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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的通知
法 #!"#$$ !!#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民事裁判文书写作标准" 提高民事诉讼文书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民事诉讼文书样

式%& 该两份文件已于 !"#$ 年 ! 月 !!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 次

会议通过" 现予印发" 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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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为指导全国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确保文书撰写做到格式统一! 要

素齐全! 结构完整! 繁简得当! 逻辑严密! 用语准确" 提高文书质量" 制定

本规范&

一! 基本要素

文书由标题! 正文! 落款三部分组成&

标题包括法院名称! 文书名称和案号&

正文包括首部! 事实! 理由! 裁判依据! 裁判主文! 尾部& 首部包括诉

讼参加人及其基本情况" 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等' 事实包括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 事实和理由" 人民法院认定的证据及事实' 理由是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

和法律依据" 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分析评述" 阐明理由' 裁判

依据是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所依据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条文' 裁判主文是人民法

院对案件实体! 程序问题作出的明确! 具体! 完整的处理决定' 尾部包括诉

讼费用负担和告知事项&

落款包括署名和日期&

二! 标题

标题由法院名称! 文书名称和案号构成" 例如# ( ((((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 )民事调解书! 民事裁定书* )案号+&

)一* 法院名称

法院名称一般应与院印的文字一致& 基层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名称

前应冠以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名称" 但军事法院! 海事法院! 铁路运输法

院! 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除外&

涉外裁判文书" 法院名称前一般应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名' 案件

当事人中如果没有外国人! 无国籍人! 外国企业或组织的" 地方人民法院!

专门人民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标题中的法院名称无需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二* 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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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由收案年度! 法院代字! 类型代字! 案件编号组成&

案号* ( )+ )收案年度 ) ( *+ )法院代字 )类型代字 )案件编号 )

(号+&

案号的编制! 使用应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

规定% 等执行&

三! 正文

)一*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 诉讼地位和基本信息&

!+当事人是自然人的" 应当写明其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

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 住所& 姓名! 性别等身份事项以居民身份证! 户籍

证明为准&

当事人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不明确的" 可以不表述&

当事人住所以其户籍所在地为准' 离开户籍所在地有经常居住地的" 经

常居住地为住所& 连续两个当事人的住所相同的" 应当分别表述" 不用 (住

所同上+ 的表述&

,+有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的" 应当在当事人之后另起一行写明其姓

名! 性别! 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 住所" 并在姓名后用括号注明其与当事

人的关系& 代理人为单位的" 写明其名称及其参加诉讼人员的基本信息&

-+当事人是法人的" 写明名称和住所" 并另起一行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

名和职务& 当事人是其他组织的" 写明名称和住所" 并另起一行写明主要负

责人的姓名和职务&

当事人是个体工商户的" 写明经营者的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住所' 起有字号的" 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 并写明该字号经营

者的基本信息&

当事人是起字号的个人合伙的" 在其姓名之后用括号注明 (系,, )写

明字号* 合伙人+&

.+法人! 其他组织! 个体工商户! 个人合伙的名称应写全称" 以其注册

登记文件记载的内容为准&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

地'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

为住所&

%+当事人为外国人的" 应当写明其经过翻译的中文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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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括号注明其外文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外国自然人应当注明其国籍& 国籍应当用全称& 无国籍人" 应当注明无

国籍&

港澳台地区的居民在姓名后写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澳门特别行政

区居民+ 或 (台湾地区居民+&

外国自然人的姓名! 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其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记载的内

容为准' 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 住所等基本信息以其注册登记文件

记载的内容为准&

'+港澳地区当事人的住所" 应当冠以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

政区+&

台湾地区当事人的住所" 应当冠以 (台湾地区+&

&+当事人有曾用名" 且该曾用名与本案有关联的" 裁判文书在当事人现

用名之后用括号注明曾用名&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 裁判文书应当列明变更后的姓名

或名称" 变更前姓名或名称无需在此处列明& 对于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事实"

在查明事实部分写明&

#"+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权利义务继受人参加诉讼的" 诉讼地位从其承继

的诉讼地位& 裁判文书中" 继受人为当事人' 被继受人在当事人部分不写"

在案件由来中写明继受事实&

##+在代表人诉讼中" 被代表或者登记权利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可以采

取名单附后的方式表述" (原告(((等(人 )名单附后*+&

当事人自行参加诉讼的" 要写明其诉讼地位及基本信息&

#!+当事人诉讼地位在前" 其后写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 两者之间用冒

号& 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之后" 用逗号&

)二*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应当在当事人之后另起一行写明为 (委

托诉讼代理人+" 并写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姓名和其他基本情况& 有两个委托

诉讼代理人的" 分行分别写明&

!+当事人委托近亲属或者本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应当

列在第一位" 委托外单位的人员或者律师等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列在第

二位&

,+当事人委托本单位人员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写明姓名! 性别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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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身份& 其身份信息可表述为 (该单位 )如公司! 机构! 委员会! 厂

等* 工作人员+&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写明律师! 基层

法院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姓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法律服务所的名称及

执业身份& 其身份信息表述为 ( ((律师事务所律师+ ( ((法律服务所法律

工作者+& 属于提供法律援助的" 应当写明法律援助情况&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当事人近亲属的" 应当在姓名后用括号注明其与当

事人的关系" 写明住所& 代理人是当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

推荐的公民的" 写明姓名! 性别! 住所" 并在住所之后注明具体由何社区!

单位! 社会团体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变更的" 裁判文书首部只列写变更后的委托诉讼代理

人& 对于变更的事实可根据需要写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后用冒号" 再写委托诉讼代理人姓名& 委托诉讼代理

人姓名后用逗号&

)三*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原告+ (被告+ 和 (第三

人+& 先写原告" 后写被告" 再写第三人& 有多个原告! 被告! 第三人的" 按

照起诉状列明的顺序写& 起诉状中未列明的当事人" 按照参加诉讼的时间顺

序写&

提出反诉的" 需在本诉称谓后用括号注明反诉原告! 反诉被告& 反诉情

况在案件由来和事实部分写明&

!+二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上诉人+ (被上诉人+ (第三

人+ (原审原告+ (原审被告+ (原审第三人+& 先写上诉人" 再写被上诉人"

后写其他当事人& 其他当事人按照原审诉讼地位和顺序写明& 被上诉人也提

出上诉的" 列为 (上诉人+&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后" 用括号注明原审诉讼地位&

,+再审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再审申请人+ (被申请人+&

其他当事人按照原审诉讼地位表述" 例如" 一审终审的" 列为 (原审原告+

(原审被告+ (原审第三人+' 二审终审的" 列为 (二审上诉人+ (二审被上诉

人+ 等&

再审申请人! 被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诉讼地位之后" 用括号注明一审!

二审诉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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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诉再审案件 )再审检察建议案件*" 应当写明抗诉机关 )再审检察建议

机关* 及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的诉讼地位& 案件由来部分写明检察机关出庭人

员的基本情况& 对于检察机关因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而依职权启动

程序的案件" 应列明当事人的原审诉讼地位&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原告+ (被告+ (第

三人+& (被告+ 之后用括号注明原审诉讼地位&

.+执行异议之诉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原告+ (被告+ (第三

人+" 并用括号注明当事人在执行异议程序中的诉讼地位&

$+特别程序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申请人+& 有被申请人的"

应当写明被申请人&

选民资格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起诉人+&

%+督促程序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公示催告程序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申请人+' 有权利申报人

的" 表述为 (申报人+& 申请撤销除权判决的案件" 当事人表述为 (原告+

(被告+&

'+保全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复议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复议申请人+ (被申请人+&

#"+执行案件" 执行实施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执行异议案件" 提出异议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异议人+" 异议人之后用括号注明案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 其他未提出异

议的当事人亦应分别列明&

案外人异议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表述为 (案外人+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四* 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

#+案件由来部分简要写明案件名称与来源&

!+案件名称是当事人与案由的概括& 民事一审案件名称表述为 (原告 (

((与被告(((,, )写明案由* 一案+&

诉讼参加人名称过长的" 可以在案件由来部分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

其简称" 表述为 ( )以下简称(((*+& 裁判文书中其他单位或组织名称过

长的" 也可在首次表述时用括号注明其简称&

诉讼参加人的简称应当规范" 需能够准确反映其名称的特点&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

,+案由应当准确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 符合最高人民

法院有关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

经审理认为立案案由不当的" 以经审理确定的案由为准" 但应在本院认

为部分予以说明&

-+民事一审案件来源包括#

)#* 新收'

)!* 有新的事实! 证据重新起诉'

),* 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

)-* 上级人民法院指令立案受理'

).*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审理'

)$*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 其他人民法院移送管辖'

)'* 提级管辖&

.+书写一审案件来源的总体要求是#

)#* 新收! 重新起诉的" 应当写明起诉人'

)!* 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本院提级管辖的" 除应当写明起诉人外" 还应

写明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报请移送上级人民法院* 日期或者下级法

院报请指定管辖 )下级法院报请移送* 日期" 以及上级法院或者本院作出管

辖裁定日期'

),* 上级法院发回重审! 上级法院指令受理! 上级法院指定审理! 移送

管辖的" 应当写明原审法院作出裁判的案号及日期" 上诉人" 上级法院作出

裁判的案号及日期! 裁判结果" 说明引起本案的起因&

$+一审案件来源为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 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写明

(原告(((与被告(((,, )写明案由* 一案" 本院于((((年((月

((日作出,, )写明案号* 民事判决& (((不服该判决" 向 ((((法

院提起上诉& ((((法院于((((年((月((日作出,, )写明案号*

裁定" 发回重审&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经过部分应写明立案日期及庭审情况&

'+立案日期表述为# (本院于((((年((月((日立案后+&

&+庭审情况包括适用程序! 程序转换! 审理方式! 参加庭审人员等&

#"+适用程序包括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包括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等&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民事一审案件由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转为普通程序的" 审理

经过表述为# (于 ((((年 ((月 ((日公开/因涉及,,不公开 )写明不

公开开庭的理由* 开庭审理了本案" 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 )小额

诉讼程序* 的情形" 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于 ((((年 ((月 ((日再次公

开/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审理方式包括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 开庭审理包括公开开庭和不公

开开庭&

不公开开庭的情形包括#

)#* 因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开庭'

)!* 因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开庭'

),* 因涉及商业秘密" 经当事人申请" 决定不公开开庭'

)-* 因离婚" 经当事人申请" 决定不公开开庭'

).* 法律另有规定的&

#,+开庭审理的应写明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情况 )包括未出庭或者中途

退庭情况*' 不开庭的" 不写& 不开庭审理的" 应写明不开庭的原因&

#-+当事人未到庭应诉或者中途退庭的" 写明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况&

#.+一审庭审情况表述为# (本院于 ((((年 ((月 ((日公开/因涉

及,, )写明不公开开庭的理由* 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告 (((及其

诉讼代理人((("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

#$+对于审理中其他程序性事项" 如中止诉讼情况应当写明& 对中止诉讼

情形" 表述为# (因,, )写明中止诉讼事由*" 于 ((((年 ((月 ((日

裁定中止诉讼" ((((年((月((日恢复诉讼&+

)五* 事实

#+裁判文书的事实主要包括# 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被告

答辩的事实和理由" 法院认定的事实和据以定案的证据&

!+事实首先写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按照原告! 被告! 第三人的顺序依

次表述当事人的起诉意见! 答辩意见! 陈述意见& 诉辩意见应当先写明诉讼

请求" 再写事实和理由&

二审案件先写明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等诉辩意见& 然后再概述一审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 裁判理由! 裁判结果&

再审案件应当先写明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等诉辩意见" 然后再简要写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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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基本情况& 生效判决为一审判决的" 原审基本情况应概述一审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的事实! 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 生效判决为二审判决的" 原审基本

情况先概述一审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结果" 再写明二审上诉请

求! 认定的事实! 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

,+诉辩意见不需原文照抄当事人的起诉状或答辩状! 代理词内容或起诉!

