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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
公信，保障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活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和司法部、最高人民
法院、公安部《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要求，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选任人民陪审员。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和任期
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

务。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
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力。人
民陪审员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
见、获得履职保障等权力，同时应当遵守忠实履
行审判职责、保守审判秘密、注重司法礼仪、维
护司法形象等义务。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
任。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两次。公民
应当在常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
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

陪审员。
二、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

（一）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年满二十八周岁；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有时间和精力保证按时从事陪审工作；
6.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监察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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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
的人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民陪

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

法公信的。
三、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关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县（市、区）
司法局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具体实施。

四、选任程序
（一）候选人的产生。1.随机抽选。司法行

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
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2.个人申请。符
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请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 11月 16日向经常居住地县（区）司法局

提出书面申请。公民个人申请前请与经常居住
地县（区）司法局确认今年是否有人民陪审员选
任计划。3.组织推荐。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
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
民团体征得本人同意后，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11月 16日进行推荐。

（二）资格审查。对随机抽选、个人申请和
组织推荐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并征求随机抽选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意见。

（三）确定人选。从通过资格审查并同意担
任人民陪审员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中，随
机抽选产生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

（四）任前公示。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民陪
审员名单及受理异议的部门和联系方式，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限为五个工作日。公示
期间如发现有不符合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的，
取消其拟任资格。

（五）提请任命。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

员拟任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六）就职宣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通过后，人民陪审员公开举行就职宣誓。

五、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需提交如下材料
1.《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申请表(推荐表)》一

式两份，表格可登录河南省司法厅或省辖市司
法局门户网站下载，也可到当地县（区）司法局
领取；

2.本人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
3.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原件经受理机关现场审核
后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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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公告

□本报记者 孙欣

2018 年 4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
施。8月 22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人民陪审
员选任办法》。10月 24日，我省召开部署动员会议，全面启动全省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就选任工作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简单介绍我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背景。

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
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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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
督司法的有效形式，是人民民主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人民陪审
员法》首次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选任、人大常委会任命、法院使用的
工作机制，明确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由以前的基层人民法院牵头
负责变为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为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正
确履行人民陪审员选任职责，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共
同制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为规范我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省司法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联合制订了《河南省人民陪审
员选任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省实际，进一步细化选任程序，增强
了开展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可操作性。

问：请问人民陪审员有什么权力？

答：根据《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一是公民有依法担任人民陪审
员的权利和义务。符合条件的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被依法选任为
人民陪审员。二是《人民陪审员法》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力。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同审同
权，依法享有参加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力。三是人民陪审
员依法享有获得履职保障的权力。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
受法律保护。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人
民陪审员的人身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
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

问：请介绍一下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式有哪些？

答：一是随机抽选为主的方式。随机抽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
革的一项重大机制创新，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双随机”的方式，抽选
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第一次随机抽选，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年满28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
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五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
人。第二次随机抽选是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从通过资
格审查并同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再次随机抽选确定
人民陪审员拟任命人选。通过随机抽选方式，可以使更多的人民群
众有机会参与司法审判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
和代表性。二是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的方式。考虑到在实际
审判中有时需要具备特定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人民陪审员，法律明确
可以由组织推荐和个人申请方式产生一定比例的陪审员，是对“随
机抽选”选任方式的有益补充，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陪审员不得超
过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问：如何开展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

答：一是准确把握人民陪审员选任的禁止性条件。受过刑事处
罚，被开除公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等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情形。二是人民法院、公安、司法行政
部门按照各自职权进行审查。公安机关主要是提供掌握的犯罪记录；
基层人民法院主要提供候选人是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审查
结果。三是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全面资格审查。在公安
机关、人民法院定向审查的基础上，联合人民法庭、派出所，通过多种
渠道，查询了解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
况，确保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不被纳入选任范围。

问：今年我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有什么特点？

答：一是依法选任。《人民陪审员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法律，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将严格依照法律
法规开展。二是突出“全民海选”模式。人民陪审员候选人随机抽
选数量从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的五倍提升至十倍，进一步提高抽选
规模。同时，将选任名额细分到乡镇、街道，保证人民陪审员地域分
布均衡，兼顾抽选的随机性和合理性。三是强化组织协同。省级层
面统一发布公告，加强社会公众知晓度；市级层面完成常住人口数
据对接和随机抽选，确保抽选环节程序规范；县（区）级层面司法行
政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合开展资格审查，严把入门关口。

问：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加强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保障？

