法处理控辩双方的争议问
题，并依法作出裁决。对于控辩双方
提出的事实证据争议，法庭应当当庭
进行审查，
经审查后当庭作出处理的，
应当当庭说明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
写明；
需要庭后评议作出处理的，
应当
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4 证明标准
根据法律规定，法庭认定被告人
有罪，
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
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
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基于疑罪从无原
则的要求，
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
不能
认定被告人有罪，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基
于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区分，两类
事实的证明标准并不相同。定罪证据
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
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新
闻记者证申领核发工作的规定，我单位已对申
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就乔文
心、刘婧两位采编人员申领新闻记者证进行公
示，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7 日—23 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01083138953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举报电话：01067550813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城区141团北野镇交通路9处房产[房产具体信息
为：10-1 号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市字第 00265701 号，建筑面积
471.55㎡）、10-2号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市字第00265695号，建筑
面积121.01㎡）、10-3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字第00265699号，
建筑面积3335.76㎡）、
10-4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字第00265697
号，建筑面积 1831.44 ㎡）、10- 5 号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市字第
00265693号，
建筑面积1334.98㎡）、
10-7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字第
00265696号，
建筑面积35.01㎡）、
10-8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字第
00265694号，
建筑面积1375.19㎡）、
10-9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字
第00265700号，
建筑面积420.17㎡）、
10-10号房产（证号为：
石房权证市
字第00265698号，
建筑面积905.73㎡）]、
被执行人石河子市红业北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一团团
部9小区（石河子市北野镇）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师国用（2013）出字
第141006号，面积：28848.04㎡】及地上附着物（围墙、围栏、地坪）进
行价值评估，估价结果为：1452986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
伍拾万玖仟捌佰陆拾元整）。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宏昌房估字
【2017】第2007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地产及地上附着物进
行拍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