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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探索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新模式
本报记者 刘争远 本报通讯员 孙 欣

医疗纠纷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争议的焦点常常是非常专业的医

学问题，所以此类案件涉及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论证

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对医疗鉴定工作的规范管理，并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新模式，为

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作出了积极努力。

发现问题：摸索新思路

创新思维：试点新模式

“陕西高院在西安法院试点运
行的新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模式让
人耳目一新。”6 月 5 日，在最高
人民法院组织部分高、中级法院
在陕召开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司法鉴定诉讼辅助工作研讨会
上，西安市第四医院医调办主任孟
凡钦表示。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负责人及
陕西、江苏、山东、广东、河北、
内蒙古、安徽、湖北等8个高级法
院及苏州、广元、泉州等6个中级
法院司法技术部门负责人，陕西省
三级法院法官代表、医疗机构代
表、西北大学法学院专家等 40 余
人。大家济济一堂，对当前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司法鉴定问题进
行了广泛交流，从不同视角解读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同时对
陕西高院探索的“医学类技术调查
官参与诉讼活动、司法技术室办案
人审查监督负责制”这一医疗损害
司法鉴定改革试点新模式给予了高
度关注和深入论证。

在陕西法院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新模式中，明确了医学类技术调查
官由人民法院法医担任，职能是协
助法官查明案件医学技术事实、解
决案件所涉医学专门性问题。在
法官指导下，技术调查官就与案
件有关的 8 个方面的技术性问题
履行职责：协助法官明确医学技
术事实的争议焦点和鉴定事项；
对医学证明文件和临床治疗、操
作规范的真实客观、关联以及合
法性提出建议；参与法庭询问、
听证、庭审活动；列席听证、讨
论等鉴定过程；协助法官审查鉴
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资质和能

力以及鉴定收费、鉴定周期的合
理性；梳理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意
见的意见；协助法官组织鉴定人
和相关临床、法医学专家对鉴定
意见进行专家论证；根据参与的
整个过程及司法鉴定，提出医学
技术审查意见，并列席合议庭评
议。

陕西法学会医事专业委员会
会长、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丽
珍认为，医学类调查官参与诉讼的
模式是一项创新，技术调查官参与
诉讼，既弥补了法官医学专业知识
的不足，极大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
和效率，又能取得医疗机构和患者
等各方认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医调办主任倪庆安认
为，这种司法鉴定新模式，通过制
度设计的规范化管理，能够让真正
有能力的专家型鉴定人进入司法鉴
定领域，必然会提高鉴定质量和效
率，也能够更大程度地保障法官公
正裁判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
管理局副局长刘小宝指出，陕西
高院、西安中院针对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医学专业性强的特
点，所探索出的医疗损害司法鉴
定新模式，有效规范了医疗损害
司法鉴定程序，提高了鉴定质量
和效率。

“这种创新做法，能够有效助
力法官查明案件医学事实，解决
案件所涉及医学专门性问题，为
法官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提供科学有力的专业技术保
障。这一做法为全国法院医疗损
害司法鉴定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径，希望各法院的司法技术部门加
强交流，相互借鉴。”刘小宝表示。

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的法医学鉴定由社会
鉴定机构承担。陕西高院在实际
运行中发现，作为一方当事人的
医疗机构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
社会鉴定机构没有足够的专业技
术人员，鉴定人对医学临床诊疗
活动知识欠缺，鉴定活动没有临
床专科医生参加，鉴定的科学性
难 以 得到保障。对这些反馈意
见，陕西高院非常重视，2014 年
协同省司法厅对 2012 至 2013 年全
省法院213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对外委托的司法鉴定进行了质量
评查，同时得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
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让陕西高院看到了当
前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中存在的诸多
突出问题：鉴定质量堪忧，鉴定周
期过长，收费混乱，重复和反复鉴
定问题存在。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
详细梳理分析发现，司法鉴定实务
中鉴定机构邀请临床专家参与鉴定
实际上流于形式，这也是造成鉴
定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
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临床专业分
类越来越细，这就要求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的鉴定要借助相关
临床专业的专家参与完成，一般
鉴定人很难独立完成。这一环节
十分重要，应当在鉴定文书和案
卷中得以体现。但在本次评查的鉴

定案件中，大部分卷宗缺乏完整的听
证会和临床专家对案件的分析、评判
记录，甚至反映不出是否邀请了临床
相关专业的专家参加。由于鉴定人员
临床专业知识欠缺，由此造成了鉴定
结论任意性大，一些案件仅凭主观想
象认定因果关系，有的鉴定机构甚至
越俎代庖充当了法官角色进行了过错
推定。

“作为在民事案件中法官裁判的
重要参考，如果司法鉴定存在这么多
问题，显然不能起到司法鉴定应有的
作用。”陕西高院司法技术室主任孙
欣对此非常担忧。

为此，陕西高院司法技术室进一
步着手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通
过到外地法院学习交流，深入研讨改
进工作的出路，同时广泛召集有民事
审判法官、法学院校教授、医疗鉴定
专家和医务从业人员参与的座谈会和
论证会，集思广益，开阔思路，为进
一步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运行方式作
好了充分的准备。

