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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安克明

高人民法院院长王 就说明了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共和国真正 只知道黄法官为人正派、办案公道。 她审， 案调解的紧密衔接；判后答疑，务求责任落
，最
2009 年
6月
胜俊在宁夏法院调研时提出了“平民法 的主人，而一切履行国家权力的国家公务 输了我也服。 ”
实，及时答疑解惑；信访接待，务求耐心细致，
官”的命题。王胜俊说：“如果我们的法官 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任 能让当事人这般服气，说来还是黄学军 畅通民意表达；诉讼辅助，务求全面周到，尽
被老百姓称为‘ 平民法官’， 那是对我们 何人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都不应高于 司法能力的体现。多年的老搭档陈恩泽说，黄 量为涉诉群众提供便利。
的最高赞誉、最大褒奖。 ”
人民，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国家机关都在前 学军当法官１０ 年，从未休过假，基本没有在 —
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的
—— 江
在过去的一年中， 摆正同人民群众 面加上“人民”二字的本意。
下午６ 点半之前下过班，除因伤病等特殊原 “和谐司法服务中心”，实行了“诉前法官主
的位置，消除等级特权思想，切实转变司 一年来，更多的法官认识到：平民法 因外，从来没有缺勤、迟到和早退。 算上加班 持调解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模式，采用灵
法作风，真心实意为当事人着想，让当事 官正是人民法官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时间，每年平均实际工作日超过３００ 天。 １０ 活多样的方式，共调处各类案件近两千件，
人从法官的言行中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人民法官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平 年办结案件２０００ 多件， 办案数量连续５ 年 调撤率逾90%，做到大部分纠纷即调即结，
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 民法官是说法官是平民， 而不是说平民 名列全院第一，连续５ 年被评为“办案能手”， 小部分纠纷在一周内调结， 最大限度地实
主旋律。
是法官。 做平民法官就是说人民法官不 成绩就是勤勤恳恳干出来的。
现了便民利民。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
是一个特殊阶层，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何德金是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 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利用多种方式
和要求， 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忠实 院万金中心法庭庭长，他到农家，不嫌板凳 和途径进行调解， 有效保护受害人合法权
爱民之心是前提
的维护者。
脏该坐就坐，不嫌碗有灰该喝就喝，与群众 益， 促成双方之间达成谅解， 化解矛盾， 修
有这样一位法官， 他的外表与人们 一年来，更多的法官认识到：平民法 打成一片，他办案，双方都服气，久而久之， 复社会关系， 调解率达94%， 自动履行率
想象中的法官形象有很大差距， 毫不凌 官其实就是爱民法官。 只有站在广大人 大家都叫他“可得劲”。
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100%，最
厉，温文尔雅，即便是在法袍加身的审判 民群众的立场和角度上， 才能切身感受 一年来，通过广泛深入开展“人民法官 —
南高院与6 个相关部门联合制
—— 云
庭上，也从不疾言厉色、咄咄逼人。
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平民百姓来 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有更多的法官成为 定《 云南省涉诉特困人员救助办法》， 对符
有这样一位法官，他以庭为家，结婚 讲是多么的重要， 人民群众是多么的盼 人民群众心中的“可得劲”。
合规定的救助对象形成了“ 救济＋ 低保＋ 医
全是分居渡过。 他对工作矢志不 望和渴望。“像马锡五同志那样融入到人
保＋ 就业救助＋ 住房救助” 的全面救助方
11 年
渝、 孜孜不倦， 曾先后扎根于5 个法庭， 民群众中间， 真诚地问计于民、 问需于
式，体现“救急又救贫”的宗旨，以长效机制
司法为民是关键
有着16 年的法官生涯。
民， 体察群众疾苦， 倾听群众呼声， 为群
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福建省南平
有这样一位法官，他视群众为亲人， 众排忧解难。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马锡五事 市两级法院对涉及老、弱、病、残、农民工等
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 在物欲横
迹编剧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央视一 案件的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超过一百万
流的今天， 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高洁人
套晚间黄金时间播出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 元。通过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进一步提
司法能力是基础
格，是出了名的“廉洁法官”。
院长王胜俊要求，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组 高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维护了特困群众的
他就是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政治 做平民法官不是说法官可以平庸， 织干警认真收看，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 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部主任吴朝清，一位真正的平民法官。长 更不是否认法律的专业性和法官的职业 方式” 手续简便、 方便群众的做法， 结合各 —
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司
—— 贵
期扎根基层法庭的吴朝清总是谦虚地称 化建设，二者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对法官 地实际， 加强司法便民、 巡回审判等工作， 法便民三十三项具体措施》要求，完善了立
自己为乡村法官， 他说：“ 接诉、 调查、 审 的司法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 高效便捷地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案制度， 加大对困难群众缓、 减、 免诉讼费
理、调解，我们的法庭就在农家地头。 ” 期望。
落实司法为民要求正是人民法官为人民 的力度，建立完善案件管理体系、改善审理
时代先锋宋鱼水在与网友在线交流 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主题实践活动的关键。一年来，全国各地法院 方法，增加工作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 重
