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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

1479

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 本报记者就《规定》的起草背景、指导思想、

意义和主要内容等， 访问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彦明。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 加
强合议庭职责，完善规范合议庭工作，是建立
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记者：合议制改革是人民法院“一五”、“二五”

改革的重点之一。 为什么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和
工作机制改革和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又将合
议庭制度纳入重点改革任务？

卫彦明：的确，合议制改革一直是人民法院司
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合议庭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
审判组织，合议制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方式，

在发挥合议庭成员集体智慧，防止个人专断，实现
审判资源有效配置，发扬司法民主，确保诉讼程序
和裁判结果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十年来，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合议庭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2

年《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在总结
各地法院审判经验的基础上， 对合议庭的工作程
序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但合议庭与审委会、院
长、庭长、庭务会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 所
以，

2009

年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和《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再次在“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项目中明确了“加强合
议庭和主审法官职责”的改革任务。

按照中央的要求，“合议庭制度改革”作为“审判
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子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

中央政法委、人大内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协
办。

2009

年年初成立子课题组后，经过一年的调研
论证，召开了十多次四级法院业务庭室负责人、审判
一线法官、 专家学者参加的调研座谈会和改革方案

论证会。课题组广泛听取了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院
内各部门的意见，征求了全国人大内司委、中央政法
委办公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协办单位的意见。十多
次修改完善《规定》后，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的司法解释。

立足解释功能定位，强调承前启后原则，

注重针对性、实践性原则、坚持民主原则
记者：《规定》在起草过程中，确立哪些原则？

《规定》的出台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规定》与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
作的若干规定》是什么样的关系？

卫彦明：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在起草《规定》过
程中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严格遵循立法精神。 立足于司法解释功
能定位，以合法性为前提，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
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尽可能在工作层面上规
范完善合议庭制度，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二是
强调承前启后原则。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是一个比
较全面、系统地规定合议庭职责、规范合议庭工作
机制的司法解释。

2007

年《关于完善院长、副院
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
意见》也是完善合议庭制度的一个重要文件。上述
两个文件在强化合议庭职责、 规范合议庭工作方
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规定》对上述两个文件已
有的内容没有再重复规定。根据形势发展，对一些
没有规定的和亟须规范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三

是注重针对性、实践性原则。《规定》主要针对当前
合议庭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问题， 找准影
响制约合议庭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症结所在，不
务虚，不贪大求全，力求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
是坚持民主原则。课题组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
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以及从事
审判工作一线法官的意见，努力做到兼听则明。

《规定》的出台对建立运转顺畅、功能健全、科
学规范、 完善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厘清了
合议庭内部、外部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合议庭整
体效能；二是强化了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工作效
率；三是加强了审委会、院长、庭长以及庭务会等
对合议庭的监督指导，完善审判资源配置，建立健
全科学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 四是通过健全合议
庭的考评机制和责任机制， 抓好合议庭制度的落
实，确保合议庭功能的正常发挥。

《规定》作为新形势下强化合议庭职责、规范
合议庭工作机制、 确保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
的重要司法解释，是对《

2002

年合议庭规定》以及
其他改革意见的补充和发展。 《规定》中没有涉及
到的内容，按照《

2002

年合议庭规定》的要求执
行。但以往发布的司法解释与《规定》不一致的，以
《规定》为准。

找准制约合议庭功能发挥的瓶颈， 有针
对性地破解合议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记者：《规定》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致力于解决

哪些问题？

卫彦明： 合议庭制度改革不是一个单纯审判组
织改革的问题， 它涉及到法院的审判管理机制以
及法院的人事管理、 职业保障等诸多问题。 完善
合议庭制度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解释解决所有问
题， 有些体制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其他配套的改革
措施。 《规定》 起草之初， 我们就明确了不贪大
求全的原则， 优先考虑一些合议制迫切亟须解决
的问题， 考虑通过完善工作机制， 循序渐进地推
进改革。 《规定》 共有