答辩时提供的证据" 应当全案考虑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诉辩意见和提供的证据

综合表述&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新的请求的" 应当在

诉称部分中写明&

.+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全部事实的" 写明 ( (((承认 (((主张的事

实+& 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部分事实的" 写明 ( (((承认(((主张的,,

事实+&

被告承认全部诉讼请求的" 写明# ( (((承认(((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承认部分诉讼请求的" 写明被告承认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

$+在诉辩意见之后" 另起一段简要写明当事人举证! 质证的一般情况"

表述为#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

证据交换和质证&+

%+当事人举证质证一般情况后直接写明人民法院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情

况& 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原则上不一一列明" 可以附录全案证据或者证据

目录&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 写明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 本院予以确认

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 应当写明争议的证据名称及人民法院对争议

证据认定的意见和理由' 对有争议的事实" 应当写明事实认定意见和理由&

'+对于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鉴定意见" 经庭审质证后" 按照当事人是

否有争议分别写明& 对逾期提交的证据! 非法证据等不予采纳的" 应当说明

理由&

&+争议证据认定和事实认定" 可以合并写" 也可以分开写& 分开写的"

在证据的审查认定之后" 另起一段概括写明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 表述为#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

#"+认定的事实" 应当重点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展开& 按照民事举证责

任分配和证明标准" 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有无证明力! 证明力大小" 对待证

事实存在与否进行认定& 要说明事实认定的结果! 认定的理由以及审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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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过程&

##+认定事实的书写方式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层次清楚" 重点突出"

繁简得当" 避免遗漏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实& 一般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

或者对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认定相关的事实着重叙述" 对其他事实则可归纳!

概括叙述&

综述事实时" 可以划分段落层次" 亦可根据情况以 (另查明+ 为引语叙

述其他相关事实&

#!+召开庭前会议时或者在庭审时归纳争议焦点的" 应当写明争议焦点&

争议焦点的摆放位置" 可以根据争议的内容处理& 争议焦点中有证据和事实

内容的" 可以在当事人诉辩意见之后在当事人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中写明& 争

议焦点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的" 可以在本院认为部分" 先写明争议焦点&

#,+适用外国法的" 应当叙述查明外国法的事实&

)六* 理由

#+理由部分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

依照法律规定" 明确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 阐述原告请求权是否成立" 依

法应当如何处理& 裁判文书说理要做到论理透彻" 逻辑严密" 精炼易懂" 用

语准确&

!+理由部分以 (本院认为+ 作为开头" 其后直接写明具体意见&

,+理由部分应当明确纠纷的性质! 案由& 原审确定案由错误" 二审或者

再审予以改正的" 应在此部分首先进行叙述并阐明理由&

-+说理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展开" 逐一进行分析论证" 层次明确& 对争议

的法律适用问题" 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 争议的法律关系! 认定的事实" 依

照法律! 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分析" 作出认定" 阐明支持或不

予支持的理由&

.+争议焦点之外" 涉及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或者与本案裁判结果有

关的问题" 也应在说理部分一并进行分析论证&

$+理由部分需要援引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时" 应当准确! 完整地写明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 条款项序号和条文内容" 不得只引用法律条款项序

号" 在裁判文书后附相关条文& 引用法律条款中的项的" 一律使用汉字不加

括号" 例如# (第一项+&

%+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

导性案例相类似的" 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 并写明指导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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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

'+司法指导性文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 可在理由部分予以阐述或者援引&

&+在说理最后" 可以另起一段" 以 (综上所述+ 引出" 对当事人的诉讼

请求是否支持进行评述&

)七* 裁判依据

#+引用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时" 应当严格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

判文书引用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引用多个法律文件的" 顺序如下# 法律及法律解释! 行政法规! 地方

性法规! 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 司法解释' 同时引用两部以上法律的" 应

当先引用基本法律" 后引用其他法律' 同时引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 先引用

实体法" 后引用程序法&

,+确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 等有关法律规定无法选择适用的" 应依法提请有决定权的机关作出裁决"

不得自行在裁判文书中认定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会议纪要! 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

件作为裁判依据" 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时" 应当按照公告公布的格式书写&

$+指导性案例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

)八* 裁判主文

#+裁判主文中当事人名称应当使用全称&

!+裁判主文内容必须明确! 具体! 便于执行&

,+多名当事人承担责任的" 应当写明各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形式! 范围&

-+有多项给付内容的" 应当先写明各项目的名称! 金额" 再写明累计金

额& 如# (交通费,,元! 误工费,,元! ,," 合计,,元+&

.+当事人互负给付义务且内容相同的" 应当另起一段写明抵付情况&

$+对于金钱给付的利息" 应当明确利息计算的起止点! 计息本金及利率&

%+一审判决未明确履行期限的" 二审判决应当予以纠正&

判决承担利息" 当事人提出具体请求数额的" 二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

请求的数额作出相应判决' 当事人没有提出具体请求数额的" 可以表述为

(按(((利率" 自((((年((月((日起计算至((((年((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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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尾部

#+尾部应当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和告知事项&

!+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用的" 写明诉

讼费用的负担情况& 如# (案件受理费,,元" 由,,负担' 申请费,,元"

由,,负担+&

,+诉讼费用不属于诉讼争议的事项" 不列入裁判主文" 在判决主文后另

起一段写明&

-+一审判决中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 应当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

审判决具有金钱给付义务的" 属于二审改判的" 无论一审判决是否写入了上

述告知内容" 均应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上述告知内容& 二审维持原

判的判决" 如果一审判决已经写明上述告知内容" 可不再重复告知&

.+对依法可以上诉的一审判决" 在尾部表述为# (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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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人民法院&+

$+对一审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 管辖权异议的裁定" 尾部表述为# (如

不服本裁定" 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 ((((人民

法院&+

四! 落款

)一* 署名

诉讼文书应当由参加审判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署名&

合议庭的审判长" 不论审判职务" 均署名为 (审判长+' 合议庭成员有审

判员的" 署名为 (审判员+' 有助理审判员的" 署名为 (代理审判员+' 有陪

审员的" 署名为 (人民陪审员+& 独任审理的" 署名为 (审判员+ 或者 (代

理审判员+& 书记员" 署名为 (书记员+&

)二* 日期

裁判文书落款日期为作出裁判的日期" 即裁判文书的签发日期& 当庭宣

判的" 应当写宣判的日期&

)三* 核对戳

本部分加盖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字样的印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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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字用法

)一* 裁判主文的序号使用汉字数字" 例# (一+ (二+'

)二* 裁判尾部落款时间使用汉字数字" 例#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

日+'

)三* 案号使用阿拉伯数字" 例# ( )!"#$* 京 "#"# 民初 # 号+'

)四* 其他数字用法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01/-#.',. 2!"##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执行&

六! 标点符号用法

)一* (被告辩称+ (本院认为+ 等词语之后用逗号&

)二* ( (((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本院认定如下+ (判决如下+ (裁

定如下+ 等词语之后用冒号&

)三* 裁判项序号后用顿号&

)四* 除本规范有明确要求外" 其他标点符号用法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01/-#.',- 2!"## 标点符号用法% 执行&

七! 引用规范

)一* 引用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应书写全称并加书名号&

)二* 法律全称太长的" 也可以简称" 简称不使用书名号& 可以在第一次

出现全称后使用简称" 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

诉讼法*+&

)三* 引用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条文有序号的" 书写序号应与法律! 法

规和司法解释正式文本中的写法一致&

)四* 引用公文应先用书名号引标题" 后用圆括号引发文字号' 引用外文

应注明中文译文&

八! 印刷标准

)一* 纸张标准" 3- 型纸" 成品幅面尺寸为# !#"44(!&%44&

)二* 版心尺寸为# #.$44(!!.44" 一般每面排 !! 行" 每行排 !'

个字&

)三* 采用双面印刷' 单页页码居右" 双页页码居左' 印品要字迹清楚!

均匀&

)四* 标题位于版心下空两行" 居中排布& 标题中的法院名称和文书名称

一般用二号小标宋体字' 标题中的法院名称与文书名称分两行排列&

)五* 案号之后空二个汉字空格至行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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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号! 主文等用三号仿宋体字&

)七* 落款与正文同处一面& 排版后所剩空白处不能容下印章时" 可以适

当调整行距! 字距" 不用 (此页无正文+ 的方法解决& 审判长! 审判员每个

字之间空二个汉字空格& 审判长! 审判员与姓名之间空三个汉字空格" 姓名

之后空二个汉字空格至行末端&

)八* 院印加盖在日期居中位置& 院印上不压审判员" 下不压书记员" 下

弧骑年压月在成文时间上& 印章国徽底边缘及上下弧以不覆盖文字为限& 公

章不应歪斜! 模糊&

)九* 凡裁判文书中出现误写! 误算" 诉讼费用漏写! 误算和其他笔误

的" 未送达的应重新制作" 已送达的应以裁定补正" 避免使用校对章&

)十* 确需加装封面的应印制封面& 封面可参照以下规格制作#

#+国徽图案高 ..44" 宽 ."44&

!+上页边距为 $.44" 国徽下沿与标题文字上沿之间距离为 %.44&

,+标题文字为 ( ((((人民法院((判决书 )或裁定书等*+" 位于国

徽图案下方" 字体为小标宋体字' 标题分两行或三行排列" 法院名称字体大

小为 ," 磅" 裁判文书名称字体大小为 ,$ 磅&

-+封面应庄重! 美观" 页边距! 字体大小及行距可适当进行调整&

九! 其他

)一* 本规范可以适用于人民法院制作的其他诉讼文书" 根据具体文书性

质和内容作相应调整&

)二* 本规范关于裁判文书的要素和文书格式! 标点符号! 数字使用! 印

刷规范等技术化标准"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认真执行& 对于裁判文书正文内容!

事实认定和说理部分" 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合理确定&

)三* 逐步推行裁判文书增加二维条形码" 增加裁判文书的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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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标点符号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01/5#.',-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用法&

本标准适用于汉语的书面语 )包括汉语和外语混合排版时的汉语部分*&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标点符号6789:;8<;=>9

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 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用来表示语句的

停顿! 语气以及标示某些成分 )主要是词语* 的特定性质和作用&

注# 数学符号! 货币符号! 校勘符号! 辞书符号! 注音符号等特殊领域

的专门符号不属于标点符号&

#$#

句子6?@9;@9:@

前后都有较大停顿! 带有一定的语气和语调!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

单位&

#$%

复句6:>47A@B?@9;@9:@

由两个或多个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的分句组成的语言单位" 包括简单复

句 )内部只有一层语义关系* 和多重复句 )内部包含多层语义关系*&

#$&

分句6:A<8?@

复句内两个或多个前后有停顿!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 不带有句末语气和

语调! 有的前面可添加关联词语的语言单位&

#$'

语段6@B7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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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语言片段" 是对各种语言单位 )如词! 短语! 句子! 复句等* 不做特

别区分时的统称&

%"标点符号的种类

%$!"点号

点号的作用是点断" 主要表示停顿和语气& 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

%$!$!"句未点号

用于句末的点号" 表示句末停顿和句子的语气& 包括句号! 问号! 叹号&

%$!$#"句内点号

用于句内的点号" 表示句内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 包括逗号! 顿号! 分

号! 冒号&

%$#"标号

标号的作用是标明" 主要标示某些成分 )主要是词语* 的特定性质和作

用& 包括引号! 括号! 破折号! 省略号! 着重号! 连接号! 间隔号! 书名号!

