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困惑
张某和妻子王某平日里就横行霸道，经常欺负邻居，在他们居住的小

区里人尽皆知，大家对他们两口子的所作所为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一天下午，王某因为一些琐事与邻居的老太太发生争吵，没吵几句双方便

动起手来，老太太的老伴儿闻讯赶来竭力劝说他们不要打架，没想到，劝

解不仅没起作用，85岁高龄的老头还被同样听见风声前来增援的张某一

阵拳打脚踢。老人将张某夫妇告上法庭，经过司法鉴定，老人被鉴定为轻

伤。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张某不

服判罚，想提起上诉。请问，张某应该在一审判决后的多长时间内提起上

诉？

上诉是有期限的，张某的

上诉应当在收到判决书第二

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权是

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要刑事

诉讼权利之一，被告人提起上

诉，不需要理由，也就是说，只

要是被告人提起的上诉，法院

一般都会受理。但是，上诉是

有期限的，不服判决的上诉和

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

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

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

日起算。法院之所以规定上

诉期限，一方面是为了让上诉

人有一定的时间考虑是否提

出上诉和提出上诉的理由，同

时，也是为了保证一审中的错

误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以免

拖延诉讼。

本案中，张某对一审判

决不服，可以提起上诉，这是

张某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

剥夺。但是，张某要在法定

的期限内提起上诉，如果过

了期限，就丧失了上诉的权

利。

律师
说法

上诉有期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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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赵某和同事王某在某饭馆吃饭时，因

琐事发生争执，而后升级为斗殴。公安局

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发现王某头部受伤，

倒在地上，于是当场作出裁决对赵某执行

15 天的行政处罚，对王某未作处罚。赵某

不服，拘留期满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

求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并赔偿经济损

失。法院受理案件后，要求公安局在规定

时间内将行政处罚的有关材料送交法院，

但被告公安局一直没有提交材料，法院遂

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在行政诉讼中，对

被告搜集证据有限制吗？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搜集证据

是有限制的。由于行政诉讼审查

的是被诉行政行为在成立状态下

的合法性问题，在原告提起行政诉

讼时，被告就已经完成了具体的行

政行为，如果这期间整个过程是合

法的，则被诉行政机关根本不用重新搜集证

据。也就是说，如果被诉行政机关放着现成的

证据不用，还要搜集新证据，那么也就意味着

原行政行为的程序、证据存在不合法的地方。

因此，法律才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

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搜集证据，这

也使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能够体现出

原有的价值。

本案中，原告赵某在提起行政诉讼之

后，应诉的被告公安局不能及时将证据交

到法院，这说明原有的证据很可能有不合

法的地方，提交上去会很不利，因此才需要

重新搜集证据。按照限制规定，这是不被

允许的。即使将重新搜集到的证据交到法

院，法院也不会采信的。

律师
说法

行政诉讼中，被告搜
集证据有限制吗？

诉讼知识

现实困惑
高某经营着一家副食店，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以高某经营的商品种类超过既定范围

为由，要吊销高某的营业执照。高某不服，

于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调查，

判决工商局撤销吊销高某营业执照的行政

行为。判决生效后不久，工商局又以同一理

由，再次吊销了高某的营业执照。工商局的

做法正确吗？

工商局的做法是不合法的。依

照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

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

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

为。行政机关本身就处在一个管理

者的位置，有权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这对于

行政相对人来说，事情永远得不到解决，这是

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这也会助长行政机关

因事报复的气焰。因此，法律对此作了明确

的限制。

本案中，高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

已经胜诉，工商局就应该撤销原来的行政

行为，并且不得就同一理由再次作出一样

的行政行为，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具体到

本案，高某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

法作出判决。

律师
说法

行政机关可以就同一事实
和理由作出重复的处罚吗？

现实困惑
韩某到某市出差，遇到暗娼叶某。两人准备前往娼宿地点时，被附

近巡视的警察抓获，将两人带至公安局。韩某承认了自己有嫖娼的意图

和违法行为，公安局依法作出了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

罚，并将其移交行政拘留所。韩某的同事发现其在看守所，便为其办理

了保释手续。韩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公安局的处理决定。

诉讼期间，可以向法院申请停止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吗？

该案涉及诉讼不停止执

行原则。诉讼不停止执行，是

指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

推定有效，不因当事人对该具

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停止

执行。但是，这样的规定不是

绝对的，也有例外的情况。

案例中，原告韩某受到了

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5天

的行政处罚。按照规定，如果

韩某的家属能够找到保证人

或者按照规定交纳保证金的，

可以暂缓原裁定。韩某被保

释以后，暂缓执行拘留处分，

公安局对韩某作出的具体的

行政行为已处于暂时停止的

状态，无须法院再作出停止执

行的判决。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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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期间，行政机关具体行
政行为停止执行吗？

