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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便宜买赃车

鉴定意见在刑事案件证据中担任着重
要角色，但实践中，由于对鉴定知识专业性
的缺乏，在审查起诉阶段对鉴定意见的审查
往往流于形式审查，这与刑事案件必须达
到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相违背
的。如何全面细致地审查鉴定意见？笔者
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鉴定意见进行形式审查。重点
是对鉴定人资格，鉴定机构是否合法进行审
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合法有效的鉴定人、
鉴定机构资质证明；查清鉴定人进行鉴定时
是否仔细认真，客观公正。鉴定人鉴定时方
法必须得当，必须实事求是，排除各种干扰，
方可保证鉴定结论的准确性。要注明鉴定
人资质，是否有过了规定年限还在做鉴定工
作；两人以上鉴定时，两人是否都有资格；所
委托事项与鉴定机构的实际鉴定内容是否
一致；根据当事人举报，有足够证据证实应
当回避而不回避的；鉴定程序不符合规定，
应当实物鉴定，而拿种类物代替的。如在伤
情鉴定中，可以通过以往案件的类似情况进

行判断；在毒品案件中，对毒品的称重如果
明显高于嫌疑人所贩卖的数量，就要留心，
有可能存在送检材料有问题等情况；在盗窃
案件中，将鉴定意见与市场价对比，看是否
存在较大悬殊。

第二，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1）审
查鉴定所依据的检材是否合法有效。对检
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等程序是否规
范、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如危险驾驶类
案件中，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
疑人的采血、送血过程全面采用同步执法记
录仪录像保存，由在场人和医生签名封存，
确保整个检材提取过程合法有效。（2）对鉴
定内容是否准确进行审查，即对鉴定结论在
证明案件事实中的作用进行审查。围绕案
件事实，结合鉴定意见进行全面审查，得出
正确的结论。如李某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
的伤情鉴定意见显示是断裂致伤，结合其他
证据，可以得出该伤就是犯罪嫌疑人推倒重
力所致。（3）对鉴定结论得出过程进行审
查。第一，看鉴定意见结论推出过程所依据

的假设条件是否合理，科学的推断都离不开
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分
析推论结果的正确性；第二，看鉴定专家的
分析推理过程是否具有逻辑性，专家的逻辑
推理是否严密；第三，看鉴定过程是不是鉴
定人亲自全程实施，若没有全程实施，在多
大程度上是依靠鉴定人实施的，如有辅助
人，该辅助人的能力是否有保证。

第三，对鉴定意见进行专业审查。公诉
人在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对一些专业性强
的医学、痕迹学知识等不能清晰判断的，可
以借助检察技术人员进行文证审查，通过检
察机关法医对鉴定意见中专业知识的进一
步审查，确保该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唯一性，
必要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补强鉴定意见
的效力，提高工作实效。如李某交通肇事案
中，因技术部门的文证审查对被害人的重伤
鉴定意见有异议，公诉人凭此退回公安机关
补充侦查重新鉴定，后得出不构成重伤的鉴
定结论，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本报讯 近日，桐柏县检察院为拓
宽民行申诉案源渠道，立足检察职能，
创新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拓宽民
行案源渠道，着力解决基层检察院民
事行政检察工作一直存在的案源匮乏
等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该院民行检察
工作的质量。

该院加强与法院沟通协调，与法
院建立案件信息通报、定期互访等工
作机制，联合法院制定关于支持、监督
民事执行活动的意见，规定法院在执
行民事案件时，对当事人或案外人提
出执行异议的案件或涉及多个债权人
的执行款物分配的案件，应当报检察
院备案。

该院依托乡镇检察室，定期走访
村委会、村民调解委员会了解村民民
事纠纷情况，对于其中已判决的案件，
当事人感觉不公的，帮助双方分析其
中的民事法律规定，引导双方从法律
角度思考问题，解决纠纷。该院通过
查阅相关案件材料和数据、开展座谈
等方式了解群众诉求；通过设置检务
公开宣传栏，开通 QQ 视频远程接访，
深入辖区开展民事检察调研等方式，
拓宽了与案管、刑事、职务犯罪等部门
的信息沟通渠道，让群众诉求得到公
正有效的解决。

为了拓宽民行申诉案源渠道，让
老百姓清楚自己的权益并知道如何维
护，该院还深入农村、社区开展民行检
察专项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和画
册 200 余本、宣传单 1000 余份，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刘珂 张明）

本报巩义讯（记者 杨占伟 通讯员
贾凤懿/文图）5月 28日上午，家住巩义
市涉村镇的被执行人李某骑着电动车
去买菜时，被蹲守已久的巩义市法院执
行干警赵继承抓了个正着（如图）。

原来，今年 1 月 10 日，李某因民间
借贷纠纷被巩义市法院依法调解，偿还
原告刘某本金及利息 1.1 万元，调解生
效后，李某一直未履行偿还义务。于
是，刘某申请强制执行。

