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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着重于对人员的业务培训。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８５ 年， 司法部先后委托北京公安学院、 北京丰台党校及长沙
市， 举办公证人员训练班五次， 学习期三个月至半年不等。 我省有 １７ 名公证
干部参加了学习。
甘肃省政法干校于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 ９ 月举办第一期公证干部学习班， 有 ３４
人参加， 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和办理公证的基本知识。 考试成绩平均 ８２．１２ 分。
第二期于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至 ６ 月中旬在甘肃政法学院（系省政法干校）举办，
有 ５７ 名公证人员参加。 系统学习宪法、 民法、 婚姻法、 森林法、 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 经济合同法、 商标法、 环境保护法、 食品卫生法和公证业务等十
门课程。 考试成绩平均在 ８５ 分以上。 结业后， 继续对嘉峪关、 金昌、 天水、
酒泉、 西峰等五市、 县办理涉外公证业务的公证人员进行了一周短训。
第三期公证员培训班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在甘肃政法学院举办， 学习期两
个月， ５１ 名公证人员参加学习。 学习内容为法律基础知识、 经济合同公证知
识、 公证制度及涉外公证知识。
第四期公证员培训班于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 在甘肃政法学院
举办。 学习内容为公证基础知识、 涉外公证、 经济合同法、 民事诉讼法、 继
承法。 ４８ 人参加学习， 学习结业的 ４６ 人， 考试成绩最高分 ８７．５， 最低分 ６０，
平均 ７６．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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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证管辖
民国时期， 实行地域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主要实行地域管辖。 涉及财产转移的公证事务
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的公证处管辖。 对申请办理同一公
证事项的若干个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不在一个公证处辖区时，由当事人协商，
向其中任何一个公证处提出申请， 如当事人协商不能达成协议， 由有关公证
处从便民出发， 协商管辖。 公证处之间如因管辖权而发生争议， 由其共同上
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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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务范围：
中华民国时期
公证事务分公证书的制作和私证书的认证两种。
公证或认证法律行为方面的项目：
１．买卖、 赠与、 租赁、 借贷、 雇佣、 承揽委托、 合伙或其他关于债权债
务之契约行为；
２．所有权、 地土权、 地役权、 承佃权、 抵押权、 质权、 典权或其他有关
物权， 得失变更之行为；
３．婚姻、 认领、 收养或其他涉及亲属关系之行为；
４．关于遗产处分之行为；
５．关于票据之拒绝承兑、 拒绝付款、 船舶全部或一部之运送契约、 保险
契约或其他涉及商事之行为；
６．其他涉及私权之法律行为。
公证或认证私权事实方面的项目：
１．时效之事实；
２．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 侵权行为、 债务履行或不履行之事实；
３．不动产相邻关系、 无主物之先占、 遗失物之拾得、 埋藏物之发见、 漂
流物或沉没物之拾得、 财产共有或占有之事实；
４．其他涉及私权之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１．五十年代业务范围
（１） 证明合同 （契约）；
（２） 证明委托书；
（３） 证明继承、 遗赠、 赠与；
（４） 证明遗嘱；
（５） 证明亲属关系、 身份关系、 财产状况的文件；
（６） 证明分析共有财产；
（７） 证明本人在文件上的签名、 盖章；
（８） 证明文件的副本、 节本与原本相符；
·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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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代拟合同 （契约） 或者其他文件；
（１０） 证明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 供销合作社和私营企业签订的加工、 订
货、 贷款、 运输、 代购、 代销等合同；
（１１） 证明国家机关、 国营企业、 供销合作社、 私营企业或者公民追偿无
疑义的债款、 物品的文件， 可以强制执行。
２．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９ 年业务范围
１９８０ 年初， 根据司法部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 办理有关收
养子女、 继承财产、 遗嘱、 委托、 赠与、 转让以及房屋买卖等方面的公证业
务。 １９８２ 年后， 按照 枟公证暂行条例）， 办理以下公证事项：
（１）
（２）
（３）
（４）

证明合同 （契约）、 委托、 遗嘱；
证明继承权；
证明财产赠与、 分割；
证明收养关系；

（５） 证明亲属关系；
（６） 证明身份、 学历、 经历；
（７） 证明出生、 婚姻状况、 生存、 死亡；
（８） 证明文件上的签名、 印鉴属实；
（９） 证明文件的副本、 节本、 译本、 影印本与原本相符；
（１０） 对于追偿债款、 物品的文书， 认为无疑义的， 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
制执行效力；
（１１） 保全证据；
（１２） 保管遗嘱及其他文件；
（１３） 代当事人起草申请公证的文书；
（１４）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国际惯例办理其他公证事务。
三、 办证原则和程序
民国时期， 枟公证法枠 规定， 申请公证的程序， 由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用
言辞或书面向公证处公证人提出。 请求人如为一公证人所认识者， 可迳制公
证书， 否则须有公证人所认识之证人二人证明其实系本人后， 始能作成公证
