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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足未成年人“无痕迹”回归社会

□

刘英团

1

月
25

日，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多家单位制定的《青岛市未
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下发实施。 这
是青岛市继

2006

年制定《关于落实被
判处缓刑、 管制、 免刑、 单处罚金等非
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复学、 升学问题的意
见》 之后， 在解决失足未成年人顺利复
归问题上的又一重要举措。 《办法》 规
定， 对于决定封存其轻罪犯罪记录的未
成年人， 其案件卷宗和相关资料将被实
行严格的保密制度， 未经批准， 任何人
不得查阅； 相关部门为其出具相关证明
文件时， 不记录其轻罪犯罪情况。 但法
律、 法规和规章明确要求报告的除外。

中国文化有“身份歧视” 色彩， 只
要你“进去过”， 社会规则和人情观念
就会让你低人一等。 未成年人犯罪也不
例外。 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
个令各方关注的社会问题。 对于犯罪的

未成年人而言， 刑罚本身或许并不是最
严厉的惩罚， 最令他们感到痛苦的是这
个人生污点可能将伴其一生， 给他们日
后的生活产生无穷障碍。 这非常不利于
未成年罪犯的改造和矫正， 特别不利于
其正常回归社会。 在国外， 很多国家都
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予以了明确规
定， 有的甚至是单独立法。 在我国一些
地方法院也曾“悄悄” 尝试了“消灭前
科制度”。 这一做法不但得到《人民法
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

—

2013

年）》 的肯定， 该制度也列入全国人大
法律工作委员立法规划。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标
准规则》 第

21

条规定
:

“对少年罪犯的
档案应严格保密

,

不能让第三方利用。

对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或
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能接触这
些档案。” 未成年人审判是一个国家审
判文明的体现， 青岛中院联合多家机
构封存“污点”， 让失足未成年人“无
痕迹” 回归社会， 让失足未成年人不
再一生背负“污点”。 揭去犯罪较轻少

年身上的“标签”， 消除他们的心理阴
影。 这一重要举措表明人民法院和社会
对未成年犯“不抛弃不放弃”， 竭尽所能
将一时失足带给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降
到最低， 帮助他们从歧途步入正轨。 从
刑事意义上来说， 意味着再次犯罪不会成
为累犯、 再犯； 从民事意义上来说， 所有
因前科而被限制、 剥夺的权利全部恢复。

这些都表明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审判
已经进入了精细层面。

针对封存“污点”， 让失足未成年人
“无痕迹” 回归社会的做法，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法官尚秀云曾经多次表示，

作为法官的她打心眼里关爱这些失足的
孩子， 甘愿冒一定风险帮助他们。 但是
要有针对性， 适用对象应当是罪行轻微
的初犯； 确有突出悔改表现的； 犯罪时
年龄不满

16

岁或者刚满
16

周岁。 毋庸
置疑， 《青岛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
封存暂行办法》 封存“污点” 的做法，

恰恰符合尚秀云的观点。 而且， 青岛中
院还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 建立专门的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 加强对档案的严

格管理， 未经批准， 任何人不得查阅；

相关部门为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时， 不
记录其轻罪犯罪情况。 但法律、 法规和
规章明确要求报告的除外。 而且， 青岛
中院还首创“自愿申请和相关组织提起
相结合” 的工作原则， 妥善地解决失足
未成年人重归社会的后顾之忧。

虽然封存了“污点”， 失足未成年人
可以“无痕迹” 回归社会， 可世上没有不
透风的墙， 很多人还是会通过口口相传的
方式， 对他曾经的罪行加以评说。 但建立
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必将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
的法制环境。 因此， 封存“污点”， 让失
足未成年人“无痕迹” 回归社会的确立与
实施各方面要通力合作， 一方面人们观念
上的壁垒需要消除， 另一方面还最终有赖
于国家立法机关的介入。