时曾经这样说起她的名字的来历： 名字 大厅有这样一场对话：“能不能安排黄学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司 庆法院以128 个人民法庭为中心，建立庭、
跟姓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名字是父母 军法官来审我的案子？”“对不起啊，我们 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 大胆创新探索，努 站、 点、 员四位一体， 覆盖全辖区的便民诉
给起的。 主要是要在生活的群体当中做 分配案子有专门规定； 况且最近黄法官 力做到群众最需要什么就积极做什么。
讼网络，大大方便了群众诉讼。
一个好人， 为周围的人尽量地去奉献点 的案子已经排得很满了。”一位黑瘦的老 —
海、广东、山东、福建、黑龙江、湖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政法工作搞得
——上
什么，而不是索取点什么。 另外，父母也 汉， 腋下夹着草帽， 手上捧着一沓文书， 南等省市，在连续多年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 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 ”提倡
希望自己真诚地善待别人。送鱼送水，可 送到立案窗口，又急急地抽回来，不依不 整体推进了“立案信访窗口”建设。 在“立案信 法官做平民法官， 就是希望广大人民法官
能是这样一个含义。 宋鱼水说从事法官 饶地嘟囔着：“我就要黄法官审！ ”
访窗口”建设中，导诉分流，务求准确快速，为 放低身段，放下架子，以平民的视角去审视
工作后， 也经常用这个名字的含义要求 “请等一下。 ”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拗 来访者提供明确的诉讼指引；立案流程，务求 司法， 要让人民群众从心里真正认同你是
自己。生活里不能没有真诚，包括我们对 不过他，拿起手边的电话。 不一会儿，老 依法及时完成，减少当事人诉累；立案调解， “咱老百姓的法官”， 这才是做平民法官的
待当事人，要把真诚给当事人，用司法的 汉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放心地把文书 务求解纷实效，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立 真正意义所在。
温暖让当事人感到法律是温暖的。
交给了书记员。
一年来，更多的法官认识到：平民法官 有记者问老汉：“您也知道黄法官判
正是人民法官的本意。 我国宪法规定：“中 案水平高？ ”
“
”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 老汉答：“ 水平不水平的我不懂， 我

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
司法保障江西新跨越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忠厚

今年， 国家将继续实施《促进中部 一； 针对审判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做好法
地区崛起规划》， 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 律服务工作， 帮助企业妥善应对涉外经
将保持大幅增长， 特别是鄱阳湖生态经 济贸易纠纷， 促进外向型经济健康发
济区建设已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成为新 展； 充分发挥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经
中国成立以来， 江西第一个上升为国家 济自治组织的联系沟通机制的作用， 深
战略的区域性规划， 江西省委、 省政府 入企业， 走访座谈， 把握企业发展中存
已经就这一规划的具体实施作出全面部 在的司法需求， 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
署。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全省法院要以 务。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 更好地 今年， 江西高院将举办一期“能动
为省委提出的进位赶超、 跨越发展的大 司法、 服务大局” 的专题研讨班， 研讨
局服务， 为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提供有 和探索司法能动服务大局的途径， 在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强化作为。
力的司法保障。
江西高院将加强调查研究， 及时出 我们还将组织开展“ 作风转变年” 活
台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指导意 动， 并以此作为2010 年“ 人民法官为
见。 全省各级法院特别是纳入鄱阳湖生 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 达到
态经济区的市、 县、 区法院， 要在落实 作风严谨、 讲话亲和、 司法公正、 办案
省委这些重大决策部署上强化作为， 研 廉洁的目标。
究制定法律服务措施。 要依法及时稳妥
地处理项目建设中因征地、 拆迁、 用工
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引发的矛盾，
保障重大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着力打
击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 促进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

上接第一版 如， 湖北高院常务副 度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为促
院长张坚到宜昌市中、 基层人民法院调 进“清积” 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湖北高
研时， 先后深入到宜都天鲟鱼业公司、 院还制定、 下发了关于适用提级执行、
东阳光集团公司、 太阳能发电设备制造 指定执行等八项规定， 组织170 人对全
有限公司， 枝江市民营布鞋制造有限公 省127 个法院的“清积” 活动进行了全
司和宜昌市 亭区涂镀板厂等多家企业 面检查， 评查了13 万余份案卷， 约谈、
调研。 2009 年下半年， 湖北各级法院 走访、 函访、 电话访问1 万余名执行案
共走访大中型企业947 个， 收集意见和 件当事人， 使湖北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工
建议963 条。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全省13 万余件执
通过“大走访” 活动， 加强了司法 行积案已基本执结或终结本次执行程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 及时制定出 序， 其中有财产案件执结率、 执行案件
多项规范性文件， 为妥善、 慎重处理金 信息录入率和“ 清积” 信访案件办理、
融、 涉企业债务、 劳动争议等案件起到 网上登录全国排名第一， 重点案件执结
了司法政策引导作用。 同时， 进一步建 率在全国排名第二。 全国“清积办” 先
立和完善了大案要案报告制度， 凡涉及 后4 次转发湖北省“清积” 工作经验。
重点企业、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敏 在开展“大走访” 活动中， 湖北高
感案件， 相关法院必须及时向当地党 院还深入查找了法院队伍在职业道德、
委、 政府和上级法院报告。 上级法院注 司法能力、 司法作风、 司法廉洁等方面
意加强审判监督指导， 正确把握司法尺 存在的差距， 认真解决群众感情不到
