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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８６９次会议讨论通过

） 刑事 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管辖区划变更后复查案件审批

程序问题的批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７９）法办研字第

７号 该批复是对个案问题的处理意见，现已不再适用。 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报送死刑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１９

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７９）法办字第９２号 该司法解释已

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

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代替。 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几

类现行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若干具体规定的通知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８日 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８３年９月７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

案件的通知》代替。 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揭批“四人帮”

斗争中清查出来的犯罪分子在逮捕前被隔离审查的日期可否

折抵刑期的批复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７日（８０）法研字第１

３号 该批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现已不

再适用。 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经高

级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应如何处

理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８１）法研字第１１

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代替。 ６、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在逮捕前交“群众监督劳动”的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

题的批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８日〔１９８２〕法研字第７号 该



批复是对个案问题的处理意见，现已不再适用。 ７、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患精神病应否中止

审理的批复 １９８３年２月４日（８３）法研字第１号 该批

复已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

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代替。 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个人非法制造、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而构成犯罪的应按假

冒商标罪惩处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９日法（研）复（１９

８５）２８号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

定》，该批复内容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９、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犯罪案件如何

定罪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７月８日法（研）复（１９８５

）４０号//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惩治走私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

犯罪分子的决定》，该批复内容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１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罪犯减刑时应将判决前羁押的日期折

抵为已执行的刑期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４日 该批复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１９７９年１０

月１０日《关于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减刑问题的联合通知》

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联合通知》已废除，该批复不再适用

。 １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

大熊猫皮的犯罪活动的通知 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４日 该批复已

被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并公布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犯罪的补充规定》代替。 １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判处

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罪犯减刑的管辖和处



理程序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１月５日法（研）复〔１９８８〕

１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代替。 １３、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害人对刑事案件中附带的

民事诉讼部分提出的上诉应全案审查并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作出终审裁判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１日法（研）发〔１

９８８〕２３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代替。 １

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在法院审

理期间潜逃应宣告中止审理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７月６日法（

研）复〔１９８８〕２９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１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

》代替。 １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假冒商标案件两个问题的

批复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法（研）复〔１９８８〕７３

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

定》代替。 １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拐卖人口案件中婴儿、

幼儿、儿童年龄界限如何划分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９年７月７

日法（研）复〔１９８９〕５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１２

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

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代替。 民事 １７、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

日//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所代替

。 １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



的规定（试行）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该司法解释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１９、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的复员费、转业费、医疗费能否按家庭

共同财产处理问题的批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７９）法

办研字第９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

若干具体意见》代替。 ２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给我国旅居

加拿大的公民寄递离婚诉讼文书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０年８月

２５日（８０）民他字第２６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２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日

本国询问有关继承的几个问题的答复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

日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该司法解释有关内容与之抵触，

不再适用。 ２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女方外流男方要求离婚

的案件仍应由原告（男方）户口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函 １９８

２年９月２１日（８２）民他字第３２号该司法解释已被１

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２３、关

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一百

九十二条第二款的两个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８２）法研字第１８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代替。 ２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公告送达起诉书而不

应诉的居住在国外的民事被告缺席判决后仍应公告送达判决



书的批复 １９８３年２月７日（８３）法研字第２号 １９９

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２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受理当事人因不服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而提起的诉讼的批复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９

日（８３）法研字第８号 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批复

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２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在外地

就医的离婚案件管辖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６日（８

４）法民字第５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２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双方当事人

在户籍所在地结婚后去外地居住的离婚案件应由何地法院管

辖的函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１日（８４）民他字第５号 该司法

解释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 ２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 １９８４年９月８日 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

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２９、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５日 

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代替。 ３０、最高人民法院就

吉林省浑江市卫生防疫站的来信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

知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１日（８４）法民字第１０号 １９８９

年４月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该司法解释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３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威与徐保俊离婚一案中几个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８４）民他第１２号 １９９１年４

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３２、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女方外流重婚后原夫起诉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复函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７日（８４）法民字第１２号 该司法解

释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３３、关于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应向何地法院提出的批复 １９

８５年１月１７日法（研）复（１９８５）５号 该批复已被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３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案件受理费如何计算等问题的批复 １

９８５年１月２４日法（民）复（１９８５）６号 《民事诉

讼收费办法（试行）》已于１９８９年９月１日废止，该司

法解释是对《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中有关问题的解

释，不再适用。 ３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卢伟明与卢伟范继

承案管辖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４日法民复〔１９８

５〕１４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代替。 ３６

、关于民事案件上诉后，第二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了

改判后，可否变更第一审法院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等问

题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３０日法民复（１９８５）３１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

