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末法院司法委托入逸寺立机杓

(2015年修汀)的基本条件

片末省轄区内的寺立机杓系分男1在 省 (或 市貌 )工商行政

管理部日登t己注Jlll・ 井亦理行立浄可,且 //JR男1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的,方可申扱。

一、入逸省法院的基本条件

(一 )工程造介: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和甲致姿廣、注勝造

介工程りT12名 以上、注騰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

叶同 8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和依法納税t己永、3年 内元逹法逹

規t己永。

(二 )房地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資格
～

一致姿盾、注購

房地声借倫りT15名 以上、注妍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

成立叶同 8年 以上、有良好的並須不口依法納税 t己永、3年内元辻

法逹規t已 永。

(三 )土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和 A炎姿廣、注fll上

地借介姉 8名 以上、注船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

叶日 5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納税 t己 永、3年 内元逹法ミ

規泥永c

(四 )資声浮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騰資声坪借り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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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注船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沖15年 以

上、有良好的立須和依法幼税t己 永、3年 内元逍法逹規t己 永。

(五 )会サ常十:具各独立法人資格、注勝会十りT18名 以

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河 5年 以上、

有依法幼税t己 永、上一年度菅立1丈入人民市 500万 元以上、3

年内元辻法辻規以及行立冬戒t已 永。

(六 )frl美 :具各独立法人姿格以及図絡司法拍美能力、

注船拍美りT4名 以_L、 注船資本人民市 2000万元以上、机杓成

立叶河 5年 以上、有固定的菅立場所和拍美場地、有良好的立

須禾口依法幼税 t己 永、5年内元逹法逹規t己 永。

(七 )法 医美 (法 医1臨 床、法医病理、法医毒化)基定、物

江炎 (DNA、 文ギ、痕変)基定、声像資料巻定:具各司法行政机

美斉可、申清入般日炎 2013～ 2014年度過辻行立主管部日能

力詮江以及国家汰江汰可、法医炎男1須 具各 5名 以上有法医学

所 (法 医寺立 6今月以上 )、 机杓成立叶河 2年 以上、有固定菅

立場F/T、 有良好的立須
～
依法納税t已 永、2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己 永。

(八 )法 医司法精神病炎:具各司法行政机夫杵可、省象

以上医痛机杓、2013和 2014年度通址行立主管部 1可 能力詮江、

法医司法精神病巻定人 15名 以上、机杓成立叶卜18年以上、有

固定菅立場F/T、 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納税t己永、8年 内元逹法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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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t己 乗。

(九 )医疼損害基定炎:

1.受 理首次基定的医痛損害基定机杓頒具各的基本条件 :

(1)医学会:浚 区的市須以上医学会、医学基定寺家岸中有 25

企二象以上_学科且毎企学科有 8名 以上医学寺家 (冨1主任医りT以

上)。 (2)法 医基定机杓:具各入蛯仝省各中教法院或省法院

名船的法医1臨 床寺立炎男J的 司法基定机杓、暮定人中須具各 3

名以上有法医学所 (法 医寺並 6企月以上 )。

2.受理重新基定須具各的基本条件:(1)医学会:省級以上

医学会、医学券定寺家庫中有 35企 _I´ 須以上学科且毎企学科有

20名 以上医学寺家 (副 主任医師以上)。 (2)法 医基定机杓:具

各入地省法院的法医皓床寺立炎男1的 司法基定机杓、本定人中

須具各 5名 以上有法医学厠 (法 医寺立 6今月以上 )、 欄有 20

今二須以上学科的医学基定寺家岸且毎企学科須有 3名 以上的

医学寺家 (冨1主任医りT以上)。

(十 )房屋廣量安全基定炎:具各独立法人姿格
～

行立主

管部 1可 頒友的有敷姿廣、具各 CMA汁量決江、高奴工程りTl名

以上、中象工程姉 4名 以上、一致注lll劣杓りTl名 以上_、 注購

巻定員 4名 以上、注lJl資本人民市 5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

同 6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
～
依法納税t己 呆、6年 内元装法逹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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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己 永。

(十 一 )其他炎別須具各行立主管部日頒友的有妓姿盾或行

政管理部目的授叔斉可。

二、入逸第一美地区的基本条件 (庁州、深ガ||、 珠海、佛

山、奈莞、海事、声鉄、知惧声枚 )

(一 )工程造介:具各独立法人資格和甲象姿庚、注般造

伶工程りT10名 以上、注般資本人民市 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

II・I日 6年 以上、有良好的」L須和依法幼税t己永、3年 内元辻法逹

規t己 永;属 分公司申靖的,要求
`こ
公司有注lll性介工程りT18名 以

上 (合分公司注購造介工程姉 )。

(二 )房地声汗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利二須以上姿庚、

注l1/1房地声借介りT12名 以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

机杓成立叶諄15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
～
依法納税 t已永、3年 内

元逹法辻規泥永;属 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こ公司有注lln房 地声借

介姉 22名 以上 (合分公司注購房地声借介りT)。

(三 )土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利 B炎 以上資庚、注

購土地借介りT6名 以上、注/11i・ 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机杓

成立叶ド15年以上、有良好的立象和依法幼税t己 永、三年内元

逹法逹規t己 永;属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用・土地借介りT

15名 以上 (合分公司注鮒土地借介り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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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姿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肝姿庁坪借りT8名