专名号! 分隔号&

&"标点符号的定义! 形式和用法

&$!"句号

&$!$!"定义

句末点号的一种" 主要表示句子的陈述语气&

&$!$#"形式

句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用于句子末尾" 表示陈述语气& 使用句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

停顿! 带有陈述语气和语调"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示例 #"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示例 !" )甲# 咱们走着去吧-* 乙# 好&

&$!$%$#6有时也可表示较缓和的祈使语气和感叹语气&

示例 #" 请您稍等一下&

示例 !" 我不由地感到" 这些普通劳动者也同样是很值得尊敬的&

&$#"问号

&$#$!"定义

句末点号的一种" 主要表示句子的疑问语气&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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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用于句子末尾" 表示疑问语气 )包括反问! 设问等疑问类型*& 使

用问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带有疑问语气和语调" 并不取决于句

子的长短&

示例 #" 你怎么还不回家去呢-

示例 !" 难道这些普通的战士不值得歌颂吗-

示例 ," )一个外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这

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6选择问句中" 通常只在最后一个选项的末尾用问号" 各个选项之间

一般用逗号隔开& 当选项较短且选项之间几乎没有停顿时" 选项之间可不用

逗号& 当选项较多或较长" 或有意突出每个选项的独立性时" 也可每个选项

之后都用问号&

示例 #" 诗中记述的这场战争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描述" 还是诗人的虚构-

示例 !" 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示例 ," 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尾# 现实主义的- 传统的- 大团圆的- 荒诞

的- 民族形式的- 有象征意义的-

示例 -" )他看着我的作品称赞了我&* 但到底是称赞我什么# 是有几处

画得好- 还是什么都敢画- 抑或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 我

不得而知&

示例 ." 这一切都是由客观的条件造成的- 还是由行为的惯性造成的-

&$#$%$%6在多个问句连用或表达疑问语气加重时" 可叠用问号& 通常应先单

用" 再叠用" 最多叠用三个问号& 在没有异常强烈的情感表达需要时不宜叠

用问号&

示例# 这就是你的做法吗- 你这个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你怎么竟敢这样

欺骗消费者---

&$#$%$&6问号也有标号的用法" 即用于句内" 表示存疑或不详&

示例 #" 马致远 )#!."- .#,!#*" 大都人" 元代戏曲家! 散曲家&

示例 !" 钟嵘 )- ..#'*" 颍川长社人" 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

示例 ," 出现这样的文字错误" 说明作者 )编者- 校者-* 很不认真&

&$%"叹号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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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末点号的一种" 主要表示句子的感叹语气&

&$%$#"形式

叹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用于句子末尾" 主要表示感叹语气" 有时也可表示强烈的祈使语

气! 反问语气等& 使用叹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带有感叹语气和

语调或带有强烈的祈使! 反问语气和语调"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示例 #" 才一年不见" 这孩子都长这么高啦/

示例 !" 你给我住嘴/

示例 ," 谁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搞的/

&$%$%$#6用于拟声词后" 表示声音短促或突然&

示例 #" 咔嚓/ 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

示例 !" 咚/ 咚咚/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6表示声音巨大或声音不断加大时" 可叠用叹号' 表达强烈语气时"

也可叠用叹号" 最多叠用三个叹号& 在没有异常强烈的情感表达需要时不宜

叠用叹号&

示例 #" 轰// 在这天崩地塌的声音中" 女娲猛然醒来&

示例 !" 我要揭露/ 我要控诉// 我要以死抗争///

&$%$%$&6当句子包含疑问! 感叹两种语气且都比较强烈时 )如带有强烈感情

的反问句和带有惊愕语气的疑问句*" 可在问号后再加叹号 )问号! 叹号各

一*&

示例 #" 这么点困难就能把我们吓倒吗-/

示例 !" 他连这些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还敢说自己是高科技人材-/

&$&"逗号

&$&$!"定义

句内点号的一种" 表示句子或语段内部的一般性停顿&

&$&$#"形式

逗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复句内各分句之间的停顿" 除了有时用分号 )见 -+$+,+#*" 一般都

用逗号&

示例 #"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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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

示例 !" 学历史使人更明智" 学文学使人更聪慧" 学数学使人更精细" 学

考古使人更深沉&

示例 ,"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反映现实"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世界有内

在和谐" 那就不可能有科学&

&$&$%$#6用于下列各种语法位置#

<* 较长的主语之后&

示例 #" 苏州园林建筑各种门窗的精美设计和雕镂功夫" 都令人叹为

观止&

D* 句首的状语之后&

示例 !"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集着乌云&

:* 较长的宾语之前&

示例 ," 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 南方古猿生存于上新世至更新世的初期和

中期&

E* 带句内语气词的主语 )或其他成分* 之后" 或带句内语气词的并列成

分之间&

示例 -" 他呢" 倒是很乐观地! 全神贯注地干起来了&

示例 ."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 白树

木啦" 雪堆啦" 全看得见&

@* 较长的主语中间! 谓语中间和宾语中间&

示例 $" 母亲沉痛的诉说" 以及亲眼见到的事实" 都启发了我幼年时期追

求真理的思想&

示例 %" 那姑娘头戴一顶草帽" 身穿一条绿色的裙子" 腰间还系着一根橙

色的腰带&

示例 '" 必须懂得" 对于文化传统" 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抛弃" 也不

能不管精华糟粕全盘继承&

F* 前置的谓语之后或后置的状语! 定语之前&

示例 &" 真美啊" 这条蜿蜒的林间小路&

示例 #"" 她吃力地站了起来" 慢慢地&

示例 ##" 我只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6用于下列各种停顿处#

<* 复指成分或插说成分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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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老张" 就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 上星期已经调走了&

示例 !" 车" 不用说" 当然是头等&

D* 语气缓和的感叹语! 称谓语或呼唤语之后&

示例 ," 哎哟" 这儿" 快给我揉揉&

示例 -" 大娘" 您到哪儿去啊-

示例 ." 喂" 你是哪个单位的-

:* 某些序次语 ) (第+ 字头! (其+ 字头及 (首先+ 类序次语* 之后&

示例 $" 为什么许多人都有长不大的感觉呢- 原因有三# 第一" 父母总认

为自己比孩子成熟' 第二" 父母总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孩子' 第三" 父母

出于爱心而总不想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走弯路&

示例 %" $玄秘塔碑% 所以成为书法的范本" 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 具有楷书点画! 构体的典范性' 其二" 承上启下" 成为唐楷的极致'

其三" 字如其人" 爱人及字" 柳公权高尚的书品! 人品为后人所崇仰&

示例 '"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讲语言的污染问题# 首先" 是特殊语言环境中

的语言污染问题' 其次" 是滥用缩略语引起的语言污染问题' 再次" 是空话

和废话引起的语言污染问题&

&$'"顿号

&$'$!"定义

句内点号的一种" 表示语段中并列词语之间或某些序次语之后的停顿&

&$'$#"形式

顿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用于并列词语之间&

示例 #" 这里有自由! 民主! 平等! 开放的风气和氛围&

示例 !" 造型科学! 技艺精湛! 气韵生动" 是盛唐石雕的特色&

&$'$%$#6用于需要停顿的重复词语之间&

示例# 他几次三番! 几次三番地辩解着&

&$'$%$%6用于某些序次语 )不带括号的汉字数字或 (天干地支+ 类序次语*

之后&

示例 #" 我准备讲两个问题" 一! 逻辑学是什么- 二! 怎样学好逻辑学-

示例 !" 风格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甲! 题材' 乙! 用字' 丙! 表

达' 丁!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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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 若相邻两数字连用

为缩略形式" 宜用顿号&

示例 #" 飞机在 $""" 米高空水平飞行时" 只能看到两侧八九公里和前方

一二十公里范围内的地面&

示例 !" 这种凶猛的动物常常三五成群地外出觅食和活动&

示例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也是二! 三产业的基础&

&$'$%$'6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 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

号& 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书名号之间 )如引语或书名

号之后还有括注*" 宜用顿号&

示例 #" (日+ (月+ 构成 (明+ 字&

示例 !" 店里挂着 (顾客就是上帝+ (质量就是生命+ 等横幅&

示例 ," $红楼梦%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是我国长篇小说

的四大名著&

示例 -" 李白的 (白发三千丈+ ) $秋浦歌%*! (朝如青丝暮成雪+ ) $将

进酒%* 都是脍炙人口的诗句&

示例 ." 办公室里订有 $人民日报% )海外版*! $光明日报% 和 $时代

周刊% 等报刊&

&$("分号

&$($!"定义

句内点号的一种" 表示复句内部并列关系分句之间的停顿" 以及非并列

关系的多重复句中第一层分句之间的停顿&

&$($#"形式

分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表示复句内部并列关系的分句 )尤其当分句内部还有逗号时* 之间

的停顿&

示例 #" 语言文字的学习" 就理解方面说" 是得到一种知识' 就运用方面

说" 是养成一种习惯&

示例 !" 内容有分量" 尽管文章短小" 也是有分量的' 内容没有分量" 即

使写得再长也没有用&

&$($%$#6表示非并列关系的多重复句中第一层分句 )主要是选择! 转折等关

系* 之间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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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人还没看见" 已经先听见歌声了' 或者人已经转过山头望不见

了" 歌声还余音袅袅&

示例 !" 尽管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 所以总是受压的' 但

是由于革命的力量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 因此本质上又是不可战胜的&

示例 ," 不管一个人如何伟大" 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因

此" 个人的见解总难免带有某种局限性&

示例 -"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 以为可以凉快些' 谁知没有凉快下来" 反

而更热了&

&$($%$%6用于分项列举的各项之间&

示例" 特聘教授的岗位职责为# 一! 讲授本学科的主干基础课程' 二!