12

个条文， 主要涉及合议
庭组成方式、 合议庭职能分工、 合议庭内部运作
机制、 合议庭与审委会、 院长、 庭长、 庭务会等
的关系、 合议庭考评机制、 合议庭责任机制等几
个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规定， 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
通过明确合议庭的组成方式以随机组成为主， 避
免固定合议庭存在的弊端。 但也鼓励进行专业
化合议庭建设， 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功
能； 二是通过明确合议庭内部审判长、 承办法
官及其他成员的职责和权限， 强化合议庭职责，

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 三是通过规定合
议庭成员共同庭审、 阅卷、 评议等内容， 进一
步完善合议庭工作运行机制； 四是通过理顺合
议庭与审委会、 院长、 庭长、 庭务会等的纵向
关系， 逐步解决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倾向， 寻
求合议庭履行审判职责与院长、 庭长的监督指
导权之间的平衡； 五是通过完善和改进考评机
制， 建立合议庭负责制， 充分发挥合议庭依法履
行审判职责的职能作用。

面临“案多人少”的矛盾，完善合议庭制度需要
相关配套措施， 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
完成。

记者：当前许多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矛盾，

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缺乏， 法官的工作压力日益繁
重。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法官不是不愿意尽职尽责履
行参加合议庭的工作职责，而是自己承办案件积压，

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人的案件。在合议制改革中，

如何处理强化合议庭职责与审判资源欠缺的矛盾？

卫彦明：随着案件数量急剧增多，人民法院审判
工作日益繁重，“案多人少” 的矛盾是当前许多法院
迫在眉睫、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通
过合议庭制度改革就可以全部完成的。

合议庭制度的完善需要配套相关的改革措施来
共同实现。 一是建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进一步发挥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通过案件繁简分流机
制，使大量简易案件转入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优化
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推动诉讼与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的改革，使大量纠纷化解在
诉讼外解决机制中； 二是进行民事简易程序改革，或
者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建议，扩大独任制和简易程
序的适用范围，延长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限制合议
制适用范围，让合议制真正适用于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或者新类型案件等；三是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管理
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审判管理体系，把院长、庭长行
使监督指导的审判管理权与行政管理权区分开来，健
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四是通过优化职权
配置改革，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加大对法院审判力量
的投入和对法官职业保障的力度，实现审判力量和案
件数量的均衡。 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统筹
协调各种相关工作机制， 才能有效解决合议庭制度
面临的诸多难题。这几项改革的配套措施，也是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任务的重点之一。 相信通过上述
改革工作的推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运行顺畅、

功能健全、 科学规范、 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合议庭的审判职
责， 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
关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
审判组织。 合议庭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
件的审理、评议和裁判，依法履行审判职
责。

第二条合议庭由审判员、助理审
判员或者人民陪审员随机组成。 合议庭
成员相对固定的，应当定期交流。 人民
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应当从人民陪审
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第三条承办法官履行下列职责：

（一）主持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进
行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

（二）拟定庭审提纲，制作阅卷笔录；

（三）协助审判长组织法庭审理活动；

（四）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制作审理报
告；

（五） 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的，受审判长指派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

（六）制作裁判文书提交合议庭审核；

（七）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依法不开庭审理的案件，

合议庭全体成员均应当阅卷，必要时提

交书面阅卷意见。

第五条开庭审理时，合议庭全体
成员应当共同参加，不得缺席、中途退庭
或者从事与该庭审无关的活动。 合议庭
成员未参加庭审、中途退庭或者从事与
该庭审无关的活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

应当纠正。 合议庭仍不纠正的，当事人
可以要求休庭，并将有关情况记入庭审
笔录。

第六条合议庭全体成员均应当参
加案件评议。 评议案件时，合议庭成员
应当针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
律适用、裁判结果以及诉讼程序等问题
充分发表意见。 必要时，合议庭成员还
可提交书面评议意见。

合议庭成员评议时发表意见不受追
究。

第七条除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

案件外， 合议庭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
多数意见的案件，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下列案件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
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 合议庭
成员应当参加：