以上、注研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河 5年 以上、

有良好的立須和依法納税 t己 永、3年 内元逹法範規t己永;属分公

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購姿声坪借りT30名 以上 (合分公司

注妍資声坪借りT)。

(五 )会汁常汁: 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llll・ 会汁りT15名

以上、注/11・ 資本人民市 15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河 5年 以_L、

有依法納税t己 永、上一年度菅J21丈入 300万元以上、3年 内元逹

法逹規以及行立冬戒t己 永;責 任公司、分公司、合侠公司等申扱

条件一致。

(六 )拍 美:具各独立法人姿格以及図容司法拍美能力、

注肝拍美りT3名 以上、注鮒資本人民市 1200万元以上、机杓成

立叶河 5年 以上、有固定的菅立場所禾口拍実場地、有良好的立

須和依法幼税 t已永、5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已 永;分公司申清的不同

条件是:恙公司注滑資本人民市 2000万 元以上、注購拍美りT5

名以上。

(七 )法 医炎 (法 医皓床、法医病理、法医毒化)券定、

物江美 (DNA、 文牟、痕4)基定、声像資料基定:具各司法行

政机美浄可、申清入/Jl日 炎 2013不口2014年度通址行立主管部

1可 能力詮江、法医炎別須具各 3名 以上有法医学所 (法 医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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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月以上 )、 机杓成立叶沖12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良

好的立須和依法幼税t已 永、2年 内尤逹法逹規t己永、

(八 )法 医司法精神病炎:具各司法行政机美杵可、2013

不口2014年度週址行立主管部 1可 能力強江、法医司法精神病歩定

人 5名 以上、机杓成立叶同 8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良

好的立須わ依法幼税t己 永、8年 内元辻法逹規t己永。

(九 )房屋廣量安全基定炎:具各独立法人資格
～

行立主

管部同頒友的有妓姿庚、具各 CMA汁量汰II、 高象工程りTl名

以上、中貌工程りT3名 以上、一致注Hll結杓りTl名 以上,注購基

定員 4名 以上、注llli資本人民市 3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同 5

年以上、有良好的立躾和依法納税t己 永、5年 内元逹法ミ規t已 永。

(十 )其他炎男1須 具各行立主管部 |~1頒 友的有妓資廣或行

政管理部 1司 的授叔杵可。

三、入逸第二美地区的基本条件 (中 山、江日、油共、恵

州、湛江、茂名、肇庚 )

(一 )工程造介: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和乙級以上姿庚、注

購造倫工程姉 6名 以上、注般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机杓

成立叶同 3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和依法幼税泥永、3年内元逍

法逹規t己 永;属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購造倫工程りT12

名以上 (合分公司注般造介工程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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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房地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和二須以上姿灰、

注期
‐
房地声借介りT6名 以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

机杓成立叶消13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幼税 t己永、3年内

元逹法辻規t己 永;属 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Jll房 地声借

介りT18名 以上 (合分公司注llll房地声借介りT)。

(三 )土地汗借:具各独立法人資格わ C炎 以上姿廣、注

般土地借倫りT6名 以上、注冊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_L、 机杓

成立叶炉13年 以上、有良好的」2須 不口依法納税泥永、3年 内元逹

法逹規t己 永;属分公司申清的,要 求′も公司有注般土地借介りT10

名以上 (合分公司注計土地借分りT)。

(四 )姿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勝資声汗借ソT6
人以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5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日 3年 以上、

有良好的立須
～
依法幼税泥永、3年 内元辻法逹規t己 永;属分公

司申清的,要求恙公司有注騰姿声坪借りT26名 以上 (合分公司

注鮒資声汗借りT)。

(五 )会汁常汁: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騰会汁りT8名 以

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1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日 3年 以上、

有依法納税t己永、上一年度菅立1交入 200万 元以上、3年 内元逹

法逹規以及行並冬戒t己 永;責 任公司、分公司、合侠公司等申扱

条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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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拍 美:具各独立法人資格以及図絡司法拍美能力、

注llll・ オ白美りT3名 以上、注期資本人民市 1000万元以上、机杓成

立叶沖13年 以上、有固定的菅立場所利柏美坊地、有良好的立

須和依法幼税 t己 永、3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己永;//JR公 司申清的不同