主持本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 三! 领导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 四! 带领本

学科赶超或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冒号

&$)$!"定义

句内点号的一种" 表示语段中提示下文或总结上文的停顿&

&$)$#"形式

冒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用于总说性或提示性词语 )如 (说+ (例如+ (证明+ 等* 之后"

表示提示下文&

示例 #" 北京紫禁城有四座城门# 午门! 神武门! 东华门和西华门&

示例 !" 她高兴地说# (咱们去好好庆祝一下吧/+

示例 ," 小王笑着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么想的&+

示例 -" 这一事实证明# 人能创造环境" 环境同样也能创造人&

&$)$%$#6表示总结上文&

示例# 张华上了大学" 李萍进了技校" 我当了工人# 我们都有美好的

前途&

&$)$%$%6用在需要说明的词语之后" 表示注释和说明&

示例 #" )本市将举办首届大型书市&* 主办单位# 市文化局' 承办单位#

市图书进出口公司' 时间# ' 月 #. 日.!" 日' 地点# 市体育馆观众休息厅&

示例 !" )做阅读理解题有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 先读题干" 再读原文"

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读课文& 办法之二# 直接读原文" 读完再做题" 减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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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主的干扰&

&$)$%$&6用于书信! 讲话稿中称谓语或称呼语之后&

示例 #" 广平先生# ,,

示例 !" 同志们! 朋友们# ,,

&$)$%$'6一个句子内部一般不应套用冒号& 在列举式或条文式表述中" 如不

得不套用冒号时" 宜另起段落来显示各个层次&

示例" 第十条6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引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的内容或需要特别指出的成分&

&$*$#"形式

引号的形式有双引号 ((++ 和单引号 (01+ 两种& 左侧的为前引号" 右

侧的为后引号&

&$*$%"基本用法

&$*$%$!6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的内容&

示例" 李白诗中就有 (白发三千丈+ 这样极尽夸张的语句&

&$*$%$#6标示需要着重论述或强调的内容&

示例" 这里所谓的 (文+" 并不是指文字" 而是指文采&

&$*$%$%6标示语段中具有特殊含义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成分" 如别称! 简称!

反语等&

示例 #" 电视被称作 (第九艺术+&

示例 !" 人类学上常把古人化石统称为尼安德特人" 简称 (尼人+&

示例 ," 有几个 (慈祥+ 的老板把捡来的菜叶用盐浸浸就算作工友的

菜肴&

&$*$%$&6当引号中还需要使用引号时" 外面一层用双引号" 里面一层用单

引号&

示例" 他问# (老师" 0七月流火1 是什么意思-+

&$*$%$'6独立成段的引文如果只有一段" 段首和段尾都用引号' 不止一段

时" 每段开头仅用前引号" 只在最后一段末尾用后引号&

示例"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这样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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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

(幸福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 ,,

(幸福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选择& ,,+

&$*$%$(6在书写带月! 日的事件! 节日或其他特定意义的短语 )含简称*

时" 通常只标引其中的月和日' 需要突出和强调该事件或节日本身时" 也可

连同事件或节日一起标引&

示例 #" (.2#!+ 汶川大地震

示例 !" (五四+ 以来的话剧" 是我国戏剧中的新形式&

示例 ," 纪念 (五四运动+ &" 周年

&$+"括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的注释内容! 补充说明或其他特定意义的语句&

&$+$#"形式

括号的主要形式是圆括号 ()6*+" 其他形式还有方括号 (364+! 六角

括号 ( 566+ 和方头括号 ( 768+ 等&

&$+$%"基本用法

&$+$%$!6下列各种情况" 均用圆括号#

<* 标示注释内容或补充说明&

示例 #" 我校拥有特级教师 )含已退休的* #% 人&

示例 !"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热烈鼓掌*

D* 标示订正或补加的文字&

示例 ," 信纸上用稚嫩的字体写着 (阿夷 )姨*" 你好/+&

示例 -" 该建筑公司负责的建设工程全部达到优良工程 )的标准*&

:* 标示序次语&

示例 ." 语言有三个要素# )#* 声音' )!* 结构' ),* 意义&

示例 $" 思想有三个条件# )一* 事理' )二* 心理' )三* 伦理&

E* 标示引语的出处&

示例 %" 他说得好# (未画之前" 不立一格' 既画之后" 不留一格&+

) $板桥集2题画%*

@* 标示汉语拼音注音&

示例 '" (的 )E@*+ 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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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示作者国籍或所属朝代时" 可用方括号或六角括号&

示例 #" 3英4 赫胥黎 $进化论与伦理学%

示例 !" 5唐6 杜甫著

&$+$%$%6报刊标示电讯! 报道的开头" 可用方头括号&

示例" 7新华社南京消息8

&$+$%$&6标示公文发文字号中的发文年份时" 可用六角括号&

示例" 国发 5!"##6 , 号文件

&$+$%$'6标示被注释的词语时" 可用六角括号或方头括号&

示例 #" 5奇观6 奇伟的景象&

示例 !" 7爱因斯坦8 物理学家& 生于德国" #&,, 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

移居美国&

&$+$%$(6除科技书刊中的数学! 逻辑公式外" 所有括号 )特别是同一形式的

括号* 应尽量避免套用& 必须套用括号时" 宜采用不同的括号形式配合使用&

示例" 5茸 )CG9H* 毛6 很细很细的毛&

&$!,"破折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某些成分的注释! 补充说明或语音! 意义的

变化&

&$!,$#"形式

破折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标示注释内容或补充说明 )也可用括号" 见 -+&+,+#' 二者的区别

另见1+#+%*&

!

示例 #" 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示例 !" 我一直坚持读书" 想借此唤起弟妹对生活的希望...无论环境多

么困难&

&$!,$%$#6标示插入语 )也可用逗号" 见 -+-+,+,*&

!

-$!$)6破折号与括号表示注释或补充说明时的区别

破折号用于表示比较重要的解释说明" 这种补充是正文的一部分" 可与前后文连续' 而括号表示

比较一般的解释说明" 只是注释而非正文" 可不与前后文连续&

示例 #" 在今年...农历虎年" 必须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示例 !" 哈雷在牛顿思想的启发下" 终于认出了他所关注的彗星 )该星后人称为哈雷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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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这简直就是...说得不客气点...无耻的勾当/

&$!,$%$%6标示总结上文或提示下文 )也可用冒号" 见 -+%+,+#*&

示例 #" 坚强" 纯洁" 严于律己" 客观公正...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

个人身上&

示例 !" 画家开始娓娓道来...

数年前的一个寒冬" ,,

&$!,$%$&6标示话题的转换&

示例" (好香的干菜" ...听到风声了吗-+ 赵七爷低声说道&

&$!,$%$'6标示声音的延长&

示例" (嘎...+ 传过来一声水禽被惊动的鸣叫&

&$!,$%$(6标示话语的中断或间隔&

示例 #" (班长他牺...+ 小马话没说完就大哭起来&

示例 !" (亲爱的妈妈" 你不知道我多爱您& ...还有你" 我的孩子/+

&$!,$%$)6标示引出对话&

示例" ...你长大后想成为科学家吗-

...当然想了/

&$!,$%$*6标示事项列举分承&

示例"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环境物理学分为以下五个分支学科#

...环境声学'

...环境光学'

...环境热学'

...环境电磁学'

...环境空气动力学&

&$!,$%$+6用于副标题之前&

示例" 飞向太平洋

...我国新型号运载火箭发射目击记

&$!,$%$!,6用于引文! 注文后" 标示作者! 出处或注释者&

示例 #"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示例 !" 乐浪海中有倭人" 分为百余国&

... $汉书%

示例 ," 很多人写好信后把信笺折成方胜形" 我看大可不必& )方胜"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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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妇女戴的方形首饰" 用彩绸等制作" 由两个斜方部分叠合而成& ...编

者注*

&$!!"省略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某些内容的省略及意义的断续等&

&$!!$#"形式

省略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标示引文的省略&

示例" 我们齐声朗诵起来#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6标示列举或重复词语的省略&

示例 #" 对政治的敏感" 对生活的敏感" 对性格的敏感" ,,这都是作家

必须要有的素质&

示例 !" 他气得连声说# (好" 好,,算我没说&+

&$!!$%$%6标示语意未尽&

示例 #"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 假如突然看见一缕炊烟" ,,

示例 !" 你这样干" 未免太,,/

&$!!$%$&6标示说话时断断续续&

示例" 她磕磕巴巴地说# (可是,,太太,,我不知道,,你一定是认

错了&+

&$!!$%$'6标示对话中的沉默不语&

示例" (还没结婚吧-+

(,,+ 他飞红了脸" 更加忸怩起来&

&$!!$%$(6标示特定的成分虚缺&

示例" 只要,,就,,

&$!!$%$)6在标示诗行! 段落的省略时" 可连用两个省略号 )即相当于十二

连点*&

示例 #" 从隔壁房间传来缓缓而抑扬顿挫的吟咏声...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

示例 !" 该刊根据工作质量! 上稿数量! 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表现" 评选出

了高校十佳记者站& 还根据发稿数量! 提供新闻线索情况以及对刊物的关注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度等" 评选出了十佳通讯员&

,,,,

&$!#"着重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某些重要的或需要指明的文字&

&$!#$#"形式

着重号的形式是 (++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基本用法

&$!#$%$!6标示语段中重要的文字&

示例 #" 诗人需要表现
!!

" 而不是证明
!!

&

示例 !" 下面对本文的理解" 不正确
!!!

的一项是# ,,

&$!#$%$#6标示语段中需要指明的文字&

示例" 下边加点的字" 除了在词中的读法外" 还有哪些读法-

着
!

急66子弹
!

66强调
!

&$!%"连接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间的连接&

&$!%$#"形式

连接号的形式有短横线 ( 2+! 一字线 (.+ 和浪纹线 ( I+ 三种&

&$!%$%"基本用法

&$!%$%$!6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均用短横线&

<* 化合物的名称或表格! 插图的编号&

示例 #" , 2戊酮为无色液体" 对眼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示例 !" 参见下页表 ! 2'! 表 ! 2&&

D* 连接号码" 包括门牌号码! 电话号码" 以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月

日等&

示例 ," 安宁里东路 !$ 号院 , 2! 2## 室

示例 -" 联系电话# "#" 2'''-!$",

示例 ." !"## 2"! 2#.

:* 在复合名词中起连接作用&

示例 $" 吐鲁番2哈密盆地

E* 某些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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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JK2#" 直升机具有复杂天气和夜间作战的能力&

@* 汉语拼音! 外来语内部的分合&

示例 '" ?L8M?L8M2B=N>B=N>)说说笑笑*

示例 &" 盎格鲁2撒克逊人

示例 #"" 让2雅克2卢梭 ) (让2雅克+ 为双名*

示例 ##" 皮埃尔2孟戴斯2弗朗斯 ) (孟戴斯2弗朗斯+ 为复姓*

&$!%$%$#6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一般用一字线" 有时也可用浪纹线&

<* 标示相关项目 )如时间! 地域等* 的起止&

示例 #" 沈括 )#",#.#"&.*" 宋朝人&

示例 !" !"## 年 ! 月 , 日.#" 日

示例 ," 北京.上海特别旅客快车

D* 标示数值范围 )由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构成* 的起止&

示例 -" !. I,"H

示例 ." 第五I八课

&$!&"间隔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问的分界&

&$!&$#"形式

间隔号的形式是 (2+&

&$!&$%"基本用法

&$!&$%$!6标示外国人名或少数民族人名内部的分界&

示例 #" 克里丝蒂娜2罗塞蒂

示例 !" 阿依古丽2买买提

&$!&$%$#6标示书名与篇 )章! 卷* 名之间的分界&

示例" $淮南子2本经训%

&$!&$%$%6标示词牌! 曲牌! 诗体名等和题名之间的分界&

示例 #" $沁园春2雪%

示例 !" $天净沙2秋思%

示例 ," $七律2冬云%

&$!&$%$&6用在构成标题或栏目名称的并列词语之间&

示例" $天2地2人%

&$!&$%$'6以月! 日为标志的事件或节日" 用汉字数字表示时" 只在一! 十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一和十二月后用间隔号' 当直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 月! 日之间均用间隔