度， 坚决防止就案办案、 一判了之的简 位、 司法作风不端正、 执法办案不规范
单做法， 尽可能找到有利于企业和法 等问题， 促使各级法院更好地发挥审判
人、 当事人共赢的处理办法， 确保法律 职能，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促进社
效果、 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会和谐稳定。 人民群众普遍反映， 这次
一。 如依法受理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武 湖北高院开展的“大走访” 活动像春风
汉东星航空公司破产申请案， 该民营公 化雨， 增进了广大法官与人民群众的鱼
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被多家境外债权 水之情， 密切了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民事再审申请的审 人申请破产， 而少数境内债权人却要求 联系， 法官以人为本、 司法为民宗旨观
上接第一版
查工作， 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较以前都有 资产重组， 经过慎重研究， 鉴于该公司 念得到强化， 司法审判水平进一步提
据了解， 近6000 平方米的新申诉立
案登记大楼完全能够满足立案一庭受理、
了提高。 截至去年11 月底， 全庭已经结 严重资不抵债， 且没有合适的重组方案 高， 法院工作作风有了新的改进， 法院
审查、 登记、 办信、 接访等立案审判工作
案1700 多件， 结案率比以前确有提升。 和收购方， 已无挽救的可能， 为维护全 精神风貌为之一新。
灯、 红灯来提示审限到期与否的方法独特 案件数量最多呈五六倍激增， 最高人民法 说起立案专业化分工， 立案二庭法官 体债权人的利益， 法院最终确认进入破 湖北法院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
的需要和相关业务职能的发挥。
在接待大厅中， 笔者看到一位衣衫单 新颖， 一目了然， 对督促提高审判人员的 院原立案庭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数量也大 刘小飞也深有感触。 她说： “立案二庭的 产程序； 涉及三个省近300 名当事人， 求为着力点， 全面加强了立案、 庭审、
幅度增加，立案庭办案压力明显增大。
薄的信访老人， 问起是否有帮助他们解决 办案效率有明显作用。
分立， 使我们能够更加专心于办案。 目 标的额达13.5 亿元的武汉宏林集团系 执行三大窗口建设， 着重于强化基础设
困难的具体措施。 工作人员说， 对那些确
高人民法 “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一年多来， 最 前， 我们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 列执行案件， 分属14 家法院执行。 宏 施建设， 尽力为涉诉群众提供必要的诉
， 最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实因为贫困而付不起诉讼费用的， 我们会 院公布了由立案庭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受理的民事申请再审案 规定， 从立案大厅的窗口受理、 立案， 到 林集团又拖欠了大量农民工的工资， 为 讼便利， 充分发挥“窗口” 实效， 不断
根据申请依法积极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 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 件翻了近3 倍， 现有人员已经无法适应立 承办法官审查、 提交评议， 最后到作出审 维护企业发展稳定，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 提高“ 窗口” 的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平；
可以采取缓、 减、 免缴费用等司法救助措 的规定》 的司法解释， 进一步明确了级别 案审判工作的需要， 增设专门负责机构， 查处理意见， 整个民事申请再审立案审判 合法权益， 省高院果断决定对宏林集团 着重于全面落实审判公开， 创新和拓展
施， 尽可能地帮助困难群众， 这也是我们 管辖异议案件的裁判机制问题， 对指导各 充实立案审判力量， 积极应对民事申请再 工作过程都更为专业和规范。”
执行案件提级执行， 通过整体处置资 审判公开的方式和途径， 注重司法礼
的职责所在。
级法院规范立案管辖工作， 审理好级别管 审案件‘井喷’ 现象成了立案审判工作改 该庭负责人指着一份文件告诉笔者： 产， 最终实现债权9.6 亿元， 最大限度 仪， 严格司法规范； 着重于落实执行工
工作人员还指着正忙于安检和维护秩 辖异议相关案件具有积极意义。” 立案一 革的必然选择。” 立案二庭负责人说。
业分工具体化也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细 地兑现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最 作统一管理、 统一协调制度， 进一步规
“专
据了解，立案二庭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 致、缜密。这是我们立案二庭去年9 月制定 高人民法院、 湖北省委、 省人大、 省政 范执行行为， 加大执行和解工作力度，
序的法警们说， 组织协调他们应对立案信 庭的负责同志最后说。
大力开展执行救助， 推进执行威慑机制
访过程中的各种突发事件， 切实保障信访 为了探访立案二庭这个从最高人民法 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关于规范民事 府的高度肯定。
和
动机制， 从源头解决“执行难” 问
接待的秩序和安全， 也是我们立案一庭的 院原立案庭分出的“ 年轻” 业务审判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申请再审案件诉讼文书的规定（试行）》，该 扎
实开展清理积案， 推动解题联
构， 笔者又来到了位于最高人民法院机关 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文件将进一步规范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诉讼 决“执
此切实维护人民法院公正司法、
。 以
职责之一。
行难”
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
笔者感受到，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信 内部的立案二庭办公场所， 见到了立案二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 文书的制作， 将会有效提高立案二庭民事
积” 工作也被列入这次“大走 为在全社会树立法官公正廉明的
“清
访方面的接待环境和条件与先前的状况相比 庭的有关负责人和法官。
的解释》的规定，对符合法定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案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
已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也为推进三项重点工 在和笔者聊起立案审判工作改革的问 申请再审条件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进行审 “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开展民事申请再 访” 活动的主要内容， 按照中央部署， 良好形象， 湖北法院还结合“ 当法官
题时， 立案二庭的法官们感慨良多。
查，具备法定再审情形的，裁定提审后移送相 审审查工作，是我们一项重要职责。 ”该负 湖北法院集中一年时间， 对历年积累的 好、 当好法官” 主题教育活动， 严格