条件足:,こ公司注llll資本人民市 2000万元以上、注購拍美りT5

名以上。

(七 )法 医炎 (法 医皓床、法医病理、法医毒化)基定、

物IIE炎 (DNA、 文ギ、痕述)歩定、声像資料基定:具各司法行

政机夫浄可、申清入勝日炎 2013和 2014年度通辻行立主管部

1可 的能力強江、法医炎男1須 具各有 2名 以上法医学加 (法 医寺

立 6今月以上 )、 机杓成立叶同 2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

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納税 t己永、2年 内元辻法逹規t己 永。

(八 )法 医司法精神病炎:具各司法行政机美浄可、2013

和 2014年度通址行立主管部「可能力詮 ilI、 司法精神病基定人 4

名以上、机杓成立叶河 6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良好的

立須わ依法幼税t己 永、6年 内元逹法辻規t己 永。

(九 )房屋廣量安全基定美:具各独立法人姿格
～

行立主

管部日頒友的有致資庚、具各 CMA汁量汰江、高象工程姉 1名

以上、中貌工程姉 2名 以上、一致注llll・ 錆杓りTl名 以上,注朗・本

定員 3名 以上、注lJl資本人民市20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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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幼税 t己 永、4年 内元辻法辻規t己 呆。

(十 )其他炎男1須 具各行立主管部「1飯友的有敷資反或行

政管理部「1的授枚汗可。

四、入逸第三美地区的基本条件 (詔美、河源、梅州、油

尾、阻江、清通、潮州、掲FB、 云浮 )

(一 )工程造介:具各独立法人姿格不口乙須以上資廣、注

購造含工程ノT4名 以上、注麟資本人民市 50万元以_L、 机杓成

立叶日 3年以_L、 有良好的」2須
～
依法納税t己 永、3年内元ミ法

ミ規t己 永;属 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麟造介ェ程りT12名

以上 (合分公司注購造介ェ程姉 )。

(二 )房地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姿格和二象以上姿庚、

注Jlf房地声借倫りT4名 以上、注 llll‐ 資本人民市 50万元以上、机

杓成立叶日 3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飲禾口依法幼税 t己 呆、3年 内元

逹法辻規泥永;属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も公司有注肝房地声借倫

師 20名 以_L(合分公司注騰房地声借介りT)。

(三 )土地浮借:具各独立法人資格不口C炎 以上姿廣、注

lll土地借介りT4名 以上、注騰資本人民市 50万元以上、机杓成

立叶日 3年以上、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納税t己 泉、3年内元逹法

逹規t己 永;属分公司申清的,要求′も公司有注勝土地借介帰 12

名以上 (合分公司注肝土地借介り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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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声坪借:具各独立法人資格、注船姿声汗借りT6

人以上、注Ill資本人民市 30万 元以上、机杓成立叶日 3年以上、

有良好的立須和依法納税 t己 永、3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己永;属分公

司申清的,要求,こ 公司有注購姿声汗借りT28名 以上 (合分公司

注針姿声借介りT)c

(五 )会汁申)卜 :具各独立法人姿格、注購会汁りT8名 以

上、注Jll‐ 資本人民市 50万元以上、机杓成立叶同 3年 以上、有

依法納税t己永、上一年度菅」21文入 150万元以上、3年内元逹法

逹規以及行立冬戒t已永;責任公司、分公司、合侠公司等申扱条

件一致。

(六 )柏 美:具各独立法人資格以及図絡司法拍美能力、

注lll'オ白美姉 2名 以上、注購資本人民市 800万元以上、机杓成

立叶河 3年以上、41~固 定的菅立場所利拍美場地、有良好的立

須和依法納税 t己 永、元逹法逹規t己 永;分公司申清的不同条件

足:恙公司須具各注購資本人民市 2000万元以上、注購tFl美 りT

5名 以上。

(七 )法 医炎 (法 医皓床、法医病理、法医毒化)基定、

物江炎 (DNA、 文ギ、痕変)基定、声像資料基定:具各司法行

政机美浄可、申清入 llll・ 日炎 2014年度邁辻行立主管部「1的 能力

詮江、法医美別須具各 2名 以上有法医学所 (法 医寺立 6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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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机杓成立叶同 2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良好的立

須frI依法熱税 t已永、2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己 永c

(八 )法 医司法精神病炎:具各司法行政机美杵可、2014

年度通虻行立主管部日能力詮江、司法精神病基定人 3名 以上、

机杓成立叶日 5年 以上、有固定菅立場所、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

法幼税t己 永、5年 内元逹法逹規t己 永。

(九 )房屋盾量安全基定炎:具各独立法人姿格
～

行立主

管部「1頒友的有敷姿反、具各 CMA汁量汰IIE、 中須工程りT2名

以上、注 Jlll・ 基定員 3名 以上、 注騰資本人民千 200万元以上、

机杓成立叶日 2年 以上、有良好的立須不口依法幼税 t己永、3年内

元逹法逹規t己 永。

(十 )其他炎男1須 具各行立主管部日頒友的有敷姿廣或行

政管理部目的授枚汗可。

片末省高須人民法院亦公室 2015年 4月 15日 FF」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