【新闻点睛】

■

崇仁： 诉讼提速不让欠薪案过年
新闻：

1

月
21

日， 四川籍农民工叶
长生等

3

人从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法
官手中拿到了

6721

元工钱，满怀喜悦地
踏上了返乡的列车。至此，该院受理的

9

件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纠纷， 全部给予
司法救助，全部办结，执行标的额

3.2

万
元，案件平均办结期限

19

天。

每逢年底， 正是农民工追讨欠薪案
的高发季节。 崇仁法院为农民工追讨欠
薪开辟“快车道”，从立案、审判、执行、标
的款发放等环节全程提速， 尽量适用简
易程序进行速裁和速调， 大幅压缩审理
期限，规定欠薪案最迟在春节前后办结。

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农民工，缓、减、免收
有关费用；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责令有
关企业、单位先予支付农民工报酬。并与
税收、房地产管理等部门联手，对欠薪的
企业设卡，保障农民工欠薪得以兑现。对
于欠薪严重的企业， 该院及时向劳动就

业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建议加强监管，保
护劳动者权益。

（元春华）

点评：

2003

年， 重庆市云阳县农妇
熊德明勇敢地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丈夫的
欠薪问题， 并在总理的帮助下很快追回
欠薪，成为当年的一大法制事件。如今，

6

年过去了， 农民工欠薪问题仍不同程度
的存在，除了用人单位缺乏诚信外，就是
农民工运用法律自我保护的能力较低。

让农民工流汗不流泪， 不仅是社会各界
的责任，也是人民法院一项重要工作，崇
仁法院在助推农民工维权上， 有三大亮
点：一是开辟“快车道”，为农民工讨薪立
案导诉、司法救助、审理执行等亮一路绿
灯；二是狠压审执期限，要求在一个月内
办结，确保农民工过好春节；三是实施联
动作业，让欠薪者无处遁形，无处躲债。

（点评人： 吴晓春）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章俊

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

强化落实四个方面措施

三项重点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人民
法院进一步履行审判服务职能、 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指明了方向， 也是人民法院
工作的源头性、 根本性和基础性工作。

法院工作要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 强
化落实四个方面措施， 为经济社会平稳
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是职能工作要强服务、 讲大局、

求效果， 着力增强能动司法的意识。 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工作全局， 切实增
强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 司法为民的民
本意识和维护正义的公正意识。 继续强
化能动司法的保障作用， 重点关注并处
理好涉及困难企业、 重点项目、 农村改
革和民生问题的案件。 全面把握当事人
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积极运用政策
考量、 利益平衡、 和谐司法等手段， 确
保办案的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和政治效
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队伍建设要强教育、 严治理、

树形象， 着力增强人民法院的人民性。

继续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
实践活动，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深化对
人民法院人民性的理论认同、 感情认同
和实践认同， 真正从指导思想到司法实
践体现人民法院的人民性。 认真落实最
高人民法院的“五个严禁”， 推进廉洁
司法， 抓好警示教育和示范教育， 健全
对审判权、 执行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

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 加大对先进典
型的宣传力度， 实现司法与媒体、 网络
的良性互动， 推进阳光司法， 树立“人

民法官为人民” 的良好形象。

三是法院改革要强管理、 重创新、

激活力， 着力增强法院发展的后劲。 进
一步创新党建工作机制， 切实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进一步创新审判
管理机制， 建立“审判大管理” 的格
局。 进一步创新法官业绩考评机制， 加
强目标考核和责任落实， 提高广大干警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创
新执行工作机制， 通过强化诉讼调解、

改革执行方式、 加强执行联动等措施，

努力破解执行难。 进一步创新涉诉信访
工作机制， 改革接访方式， 强化责任追
究， 扩大听证质证， 落实依法纠错， 最
大限度地平息涉诉信访。

四是基层建设要强领导、 破难题、

上水平， 着力增强基层司法的能力。 要
始终坚持抓好基层基础建设， 着力解决
影响基层工作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充分
发挥基层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前
沿阵地作用。 要建立与完善院领导联系
基层的工作制度， 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
进基层工作。 加大对基层的政策倾斜和
财力投入， 在干部任用、 人员配置、 经
费装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 抓紧推进基
层人民法庭的规范化建设， 推进“模范
五好法庭” 争创活动。