答：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领导，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政策措施，加强工
作保障和指导监督。二是强化协作配合。司法行政机关要主动加强与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制订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部门衔接，形成共同做好人民陪审
员选任工作的合力。三是落实保障政策。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
健全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工作人员，落实办公场
所，确保这项新的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四是推动信息共享。推进人民
陪审员选任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建立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库，实现司
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共
享。五是加大普法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人民陪审员法的重
要意义和主要内容，增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参与人民陪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就全省人民
陪审员选任工作答记者问

郑州市金水区司法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司法局

郑州市二七区司法局

郑州市中原区司法局

郑州市惠济区司法局

郑州市上街区司法局

郑州市郑东新区综治办

郑州市航空港经济实验区综治办

郑州市经开区社区管理服务局

郑州市高新区政法和群众工作办公室

荥阳市司法局

新密市司法局

登封市司法局

新郑市司法局

中牟县司法局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司法局

通许县司法局

尉氏县司法局

开封市鼓楼区司法局

开封市禹王台区司法局

开封市祥符区司法局

兰考县司法局

开封市龙亭区司法局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司法局

杞县司法局

偃师市司法局

孟津县司法局

新安县司法局

伊川县司法局

宜阳县司法局

汝阳县司法局

洛宁县司法局

栾川县司法局

嵩县司法局

洛阳市涧西区司法局

洛阳市西工区司法局

洛阳市老城区司法局

洛阳市瀍河区司法局

洛阳市洛龙区司法局

洛阳市吉利区司法局

平顶山舞钢市司法局

平顶山市宝丰县司法局

郏县司法局

鲁山县司法局

叶县司法局

平顶山新华区司法局

平顶山卫东区司法局

平顶山湛河区司法局

平顶山石龙区司法局

安阳市北关区司法局

安阳市文峰区司法局

安阳市龙安区司法局

安阳市殷都区司法局

安阳县司法局

林州市司法局

汤阴县司法局

内黄县司法局

淇县司法局

鹤壁市山城区司法局

鹤壁市鹤山区司法局

新乡市卫滨区司法局

新乡市红旗区司法局

新乡市凤泉区司法局

新乡市牧野区司法局

原阳县司法局

新乡县司法局

卫辉市司法局

获嘉县司法局

辉县市司法局

封丘县司法局

延津县司法局

焦作市解放区司法局

焦作市山阳区司法局

焦作市中站区司法局

孟州市司法局

博爱县司法局

武陟县司法局

温县司法局

修武县司法局

沁阳市司法局

焦作市马村区司法局

濮阳县司法局

清丰县司法局

南乐县司法局

范县司法局

台前县司法局

濮阳市华龙区司法局

许昌市魏都区司法局

许昌市建安区司法局

长葛市司法局

鄢陵县司法局

禹州市司法局

襄城县司法局

临颍县司法局

舞阳县司法局

漯河市郾城区司法局

漯河市源汇区司法局

漯河市召陵区司法局

灵宝市司法局

卢氏县司法局

三门峡市湖滨区司法局

三门峡市陕州区司法局

渑池县司法局

义马市司法局

社旗县司法局

新野县司法局

内乡县司法局

南召县司法局

南阳市卧龙区司法局

镇平县司法局

桐柏县司法局

淅川县司法局

唐河县司法局

南阳市宛城区司法局

方城县司法局

西峡县司法局

夏邑县司法局

睢县司法局

民权县司法局

商丘市睢阳区司法局

虞城县司法局

柘城县司法局

宁陵县司法局

商丘市梁园区司法局

淮滨县司法局

新县司法局

信阳市浉河区司法局

信阳市平桥区司法局

息县司法局

潢川县司法局

商城县司法局

光山县司法局

罗山县司法局

扶沟县司法局

商水县司法局

郸城县司法局

项城市司法局

周口市川汇区司法局

西华县司法局

淮阳县司法局

沈丘县司法局

太康县司法局

驻马店市驿城区司法局

西平县司法局

平舆县司法局

上蔡县司法局

遂平县司法局

正阳县司法局

确山县司法局