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 ３７、关于胜诉一方当事人提



起上诉第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第二审的诉讼费用应由谁负担等

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３０日法（民）复（１９８５）

３２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 ３８、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当事人一方提起上诉如何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３０日法（民）复（１９８５）３３号 该批

复已被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

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 ３９、关于一方当事人在国内居住

另一方当事人在国外居住的涉外民事案件的上诉期应如何确

定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１日法（研）复〔１９８５〕３

４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 ４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案件受理费如何计算等问题

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４日法（民）复（１９８５）６号 

《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已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

废止，依据《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作出的批复不再

适用。 ４１、关于一、二两审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

错误应如何予以纠正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法（民

）复（１９８５）５２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４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占

有与王言林赡养管辖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６年１月７日（１９

８５）法民字第２４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

之抵触，不再适用。 ４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继承案件中

可以将实际占有遗产的其他人列为被告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的批复 １９８６年４月３日（１９８３）民他字第１２号 １

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４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将马本师房产按归侨政策处理的批

复 １９８６年５月９日法（民）复（１９８５）字第９号 １

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４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付桂芬与李兴凯离婚案管辖问题的批复 １

９８７年７月２９日（１９８７）民他字第３７号 该批复已

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４６

、最高人民法院对生效多年的判决逾期申请执行的依法不予

支持的批复 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５日（１９８７）民他字第２

０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 ４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社应否

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５日

法民复（１９８８）１１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

代替。 ４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工作中两个问题的

批复 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０日法（研）复〔１９８８〕２５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

替。 ４９、关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是否适用民事诉

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等问题的

批复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５日法（研）复〔１９８８〕３５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５

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甘秀珍与李福高离婚是否需要通过

再审程序撤销原调解书问题的函 １９８９年９月７日（１９

８９）民他字第３６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司法解

释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经济 ５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

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１９９１年４月

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该司法解释有关内容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５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与银行系统的营业所

、信用社联系查询、冻结或者扣划企事业等单位存款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７日法（研）复〔１９８５〕４号 该批复

已被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查询、冻结、扣划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代替。 ５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农副产品购销合同

中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７月４日法（经

）复〔１９８５〕３９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

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代替。 ５４、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方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仲裁机关已立案

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 １９８５年

８月３日法（经）复〔１９８５〕４２号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该批复与之抵触，

不再适用。 ５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

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６日法（经）发

〔１９８５〕２５号 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代替。 ５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告向某人民法院起诉后

撤诉又向另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该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 １９８

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法（经）复〔１９８５〕５８号 该批复已

被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代替。 ５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１日法（

经）复〔１９８６〕１５号 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批

复与之抵触，不再适用。 ５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需要再审

而发现遗漏了诉讼第三人的案件应指令哪一级法院按什么程

序再审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法（研）复〔１９

８６〕１８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代替。 ５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业银行信用社

担保的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

题的批复 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法（经）复〔１９８７〕５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代替。 ６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１９８７年７

月２１日 该司法解释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代替。 ６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决定采取民事拘

留措施的法院能否委托被拘留人所在地法院代为执行的批复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法（经）复〔１９８７〕４３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

替。 ６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人民法院裁定冻结的当事人

银行存款其他人民法院不应就同一笔款额重复冻结问题的批

复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法（经）复〔１９８７〕４９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查询、冻结

、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代替。 

６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未经保证人

同意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批

复 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法（经）复〔１９８８〕４号 该批复

已被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

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代替。 ６４、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在一审判决后的上诉期限内原审法院能否采取诉

讼保全措施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法（研）复〔１９

８８〕７号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代替。 ６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

企业分支机构作为经济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保证人其保证合同

是否有效及发生纠纷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３

月２４日法（研）复〔１９８８〕１７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

５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代替。 ６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２日法（

经）复〔１９８８〕２０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

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代替。 ６７、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复查期间执行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９年

８月８日法（经）复〔１９８９〕６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１

年４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代替。 ６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虽表

示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上诉状是否作为上诉案件受理

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１日法（经）复〔１９８９〕

７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代替。 ６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执行过程

中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翻悔可

否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６日

法（经）复〔１９８９〕８号 该批复已被１９９２年７月１

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代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