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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02

不少与会专家在发言时反映， 不少
鉴定机构没有专家库， 鉴定人也缺
乏临床医学知识和经验， 往往生搬
硬套自己选择的书本， 甚至主观臆
断。但令业内人士纠结的是，根据现
行法律法规， 这些机构作出的司法
鉴定，能作为法官判案的依据，所以
危害极大。

有些鉴定机构过度商业化

湖南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主任蔡
继峰在会场上严厉批评了行业内的
少数“害群之马”：“少数司法鉴定机
构做出的医疗纠纷鉴定结论严重歪
曲事实。 我们中心在重新鉴定纠正
错误鉴定后， 另一方特别是患方往
往会来吵闹， 甚至威胁工作人员安
全。 长沙的司法鉴定机构大多装了
铁门和铁窗，这不是为了防盗，而是
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免遭外来伤害。”

此外， 不少与会代表在座谈会
上批评了鉴定机构过度商业化的倾
向。 省内少数司法鉴定机构受利益
驱动，出具人情鉴定或虚假鉴定。根
据现行法律法规， 司法鉴定机构应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 但少数司
法鉴定机构接受患方单方面委托，
送鉴材料未经对方进行质证， 就作
出严重歪曲事实的结论。 医院碰到
这种情况，往往会要求重新鉴定。这
不仅严重损害司法鉴定的公信力，
还会加剧医患间的对立。

专家建议提高门槛建立专家库

湖南去年医患纠纷超过4000
件， 其中相当一部分经法院判决或
调解解决， 但也有不少因为司法鉴
定太离谱或迟迟没结果， 至今没有
得到解决， 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与会的多位司法界专家坦言，
司法鉴定结论直接影响法院判案，
主管部门应该提高准入门槛和鉴定
质量，对这个行业清理整顿。

“医疗纠纷案件，是让我们庭里
法官很头痛的案件类型。”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丁念红说。
他认为规范司法鉴定是当务之急，
省内法医临床鉴定机构过多，鉴定
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鉴定结论违背
客观事实，有的鉴定做了一年多还
没出结果， 导致案子久拖不决，患
方意见大， 法官也很头痛。“没有
丰富的专科临床经验和医学知
识， 要对医疗行为进行评价是非
常困难的。 主管部门有必要提高司
法鉴定机构的门槛， 规范司法鉴定
行为，提高司法鉴定结论质量。”

“医学分科很细， 医疗纠纷鉴定
涉及的门类很多，不论是法医还是临
床医学专家，都不可能对所有的医学
门类熟悉。” 芙蓉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钟建林建议， 可以借鉴医学
会组建专家库鉴定医疗事故的做
法，分级组建司法鉴定专家库，或者
将两个专家库合并，这样能选取权威
专家参与司法鉴定，提供权威结论。

出席座谈会的省司法厅鉴定管
理处负责人表示， 医疗纠纷鉴定是
个专业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目
前拥有法医临床鉴定资质的省内
100多家司法鉴定机构水平参差不
齐， 有些机构达不到医疗纠纷鉴定
的水平，目前的管理还有些滞后。与
会专家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鉴定管理处将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
仔细研究论证， 出台规定提高医疗
纠纷鉴定准入门槛， 对法医临床鉴
定进行规范。

■文/记者 甄荣

司法鉴定与医疗纠纷鉴定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由司法机关或当事
人委托法定鉴定单位， 对案件涉及的事实或物品依法
进行鉴别。法医临床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是运用法
医临床学的理论和技术，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
题进行鉴定和评定。《侵权责任法》2010年实施后， 患方
除了通过医疗事故鉴定，还能通过医疗纠纷鉴定（法医
临床鉴定）确定医院是否应担责。

记者手记

司法鉴定工作社会化，意
味着一定程度的商业化， 但商
业化决不能唯利是图， 更不能
违法鉴定。 由于现行法律不完
善， 少数鉴定机构在利益驱使
下，出具人情鉴定、虚假鉴定，
既损害了司法权威， 又损害了
当事人合法权益， 导致医患矛
盾不断激化。正因为如此，众多
专家呼吁主管部门“清理门
户”， 提高鉴定机构准入门槛，
规范鉴定流程， 确保司法鉴定
结论的公正、科学和权威。