由于被执行人李某一直躲避执
行，很难找到其踪迹，案件一直迟迟
未执结。在考虑到端午节假期期间
李某有可能回家这一情况后，赵继承
和同事于 5 月 28 日一大早就来到李
某平时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这才
将其揪住。把李某带回执行局后，他
依然找借口不肯履行义务，一副无所
谓的态度。面对这种情况，赵继承没
有一拘了事，而是耐心疏导，向李某
讲法讲道理。当李某看到陆续有“老
赖”真的因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而被
拘留时，终于动摇了，打电话让家人
到法院送钱，案件就此执结。

该案顺利执结后，赵继承没顾上休
息，继续投入到了新的执行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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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的闫某看着别人骑摩托车兜风，
心里十分羡慕，也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
托车。但到县城一打听，7000多元的价格让
闫某望而却步。一个偶然的机会，闫某的朋
友毛某以 1500 元卖给他一辆五羊牌踏板摩
托车。这辆来路不明的“座驾”虽然圆了闫
某的“摩托梦”，但也给闫某惹来了官司。

原来，李某、毛某于 2014年 10月在获嘉
县城一网吧门口盗窃一辆没有牌照的白色
五羊牌踏板摩托车，并放在了原阳县的李某
家中。两个月后，毛某骑着偷来的摩托车找

到闫某，问闫某对该车是否感兴趣。闫某看
这辆摩托车有九成新，比市场上的价格便宜
得多，就以1500元的价格成交。当闫某向毛
某索要车辆手续时，毛某说这么便宜的车没
有手续。闫某想到毛某没有正经工作，该车
没有手续，且比市场价格便宜得多，可能是
毛某偷来的。但转念一想，该摩托车价格便
宜，又是他自己出钱买的，不偷也不抢，就心
安理得地把车骑走了。

2016年8月19日，原阳警方成功破获了
李某、毛某盗窃摩托车案。随着毛某、李某的
落网，闫某也被警方抓获。经查，闫某供认了
自己在2014年底以1500元价格向他人购买了

一辆被盗摩托车的违法犯罪事实，并表示认识
到了自己购买赃物已触犯法律，对自己的行为
追悔莫及，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近日，闫某因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原阳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夏兴宇）

刘云、刘红系姐妹关系。几年前，两人
的兄弟刘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刘强的妻子出资 100 万元、其他兄弟姐妹筹
款 80 万元为刘强委托了北京的律师进行辩
护。其中，刘云出资 15.5万元。后因律师事
务所委派的律师未能达到委托要求，刘强的
亲属遂将该律所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经
调解，律所返还律师费105万元，一同打入刘
红的账户，其中包括刘云出资的 15.5 万元。
刘强的妻子在诉讼中对其支付的100万元表
示放弃分配权利，同意由刘强的兄弟姐妹领
取该款项，但刘红拿到款项后却迟迟未将姐
姐刘云出资的15.5万元退还。2017年初，刘
云向许昌市魏都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

刘红返还上述不当利益并支付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

近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经审理，判决
刘红向刘云返还15.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刘强的妻子放弃其
出资的 100 万元后，律师事务所退还的 105
万元超出了刘强兄弟姐妹共同出资的 80 万
元，故刘红在收到律师事务所退还的 105 万
元后应当将其兄弟姐妹的出资款全额退
还。但刘红在无法定和约定事由的情况下
拒不将刘云出资的 15.5万元予以退还，使刘
云的利益受损，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

给刘云。刘云请求刘红返还不当利益 15.5
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遂作出上述判决。（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宋小然）

2001 年 6 月，雷某夫妇以 3.9 万元的
价格购买了高某名下的一处房屋。在一
次性付清房款后，雷某夫妇收到了高某
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
证，并搬进了新家，一直居住至今。由于
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均登记
在高某（无其他共有权人）名下，2016 年
初，雷某夫妇要求高某协助其办理过户
手续。但此时，高某却表示，该房屋的所

有权不止他一人，无法帮雷某夫妇办理
过户手续。

在多次协商无果后，雷某夫妇一纸
诉状将高某诉至唐河县法院，请求法院
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原来，被告高某于 1999 年 8 月与前
夫张某诉讼离婚，在离婚判决中，该房屋
西头的一间及偏屋一间归其前夫张某所
有，其余为高某所有。因此，高某辩称，
其与雷某夫妇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
属于其前夫张某的部分是无效的。

近日，唐河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
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
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高某
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高某
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协助原告雷某夫妇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记
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邵明 刘书堂）

卖房不过户 买房者诉讼维权

买房并居住了十几年，但雷某夫妇手中的房屋
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依然登记在卖房者名
下。于是，雷某夫妇于2016年找到卖房者办理过户
手续。然而，卖房者却以房屋并非其一人所有为由
拒绝协助办理过户。无奈之下，雷某夫妇诉至法院。

刘强涉嫌刑事犯罪后，他的兄弟姐妹筹款聘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最
终，律所因未达到委托要求返还了105万元律师费，并将钱打到了刘强妹妹刘
红的账户上。之后，刘强的姐姐刘云因刘红拒不返还自己出资的15.5万元将
刘红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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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鉴定意见应重点审查三个方面
□徐子栋

创新机制
拓宽民行申诉案源渠道

蹲守抓“老赖”

省了钱却惹上官司

还我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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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律师费 同胞姐妹反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