汝南县司法局

泌阳县司法局

济源市司法局

巩义市司法局

兰考县司法局

汝州市司法局

滑县司法局

长垣县司法局

邓州市司法局

永城市司法局

固始县司法局

鹿邑县司法局

新蔡县司法局

金水区政府正门东侧金水区社区矫正中心

管城回族区管城街48号 9楼 915室

二七区嵩山南路255-8号 2楼 226室

中原区伊河路95号院5楼基层科

惠济区江山路9号圣鼎商务C座512房间

上街区310国道政府南院司法局402室

熊儿河路与才高街交叉口东龙大厦705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南院）4013室

经开区第八大街万达假日酒店三楼9332室

郑州高新区国槐街8号火炬大厦二楼

荥阳市万山路政法街2号司法局318室

新密市青屏大街431号 3楼

登封市嵩阳路323号二楼基层科

新郑市新建路76号 3楼新郑市司法局

中牟县牟州街中牟司法局209室

顺河回族区仪北街31号政府东院二楼

通许县咸平大道西段司法局8楼办公室

尉氏县司法局三楼办公室

开封市鼓楼区小西坡北街1号院

金梁里街66号禹王台区司法局二楼基层股

开封市祥符区行政服务中心十一楼

兰考县兴兰路北侧兰考县司法局510室

龙亭区政府院内2号楼526

开封市黄河路北段开封新区综合楼503室

南环路高阳路口东50米路北

偃师市城关镇民主路27号偃师市司法局

孟津县桂花中路145号县政府1楼126室

新安县人和路42号新安县司法局

伊川县法律服务中心

宜阳县北城区李贺大道宜阳县司法局

汝阳县文化路32号汝阳县司法局

洛宁县政通路66号洛宁县司法局

栾川县君山东路国土资源局五楼

嵩县行政路嵩县司法局2楼政工科

涧西区天津路85号天津路办公楼4楼

西工区行署路3号院西工区司法局

状元红路与经8路交叉口古都集团1215室

九都东路18号瀍河区司法局

洛龙区政府B座5楼洛龙区司法局

吉利区景观路东侧小黄楼吉利区司法局

舞钢市司法局一楼律师与司法鉴定管理股

宝丰县平宝路东段司法局一楼政治部

郏县龙山大路东段司法局基层股

鲁山县司法局五楼基层股

叶县昆阳大道北段路东司法局二楼基层股

新华区春花国际20号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建设路东段790号院四楼东头司法局办公室

湛河区联盟路西段司法局

石龙区人民路西段司法局三楼办公室

北关区安阳桥东街北段

安阳市东风路100号

梅东路南段龙安区政府230办公室

殷都区梅东路北段

平原路369号安阳县司法局二楼207房间

林州市林虑山大道西段农林大厦

汤阴县光明路北段（小付庄东）

人民路东段路北司法档案综合楼三楼

红旗路中段老政府临街楼四楼司法局办公室

山城路中段015号山城区司法局2楼203室

鹤山区政府便民服务中心楼101室

卫滨区政府院内大门右侧临人民路四楼

新乡市红旗区司法局502办公室

新乡市凤泉区司法局

新乡市中原路602号

原阳县新城区民主路与安泰街交叉口

新乡县金融大道商务中心2号楼309房间

卫辉市司法局依法治市办公室

获嘉县西工区社区矫正中心

辉县司法局

封丘县世纪大道西段路南

延津县平安大道88号

解放区大厦南街2号解放区政府西配楼五楼

人民路1969号山阳区政府803室

中站区解放西路35号

孟州市大定路南段西大街司法局

中山路东段体育馆东300米路南

朝阳一街东段武陟县司法局临街一楼

温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修武县城关镇竹林大道137号

团结路中段沁阳市司法局四楼基层科

马村区昌盛路529号

铁邱路东段绿探公司院内濮阳司法局法制股

文化路西段路南清丰县司法局一楼基层股

南乐县昌州西路南乐县司法局二楼政治部

范县板桥路东段产业大厦8楼817室

台前县人民路西段台前县社区矫正执法大队

濮阳市中原路226号华龙区司法局二楼西

魏都区榆柳街广播电台院内四楼

新元大道文化中心大楼N713室

长葛市司法局三楼303室

安岭镇新庄南路51号鄢陵县司法局一楼

禹王大道99号党政综合大楼后楼4楼458室

襄城县新党校一楼111房间

临颍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和服务监督管理股

舞阳县司法局法制室

郾城区司法局法制与司法鉴定股

漯河市源汇区建新路66号

中山路中段召陵区司法局基层股

天宝路与金水路交叉口司法局4楼法管科

卢氏县城关镇莘源西路司法局基层股

司法局1楼社区矫正中心

温塘陕州大道中段司法局4楼律管股

仰韶大街东段司法局2楼法制股

千秋路4号楼司法局3楼政治部

赊店镇香山路西段司法局一楼116室

文化路与人民路路口司法局一楼

县衙西路96号司法局后楼一楼

南召县司法局五楼法制股

司法局二楼办公室

杏山大道东段南司法局二楼法制股

城关镇大禹路中段司法局三楼法制股

淅川县司法局二楼204法制股

唐河县司法局院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一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司法局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法制股）