号 )半角字符*&

示例 #" (九一八+ 事变66 (五四+ 运动

示例 !" (一2二八+ 事变66 (一二2九+ 运动

示例 ," (,2#.+ 消费者权益日66 (&2##+ 恐怖袭击事件

&$!'"书名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语段中出现的各种作品的名称&

&$!'$#"形式

书名号的形式有双书名号 ( $6%+ 和单书名号 ( 96:+ 两种&

&$!'$%"基本用法

&$!'$%$!6标示书名! 卷名! 篇名! 刊物名! 报纸名! 文件名等&

示例 #" $红楼梦% )书名*

示例 !" $史记2项羽本纪% )卷名*

示例 ," $论雷峰塔的倒掉% )篇名*

示例 -" $每周关注% )刊物名*

示例 ." $人民日报% )报纸名*

示例 $"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名*

&$!'$%$#6标示电影! 电视! 音乐! 诗歌! 雕塑等各类用文字! 声音! 图像

等表现的作品的名称&

示例 #" $渔光曲% )电影名*

示例 !" $追梦录% )电视剧名*

示例 ," $勿忘我% )歌曲名*

示例 -" $沁园春2雪% )诗词名*

示例 ." $东方欲晓% )雕塑名*

示例 $" $光与影% )电视节目名*

示例 %" $社会广角镜% )栏目名*

示例 '" $庄子研究文献数据库% )光盘名*

示例 &" $植物生理学系列挂图% )图片名*

&$!'$%$%6标示全中文或中文在名称中占主导地位的软件名&

示例" 科研人员正在研制 $电脑卫士% 杀毒软件&

&$!'$%$&6标示作品名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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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我读了 $念青唐古拉山脉纪行% 一文 )以下简称 $念%*" 收获

很大&

&$!'$%$'6当书名号中还需要书名号时" 里面一层用单书名号" 外面一层用

双书名号&

示例" $教育部关于提请审议 9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 的报告%

&$!("专名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古籍和某些文史类著作中出现的特定类专有名词&

&$!($#"形式

专名号的形式是一条直线"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基本用法

&$!($%$!6标示古籍! 古籍引文或某些文史类著作中出现的专有名词" 主要

包括人名! 地名! 国名! 民族名! 朝代名! 年号! 宗教名! 官署名! 组织

名等&

示例 #" 孙坚人马被刘表率军围得水泄不通& )人名*

示例 !" 于是聚集冀! 青! 幽! 并四州兵马七十多万准备决一死战& )地

名*

示例 ," 当时乌孙及西域各国都向汉派遣了使节& )国名! 朝代名*

示例 -" 从咸宁二年到太康十年" 匈奴! 鲜卑! 乌桓等族人徙居塞内&

)年号! 民族名*

&$!($%$#6现代汉语文本中的上述专有名词" 以及古籍和现代文本中的单位

名! 官职名! 事件名! 会议名! 书名等不应使用专名号& 必须使用标号标示

时" 宜使用其他相应标号 )如引号! 书名号等*&

&$!)"分隔号

&$!)$!"定义

标号的一种" 标示诗行! 节拍及某些相关文字的分隔&

&$!)$#"形式

分隔号的形式是 (/+&

&$!)$%"基本用法

&$!)$%$!6诗歌接排时分隔诗行 )也可使用逗号和分号" 见 -+-+,+#/

-+$+,+#*&

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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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示诗文中的音节节拍&

示例"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6分隔供选择或可转换的两项" 表示 (或+&

示例" 动词短语中除了作为主体成分的述语动词之外" 还包括述语动词

所带的宾语和/或补语&

&$!)$%$&6分隔组成一对的两项" 表示 (和+&

示例 #" #,/#- 次特别快车

示例 !" 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杜婧/于洋两局完胜韩国名将李孝贞/李

敬元&

&$!)$%$'6分隔层级或类别&

示例" 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为#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省辖市 )地级

市* /县 )县级市! 区! 治州* /乡 )镇* /村 )居委会*&

'"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横行文稿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6句号! 逗号! 顿号! 分号! 冒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占一个字位

置" 居左下" 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6问号! 叹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占一个字位置" 居左" 不出现在一

行之首& 两个问号 )或叹号* 叠用时" 占一个字位置' 三个问号 )或叹号*

叠用时" 占两个字位置' 问号和叹号连用时" 占一个字位置&

'$!$%6引号! 括号! 书名号中的两部分标在相应项目的两端" 各占一个字位

置& 其中前一半不现在一行之末" 后一半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6破折号标在相应项目之间" 占两个字位置" 上下居中" 不能中间断开

分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6省略号占两个字位置" 两个省略号连用时占四个字位置并须单独占一

行& 省略号不能中间断开分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6连接号中的短横线比汉字 (一+ 略短" 占半个字位置' 一字线比汉字

(一+ 略长" 占一个字位置' 浪纹线占一个字位置& 连接号上下居中" 不出现

在一行之首&

'$!$)6间隔号标在需要隔开的项目之间" 占半个字位置" 上下居中" 不出现

在一行之首&

'$!$*6着重号和专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下边&

'$!$+6分隔号占半个字位置" 不出现在一行之首或一行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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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点符号排在一行末尾时" 若为全角字符则应占半角字符的宽度

)即半个字位置*" 以使视觉效果更美观&

'$!$!!6在实际编辑出版工作中" 为排版美观! 方便阅读等需要" 或为避免

某一小节最后一个汉字转行或出现在另外一页开头等情况 )浪费版面及视觉

效果差*" 可适当压缩标点符号所占用的空间&

'$#"竖排文稿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6句号! 问号! 叹号! 逗号! 顿号! 分号和冒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下

偏右&

'$#$#6破折号! 省略号! 连接号! 间隔号和分隔号置于相应文字之下居中"

上下方向排列&

'$#$%6引号改用双引号 (; + (< + 和单引号 (

=

+ (> +" 括号改用 (? +

(@ +" 标在相应项目的上下&

'$#$&6竖排文稿中使用浪线式书名号
""

( +" 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6着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右侧" 专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6横行文稿中关于某些标点不能居行首或行末的要求" 同样适用于竖排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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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01/5#.',.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出版物上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用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出版物 )文艺类出版物和重排古籍除外*& 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公文" 以及教育! 媒体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用法" 也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

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01/-%-"' 2!"".6数据元和交换格式6信息交换6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计量 4@<?8C=9H

将数字用于加! 减! 乘! 除等数学运算&

%$#

编号 984D@C=9H

将数字用于为事物命名或排序" 但不用于数学运算&

%$%

概数 <77C>B=4<;@984D@C

用于模糊计量的数字&

&"数字形式的选用

&$!"选用阿拉伯数字

&$!$!"用于计量的数字

在使用数字进行计量的场合" 为达到醒目! 易于辨识的效果" 应采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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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数字&

示例 #" 2#!.+",6,-+".O6$,O I$'O6#P.""6&%/#"'

当数值伴随有计量单位时" 如# 长度! 容积! 面积! 体积! 质量! 温度!

经纬度! 音量! 频率等等" 特别是当计量单位以字母表达时" 应采用阿拉伯

数字&

示例 !" .!,+.$Q4 ).!,+.$ 千米* 6,-$+'%R),-$+'% 升*

.+,-4

!

).+,- 平方米* 6.$%44

,

).$% 立方毫米*

$".H)$". 克* 6#"" I#."QH)#"" I#." 千克*

,- I,&S ),- I,& 摄氏度* 6北纬 -"T)-" 度*

#!"E1 )#!" 分贝*

&$!$#"用于编号的数字

在使用数字进行编号的场合" 为达到醒目" 易于辨识的效果" 应采用阿

拉伯数字&

示例" 电话号码# &''''

邮政编码# #""'%#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 号

电子邮件地址# B#'$U#'$+9@;

网页地址# L;;7# //#!%+"+"+#

汽车号牌# 京3""""#

公交车号# ,"! 路公交车

道路编号# #"# 国道

公文编号# 国办发 5#&'%6 & 号

图书编号# VW1X&%' 2% 2'"#'- 2!!- 2-

刊物编号# YX## 2#,&&

章节编号# -+#+!

产品型号# Z[2,""" 型计算机

产品序列号# Y'-\12]̂_̀a2Z%[Y- 2$\bc]2%d$\[

单位注册号# "!"."!#-

行政许可登记编号# "$'-a#"""- 2'!'

&$!$%"已定型的含阿拉伯数字的词语

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事物! 现象! 事件" 其名称的书写形式中包含阿

拉伯数字" 已经广泛使用而稳定下来" 应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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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0手机6d", 播放器60' 峰会6维生素1

#!

6&% 号汽油

(.2!%+ 事件6 (#!2.+ 枪击案

&$# 选用汉字数字

&$#$!"非公历纪年

干支纪年! 农历月日! 历史朝代纪年及其他传统上采用汉字形式的非公

历纪年等等" 应采用汉字数字&

示例" 丙寅年十月十五日6庚辰年八月五日6腊月二十三6正月初五

八月十五中秋6秦文公四十四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6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

藏历阳木龙年八月二十六日6日本庆应三年

&$#$#"概数

数字连用表示的概数! 含 (几+ 的概数" 应采用汉字数字&

示例" 三四个月6一二十个6四十五六岁6五六万套6五六十年前

几千6二十几6一百几十6几万分之一

&$#$%"已定型的含汉字数字的词语

汉语中长期使用已经稳定下来的包含汉字数字形式的词语" 应采用汉字

数字&

示例" 万一6一律6一旦6三叶虫6四书五经6星期五6四氧化三铁

八国联军6七上八下6一心一意6不管三七二十一6一方面

二百五6半斤八两6五省一市6五讲四美6相差十万八千里

八九不离十6白发三千丈6不二法门6二八年华6五四运动

(一2二八+ 事变6 (一二2九+ 运动

&$%"选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均可

如果表达计量或编号所需要用到的数字个数不多" 选择汉字数字还是阿

拉伯数字在书写的简洁性和辨识的清晰性两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时" 两种形式

均可使用&

示例 #" #% 号楼 )十七号楼* 6, 倍 )三倍*

第 . 个工作日 )第五个工作日*

#"" 多件 )一百多件* 6!" 余次 )二十余次*

约 ,"" 人 )约三百人*

-" 左右 )四十左右* 6." 上下 )五十上下*

." 多人 )五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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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页 )第二十五页* 6第 ' 天 )第八天*

第 - 季度 )第四季度*

第 -. 份 )第四十五份*

共 !,. 位同学 )共二百三十五位同学* 6"+. )零点五*

%$ 岁 )七十六岁* 6#!" 周年 )一百二十周年*

#/, )三分之一*

公元前 ' 世纪 )公元前八世纪*

!" 世纪 '" 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公元 !., 年 )公元二五三年*

#&&% 年 % 月 # 日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下午 - 点 -" 分 )下午四点四十分*

- 个月 )四个月* 6#! 天 )十二天*

如果要突出简洁醒目的表达效果" 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如果要突出庄重

典雅的表达效果" 应使用汉字数字&

示例 !" 北京时间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不写为 (## 届全国人大 # 次会议+*

六方会谈 )不写为 ($ 方会谈+*

在同一场合出现的数字" 应遵循 (同类别同形式+ 原则来选择数字的书

写形式& 如果两数字的表达功能类别相同 )比如都是表达年月日时间的数

字*" 或者两数字在上下文中所处的层级相同 )比如文章目录中同级标题的编

号*" 应选用相同的形式& 反之" 如果两数字的表达功能不同" 或所处层级不

同" 可以选用不同的形式&

示例 ," !""' 年 ' 月 ' 日6二
##

八年八月八日 )不写为 (二
##

八年 '