书。 倘无与公证人认识之证人时， 应提出相当证明书， 如身份证或当地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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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乡镇保长等之证明书。 由代理人请求者， 还应提出授权书， 如证明其实
系本人所为之授权书。就应得第三人允许或同意之法律行为请求作成公证书，
应提出已得该第三人允许或同意之证明书； 此项允许或同意之证明书， 亦应
以上开证明方法以证明之。 公证书作成后， 公证人应向在场人朗读或交彼等
阅览， 经请求人或代理人承认无误后， 由公证人及在场人各自签名盖章， 原
本存公证处， 正本交请求人。 私证认证书， 由当事人在该私证书内当面签名
盖章或承认为其签名， 并记明其事由。 作认证书时， 载明认证簿之号数， 认
证之年月日及住所， 由公证人及在场人签名盖章， 以之连缀于私证书， 然后
与认证簿折合， 加盖骑缝章， 再交付本人。 认证书之缮本， 存公证处。
请求人或利害关系人， 对公证人办理公证事务有不正当者， 可提出抗议。
公证人应于三日内将抗议书连同关系文件， 呈送地方法院院长核办。 院长接
抗议后， 认为有理由者命公证人为适当之处分， 无理由者为驳回抗议之处分。
不服前项处分者， 知翌日起五日内向高等法院或其分院院长声明之， 但不得
声明不服。
公证人执行职务时， 须守秘密， 并适民诉法关于推事回避之规定。 凡公
证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或未婚配偶为该公证事件当事人者， 或为该公证事件
当事人七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姻亲或曾有亲属关系者， 或与该公证事
件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 共同义务人或有偿还义务人之关系者， 均应自行回
避。 有上述之情形而不自行回避者， 当事人得向所属法院申请公证人回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１９５６ 年司法部对办理公证的原则和程序作有原
则性规定。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国务院发布 枟公证暂行条例枠， 规定公证人员进行公证
活动， 遵循真实、 合法原则， 直接原则， 保密原则， 使用本国和本民族语言
文字原则和回避原则。 根据上述原则和司法部 １９８６ 年发布的 枟办理公证程序
试行细则枠， 办证的程序逐步规范化。
（一） 办证步骤：
１．申请和受理； ２．审查； ３．制发公证书。
当事人申请公证须亲自到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 当事人亲自到公
证处确有困难的， 公证员可往当事人所在处所接受申请。
当事人申请公证可委托代理人代理。 但证明遗嘱、 收养子女、 赠与、 委
托书、 声明书、 签名印签的， 必须本人亲自办理， 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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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办理公证， 必须提出有代理权的证件。
当事人申请公证或代理人代为办理公证， 须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
和与申请有关的文件、 材料。 经审查后，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 公证处予
以受理： （１） 当事人是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法人； （２） 申请的
事项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３） 对申请的公证事项，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
之间无争议； （４） 申请的公证事项属于受理的公证处管辖。
公证处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后， 公证员首先审查当事人的身份以及当事人
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对证明法律行为， 还应审查其内容是否真实和是否
合乎法律、 法规或政策； 对证明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 还必须审查是否
真实， 签名、 印鉴是否符合。 公证员如果认为事实不清， 当事人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足或有疑义的， 应通知当事人补充。 如果法律行为文书内容不明确、 不
具体， 文字含糊不清， 应建议当事人修改。 在审查过程中， 公证员认为有必
要时， 应与有关部门联系， 向有关单位、 个人调查， 或委托外地公证处调查，
有关单位、 个人有义务给予协助， 必要时， 公证人还应到现场作实地调查、 勘
察。
对所申请的公证事项审查无误后， 制作公证书。 公证书发给每个当事人
正本一份。 根据当事人的需要， 制作若干份副本发给关系人。 公证处留一份
正本存卷归档。
１９８５ 年省司法厅规定，出证期限一般应在十天内办结，不超过一个月；个
别重大或疑难事项， 应在两个月内办结， 两个月内不能办结的， 须即告知当
事人未能办结的情况和原因。
公证事项办理结束或终止后， 须及时整理归档。 公证卷宗装订的顺序： 目
录表， 公证申请表， 法人介绍信或委托书， 经济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书， 调查
核实材料， 谈话笔录， 公证书审批表和公证书原本， 公证书， 收费收据 （减
免收费的有关材料和主任意见）， 送达回证， 有关撤销情况材料， 其他材料。
（二） 办理经济合同公证的补充程序：
１９５６ 年， 根据司法部的规定， 对经过公证的经济合同， 如一方发生违约，
公证员可根据违约的严重程度与复杂程度， 邀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或者
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供处理时参考。 如一方起诉到法院， 公证员以公证人
的身份， 向法院提供证件和证词， 作为审理这一案件的证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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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制定 枟办理几项主要公证行为的试行办法枠，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发出 枟关于加
强和改革公证工作的意见枠， 按照上述文件精神， 在实践中， 对经过公证的经
济合同， 重点地进行回访检查， 并监督履行。 对履行中发生的纠纷， 公证员
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 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的协议， 公证处再予公证。