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随后， 工作人员又领着笔者参观了由 2008 年4 月1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审判庭进行再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责人说，“尽管我们庭成立不久， 业务工作 136356 件执行积案进行了清理和化解。 评选出27 名“ 好法官” ， 并组成先进
立案一庭负责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件流程管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谈到立案二庭成立后的工作效果， 立 繁重， 但我们已经将规范人民法院民事申 在严格甄别后， 对其中的27393 件有财 事迹报告团， 赴全省中级法院、 专门
理系统， 这是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管理全 事诉讼法〉 的决定》 实施后， 当事人对已经 案二庭负责人说， 从以前的综合立案审判 请再审审查列入工作规划。经批准后，今年 产案件， 采取提级、 指定和交叉执行等 法院巡回报告， 展示新时期湖北省法
院刑事、 民事、 行政案件办案流程的网络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认为有错误 工作到现在的专门负责单一的民事申请再 我们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 方式提高执行到位率； 对108963 件无 官的精神风貌， 激励更多的法官发奋
系统。 工作人员介绍了系统的自动生成案 的， 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人 审案件， 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立案审判改 规定，对民事再审事由进行深入调研，争取 财产案件进行逐案排查督办， 穷尽执行 进取， 唱响“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
措施， 规范退出的程序和条件， 最大限 法” 的主旋律。
号、 确定审限等功能。 其中利用绿灯、 黄 民法院申请再审。随之，各地民事申请再审 革效果已经显现。 立案二庭近40 名法官 早日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 ”
申请人孝义市大金钢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因其持有 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据号码为GA/01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山
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于2009 年12 月5 日遗失，向本 0437494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烟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内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2009 年8 月13 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0 年2 月4 日， 人民法院报２０10 年1 月11 日（总第4512 期）
申请人天津市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 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D0 B1 03206830，出票日期为 出票人为黄石山力锌铝板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黄石
汇票一张，号码为GB/01 02558014，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G/O A/1 02514886 的中信银
， 汇
票到期日为2009 年12 月16 山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前手背书人为上海东方泵业 申请人上海寅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所持武进 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签发日期为2009 年7 月22 日，汇票 行文登支行，付款人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烟
2009 年
6月
26 日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70 万元， 出票人为佳通轮胎 （ 集团） 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出票行为黄石市 工行出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到期日为2010 年1 月22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恒信基电器 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09 年8 月27
国）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 商业银行开发区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 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诸城市五洲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中
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 承兑行为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 号BB/01 03251570，票面金额100000 元，出票人常州 票面金额为30000.00 元，经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天津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大厦支行， 背书人、 持票人均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中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市武进钢材市场 市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
司海宁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东]文登市人民法院
[山
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
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申请人烟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湖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申请人宁波市江北东南针织品经销部因所持有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G/O A/1 02513896 的中信银
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汇票 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GA/01
