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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大全
（首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一审民事案件用）
（××××）×民初字第××号
原告（反诉被告）……（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或职业及住址）
。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若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只要写明性别和 XXXX 律师事务所律师；
若是当事人的近亲属，要写明其与当事人的关系）]
被告（反诉原告）……（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或职业及住址）
。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或职务）。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第三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或职业及住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写明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
公开（或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写明本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事实）
原告×××诉称，……（概述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
被告×××辩称，……（概述被告答辩的主要内容）
。
第三人×××述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理由）
本院认为，……（写明判决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决结果） ……（写明判决结果）
。
（尾部）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中级（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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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二审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用）
（××××）×民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被上诉人（原审×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双方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相同。
）
上诉人×××因……（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
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
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事实） ……（概括写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简述上诉人提起上诉的请求和主要理由，被上诉人的主要
答辩，以及第三人的意见。
）
经审理查明，……（写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
（理由）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
确，上诉理由能否成立，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是否有理等，进行有分析的评论，阐明维持
原判或者改判的理由）
。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判决结果） ……〔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维持原判的，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第二、全部改判的，写：
“一、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二、……（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
第三、部分改判的，写：
“一、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
容）
；
二、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
第四、维持原判，又有加判内容的，写：
“一、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二、……（写明加判的内容）
。
”
（尾部）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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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部）
××××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一审民事案件用）
（××××）×民初字第××号
原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被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与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相同。）
案由：……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受理了原告×××诉被告×××……（案由）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
×××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
，公开进行了审理。
（写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的事实）
。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
二、……（写明协议的内容）
。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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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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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
××××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二审民事案件用）
（××××）×民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被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与二审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用的民事判决书样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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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上诉人×××不服××××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写
明上诉请求）
。
……（写明案件的事实）
。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写明协议内容）
。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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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再初（终）字第×号
（抗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原审原告（原审上诉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原审被告（原审被上诉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原审第三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本院决定再审）
……（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作出（××××）民×字第×号民事判
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年×月×日，本院以（××××）×民监字第×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参加再审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
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级法院提审）
……（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民×
字第×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年×月×日，本院以（××××）×民监字第×号民事裁定，决定
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参加再审的当事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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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
）
（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指令再审）
……（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年×月×日作出（××××）×民×字第×号民事
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名称）于××年×月×日对本案提起抗诉，经×
×××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名称）于××年×月×日以（××××）×民监字第×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人民检察院（同级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员）×××出庭支持抗诉。……（写明参加再审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提审）
……（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
×民×字第×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原审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名称）对本案提起抗
诉。本院于××年×月×日以（××××）×民监字第×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人民检察院
（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员）×××出庭支持抗诉。……（写明参加再审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
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申请再审）
××××年××月××日，原审×告（或原审第三人）×××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
再审条件。本院提起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参加再审的当
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
）
申请人提出（或者原判决认为）
：……（概括写明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简述当事人提
出的主要意见及其请求和理由）
。
经再审查明：……（写明再审认定地事实和证据）
。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着重论述原审生效判决决定性处理是否正确，阐明应予改判…如何改判，
或者应当维持原判的理由）
。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维持原判的，此项不写。
……（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写：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级（高级）人民法院。
）
（按第二审程序再审的，写：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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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一审作为类行政案件用）
（××××）×行初字第××号
原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被告……（写明行政主体名称和所在地址）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原告×××不服××××（行政主体名称）××××（具体行政行为），于××××年××月××日向本院提
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于××××年××月××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
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参
加庭审活动的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等）到庭参加诉讼。……（写明发生的其他
重要程序活动，如：被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等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行政主体名称）
（写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于××××年××月××日对原告作出
××号××××决定（或其他名称）
，……（详细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规范和处理的内
容）。被告于××××年××月××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若有经法院批准延期提
供证据的情况，应当予以说明）
：1、……（证据的名称及内容等），证明……（写明证据的证明目的。可以按被告
举证顺序，归类概括证明目的）
；2、……（可以根据案情，从法定职权、执法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
分类列举有关证据和依据；或者综合列举证据，略写无争议部分）
。
原告×××诉称，……（概括写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原告提供的证据）
。
被告×××辩称，……（概括写明被告答辩的主要理由和要求）。
第三人×××述称，……（概括写明第三人的主要意见，第三人提供的证据）
。
本院依法（或依原告、第三人的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
经庭审质证（或交换证据）
，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经审理查明，……（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内容）。
本院认为，……（运用行政实体及程序法律规范，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分析论证，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
理由逐一分析，论证是否成立，表明是否予以支持或采纳，并说明理由）。依照……（写明判决依据的行政诉讼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款、项、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分以下七种情况：
第一、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具体行
政行为名称）
。
第二、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一、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具
体行政行为名称）
；
二、责令××××（行政机关名称）在××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重作的，此项不写；不宜限定
期限的，期限不写）
。
第三、部分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一、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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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政行为名称）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
二、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具体行政
行为名称）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责令××××（行政机关名称）在××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需要重作的，此项不写；不宜限定
期限的，期限不写）
。
第四、判决变更行政处罚的，写：
变更××××（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行政处罚决定
（或行政复议决定、或属行政处罚性质的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改为……（写明变更内容）
。
第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写：
驳回原告要求撤销（或变更、确认违法等）××××（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
××）×××字第××号……（具体行政行为名称）的诉讼请求。
第六、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或有效的，写：
确认××××（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具体行
政行为名称）合法（或有效）
。
第七、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写：
一、确认××××（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作出的（××××）×××字第××号……（具
体行政行为名称）违法（或无效）
。
二、责令被告××××在……（限定的期限）内，……（写明采取的补救措施。不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此项
不写）
。
第八、驳回原告赔偿请求的，写：
驳回原告×××关于……（赔偿请求事项）的赔偿请求。
第九、判决被告予以赔偿的，写：
被告××××（行政机关名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赔偿原告×××……（写明赔偿的金额）
。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
诉状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
审 判 员 ×××
审 判 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一审不作为类案件用）
（××××）×行初字第××号
Website:www. huichengip.com
E-mail:chtm@converge-honesty..com