１９８５ 年省司法厅 枟关于公证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中规定， 对标的额
较大 （５０， ０００ 元以上） 的经济合同公证申请， 受理或拒绝均应由公证人员集
体讨论， 主任决定。
（三） 拒绝公证、 撤销公证书及当事人不服的申诉程序：
根据 枟公证暂行条例枠 规定， 对不真实、 不合法的事实与文书， 公证处
应拒绝公证。 对当事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提供证据的， 当事人在公证
员签署公证书前撤回申请的、 以及当事人死亡不能继续办理的， 即终止办理
公证。
公证处发现本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 应主动撤销。 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发现所属公证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 应予撤销或通知原办公
证处撤销。
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 有关单位对公证处拒绝公证和终止办理公证， 以
及对公证处或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的， 可以提出申诉。
申诉向原办公证处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或向它的上级司法行政机
关提出。 受理申诉的机关应进行复查。 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申诉的， 可自行复
查或责成下级司法行政机关、 原办公证处复查； 原办公证处对自己受理申诉
或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复查的， 不能由原办公证员复查。 复查一般在三个
月内进行完毕， 作出结论并通知申诉人。
１９８５ 年省司法厅在枟关于公证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枠中作补充规定，即
公证处已受理且正在审理中的公证事项， 当事人要求撤回的， 材料返回， 收
费视工作进展情况收取适当数额； 如当事人因提供伪证或有欺骗行为， 事后
怕负责任而要求撤回申请， 或公证机关发现问题而终止办理的， 有关材料和
收费一律不退还。 如当事人不服可向同级或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诉， 由受
理机关作出决定。
（四） 公证人员的回避：
公证人员是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或与该公证事项有
·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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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或与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而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 有上
述情形之一， 公证人员都应自行回避， 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公证员
回避由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决定； 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回避由同级司法局长
决定。
（五） 公证书的效力：
民国时期， 公证人制作的公证书和私证认证书具有证据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 枟民事诉讼法 （试行）枠 规定， 公证员制作
的公证书具有证据效力、 强制执行效力、 以及一定的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效
力。
除依照国家法规、 法令规定和当事人双方约定， 必须经过公证证明的法
律行为外，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８５ 年， 兰州市及其七里河区、 安宁区， 金昌市、 白银
市、 天水市、 嘉峪关市、 庆阳县、 酒泉市、 武威市、 民勤县、 平凉市、 渭源
县等地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建设、 法制建设的需要， 用
行政法规和行政命令， 规定农村土地承包， 建筑工程承包、 购销、 借款、 工
商企业租赁与承包， 宅基地等合同， 必须经过公证， 才能成立和生效。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省经委， 省体改办、 省司法厅等十个单位联合发出 枟甘肃省全民所
有制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枠 规定， 承包经营者与发包单位签
订承包经营合同， 具有法律效力， 一般还应经过公证或鉴证， 由双方共同履
行。 这对保护国家财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正常的经济关系有积
极意义。
公证书系特定书证。 民诉法规定， 人民法院认为没有疑义的， 应直接采
证。 公证机关对无疑义的追偿债款， 物品的债权文书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效
力的证明，应与人民法院为追索财物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１９８４ 年， 为贯彻 枟民事诉讼法 （试行）枠 和 枟公证暂行条例枠 有关公证条
款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通知重申，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经过公
证证明的法律行为、 法律事实和文书， 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 提起诉讼，
应当依法受理， 在采证过程中， 应确认其效力； 人民法院认为有相反证据足
以推翻公证证明的，可向公证处或有关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撤销公证的建议，人
民法院与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对确认公证书效力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的， 可分
别向其上级主管机关请示共同协商解决。 对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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