月 ' 日+*

第一章6第二章,,第十二章 )不写为 (第一章 第二章,,第 #! 章+*

第二章的下一级标题可以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 !+!" ,,

应避免相邻的两个阿拉伯数字造成歧义的情况&

示例 -" 高三 , 个班 高三三个班 )不写为 (高 ,, 个班+*

高三 ! 班6高三 )!* 班6 )不写为 (高 ,! 班+*

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公告文件或财务文件中可同时采用汉字数字和阿拉

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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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年-月保险账户结算日利率为万分之一点五七五零 )"+"#.%."O*

,.+. 元 ),. 元 . 角6三十五元五角6叁拾伍圆伍角*

'"数字形式的使用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

'$!$!"多位数

为便于阅读" 四位以上的整数或小数" 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分节#

...第一种方式# 千分撇

整数部分每三位一组" 以 (e+ 分节& 小数部分不分节& 四位以内的整数

可以不分节&

示例 #" $!-e"""6&!e,""e"""6#&e,.#e!,.+!,.%$%6#!.$

...第二种方式# 千分空

从小数点起" 向左和向右每三位数字一组" 组间空四分之一个汉字" 即

二分之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 四位以内的整数可以不加千分空&

示例 !" .. !,. ,$%+,-$ !,6&' !,. ,.'+!,' ,$'

注# 各科学技术领域的多位数分节方式参照01,#"# 2#&&, 的规定执行&

'$!$#"纯小数

纯小数必须写出小数点前定位的 ("+" 小数点是齐阿拉伯数字底线的实

心点 (++&

示例" "+-$ 不写为+-$ 或 "& -$

'$!$%"数值范围

在表示数值的范围时" 可采用浪纹式连接号 ( I+ 或一字线连接号

(.+& 前后两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单位相同时" 在不造成歧义的情况下"

前一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单位可省略& 如果省略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

单位会造成歧义" 则不应省略&

示例" 2,$ I2'S6-"" 2-!& 页6#"" 2#."QH6#!."" I!" """ 元

& 亿I#$ 亿 )不写为 & I#$ 亿*

#, 万元I#% 万元 )不写为 #, I#% 万元*

#.O I,"O )不写为 #. I,"O*

-+, (#"

$

I.+% (#"

$

)不写为 -+, I.+% (#"

$

*

'$!$&"年月日

年月日的表达顺序应按照口语中年月日的自然顺序书写&

示例 #" !""' 年 ' 月 ' 日6#&&% 年 % 月 # 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

(年+ (月+ 可按照01/-%-"' 2!"". 的 .+!+#+# 中的扩展格式" 用 ( 2+

替代" 但年月日不完整时不能替代&

示例 !" !""' 2' 2'6#&&% 2% 2#6' 月 ' 日 )不写为 ' 2'*

!""' 年 ' 月 )不写为 !""' 2'*

四位数字表示的年份不应简写为两位数字&

示例 ," (#&&" 年+ 不写为 (&" 年+

月和日是一位数时" 可在数字前补 ("+&

示例 -" !""' 2"' 2"'6#&&% 2"% 2"#

'$!$'"时分秒

计时方式既可采用 #! 小时制" 也可采用 !- 小时制&

示例 #" ## 时 -" 分 )上午 ## 时 -" 分*

!# 时 #! 分 ,$ 秒 )晚上 & 时 #! 分 ,$ 秒*

时分秒的表达顺序应按照口语中时! 分! 秒的自然顺序书写&

示例 !" #. 时 -" 分6#- 时 #! 分 ,$ 秒

(时+ (分+ 也可按照01/-%-"' 2!"". 的 .+,+#+# 和 .+,+#+! 中的扩展格

式" 用 (#+ 替代&

示例 ," #.# -" #-# #!# ,$

'$!$("含有月日的专名

含有月日的专名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 应采用间隔号 (2+ 将月! 日

分开" 并在数字前后加引号&

示例" (,2#.+ 消费者权益日

'$!$)"书写格式

'$!$)$!"字体

出版物中的阿拉伯数字" 一般应使用正体二分字身" 即占半个汉字位置&

示例" !,-66.%+!,$

'$!$)$#"换行

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应在同一行中" 避免被断开&

'$!$)$%"竖排文本中的数字方向

竖排文字中的阿拉伯数字按顺时针方向转 &" 度& 旋转后要保证同一个词

语单位的文字方向相同&

示例#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示
例
一

雪
花
牌

1
Y
a
#
'
'

型
家
用
电
冰
箱
容
量
是

一
百
八
十
八
升
A

功
率
为
一
百
二
十
五

瓦
A

市
场
售
价
两
千
零
五
十
元
A

返
修
率

为
百
分
之
零
点
一
五
B

示
例
二

海
军6

]
#
!

号
打
捞
救
生
船
在
太
平
洋
上
航

行
了
十
三
天
A

于
一
九
九
#

年
八
月
六
日

零
时
三
十
分
返
回
基
地
B

'$#"汉字数字的使用

'$#$!"概数

两个数字连用表示概数时" 两数之间不用顿号 (!+ 隔开&

示例" 二三米6一两个小时6三五天6一二十个6四十五六岁

'$#$#"年份

年份简写后的数字可以理解为概数时" 一般不简写&

示例" (一九七八年+ 不写为 (七八年+

'$#$%"含有月日的专名

含有月日的专名采用汉字数字表示时" 如果涉及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应用间隔号 (2+ 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 涉及其他月份时" 不用间隔号&

示例" (一2二八+ 事变6 (一二2九+ 运动6五一国际劳动节

'$#$&"大写汉字数字

...大写汉字数字的书写形式

零!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佰! 仟! 万! 亿

...大写汉字数字的适用场合

法律文书和财务票据上" 应采用大写汉字数字形式记数&

示例" ,e."- 元 )叁仟伍佰零肆圆*

,&e#-' 元 )叁万玖仟壹佰肆拾捌圆*

'$#$'" #零$ 和 #

#

$

阿拉伯数字 ("+ 有 (零+ 和 (

#

+ 两种汉字书写形式& 一个数字用作

计量时" 其中 ("+ 的汉字书写形式为 (零+" 用作编号时" ("+ 的汉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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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 (

#

+&

示例" (,".! )个*+ 的汉字数字形式为 (三千零五十二+ )不写为 (三

千
#

五十二+*

(&.+"$+ 的汉字数字形式为 (九十五点零六+ )不写为 (九十五点
#

六+*

(公元 !"#! )年*+ 的汉字数字形式为 (二
#

一二+ )不写为 (二零一

二+*

'$%"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同时使用

如果一个数值很大" 数值中的 (万+ (亿+ 单位可以采用汉字数字" 其

余部分采用阿拉伯数字&

示例 #" 我国 #&'! 年人口普查人数为 #" 亿零 '#% 万 . !'' 人

除上面情况之外的一般数值" 不能同时采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

示例 !" #"' 可以写作 (一百零八+" 但不应写作 (# 百零 '+ (一百 "'+

- """ 可以写作 (四千+" 但不应写作 (- 千+&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一! 管66辖

#+异议书 %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用&

异议书

异议人 )被告*# (((" 男/女" ((((年((月((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将((((人民法院 ) ((((* ,,号,, )写明案件当事人和案

由* 一案移送((((人民法院管辖&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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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诉状 %对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用&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 )原审诉讼地位*# (((" 男/女" ((((年 ((月 ((日出

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上诉人 )原审诉讼地位*#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不服 (((

(人民法院((((年 ((月 ((日作出的 ) ((((* ,,民初,,号驳

回管辖权异议裁定" 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初,,号驳回管辖权异议

民事裁定书'

!+本案移送((((人民法院处理&

上诉理由#

,, )写明不服驳回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上诉状副本(份

上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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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66避

#+申请书 %申请回避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申请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的,,

)写明被申请回避人的诉讼地位和姓名* 回避&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回避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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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申请书 %申请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复议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复议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对你院 ) ((((* ,,号一案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进行复议&

#+撤销驳回回避申请决定'

!+准许((( )写明被申请回避人员的诉讼地位和姓名* 回避&

事实和理由#

复议申请人在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中" 向你院申请,, )写明被申请回避人员的诉讼地位和姓名* 回避& 你院

) ((((* ,,号决定书驳回回避申请&

,, )写明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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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诉讼参加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人当事人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在我 )单位名称* 担任,,职务" 系我 )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

表人&

特此证明&

附# 法定代表人联系地址#

6666666联系电话#

((((年((月((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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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其他组织的当事人用&

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在我 )单位名称* 担任,,职务" 系我单位 )单位名称* 的主要

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 主要负责人联系地址#

6666666联系电话#

((((年((月((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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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诉讼代表人推选书 %共同诉讼当事人推选代表人用&

共同诉讼代表人推选书

我们共同推选 (((! (((为我方参加诉讼的代表人" 其诉讼行为对

全体推选人/单位发生效力&

特此证明&

附# 代表人联系地址#

66666联系电话#

推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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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用&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受委托人# (((" ((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方式# ,,&

受委托人# (((" 男/女" ((((年((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受托人系委托

人的,, )写明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

现委托(((! (((在,,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中" 作为我方

参加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事项与权限如下#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委托人 )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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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托诉讼代理人用&

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 ((("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 ( (" ,, )写明职务 *" 联系方

式# ,,&

受委托人# (((" ((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系方式# ,,&

受委托人# (((" ,, )写明受托人所在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

式# ,,&

现委托(((! (((在,,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中" 作为我单

位参加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委托单位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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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函 %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用&

推荐函

((((人民法院#

,,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中" 我单位推荐 (((担任 (((的委

托诉讼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

,,

推荐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四! 证66据

#+申请书 %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申请延长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的举

证期限至((((年((月((日&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 )写明案由* 一案" 原定举证期限自 (((

(年((月((日至((((年 ((月 ((日& ,, )写明申请延长举证期

限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四' 证66据
!'%###

!+申请书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申请你院调查收集,, )写明证据名称*&

事实和理由#

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 )写明

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 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书证提出命令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裁定责令(((提交,, )写明书证名称*&

事实和理由#

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 )写明

书证在被申请人的控制之下的事实以及申请书证提出命令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四' 证66据
!''###

-+申请书 %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申请你院通知

(((出庭作证" 以证明,, )写明待证事实*&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证人出庭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鉴定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申请对,,

)写明鉴定种类! 鉴定事项* 进行鉴定&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鉴定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四' 证66据
!')###

$+申请书 %申请返还鉴定费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裁定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鉴定费,,元&

事实和理由#

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 )写明

申请返还鉴定费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申请通知有专

门知识的人 (((" 男/女"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

)写明专业资质等信息* 出庭"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

意见&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四' 证66据
!'+###

'+申请书 %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裁定,, )写明证据保全措施*&

事实和理由#

,, )写明诉前/仲裁前申请证据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诉讼证据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请求裁定,,

)写明证据保全措施*&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诉讼证据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五' 期间' 送达
!("###

五! 期间! 送达

#+申请书 %申请顺延期限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请求顺延,,

)写明请求顺延事项* 期限至((((年((月((日&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顺延期限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六! 调66解

#+意见书 %离婚案件当事人出具书面意见用&

意见书

提交意见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你院((((年((月 ((日立案受理了 ) ((((* ,,号原告 ((