Branch offices: Beijing¦Ningbo ¦
Shanghai¦Hong Kong

Your IP, Our Expertise

C&H Int’l Consultant Lt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Macao ¦Asian Countries

原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被告……（写明行政主体名称和所在地址）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写明姓名、性别和职务）
。
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等基本情况）
。
原告×××因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其他行政义务），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
政诉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于××××年××月××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年××月××日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的当事
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等）到庭参加诉讼。……（写明发生的其他重要程序活动，如：
被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等情况）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年××月××日向被告×××提出×××申请。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未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概括原告提出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
被告×××辩称：……（概括被告答辩的主要理由，被告未提交答辩状的，写明：“被告未提交答辩状，但在
庭审中辩称……”
）
。
第三人×××述称，……（概括写明第三人的主要意见，第三人提供的证据）
。
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曾于××××年××月××日向被告提出××申请事项：……（概括写明证
据的名称、时间、内容）。经质证，被告认为……（写明被告提出异议的理由，如无异议，应予说明。有《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中所列情形的，则此项不写）
。
被告于××××年××月××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如被告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写明：“被告以
×××为由，于××××年××月××日向本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经本院准许，被告于××××年×
×月××日提供了证据”
）
：1、……；2、……。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提出异议的理由，如无异议，应
写明）
，并提供了以下证据：……。经质证，被告认为，……。
本院依法（或依原告、第三人的申请）调取了以下证据：……。
经庭审质证（或交换证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认定有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详细分析当事人
各自所举证据能否支持其主张）
。
本院认为：……（1、写明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并根据案情对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合
法有效的规章等作必要诠释。2、可根据案情分析被告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或者分析被告是否存在拖延履行、不予
答复等情况。3、分析原告申请的理由是否依法成立，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阐明是否予以支持。
4、分析确认原告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与行政机关不作为有无因果关系。）依照……（写明判决依据的行政诉讼
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款、项、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分三种情况：
第一、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写：
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申请事项）的诉讼请求。
第二、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写：
责令×××（行政机关名称）……（写明被告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因特殊情况难于确定期限的，
可不写履行期限）
。
第三、判决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的，写：
确认被告×××（行政机关名称）……（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第四、驳回原告赔偿请求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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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原告×××关于……（赔偿请求事项）的赔偿请求。
第五、判决被告予以赔偿的，写：
被告××××（行政机关名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赔偿原告×××……（写明赔偿的金额）
。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人民法院。
审
审
审

