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律所律师服务，为有法律问题、寻找法
律帮助的读者和当事人服务。搭起桥梁，是
我们的责任。

帮律所拓市场扩影响找人才推活动，帮律
师增名气寻案源对接市场，帮当事人解难题
平纠纷赢官司，帮读者解疑释惑明法理。做

好媒介，是我们的使命。
《法治服务》版诚征合作律师、合作律所，

欢迎读者和当事人咨询。
您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联系我们：
咨询热线：0371-86178091、86178097
法制报律师服务QQ群：160810599 您有问，我必答。

官方微信 法治河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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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身份证
网友18676895783：我的身份

证丢了，现在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
证。请问，拿临时身份证去民政局
能正常办理离婚手续吗？

答：《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
法》第三条规定：“临时居民身份证
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因
此，在证明公民身份上，临时身份证
与身份证的作用一样，可以用来办
理离婚手续。 （记者 尚迪）

●合伙债务
网友“江南”：我和两个朋友共

同出资设立一家贸易公司，因经营
不善欠下了70万元债务，公司现有
资产50万元。请问，债务应该怎么
清偿？

答：《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
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
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
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
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
他合伙人追偿。”因此，公司资产用
于承担债务，不足的部分由合伙人
按照出资比例或事先的约定清偿。

（记者 尚迪）

●欠债不还
网友“小东”：一个外省的同学

借了我6000元钱，过了一年多都不
还，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请问，我
该如何向法院起诉？

答：《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
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
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因此，你要到欠你钱的同学的
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法院
起诉。 （记者 尚迪）

吴怀选建议，要保证录音证据合法
有效，可以从客观条件和谈话技巧两方
面入手。首先，录音时应尽量选择好一
点的录音设备和录音环境，以保证录音
内容完整、清晰。其次，在谈话技巧上，
录音时可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及录音
时间，或是在对话中提到对方身份信息，

以证明对方的身份，增强证据的可信程
度。此外，谈话内容要围绕案情与想要
证明的事项进行，尽量不要提及与案情
无关的个人信息，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
人隐私。谈话时态度要理智，不要出现
无谓的人身攻击或过激言论，以免有威
胁之嫌，影响录音的合法性与证明力。

私自录音怎样才能合法有效？
□记者 尚迪

律师教你咋取证：

事件
1月9日，一起故意杀人案在新乡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辩论阶段，被害人
赵某与被告人秦某的妻子是否有不正当关系
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被告人秦某为证明自
己的主张出具了一份录音证据，该录音系秦
某将录音笔偷放在妻子包中长达一年所得。
原告律师表示，由于录音取得手段不合法，且
并非原件，因此不能被采信。

通过非常规手段、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
况下取得的录音证据在法律和实践中是怎样
被认定的？怎样获取合法有效的录音证据？

私自录音证据并非绝对无效
河南省律师协会公益律师吴怀选说，

1995年实施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
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
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曾经规定：未经对方当
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
使用，以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使用。但是，
这一批复内容随后被新的规定替代，而根据
新的规定，私自录音取得的证据并非绝对无
效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
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符合民事诉讼
证据规则第七十条“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
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
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的规定，是有证明
力的。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在录音时没
有侵犯他人权益或其他违法行为，如胁迫他
人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他人隐私等，且
能够证明录音的真实性，这样获得的证据就
是有证明力的。

“在刑事诉讼中，目前未见专门的证据规
定。”吴怀选说。但在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
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有关于视听资料证明力的详细规定。这
些规定并未否定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因此，
这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也有适用的可能。

吴怀选说，在诉讼中，要使录音证
据被采纳，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录音证据的取得需符合法律
规定，保证录音当事人谈话内容是真实
的意思表示。即不能以威胁、引诱等违
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方式使当事人作
出有违本意的意思表示，录音的内容要
真实。

二是录音在形式上不能有疑点。
举证人要保证出示的录音未经过剪
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

形，内容完整，具有客观真实性和连贯
性。另外，应尽量提供录音的原件，录
音是复制件的，要进行相应的核对、说
明，并由制作人和原件持有人签名或
者盖章。

三 是 还 要 结 合 其 他 证 据 加 以 证
明。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有其他证据佐证是使视听资料具
备证明力的条件。因此，还应当尽可能
地提供其他形式的证据作为佐证，证明
录音的真实性。

有效录音证据获取办法

合法录音证据要真实完整

20年的专业经验，快速、安
全、诚信、专清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专办
大案等各种欠款、面向全国。

要账专家

18838272316西区电话：
13071022966东区电话：
13080162177许昌电话：
18103896316济源电话：

400-089-3691总部电话：

招 商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20-15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68
元

法律服务

医 疗

声明公告

清债/婚查

0371-55176666
调查取证找人
收购欠条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军测老军医杨玉峰主任，独创
“溶石排石专药”主治：肝、胆、
肾各种结石，胆囊息肉、囊肿。
疗效确切，以B超为证。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
K963到郑州测绘学院下车，门诊部二楼结石科。

电话：0371-67930038 网址：yyf120.net

结石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

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

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

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

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

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

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注销公告

●驻马店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徐合
群，男，汉族，1945年11月18日出
生，因公伤残，残疾人证丢失，证号：
00011006需重新补办。特此声明。

●马奎成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819501223491972，声明作废。
●刘更生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20717383611，声明作废。
●郑俊霞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8199205134023，声明作废。
●齐狗屎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819580319181251，声明作废。
●王艳丽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7196207127740，声明作废。
●朱相云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92219411023572942，声明作废。
●秦继华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
728197212256150，声明作废。
●辛永芳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819750122052562，声明作废。

●洛阳市昶恒机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市圣佳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王慧，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丢

失，证书编号：0079963，管理号：04

344013404418755，声明作废。

●兰考县超能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2015年1月13日决定解
散公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兰考富人邦饲料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5年1月13日决定解散公
司，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濮阳市和谐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睢县汇集环境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临颍县同欣通信管线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