（一）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
件；

（二）合议庭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
有重大分歧的案件；

（三）合议庭意见与本院或上级法院以
往同类型案件的裁判有可能不一致的案
件；

（四）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群体性纠纷案
件；

（五）经审判长提请且院长或者庭长认
为确有必要讨论的其他案件。

上述案件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不影响合议庭依法作出裁判。

第八条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副院
长、 庭长、 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
件， 并逐步增加审理案件的数量。

第九条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合议
制落实情况的考评机制， 并将考评结果纳
入岗位绩效考评体系。 考评可采取抽查卷
宗、 案件评查、 检查庭审情况、 回访当事
人等方式。 考评包括以下内容：

（一）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庭审的情
况；

（二）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庭审的情
况；

（三）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合议庭庭审
的情况；

（四）承办法官制作阅卷笔录、审理报
告以及裁判文书的情况；

（五）合议庭其他成员提交阅卷意见、

发表评议意见的情况；

（六）其他应当考核的事项。

第十条合议庭组成人员存在违法审
判行为的，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
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规定追究
相应责任。 合议庭审理案件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合议庭成员不承担责任：

（一）因对法律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
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

（二）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
差而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

（三）因新的证据而导致案件被改判或
者发回重审的；

（四）因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而导致
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

（五）因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
撤销或变更而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
审的；

（六）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
担责任的情形。

第十一条执行工作中依法需要组成
合议庭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
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77

次会议
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0

年
1

月
14

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2009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9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0

〕

1

号

为依法保障和规范人民陪审员参加
审判活动，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
定》 等法律的规定， 结合审判实际， 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
事、 民事、 行政案件， 属于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
议庭进行，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
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一） 涉及群体利益的；

（二） 涉及公共利益的；

（三）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

（四） 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第二条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 民
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 行政案件原告申请
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 由人民
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

人民法院征得前款规定的当事人同意
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判
案件的， 视为申请。

第三条第一审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案件后应当明确告知本规定第
二条的当事人， 在收到通知五日内有权申
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

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
交的申请后， 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 应当
组成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
判。

第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七日前
采取电脑生成等方式， 从人民陪审员名单
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

第五条特殊案件需要具有特定专业
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人民法院
可以在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范
围内随机抽取。

第六条人民陪审员确有正当理由不
能参加审判活动， 或者当事人申请其回避
的理由经审查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重新确定其他人选。

第七条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评议
案件时， 有权对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独立

发表意见， 并独立行使表决权。

人民陪审员评议案件时应当围绕事实
认定、 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
由。

第八条合议庭评议案件时， 先由承
办法官介绍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 审查判
断证据的有关规则， 后由人民陪审员及合
议庭其他成员充分发表意见， 审判长最后
发表意见并总结合议庭意见。

第九条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
成人员意见分歧， 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
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的， 应当说明理由； 人民陪审员提出的要
求及理由应当写入评议笔录。

第十条人民陪审员应当认真阅读评
议笔录，确认无误后签名；发现评议笔录与
评议内容不一致的，应当要求更正后签名。

人民陪审员应当审核裁判文书文稿并
签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9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7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0

〕

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已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79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一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
———访最高人民法院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彦明

本院受理高兴明申请宣告许丽慧死亡一案，经
查：许丽慧，女，

1963

年
1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兰州
市城关区滩尖子

300

号
3

号楼
3

单元
802

室，身份证
号：

6201026301253154

。许丽慧于
2005

年
8

月
15

日起
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丽慧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

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甘肃
]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华、 潘元菊申请宣告刘志强失踪一

案，经查：刘志强（又名刘远文），男，

1998

年
4

月
26

日
出生，汉族，广东省普宁市人，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
区茶山矿东区

180

号，于
2004

年
4

月
23

日走失，至
今下落不明。 希望刘志强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广东
]

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尚群申请宣告梁佩珊失踪一案，梁佩

珊，女，汉族，

1934

年出生，原住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
周村村民委员会龙池村，于

1960

年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梁佩珊本人或知其下落者
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

0757-87724171

）。 公告
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广东
]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颜艳妮宣告李隆基失踪一案， 经查：李

隆基，男，

1999

年
11

月
19

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广水
市人，学生，为申请人儿子。李隆基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被人从学校拐骗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李隆基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湖北
]