现实困惑
2009年3月，赵某驾驶货车行至高速公路出口时，与一小客车相撞，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交警经过调查取证，认定赵某负主要

责任。赵某不服交通认定，于是提起行政诉讼。诉讼中赵某要对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吗？

赵某不负有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当中，举证责任主

要由被诉的行政主体一方承

担。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

以这样规定，是由于这样规定

有利于保护原告一方的诉

讼。原告一方原本就处于劣

势，如果让原告方负举证责

任，会使原告方在行政诉讼中

的诉权得不到实质性的保

护。此外，由被告方负举证责

任，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主体

的举证优势，让有能力的一方

举证，更能有效地推进诉讼的

进程。当然除了以上两点外，

还考虑到由被告方负举证责

任，也可以促进行政主体依法

执政，算是起到监督的作用。

本案中，赵某诉交警大

队一案，依照我国法律的规

定，赵某不必负举证责任，

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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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诉讼中，谁负有举证责任？

现实困惑
某大学三年级学生王某和同学林某等人到歌厅通宵跳舞，一男子

见王某的一个女同学长得漂亮，便上前搭讪。王某上前保护女同学，双

方起了冲突。闻讯而来的警察将两方人都抓了起来，处以行政拘留的

处罚。王某认为男子冒犯在先，自己与同学是正当防卫，不应该被拘

留，于是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王某该向哪个法院提起呢？

案件涉及行政诉讼的管

辖问题。行政诉讼的管辖有

很多的分类，例如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等。本案涉及地域

管辖，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十

七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

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

是，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对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

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

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

院管辖。本案中，王某及其同

学与另一群人打架，被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拘留是一种限

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对这

种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起

的诉讼，应由王某所在地或者

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所在地

的法院管辖。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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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现实困惑
原解放军某部队排长林某因公负伤，经鉴定为三级乙等伤残，每

月享有860元的伤残军人抚恤金。2003年1月，林某被批准回乡，同年

4月到县民政局办理手续并要求领取1月至3月的伤残抚恤金，县民政

局以林某未及时办理手续为由拒绝发放。林某不服，遂提起行政诉

讼。在诉讼期间，林某以生活困难为由，向法院申请要求被告先行支

付1月到3月的抚恤金，解决生活困难。县人民法院认为林某的理由

属实，据此作出书面先予执行裁定，令被告县民政局先支付林某1月至

3月的抚恤金。法院的做法正确吗？

法院的做法是正确的。

先予执行，是指在人民法院

对某些行政案件作出裁判以

前，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裁定被告预先给付

其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其他

财物的权利。原告提起行政

诉讼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

一些问题，但诉讼的过程也

许会很漫长，长时间的等待

也许会使其原本就困难的生

活变得更加困难。申请先予

执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设立的制度：在诉讼还在

进行当中，先予执行一部分

财物，解决原告生活、生产上

的困难和需要，及时、有效地

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原告林某的生活

困难，等不到诉讼结束后再解

决问题了。鉴于这种情况，林

某可以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

要求被告支付一部分财物，及

时地解决林某生活上的难题，

法院依照林某的申请及时地

作出了裁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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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诉讼中，可以申请先予执行吗？

现实困惑
左某买了一辆货车，用于做运输货物的生意。在一次运输任务前，

左某喝了半瓶二锅头，在上高速后，酒劲开始发作，左某无法有效控制货

车行驶，导致事故发生。撞坏一辆小汽车，导致司机及车上的乘客当场死

亡。检察机关对此案提起了公诉，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受害人的家属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左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赔偿受害人家

属一定的经济损失。请问，哪些案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

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

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

受物质损失的，在具备以下四

个条件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第一

原告必须是有权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人，即法律中所

说的被害人。所谓被害人是

指其实体权利遭受犯罪行为

侵害的直接被害人，包括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二有

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赔偿数

额和事实理由。而被告是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

有赔偿责任的人；第三被害人

的损失为物质损失，且是与被

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

的因果关系；第四属于人民法

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和

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律师
说法

什么条件下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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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刘某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将某电力公司设在邻村的价值5000

余元的100余米的绝缘铜芯进户线盗走，没几天他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后来他被提起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元。刘某不服，想提起上诉，但是他又

十分担心二审法院不会支持自己的诉求，反而加重量刑。那么，二审法

院会加重量刑吗？

二审法院不会改判更重

的刑罚。案件涉及上诉不加

刑的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

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

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

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的

一项审判原则。也就是说，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第二审法院

都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为

了使当事人打消疑虑，充分行

使自己的上诉权。

本案中，刘某不必担心二

审法院会加重判刑，他只需要

依法行使上诉权，其他的顾虑

是多余的。二审法院会重新审

理该案件，如果一审法院的判

决真的过重，二审法院会及时

改判，如果一审法院的判决正

确，二审法院也只会维持原判。

律师
说法

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法院会加重
判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