司法局一楼公共法律服务大厅

夏邑县司法局一楼办公室

睢县司法局政治部

民权县司法局三楼政工办公室

北海路睢阳区司法局四楼408室

虞城县司法局

学苑路东段柘城县司法局七楼705房间

人民路148号宁陵县司法局二楼

凯旋中路梁园市场北侧华坤大厦26楼 2616室

淮滨县司法局三楼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股

新县司法局四楼政工股

浉河区司法局四楼406

平桥区司法局3楼局办公室

息县司法局二楼纪检监察办公室

潢川县司法局二楼综合办公室

金刚台大道东段商城县司法局3楼局办公室

紫水大街光山县司法局三楼政工股

灵山大道南罗山县司法局三楼政治处

商务新区大程路东段

行政路东段司法局司法鉴定股

交通西路1789号

项城市商城路10号

川汇大道川汇区政府综合楼四楼1456室

西华县行政新区泰山路128号

淮阳县義黄路中段司法局院内

和谐路与尚德路交叉口东司法农业大楼8楼

未来路南段西侧司法局院内

驿城区司法局一楼政治部

司法局二楼律师公证管理与法制仲裁股

平舆县司法局三楼政治部

上蔡县司法局三楼司法鉴定仲裁委

遂平县司法局二楼法制仲裁股

正阳县司法局三楼政治部

确山县司法局503室基层股

汝南县司法局一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泌阳县司法局二楼政治部

第二行政区7号楼301

巩义市新兴路中段70号社区矫正中心

兰考县兴兰路北侧兰考县司法局510室

汝州市丹阳东路569号司法局三楼政治部

滑县司法局基层科305室

长垣县华垣路320号司法局治县办

人民路综合服务中心8楼司法局政治部

永城市司法局三楼法制科(芒砀路499号)

陈元光大道西段固始县司法局3楼3020室

鹿邑县芙蓉街59号

古吕镇老城北街新蔡县司法局二楼政治部

0371-63526115

0371-66039682

0371-68859968

0371-67607663

0371-60225380

0371-68110817

0371-67179049

0371-86190507

0371-86502377

0371-67981440

0371-64683019

0371-60880898

0371-62710011

0371-56920021

0371-60868648

0371-23388768

0371-24973118

0371-27993242

0371-25995848

0371-23388257

0371-26662388

0371-22790672

0371-22786130

0371-22940148

0371-28995148

0379-67716202

0379-67912364

0379-67287808

13523628175

0379-68825785

0379-63086772

0379-66239973

0379-66873468

0379-66312396

0379-64823148

0379-63892582

0379-63998689

0379-63968596

0379-63220310

0379-66910148

0375-3641309

0375-6575199

0375-5161317

0375-7653110

0375-8061110

0375-2333150

0375-7079668

0375-3736036

0375-7665166

0372-2263638

0372-5902167

0372-5022770

0372-5139729

0372-2563039

0372-6166961

0372-6201907

0372-7729629

0392-2119225

0392-2667122

0392-6689182

0373-2826084

0373-3039289

0373-3918148

0373-3022148

0373-7506188

0373-5618779

0373-2177021

0373-4556416

0373-6638613

0373-8292398

0373-7106683

0391-2925584

0391-3555108

0391-2959252

0391-8192765

0391-8661900

0391-7269332

0391-6112348

0391-7182987

0391-5651033

0391-3130188

0393-3256788

0393-7266161

13525605575

139393058190

0939-2233592

0393-4493922

18539053691

0374-5134165

0374-2728679

0374-7123021

0374-2078839

0374-2719917

0395-8866136

15239559769

0395-3226328

0395-5607263

0395-2601148

0398-8869468

0398-7872456

0398-8523633

0398-3185010

0398-4811296

0398-5586816

0377-83811722

0377-66269939

0377-65366281

13693888016

0377-61586600

0377-62006181

0377-83987135

0377-69212771

0377-68950038

0377-62263567

0377-67233314

0377—69696155

0370-3052079

0370-8112339

0370-3157117

0370-3027759

0370-4112556

0370-7299148

0370-7829092

0370-2276369

0376-7780317

18860309531

0376-6652616

0376-3709148

13903979615

0376-3198600

0376-7922167

0376-6171667

0376-6102008

0394-6221356

0394-5443995

0394-3208826

0394-4321727

0394-8568777

0394-2296226

0394-7881706

0394-5218360

0394-6822048

0396-2828398

0396-6226354

18137579777

0396-6901108

13703801768

0396-8669169

0396-7018106

0396-2718148

13783329907

0391-6633717

0371-64586019

0371-22790672

0375-7268838

0372-8133002

0373-8106078

13949378883

0370-2769106

0376-4942223

0394-7871088

0396-2731359

单位 报名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 报名地址 联系电话

深入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
依法正确实施选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