判 长 ×××
判 员 ×××
判 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之间不用标点符号，也不用空格）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因本
案受强制措施的情况等，现羁押处所）
。
（包括曾用名，按公历写出生年月日，也可写实足年龄，但未成年人必须写
出生年月日）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辩护人若是律师，只要写明性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若是被告人的近亲属，要写明其与被告人的关系）
×××人民检察院以×检刑诉[××××]××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于××××年××月××日向
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
（不）公开审理了本案。×××人
民检察院指派×××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人民检察院指控……（概述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意见）
。
被告人×××辩称……（概述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辩解、自行辩护的意见和有关的证据）。辩护人
×××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概述辩护意见的要点和有关证据）
。
经审理查明……（主要写明经法庭审理后，法官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首先叙述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其次写明经控
辩双方举证、质证后法官确认的定案证据及其来源，应对证据进行分析认证）
。
本院认为……（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被告人的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所犯何罪，应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从重、加重处罚。对于控辩双方的意见，应当给予分析评
判，表明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
）依照……（写明判决的法律依据）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犯×罪，判处……（写明主刑、附加刑）。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
二、被告人×××……（写明判决追缴、退赔或者发还被害人、没收财物的名称、种类和数额）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 10 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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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
审
审

判 长
判 员
判 员

×××
×××
×××

××××年××月××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院印）

×××

××市公安局××分局
起诉意见书
×公移诉字[××××]××号
犯罪嫌疑人×××，性别：×，出生日期：××年×月×日，民族：×族，籍贯：××省××县人，职业：×
×，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省××市××县××镇××村。
简历：……
经我局侦查终结，现查明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特将本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此 致
××区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市公安局××分局（印）
××年×月×日
附（注）
：1、犯罪嫌疑人×××现押于××区看守所；
2、同案×××、×××已判刑；
3、本案侦查卷卷宗共×册。

×××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
被 告 人：×××
案
由：×××
起诉书号：×××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
今天，×××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公开审理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 153 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5 条之规定，我们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
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刚才的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宣读并出示
了大量书证、证人证言，尽管被告人×××在某些环节上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但大量的证据已足以证明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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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事实，其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为更好地履行公诉人的职责，阐明公诉人的观点，现就本案情况发表如
下公诉意见，请合议庭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
二、···································
三、···································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
公诉人：
年 月 日当庭发表

×××（姓名）………（案由）辩护词
审判长 、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的规定，我受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担任×××的辩护
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参与诉讼为他辩护。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
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依据，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出庭之前，我详细地查阅了本
案的全部材料，同时也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了解，今天又参加了法庭的调查审理，使我
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辩护：
1.从认定犯罪事实方面辩护
2.从认定犯罪性质方面辩护
3.从适用法律方面辩护
4.从情节方面辩护（法定情节、酌定情节）
5.从程序方面辩护
一、··································
二、··································
三、··································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请求法庭考虑辩护人的意见，对被告人作出·······························
辩护人：×××
××年×月×日

仲裁协议书
甲方：……（姓名或者名称，性别，年龄，住址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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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乙方：……（同上）
法定代表人：……
（当事人基本情况参照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写法）
甲乙双方就……（写明仲裁事由）达成仲裁协议如下：
如果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自愿将此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其仲裁裁决对双方有约
束力。
（当事人各方愿意提请×××仲裁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如下争议：
（1）……；
（2）……；
（3）……）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仲裁委员会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年××月××日
××××年××月××日

××××仲裁委员会
裁决书
（××××）×裁字第×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
××××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年××月××日签订的 XXXX 仲裁条款的
约定，以及申请人×××于××××年××月××日提交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书，受理了上述×××争议仲裁
案。本案适用……（法律法规）
。
申请人选定了×××为仲裁员，被申请人选定了×××为仲裁员。由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能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
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指定×××为本案首席仲裁员。上述三位仲
裁员于××××年××月××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仲裁庭审阅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别提出的书面申诉和书面答辩以及有关的证明材料，并于××××年××月××
日在××开庭审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均到庭作了口头陈述，并回答了仲裁庭的询问，而且进行了辩论。仲裁
庭根据上述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书面及口头申诉和答辩，以及有关的证据材料，现对本案作出裁决。
……（双方争议的内容及各自陈述的意见）
查明：……（写明仲裁庭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
本会认为：……（写明裁决的理由）
，依照……（写明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目）之规定，裁决如下：
（一）……；
（二）……。
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首席仲裁员
×××
仲 裁 员
×××
仲 裁 员
×××
××××年××月××日
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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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
仲裁调解书
（××××）×裁字第×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
××××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年××月××日签订的××××仲裁条款的
约定，以及申请人×××于××××年××月××日提交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书，受理了上述××××争议仲
裁案。本案适用……（法律法规）
。
申请人选定了×××为仲裁员，被申请人选定了×××为仲裁员。由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能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
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指定×××为本案首席仲裁员。上述三位仲
裁员于××××年××月××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写明双方申请人争议的事实和仲裁请求）
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
（二）……
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申请人签收之日起生效。
首席仲裁员