(与被告(((离婚纠纷一案& 本人因,, )写明理由*" 无法出庭参加((

((年((月((日调解&

书面意见#

,,

)以上写明对于离婚! 子女抚养! 财产处置等意见*

此致

((((人民法院

提交意见人 )签名*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

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申请书 %诉前或者仲裁前申请财产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 (((的,, )写明保全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等*" 期限为(年(月(日&

事实和理由#

,, )写明诉前/仲裁前申请财产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诉前/仲裁前行为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人民法院,, )写明行为保全事项*&

事实和理由#

,, )写明诉前/仲裁前申请行为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

,+申请书 %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 (((的,, )写明保全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 数额! 所在地等*" 期限为,,年/月/日 )写明保全的期限*&

事实和理由#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 )写明申请

诉讼财产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 数额! 所在地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诉讼行为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请求 ((((人

民法院,, )写明行为保全事项*&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诉讼行为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 数额! 所在地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

.+申请书 %申请解除保全用&

申请书

申请人 )被保全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申请保全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解除,, )写明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措施*&

事实和理由#

你院于((((年((月((日作出 ) ((((* ,,号财产保全/行为

保全民事裁定" ,, )写明保全内容*&

,, )写明申请解除保全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号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

全民事裁定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变更保全标的物用&

申请书

申请人 )被保全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解除,, )写明财产保全措施*'

!+对被保全人(((的,, )写明其他等值担保财产名称* 采取保全措

施" 期限为,,年/月/日 )写明保全的期限*&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 )写明案由*" 你院于((((年((月((

日作出 ) ((((* ,,号保全民事裁定" ,, )写明保全内容*&

,, )写明申请变更保全标的物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号保全裁定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

%+申请书 %申请先予执行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裁定,, )写明先予执行措施*&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 )写明案由* 一案" 你院 ) ((((* ,,号已

立案& ,, )写明申请先予执行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点

等* 作为担保&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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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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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复议申请书 %申请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复议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被保全人/被先予执行人*# (((" 男/女" ((((年(

(月((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

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复议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 ) ((((* ,,号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先予执行民事裁定书&

事实和理由#

你院于((((年((月((日作出 ) ((((* ,,号财产保全/行为

保全/先予执行民事裁定" ,, )写明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内容*&

,, )写明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号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先予执

行裁定书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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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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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全和先予执行
!)"###

&+担保书 %案外人提供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担保用&

担保书

担保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担保事项#

担保人以,,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或数额! 所在地点等*

作为担保财产" 为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 )写明担保范围* 的财产

担保&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提供担保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担保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八!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复议申请书 %司法制裁复议案件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复议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司惩,,号拘留/罚款/拘留并

罚款决定&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司

惩,,号决定# ,, )写明决定结果*&

,, )写明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司惩,,号决定书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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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

!+悔过书 %司法拘留案件具结悔过用&

悔过书

被拘留人# (((" 男/女" ((((年((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悔过事项#

被拘留人对,, )写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 具结悔过" 请求提前解除

拘留&

悔过内容#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司

惩,,号决定# ,, )写明决定结果*&

,, )写明认错悔改的具体内容*&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司惩,,号决定书

悔过人 )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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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九! 诉讼费用

#+申请书 %申请缓交' 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元&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案件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 )写明申请缓交/减交/免交

诉讼费用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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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

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口头起诉登记表 %公民口头提起民事诉讼用&

口头起诉登记表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上述内容经法院工作人员向原告当面宣读后" 原告表示该内容与其口述内

容无异&

原告 )签名或捺印*

年66月66日

法院工作人员 )签名*

年66月6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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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民事起诉状 %公民提起民事诉讼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 男/女" ((((年((月((日生" (族" ,, )写明

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签名*

((((年((月((日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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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

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

,+民事起诉状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 住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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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民事反诉状 %公民提起民事反诉用&

民事反诉状

反诉原告 )本诉被告*# (((" 男/女" ((((年 ((月 ((日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反诉被告 )本诉原告*#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反诉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反诉状副本(份

反诉人 )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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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

.+民事反诉状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民事反诉用&

民事反诉状

反诉原告 )本诉被告*#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反诉被告 )本诉原告*#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反诉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反诉状副本(份

反诉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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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民事答辩状 %公民对民事起诉提出答辩用&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 (((" 男/女" ((((年((月((日生" (族" ,, )写

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答辩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对((((人民法院 ) ((((* ,,民初,,号,, )写明当事人和

案由* 一案的起诉" 答辩如下#

,, )写明答辩意见*&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答辩状副本(份

答辩人 )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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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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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答辩状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民事起诉提出答辩用&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答辩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对((((人民法院 ) ((((* ,,民初,,号,, )写明当事人和

案由* 一案的起诉" 答辩如下#

,, )写明答辩意见*&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答辩状副本(份

答辩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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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追加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追加(((作为你院 ) ((((* ,,民初,,号,, )写明当事人和

案由* 一案共同原告/被告参加诉讼&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追加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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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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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

人和案由* 一案的诉讼&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参加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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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增加诉讼请求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对于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增加诉讼

请求如下# ,, )写明增加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增加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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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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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申请将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的诉讼请求

,, )写明原诉讼请求具体内容*" 变更为,, )写明变更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变更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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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声明书 %放弃诉讼请求用&

声明书

声明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声明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本人/本方在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中" 放弃全部诉讼请求/放弃第(项诉讼请求# ,, )写明放弃诉讼请求的具

体内容*&

特此声明&

此致

((((人民法院

声明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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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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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不公开审理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不公开审理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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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撤回起诉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回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的起诉&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撤回起诉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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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

#.+申请书 %申请撤回反诉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回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的反诉&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撤回反诉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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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恢复诉讼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恢复,,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诉讼&

事实和理由#

你院于((((年((月((日作出 ) ((((* ,,号裁定中止诉讼&

,, )写明申请恢复诉讼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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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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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证明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出具你院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民事判决

/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明书&

事实和理由#

你院作出的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民事判

决书/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 )写明需要出具证明书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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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十一! 简易程序

#+异议书 %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用&

异议书

异议人 )原告/被告/第三人*# (((" 男/女" ((((年 ((月 ((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依法对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适用普通程

序进行审理&

事实和理由#

,, )写明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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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异议书 %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异议用&

异议书

异议人 )原告/被告/第三人*# (((" 男/女" ((((年 ((月 ((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依法对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

事实和理由#

,, )写明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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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公益诉讼

#+民事起诉状 %提起公益诉讼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原告具备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其他事实和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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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书 %社会组织声明无违法记录用&

声明书

本单位在起诉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公益诉讼前五年内 ) (((

(年((月((日至((((年((月((日* 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受过行政! 刑事处罚&

特此声明&

此致

((((人民法院

声明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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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申请参加公益诉讼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作为共同原告参加你院 ) ((((* ,,号原告 (((与被告 (((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侵害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一案&

事实和理由#

你院 ) ((((* ,,号原告(((与被告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侵害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一案" 于((((年((月((日发出公告&

,, )写明申请参加公益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公章和签名*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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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 %支持起诉单位提交书面意见用&

意见书

支持起诉单位#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写明职务*"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支持起诉单位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的规定" 对你院 ) (((

(* ,,号,,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本单位提出书面意见如下#

,, )写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的意见*&

此致

((((人民法院

支持起诉单位 )签名和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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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第三人撤销之诉

#+民事起诉状 %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 男/女" ((((年((月((日出生" (族" ,, )写

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原审原告*# (((" ,,&

,,

被告 )原审被告*# (((" ,,&

,,

第三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全部请求撤销的" 写明#* 撤销 ((((人民法院 ) ((((*

,,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

)部分请求撤销的" 写明#* 撤销((((人民法院 ) ((((* ,,号

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第(项'

)请求改变的" 写明#* 变更((((人民法院 ) ((((* ,,号民事

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第(项为,, )写明变更的具体内容*&

!+,, )写明其他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年 ((月 ((日" ((((人民法院 ) ((((* ,,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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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作出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 ,,

)写明判决结果*&

,, )写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实和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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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执行异议之诉

#+民事起诉状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案外人*# (((" 男/女" ((((年((月((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申请执行人*# (((" ,,&

,,

被告/第三人 )被执行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不得执行,, )写明执行标的*'

!+)请求确认权利的" 写明#* ,,&

事实和理由#

((((年 ((月 ((日" ((((人民法院 ) ((((* ,,号对

,,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作出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 ,,

)写明判决结果*&

((((年 ((月 ((日" (((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 ((((

人民法院于((((年 ((月 ((日作出 ) ((((* ,,执异,,号执行

异议裁定# 驳回(((的异议&

,, )写明事实和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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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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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状 %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用&

民事起诉状

原告 )申请执行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告 )案外人*# (((" ,,&

,,

被告/第三人 )被执行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诉讼请求#

准许执行,, )写明执行标的*&

事实和理由#

((((年 ((月 ((日" ((((人民法院 ) ((((* ,,号对

,,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作出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 ,,

)写明判决结果*&

((((年((月((日" 被告 )案外人* (((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

异议& ((((人民法院于 ((((年 ((月 ((日作出 ) ((((* ,,

执异,,号执行异议裁定# 中止,, ) ((((* ,,号,, )写明案号!

文书名称和执行项* 的执行&

,, )写明事实和理由*&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名和住所#

#+((((人民法院 ) ((((* ,,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

解书'

!+((((人民法院 ) ((((* ,,执异,,号执行裁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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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起诉状副本(份

起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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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第二审程序

#+民事上诉状 %当事人提起上诉用&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 )原审诉讼地位*# (((" 男/女" ((((年 ((月 ((日出

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上诉人 )原审诉讼地位*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因与(((,, )写明案由* 一案" 不服((((人民法院(((

(年((月((日作出的 ) ((((* ,,号民事判决/裁定" 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

上诉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上诉状副本(份

上诉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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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非讼程序

!一" 选民资格案件

#+起诉书 %申请确定选民资格用&

起诉书

起诉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起诉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确定(((在,,选区具有/不具有选民资格&

事实和理由#

,, )写明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

,, )写明起诉人/有关公民 (((具有/不具有选民资格的事实和理

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选举委员会关于,,的决定

起诉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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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案件

!+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失踪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宣告(((失踪'

!+指定(((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下落不明人(((" 男/女" ((((年((月 ((日出

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系,, )写明双

方的关系*& ,, )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 时间*" 至今已下落不明满二年&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关于(((下落不明的证明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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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撤销宣告失踪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宣告失踪民事判

决书&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一! 宣告 (((失踪' 二! 指定 (((为失踪人 (((

的财产代管人&

,, )写明被宣告失踪人已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下落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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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变更失踪人财产代管人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指定(((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一! 宣告 (((为失踪人' 二! 指定 (((为失踪人 (

((的财产代管人&

,, )写明原财产代管人不能继续代管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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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宣告(((死亡&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下落不明人(((" 男/女" ((((年((月 ((日出

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系,, )写明双

方的关系*&

,, )写明下落不明人下落不明的事实! 时间*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关于(((下落不明的证明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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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撤销宣告死亡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宣告死亡民事判决&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宣告(((死亡& ,, )写明被宣告死亡人已重新出现

或者确知其下落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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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定公民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指定(((为(((的监护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 )写明双方的关系*& ,, )写明

被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诊断证明/鉴定意见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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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指定(((为(((的监护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 )写明双方的关系*& ,, )写明