广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以茂申请宣告王亚豪死亡一案，经

查：王亚豪，男，

1986

年
10

月
2

日出生，汉族，甘肃省

民勤县人， 原住甘肃省民勤县收成乡中和村七社
28

号，于
2009

年
12

月
3

日在随“辽丹渔
23627

”号渔船
从事渔业生产时，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3

个月，希望王亚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士孝申请宣告董桂玉失踪一案，经
查：董桂玉，女，

1956

年
2

月
6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为

370502195602063225

， 与申请人王士孝系夫妻关
系，于

2006

年
1

月
18

日失踪。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董
桂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依法裁判。

[

山东
]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乃浩、李乃成、李乃宜、李乃祥申请宣

告李利民死亡一案，经查：李利民，男，

1962

年
1

月
29

日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西关前进街
524

部队
3

单元
101

号， 于
2005

年
9

月从住所处走
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利民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山东
]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贾慎言申请宣告王长川失踪一案，经

查：王长川，男，

1946

年
8

月
6

日出生，汉族，籍贯陕西
省大荔县，退休工人，原在西安第二运输公司工作，原
住址大荔县八鱼乡阿寿村五组， 于

2006

年
10

月
23

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王长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长川
失踪。

[

陕西
]

大荔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尊金、赵华英申请宣告张良辉

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良辉，男，羌族，

1974

年
6

月
3

日出生， 住北川羌族自治县香泉乡紫霞村三组。

被申请人张良辉于
2000

年
5

月外出后， 下落不明已

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张良辉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淑英、刘华安申请宣告刘桂珍死亡一

案，经查：刘桂珍（刘桂珍，女，

1971

年
2

月
8

日出生，

汉族，眉山市东坡区人，农民，住东坡区悦兴镇莲墩街
6

号）于
1997

年
8

月
7

日起，因离家外出下落不明已
1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桂珍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享同、叶维芳、张叶中申请宣告张仁

敏死亡一案，经查：张仁敏、男，

1961

年
1

月
25

日出生
（身份证号

33262619610125001X

），汉族，籍贯浙江省
三门县，住浙江省三门县海游镇西山路

67

号，因患有
癫痫病，于

2003

年
11

月
15

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张仁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联系方式：浙江省三门
县人民法院

0576-83367936

，公告期限为一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浙江
]

三门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明睿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因丧
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0

年
1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丧失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16

日， 该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25798242

，金额为
188000

元，出票人为北京文德荣达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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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吉意锐新技术中心因丧失转帐支票一
张，于

2010

年
1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丧失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7

日，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31774314

，金额为
7560

元，

出票人为北京华泰莱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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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利富高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转帐支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DE/02 19153629,

收款人、出票
日期、金额均未填写，出票人未填写，持票人同申请人，支
付银行中国银行通州支行， 未经背书的中国银行转帐支
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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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越秀区合颂百货店因遗失其所持有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大沥支行支票（号码：

EG/0221091101

，金额：

13300

元，票面的收款人为空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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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东海科伦特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佛山

市高明区明城镇阿秀经营部于
2010

年
1

月
31

日发出给
佛山市东海科伦特机械有限公司的广东发展银行佛山南
海分行营业部支票（号码：

GG/0207872285

，金额：

100000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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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津市翔瑞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四

张，于
2009

年
12

月
1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分别为

DB/

01 04261119

、

DB/01 04261120

、

DB/01 04261121

、

DB/01

04261122

、票面金额均为壹拾万元、出票人均为山西鑫升焦
化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河津市翔瑞商贸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均为

2009

年
5

月
25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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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爱彼线带有限责任公司因持中国光大银行

杭州萧山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00889344

号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浙江大彩绗缝制品有限
公司，收款人昆山爱彼线带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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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亿荣工贸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号码为
GA/01 01769729

，出票日期
2009

年
11

月
16

日，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5

月
16

日，出票人嘉利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路桥支行，汇票金
额人民币

47000

元， 收款人台州市亿荣工贸有限公司）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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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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