×××
仲 裁 员
仲 裁 员

×××
×××

×××××年××月××日
书 记 员

×××

××市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检刑诉字〔19××〕第 8 号
被告人张××，男，20 岁，××省××县××镇××村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市无线电六厂工人，现住××市××区无线
电六厂宿舍。1993 年 7 月因打架曾被行政拘留 15 天。因故意杀人(未遂)罪，1998 年 7 月 21 日被××分局拘留。同年
7 月 23 日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被告人张××故意杀人(未遂)一案，经××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我院受理后，于×年×月×日已告知
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年×月×日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民被害人的代理人及
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经本院审查证实：
被告人张××于 1998 年初与被害人赵××(女，19 岁，××市××路副食店营业员)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1998 年 5 月，
被害人赵××以张××曾被拘留过为由提出终止恋爱关系后，张××仍纠缠不休，遭赵××拒绝后，张××对此怀恨在心，
蓄谋杀人报复。
1998 年 6 月，被告人张××从本市××商店购得刀具一把(长 9.2 厘米，宽 2.5 厘米)随身携带，多次到被害人单位门口
堵截。1998 年 7 月 19 日晚 7 时许，被告人张××携带凶器再次到被害人单位堵截赵××。晚 8 时 30 分，赵××下班骑
车回家时，张××尾随其后，伺机行凶。当赵××行至××路口时，被告人张××用自行车将赵××撞倒后，从裤子口袋内
掏出刀子，朝赵的腹部猛捅一刀，继而又朝赵的胸部、腹部连捅四刀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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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被人送至医院经抢救脱险，经医院诊断证明：①赵右前胸 2.5cm 横形伤口并刺破右肺上叶、中叶心包及右心
房，心脏伤口约 1cm：手术后见有活动性出血，胸内出血 1200cc；②赵右上腹 2.5cm 伤口，刺破胸壁，腹部内脏未
见损伤；③胸骨下部有两处 1cm 伤口，均未穿透胸壁；④赵右肩部刀刺伤一处，长约 2.5cm。
上述犯罪事实有被害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报告、医院诊断证明、鉴定结论等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恋爱不成，竟蓄意行凶报复，手段恶劣，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 232 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 141 条之规定，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此致
X X 区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高 XX 孙 XX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院印)
附注：
(1)被告人张××现羁押于××公安局看守所。
(2)证人名单一份。
(3)主要证据复印件 15 份。
(4)照片 8 张。

立案报告书
×公刑字(19××)第 17 号
××市公安局：
19××年×月×日上午 8 时 30 分，我分局接到××贸易公司保卫科干部陈×电话报称：昨晚该公司财务科 15 万元现金被
盗，现场已保护。接报后，我们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案报案经过
19××年×月×日上午 7 时 30 分，××贸易公司财务科出纳员严××推门进入办公室后，发现窗户玻璃被打烂，保险柜被
撬开，经清点，15 万元现金全部被盗走。严××立即报告领导和保卫科干部陈×，陈×便向我局值班室报了案。
二、现场勘查情况
现场位于我区工人俱乐部门前，坐东朝西，半旧平房一栋，共 25 个房间，平房前有围墙，两侧开有大、小门，墙
外是停车场。失窃的财务科是 20 号房，该房东西对开窗两个，房门朝西。西边窗口敞开，窗的铁条被掰开，窗台
上有一残缺鞋印(已提取)，窗玻璃有 3 枚汗液指纹(已提取)，保险柜的锁已破坏，门口有汗液指纹一枚(已提取)。
三、案情分析
1．作案时间。据公司部分职工回忆，×月×日晚上，公司部分职工看电视至 12 时多一点儿才回宿舍，财务科的严××、
肖××也与其他职工一起看电视，回宿舍前还检查过门窗。据此判断案发时间是在下半夜至凌晨。
2．作案范围。据严××说，现金 15 万多元是当天公司营业收入，平时是存银行的，但当天是元旦放假，收市迟，清
点后见天色已晚，就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存银行。由此看来，内部或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极大，同进也不排除流
窜作案的可能性。
3．作案嫌疑人。从作案现场分析，犯罪分子力气大，且熟悉保险柜开锁技术。从其他房间无异常、目标准确看，
此案犯是十分了解并熟悉地形和内部情况的。
四、立案依据和侦查工作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此案拟立为特大盗窃案侦查。并拟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侦查工作：
1、立即印发协查通报，请各地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协查赃款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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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从××公司开始，发动全体人员揭发作案人，并对有关人员进行排队，查找疑点和嫌疑人。
3、在辖区内发动群众，派出专案组成员明查暗访，发现作案的蛛丝马迹；清查外来人口，控制外部有前科人员。
4、抓紧进行技术鉴定。从现场提取的痕迹中发现可疑人，排除无可能作案人，缩小侦查范围，抓住重点。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公章）
×年 ×月×日