针对目前司法鉴定现状和陕西高
院下一步的工作探索，陕西高院副院
长贺佑荣表示，司法技术鉴定工作的
最终目的，就是帮助法官对案件中的
技术事实实现自由心证。所以帮助法
官科学地认定技术事实、让各方当事
人对鉴定意见信服，才是新时期司法
体制改革对司法技术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

2017年 12月 13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该《解释》对鉴定人资质作
了明确要求：从事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案件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应当
从具备相应鉴定能力、符合鉴定
要求的专家中选择。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鉴定人作出
审查，确保鉴定专家具备相应的鉴
定能力。

“司法鉴定人的身份、资质对
司法鉴定质量的好坏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陕西高院司法技术室主
任孙欣说，“这个 《解释》 的出
台，让我们对下一步确定司法鉴定
人及今后的工作开展充满了信
心。”找准问题症结之后，陕西高
院决定，从源头入手，从制度设
计、机制建设上解决问题。

2018 年 3 月 14 日，陕西高院

下发《关于改革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对外委托司法鉴定模式试点工作的
通知》，确定了三家鉴定机构及十名
鉴定人作为试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
首先在西安市两级法院开展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司法鉴定新模式的改革
试点工作。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
了医疗纠纷案件较多的新城区人民法
院和医疗纠纷案件较复杂的莲湖区人
民法院启动试点。在这一模式中，陕
西法院大胆提出了“医学类技术调查
官参与诉讼活动、司法技术室办案人
审查监督负责制”这一设想，医学类
技术调查官由人民法院法医担任，协
助法官查明案件医学技术事实、解决
案件所涉医学专门性问题，在法官指
导下开展工作。

3月20日，新城区法院审理的周
某、高某诉被告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案正式按照新的思路试行。在当
事人双方在规定的机构中通过协商确

认了陕西佰美法医司法鉴定所为该
案的鉴定机构后，医学类技术调查
官协助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
定资质和能力以及鉴定收费、鉴定
周期的合理性，审查通过后，该所
启动了鉴定程序。4月 5日，技术
调查官列席该案的鉴定听证会和讨
论会。鉴定意见作出后，原告提出
书面异议，医学技术调查官审查鉴
定意见后给合议庭提出以下审查意
见：一是鉴定程序规范合法，本案
鉴定机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名册
内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的；二是鉴
定人鉴定资质合法，具有法医高级
职称，聘请的临床专家系西安市三
甲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高级职
称，具有临床内科心血管专业相关

的医学理论及临床诊断治疗等能
力；三是鉴定材料经法庭质证、认
证，材料完整、充分。最终得出的
结论是：本案鉴定意见准确。

西安中院司法技术室主任王连
生作为该案的司法技术调查官，
对此案的司法鉴定及案件的处理
深有感触。王连生说，从试点情
况看，这种操作工作实践性强，
有效解决了“如何真正落实鉴定
意见的科学性交由专家型的鉴定
人解决，鉴定意见的公正性通过制
度设计、规则制定来解决”这一关
键问题。

本案合议庭法官在听取技术调
查官意见后，经评议采信了鉴定意
见。

各方声音：一条新路子

盛方奇 制图

发现突出问题

鉴定质量堪忧，鉴定周期过长，收费混乱，重
复和反复鉴定问题存在，大部分卷宗缺乏完整的听
证会和临床专家对案件的分析、评判记录，鉴定结
论任意性大，有的鉴定机构甚至进行了过错推定。

协助法官明确医学技术事实的争议焦点和鉴定
事项；

对医学证明文件和临床治疗、操作规范的真实
客观、关联以及合法性提出建议；

参与法庭询问、听证、庭审活动；
列席听证、讨论等鉴定过程；
协助法官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鉴定资质和

能力以及鉴定收费、鉴定周期的合理性；
梳理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意见；
协助法官组织鉴定人和相关临床、法医学专家

对鉴定意见进行专家论证；
根据参与的整个过程及司法鉴定，提出医学技

术审查意见，并列席合议庭评议。

技术调查官履行8方面职责

创新试点模式

医学类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司法技术室
办案人审查监督。医学类技术调查官由人民法院法
医担任，协助法官查明医学技术事实、解决所涉医
学专门性问题。