申请人屯留县水利局抗旱服务队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行文登支行，付款人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烟
一张， 票号为EC/01 00129352， 金额40 万元， 出票人 03991455， 出票日期2009 年12 月11 日， 出票金额 申请人诸城市祥利纺织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一张， 号码为EA/01 01378355， 签发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09 年4 月22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凯盛自控工程有 50000 元，出票人苏州远大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射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签发日期为2009 年7 月15 日，汇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09 年5 月11 日。 申请人向本 阳县依帝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江苏银行苏州吴中支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GA/01 票到期日为2010 年1 月15 日， 出票人为诸城市润生淀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 行，付款期限2010 年3 月11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03917579， 票面金额50000 元， 出票人江苏欧龙地板 粉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治市金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票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09 年9 月22 日， 收款人台州 面金额为100000.00 元， 经转让， 持票人为申请人即屯留
东]文登市人民法院
[山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市椒江燃料公司， 付款行江苏银行常州戚墅堰支行， 县水利局抗旱服务队，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行为无效。
南]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
[河
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本院于2009 年5 月27 日受理了申请人海南联兴贸易
[江
申请人泰兴市志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 申请人凌俭华因所持有的银行本票遗失，向本院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银行承兑汇票（票号：GA/01
票据号为GA/01 — 01596058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03364837， 出票日期：2008 年4 月17 日， 出票人： 湛江国美
苏]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
[江
万元整、 出票人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东 据记载： 票号GB/03 00085549、GB/03 00085550， 出
申请人温州瀛洲无纺布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申请人邹平县安瓶厂因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一张，号码为GB/01 01558246，签发行山东诸城农村合作 司，金额：1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08 年10 月17 日， 付款
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日期2009 年12 月30 日， 出票金额160000 元、
壹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50000 元，出票人凌俭华，出票行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银行，签发日期为2009 年8 月11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0 行： 湛江市商业银行海田支行， 背书人： 广州市国美电器有
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 行 直支行， 付款期限2 个月。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记载： 出票日期2009 年7 月10 日， 票号GA/01 年2 月11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昊宝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 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
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 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02128709 ， 出票人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付款 为诸城樱花制衣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30000.00 元，经背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09 年11 月3 日作出（2009）
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行乌海市商业银行， 收款人乌海市公乌素煤炭加工 书，持票人为申请人即温州瀛洲无纺布有限公司，现申请 赤催字第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公告发出
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开户行工行公乌素支行， 出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 之日起， 申请人海南联兴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湖
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票金额20 万元整， 汇票到期日2010 年1 月1 日。 自 告之日起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 求支付。
东]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江
[广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巡礼

专业化分工：掀起立案审判改革的“红盖头”

申请公示催告

送达裁判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