民事起【反】诉状
原告【反诉人（原审被告）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委托代理人：姓名、性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反诉人（原审原告）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委托代理人：姓名、性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
务、住址等。
委托代理人：姓名、性别、××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请求
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事实与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人民法院
附：1、本状副本×份；
2、证据、证人证言×份。
起【反】诉人：×××
××年×月×日

××（案由）案民事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我受当事人×××的委托，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参加本案的各项诉讼活动（说明法律依据和身份，接受何人何案委托）。
在出庭之前……（概括说明出庭之前所做的工作，如查阅案卷、走访当事人等）。现就本案的审理，发表如下代理
词：
第一、……
第二、……
（发表代理意见，运用事实和法律进行阐述，证明所提观点和理由的正确性及合法性；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法和意见，
供法庭调解或裁决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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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年×月×日

1、起诉书格式
X 事诉状
原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原告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
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告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请求事项：
（写明向法院起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
（写明起诉或提出主张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包括证据情况和证人姓名及联系地址）
此致 XXXX 人民法院
原告：
（签名）
XXXX 年 X 月 XX 日
附：一、本诉状副本 X 份（按被告人数确定份数）
；
二、证据 XX 份；
三、其他材料 XX 份。
（注：民事、行政、刑事自诉各类案件起诉书的格式基本相同）
2、 答辩状格式
X 事答辩状
答辩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答辩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
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答辩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答辩人如为单位，应写明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答辩人因 XXXX（写明案由，即纠纷的性质）一案，进行答辩如下：
请求事项：
（写明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
（写明答辩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针对原告、上诉人 、申诉人，即被答辩人提出起诉、上诉、
申诉所依据的事实、法律和所提出的主张陈述其不能成立的理由）
此致 XXXX 人民法院
答辩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附：本答辩状副本 X 份（按被答辩人人数确定份数）
。
（注：民事、行政、刑事自诉各类案件答辩状的格式基本相同）
3、上诉状格式
X 事上诉状
上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上诉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
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上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上诉人如为单位，应写明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上诉人因 XXXX（写明案由，即纠纷的性质）一案不服 XXXX 人民法院（写明一审法院名称）XXXXX 第 XXX
号 XX 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及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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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事项：
（写明提出上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
（写明上诉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审判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和错误陈述理由）
此致 XXXX 人民法院
上诉人：（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附：本上诉状副本 X 份（按被上诉人人数确定份数）
。
（注：民事、行政、刑事自诉各类案件上诉状的格式基本相同）
4、申诉状格式
X 事申诉状
申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申诉人如为单位，应写明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申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申诉人如为单位，应
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申诉人因 XXXX（写明案由，即纠纷的性质）一案不服 XXXX 人民法院（写明原终审法院名称）XXXXX 第
XXX 号 XX 判决，现提出申诉，申诉请求及理由如下：
请求事项：
（写明提出申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
（写明申诉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针对原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审判程序上存在的问
题和错误陈述理由）
此致 XXXX 人民法院
申诉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附：本申诉状副本 X 份（按被申诉人人数确定份数）
。
（注：民事、行政、刑事自诉各类案件申诉状的格式基本相同）
5、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委托人为单位的，写明单位名称）
被委托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委托人是律师的，只写姓名和所在
律师事务所名称）
委托人因 XXXX（写明案件性质及对方当事人）一案，委托 XXX 为 XX（一审、二审或再审）的代理人（或辩护
人）
，代理权限如下：
（委托刑事案件的辩护人，只写“为被告人 XXX（姓名）XXX 一案第 X 审进行辩护”）
（委托经济、民事、
行政等案件代理人的，须写明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的，应写明授权的具体范围，如代为起诉、提出反诉、进行和解、
撤诉、上诉、签收法律文书等）
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被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6、强制执行申请书格式
强制执行申请书
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申请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
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申请人如为单位，应
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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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事项：
（写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标的）
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写明申请强制执行所依据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
仲裁机构的裁决书、调解书等）
此致 XXXX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7、仲裁申请书格式
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申请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
（被申请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请求事项：
（写明申请仲裁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
（写明申请仲裁或提出主张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包括证据情况和证人姓名及联系地址。特别要
注意写明申请仲裁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此致 XXXX 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附：一、申请书副本 X 份（按被申请人人数确定份数）；
二、证据 XX 份；
三、其他材料 XX 份。

汇诚国际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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