本院根据山东玉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玉玺炉料有限公司、邹平县
昶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山东一六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凯信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滨州市玉玺报废汽车拆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玺集
团等6家公司”）申请于2018年7月11日裁定受理玉玺集团等6家公司
重整案，同时分别指定上述6家公司清算组为各公司管理人。2018年8
月29日，本院根据玉玺集团等6家公司管理人申请，裁定上述6家公司
合并重整，并指定山东玉玺炉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合并重整管理人。
请上述6家公司债权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至2018年9月16日17时止
继续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青阳镇工业园山东玉
玺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邮编：256217；联系电话：0543-4573996、
15688868091历律师），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玉玺集团等6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在邹平县雪花
山大酒店二楼星瀚厅（联系电话：0543-4560999、4550008）召开，你们
依法申报债权后，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受理连云港三兴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对东营盛唐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我院审理
此案。我院已依法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8 月13日指定山东众成清
泰（东营）律师事务所为东营盛唐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山
东省东营市庐山路1188号华泰中心B座1203室；邮政编码：257000；
联系人：姜防；联系方式：18854618889；联系人：梁欢；联系方式：
15314307777），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东营盛唐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山东众成清泰（东营）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31日上午9时在东营
软件园3号楼4楼报告厅（东营市东四路与南一路交叉口）召开，请准
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济宁化纤厂的申请，于2018年8月10日裁定受
理该企业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7日指定山东中昊律师
事务所担任该企业管理人。山东济宁化纤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
10月19日前，向管理人即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 地址：山东省济
宁市古槐路81号；邮政编码：272000；联系电话：18605372158；联
系人：高文静)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山东济宁化纤厂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企业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山东济宁化纤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31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济宁市吴泰闸东路与长虹路交
汇处)召开。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8日，本院根据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川11破终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18年4月28日，西南不锈钢公司资产总额
为2,081,353,794.66元，负债总额为10,078,124,158.96元，所有者权
益为-7,996,770,364.30元，资产负债率为484.21%。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
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裁定宣告四川西南不锈钢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潘丽萍、丁益丹、潘益洲：再审申请人潘丽萍、丁益丹、潘益洲与被
申请人杭州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案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760号。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李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洪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辽0212民初1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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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陈刚：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小军、许鹏、熊志华、肖江涛与被上
诉人上海鋆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审被告你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事
项告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前往本院
第六巡回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
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巡回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张家口泰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满兴：本院受理原告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桥支行诉你们及杨茂有、张家口
市欧邦散热器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追加被告申请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3日9时在河北省张家口
市桥东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冯振刚、张彦彬：本院受理原告王博、赵国瑞与被告冯振刚、
张彦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18年11月22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大连老铁山樱桃庄园有限公司、大连结婚殿堂大酒店：
本院受理原告大连同创气体有限公司与你们票据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沙河口区连山街
涟宁北园8号3单元9层2号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沙
河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月8日10时至2018年10月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网址：http://auction.jd.com/courProductList.html?vendorId=
639840），现公告如下：现状拍卖孙展宇名下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
连山街涟宁北园8号3单元9层2号（建筑面积：106.81平方米、设
计用途：住宅）房屋。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22万元，第一次拍卖起拍
价为人民币222万元。标的详情及拍卖详情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沙河口区连山街
涟宁北园8号3单元9层2号房屋（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咨询电
话：周法官（电话：0411-82793533）、王女士（0411-84313558），联
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吴泉、江苏全强海运
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吴泉、江
苏全强海运有限公司称：2018年7月15日，“顺强2”轮在上海吴淞口
附近水域与“永安”轮发生碰撞事故，“顺强2”轮总吨位1941吨，吴泉
系“顺强2”轮的船舶所有人，江苏全强海运有限公司系“顺强2”轮的船
舶经营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
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申
请对“顺强2”轮就本次事故引起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203823.50计算单位及自2018年7月15日
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产生的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
人，对前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申请有异议的，应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无异议或者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
自公告发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
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本院地址：上海
市浦东新区迎春路567号；联系电话：（021）68567567-3122；联系人：辛
海、喻晖；邮编：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已依法受理申请人钦州市钦州港威龙船务
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钦州市钦州
港威龙船务有限公司称：2018年7月15日，“永安”轮在上海吴淞口附近
水域与“顺强2”轮发生碰撞事故，“永安”轮总吨位2879吨，钦州市钦州港
威龙船务有限公司系“永安”轮的船舶所有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章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
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申请人申请对“永安”轮就本次事故引起的人身伤亡
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761250计算单位及自
2018年7月15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产生的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前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申请有异议的，应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无异议或者异议被本院裁定
驳回的，应自公告发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
本院申请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本院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567号；联系电话：（021）68567567-3122；联
系人：辛海、喻晖；邮编：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已依法受理申请人钦州市钦州港威龙船务有
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钦州市钦州港威
龙船务有限公司称：2018年7月15日，“永安”轮在上海吴淞口附近水域与

“顺强2”轮发生碰撞事故，“永安”轮总吨位2879吨，钦州市钦州港威龙船务
有限公司系“永安”轮的船舶所有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
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
规定》，申请人申请对“永安”轮就本次事故引起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设立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282146.50计算单位及自2018年7月
15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产生的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
人，对前述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申请有异议的，应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无异议或者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自公告发
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逾期不
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本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
路567号；联系电话：（021）68567567-3122；联系人：辛海、喻晖；邮编：
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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