被申请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诊断证明/鉴定意见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

十七' 非讼程序
""%##

&+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宣告无民事行为

能力民事判决'

!+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一! 宣告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指定 (((

为(((的监护人&

,, )写明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诊断证明/鉴定意见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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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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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宣告公民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宣告无/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民事判决'

!+恢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一! 宣告(((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指定 (

((为(((的监护人&

,, )写明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诊断证明/鉴定意见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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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申请书 %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认定,, )写明无主财产的名称! 数量* 为无主财产" 收归国家/,,

)写明集体名称* 所有&

事实和理由#

,, )写明请求认定财产无主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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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认定财产无主民

事判决'

!+,, )写明无主财产的名称! 数量* 归申请人(((所有&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判决# ,,为无主财产" 收归国家/,, )写明集体名称*

所有&

,, )写明要求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以及无主财产归申请人所有的

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认定财产无主民事

判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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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申请书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确认申请人(((与(((于 ((((年 ((月 ((日达成的,, )写

明调解协议名称* 有效&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申请人 (((与 (((经,, )写明调解组

织名称* 主持调解" 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 )写明调解协议内容*&

申请人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 没有恶意串通! 规避法律的

行为' 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国家! 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 愿意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此致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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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附# 调解协议及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证明等材料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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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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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非讼程序
""+##

#-+申请书 %申请撤销确认调解协议裁定用&

申请书

申请人 )原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 男/女" ((((年((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原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裁定&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裁定# ,, )写明确认调解协议裁定结果*&

,, )写明确认调解协议裁定错误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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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六"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申请书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准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的,,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

量! 数额! 所在地等*" 申请人(((对变价后所得价款在,, )写明金额*

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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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书 %对实现担保物权申请提出异议用&

异议书

异议人 )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 男/女" ((((年((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裁定驳回(((对,, )写明担保财产的名称! 性质! 数量! 数额! 所

在地等* 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异议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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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撤销准许实现担保物权裁定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裁定&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人民法院作出 ) ((((* ,,民

特,,号民事裁定# 准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的,, )写明担保财产的

名称! 性质! 数量! 数额! 所在地等*" 申请人 (((对变价后所得价款在

,, )写明金额* 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申请费,,元" 由,,负担&

,, )写明申请人主张撤销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特,,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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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监护权特别程序案件

#'+申请书 %申请确定监护人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指定(((为(((的监护人&

事实和理由#

(((因对,, )原指定单位* 指定担任 (((" ,, )写明被监护人

的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所* 的监护人

不服" 向你院提出异议&

,, )写明申请撤销指定监护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指定意见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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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变更监护人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指定(((为(((的监护人'

!+指定(((为(((的监护人&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变更监护人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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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为(((的监护人资格&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撤销监护人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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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八" 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

!#+申请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仲裁协议有效/无效&

事实和理由#

((((年((月 ((日" 申请人 (((与申请人 (((以,,方式订

立仲裁协议" 内容为# ,, )写明协议内容*&

,, )写明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有效/无效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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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申请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仲裁委员会,,号裁决&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 ((((仲裁委员会作出 ) ((((* ,,

号裁决# ,, )写明仲裁裁决结果*&

,, )写明申请撤销裁决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仲裁委员会,,号裁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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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 ,," 联系方式#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 ((((* ,,号裁决&

事实和理由#

((((年 ((月 ((日"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号裁

决# ,, )写明裁决结果*&

,, )写明申请撤销裁决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号裁决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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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申请书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 )写明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措施*&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以及其他

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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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对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复议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你院 ) ((((* ,,民保令,,号驳回申请民事裁定'

!+,, )写明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措施*&

事实和理由#

复议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案" 不服你

院((((年((月 ((日作出 ) ((((* ,,民保令,,号驳回申请裁

定" 申请复议&

,, )写明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保令,,号民事裁定书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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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申请书 %被申请人对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复议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销你院 ) ((((* ,,民保令,,号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

事实和理由#

复议申请人 (((因与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案" 不服你院于 (

(((年((月((日作出 ) ((((* ,,民保令,,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定# ,, )写明裁定结果*& 申请复议&

,, )写明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保令,,号民事裁定书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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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撤销/变更/延长人身安全保护令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撤销的" 写明#*

撤销你院 ) ((((* ,,民保令,,号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

)请求变更的" 写明#*

#+撤销你院 ) ((((* ,,民保令,,号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第(项'

!+,, )写明变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

)请求延长的" 写明延长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和期限#*

延长,, (个月&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案" 你院于 ((

((年((月((日作出 ) ((((* ,,民保令,,号人身安全保护令裁

定# ,, )写明裁定结果*&

,, )写明申请人主张撤销/变更/延长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 ) ((((* ,,民保令,,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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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非讼程序
"%%##

!十一" 其6他

!'+申请书 %撤回特别程序申请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回,,的申请&

事实和理由#

关于,, )写明当事人和案由* 一案" ((((年 ((月 ((日你院已

立案&

,, )写明撤回申请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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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十八! 审判监督程序

#+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再审用&

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 )一! 二审诉讼地位*#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一! 二审诉讼地位*# (((" ,,&

,,

原审原告/被告/第三人 )一审诉讼地位*#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再审申请人(((因与 (((,, )写明案由* 一案" 不服 ((((人

民法院 )写明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 ((((年 ((月 ((日作出的 ) ((

((* ,,号民事判决/民事裁定/民事调解书" 现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本民事再审申请书副本(份

再审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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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督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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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督促程序

#+申请书 %申请支付令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向被申请人 (((发出支付令" 督促被申请人 (((给付申请人 (((

,, )写明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名称和数量*&

事实和理由#

,, )写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事实! 证据*&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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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撤回支付令申请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回向被申请人(((发出给付申请人 (((,, )写明请求给付的金

钱或者有价证券的名称和数量* 的支付令申请&

事实和理由#

,, )写明撤回申请支付令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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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督促程序
"%)##

,+异议书 %对支付令提出异议用&

异议书

异议人 )被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事实和理由#

异议人于((((年((月((日收到你院于 ((((年 ((月 ((日

根据(((申请发出的 ) ((((* ,,民督,,号支付令# ,, )写明支

付令内容*&

,, )写明终结督促程序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异议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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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撤回支付令异议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撤回对支付令的异议&

我方于((((年 ((月 ((日对你院发出的 ) ((((* (((((

民督,,号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 现申请撤回&

,, )写明申请撤回支付令异议的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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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公示催告程序
"%+##

二十! 公示催告程序

#+申请书 %申请公示催告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对,,票据进行公示催告 )写明票面金额! 发票人! 持票人! 背书人

等票据主要内容*'

!+受理后立即通知票据支付人停止支付'

,+在公告期满后" 无人申报权利的" 或者申报被驳回的" 人民法院作出

除权判决" 宣告已丧失的票据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和理由#

,, )写明申请公示催告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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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撤回公示催告申请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撤回对,,票据 )写明票面金额! 发票人! 持票人! 背书人等票据

主要内容* 公示催告申请&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年((月 ((日向 ((((人民法院提交了公示催告申

请" 请求# ,, )写明请求事项*& 你院((((年((月((日以 ) (((

(* ,,民催,,号立案&

,, )写明撤回申请的原因*&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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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公示催告程序
"&"##

,+申报书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用&

申报书

申报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申报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裁定终结 ) ((((* ,,民催,,号公示催告程序&

事实和理由#

刊登在,, )写明 $人民法院报% 和中国法院网或其他报纸媒体的名

称* 上的公告载明# ,, )写明公告内容*&

申报人系公告所载票据的合法权利人& ,, )写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票据

申报人 )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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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二十一! 执行程序

#+申请书 %申请执行用&

申请执行书

申请执行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执行人# (((" ,,&

,,

)以上写明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

本信息*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

人民法院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机关* ) ((((* ,,号民事判决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被执行人 (((未履行/未全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特向你院申请强制执行&

请求事项

,, )写明请求执行的内容*&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生效法律文书(份

申请执行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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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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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表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用&

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表

申请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

地址及电话

被执行人
姓名或名称

地址及电话

内容包括#

银行开户! 户名! 账号和存款金额' 动产! 不动产 )如房产! 车辆!

电器! 首饰等*' 到期债权! 可得利益 )如以他人名义购置的不动产! 股

票! 知识产权等收益*' 分支机构或所属公司的资产情况' 其他财产情况

)如保全财产的状况! 期限等*&

提供可执行财产的线索" 以及需要法院核实的情况#

申请执行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备6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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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执行异议书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用&

执行异议书

异议人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 (((" 男/女" (((

(年((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

人民法院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机关* ) ((((* ,,号民事判决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在执行本案过程

中" 异议人对((((人民法院,, )写明执行行为* 不服" 提出异议&

请求事项#

,,

事实和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异议人或者复议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相关证据材料

,+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异议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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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执行程序
"&'##

-+复议申请书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用&

复议申请书

复议申请人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 (((" 男/女" (

(((年((月((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复议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复议申请

人不服((((人民法院 ) ((((* ,,执异,,号执行裁定" 申请复议&

请求事项#

,,

事实和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异议人或者复议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相关证据材料

,+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

复议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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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申请书 %申请提级执行用&

提级执行申请书

申请执行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执行人# (((" ,,&

,,

)以上写明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

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依法对((((人民法院执行的 ) ((((* ,,执,,号案件提

级执行&

事实和理由#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

人民法院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机关* ) ((((* ,,号民事判决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 )写明申请提级执行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生效法律文书复印件(份

申请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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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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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异议书 %案外人提出异议用&

执行异议书

异议人 )案外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 )写明案由* 一案" ((((

人民法院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作出机关* ) ((((* ,,号民事判决

)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异议人对 ((((人民法院执行

,, )写明执行标的* 不服" 提出异议&

请求事项#

,, )写明异议请求*&

事实和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生效法律文书(份

异议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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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执行异议书 %对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异议用&

执行异议书

异议人 )债权人/被执行人*# (((" 男/女" ((((年((月((日

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

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债权人/被执行人# (((" ,,&

,,

)以上写明异议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因被执行人 (((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 ((((人民法院于 ((

((年((月((日作出财产分配方案" 异议人不服" 提出以下异议请求#

,,

事实和理由#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 ((((人民法院财产分配方案

异议人 )签名或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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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法
制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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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二十一' 执行程序
"&+##

'+保证书 %执行担保用&

执行担保保证书

((((人民法院#

你院在执行,,号,, )写明当事人及案由* 一案中" 因,, )写明申

请暂缓执行的理由*" 被执行人向你院申请暂缓执行,, )写明申请暂缓执行

的期限*& 本人/本单位自愿提供保证& 如被执行人 (((在你院决定暂缓执

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 你院可以直接执行本人/本单位的财产&

保证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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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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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制作规范与法律依据 "律师与当事人卷#

二十二!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申请书 %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或仲裁

裁决用&

申请书

申请人# ((("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 ,,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 住,,& 联系方式# ,,&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 ,,&

委托诉讼代理人# (((" ,,&

被申请人# (((" ,,&

,,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承认和执行 ((国 ((法院 ((((年 ((月 ((作出的,,号民

事判决/((国((仲裁机构作出的,,号仲裁裁决&

事实和理由#

,, )写明事实和理由*&

此致

((((中级人民法院

附# #+本申请书副本(份

!+外国法院判决书或者仲裁裁决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以及中文

译本

申请人 )签名或者盖章*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