医疗纠纷鉴定专业性极
强，涉及的医学门类很多，有必
要对从事此类司法鉴定工作
的人员实施“二次准入”。此
外，有关部门可以分级建立专
家库， 选取权威专家参与，确
保鉴定结果科学、公正、权威。
同时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
鉴定机构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山东日照中院对司法鉴定机
构实施星级管理机制的做法
值得借鉴，该院将司法鉴定工
作的方方面面予以量化分解、
打分考核， 对各种违规行为制
定了明细扣分标准， 促使鉴定
机构规范行为，提高质量，有效
杜绝了违法鉴定。

医疗纠纷鉴定
亟需“清理门户”

《侵权责任法》2010年实施后， 越来越多的患者选
择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医院是否应承担责任。省内少数
鉴定机构因为利益驱动，违规提高患者的伤残等级。

名词解释

（上接头版）

□甄荣

患者的红包比较
大，把10级伤残改为

9级伤残。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蔡佳龙遗失建筑企业二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湘
243050909725；胡建辉遗失建
筑企业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
书，证书编号：湘 243000803413；
熊小波遗失建筑企业二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湘
243050806460；鄢燕军遗失建
筑企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湘 243050806461；
袁青山遗失建筑企业一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湘
143061107569；郑益来遗失建
筑企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湘 143061107570；
陈宏辉遗失建筑企业项目负责
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
书 编 号 ： 湘 建 安 B（2011）
080000073；袁青山遗失建造
师执业印章，印章编号：湘
143061107569；林跃强遗失建
造师执业印章，印章编号：湘
1430608047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求购长沙窑岭、长岭、左家塘、
文艺路口附近 60-80m2 二手房一
套，要求精装修，带家电家具。
电话 13007483273（中介勿扰）

求购二手住房

长沙市芙蓉区达美洗车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注册号
为 4301026002241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蠊洁害虫防治
服务部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邦盟信医药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票，代码 4300134140
票号 025718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古丈县太阳马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 联系人:陈晓耀
电话:13272255435

注销公告

个体户向水冰遗失由龙山县工
商局 2008 年 5 月 22 日核发的
注册号码为 43313060001092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金芝不慎遗失湖南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税控卷筒
发票），发票代码:143001310
128，发票号码:09524845、09
524846、09524847、09524848、
09524849、09524850声明作废

湖南龙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转让 租售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有资金寻项目合作：全国连锁，
诚信服务。 投资：房地产、矿业、
电力、新能源、交通、酒店、医院、
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等。
电话：028-61100198、13076056777

宏玮投资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东塘平和堂 1014室）
18175129977、15387496887

小额快贷金
本

咨
询

各类企业， 个人项目投
（融）资：各类在（扩）建工
程，农牧林、房地产、交通、
商铺、土地、能源等项目。
财团规模资金寻项目合作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困难

创元融汇

028-6800 0003
全国直投、手续简单、放款快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大额资金寻项目诚信合作、各

型企业、 商户实体★项目借款直
投矿业、交通、林业、农业、酒店、
地产业(在建、扩建、新建工程)各
类项目投资。 24 小时在线电话
028-84444405 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东大街 100号 A座 19层

四川汇雁全国直投
项目借款

诚信快捷 聘商务代表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 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万能遥控程序麻将机免安装包自摸
扑克字牌分析仪玩斗牛开船等庄闲
包赢.进口隐形眼镜看透跑胡子扑克
麻将.长沙火车站凯旋 A2005室

牌王科技

13755058383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魔术产品
仅供娱乐百胜牌具

电话：15974277277
地址：长沙五一新干线大厦

0731-83880549
代办高额信用卡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曾海军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419740315151X声明作废。

唐陈吉夫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105199310281310，声明作废

李享， 430111199612303615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饶瑞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121
197804037319作废（于 2008年签办）

湖南金康投资有限公司原名长
沙市金康电子通讯器材有限公
司，现不慎遗失原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卢光辉）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政，430105198908156114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搬家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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