1

、 关于构建有理有据胜诉机制、 树立社会主义审判权威的
调研；

2

、 关于建设学习型法院的调研；

3

、 关于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科学运行机制的调研；

4

、 关于法院内设部门业绩考核标准换算问题的调研；

5

、 关于完善案件司法统计指标的调研；

6

、 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的调研；

7

、 关于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调研；

8

、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调研；

9

、 关于民商事审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尺度及其规制的调研；

10

、 关于违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问题的调研；

11

、 关于新类型担保方式的调研；

12

、 关于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的调研；

13

、 关于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

14

、 关于行政不作为诉讼的调研；

15

、 关于国家赔偿违法确认问题的调研；

16

、 关于执行权优化配置问题的调研；

17

、 关于建立申诉终结机制的调研；

18

、 关于规范与完善再审审查程序的调研；

19

、 关于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的调研。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
民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
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
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职能， 合
理均衡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
担， 根据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
民事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修改
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实际情况，

现就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
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
准问题， 通知如下：

一、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
讼标的额在

2

亿元以上的第一
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以及诉
讼标的额在

1

亿元以上且当事
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其辖区或者
涉外、 涉港澳台的第一审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

二、 对于本通知第一项标
准以下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 除应当由经最高人民法

院指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的以外， 均由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

三、 经最高人民法院指
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可以管辖诉讼标的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 以及诉讼标
的额在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
元以下且当事人住所地均在
其所属高级或中级人民法院
辖区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
民事案件， 具体标准由有关
高级人民法院自行确定并报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四、 对重大疑难、 新类型

和在适用法律上有普遍意义的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 可以依照民事
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由上
级人民法院自行决定由其审理，

或者根据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决定
由其审理。

五、 对专利、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案件和涉
及驰名商标认定的纠纷案件以及

垄断纠纷案件等特殊类型的第一
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确定管辖
时还应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上述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

六、 军事法院管辖军内第一
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标准， 参
照当地同级地方人民法院的标准
执行。

七、 本通知下发后， 需要新
增指定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的， 有
关高级人民法院应将该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
事案件的标准一并报最高人民法
院批准。

八、 本通知所称“以上” 包
括本数， “以下” 不包括本数。

九、 本通知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之前已经受理
的案件， 仍按照各地原标准执
行。

本通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二
○

一
○

年一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

法发〔

2010

〕

5

号

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

2009

年， 全国许多法院
的院长纷纷走进网络， 与广大
的网民朋友进行网络在线互
动。 院长们不失诚恳的交流，

解答了网民的诸多问题， 揭开
了司法神秘的面纱， 让广大网
民深切了解到， 法院在促进司
法公正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而
这些努力， 归结为一句话， 那
就是： 司法的本质在于公开。

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
经济， 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
发展离不开法院的司法工作，

这从涌入法院逐年上升的案
件数就可以得到证明。 法院
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 都关
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
系到他们的盛衰荣辱甚至生
命。 正因为司法具有如此大
的“杀伤力”， 社会公众才会

对司法公正给予深切的期待。

而要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法院
工作的终极目标， 无论是法
律专家还是网民， 都想出各
式各样的招数， 法院自身也
是施展浑身的解数， 但任何
招数， 要想起到实效， 都离
不开司法公开。 只有司法公
开， 才能切实地保障司法公
正， 所以说， 司法的终极目
标是公正， 但其本质要求是
公开。

司法公开主要是司法程序
必须公开。 案件从立案到庭审
到裁判， 每一道司法程序， 每
一个司法环节， 都应该置于老
百姓的监督之下。 都说阳光是
最好的防腐剂， 只有公开每一
道办案的关口， 让当事人“看
得见”、 “摸得着”， 能够亲身
感受到它是公正的， 这样的司
法才能让人放心， 做出的处理
结果才能让人信服， 司法的公

信力在司法公开的基础上， 才
会得到提升。 司法公开才能最
大限度地消除“潜规则”。

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潜规则” 似乎已是无处不在，

这种权钱交易的方式， 人们虽
然深恶痛绝， 但一旦有“事”

缠身， 又都想竭尽所能地找关
系、 托人情。 司法在这样的大
气候下， 也毫无例外地沾染了
这种恶习， “官司刚进门， 两
头都托人” ， “吃了原告吃被
告” ……这些流行语， 一定程
度上揭示了司法的不公和人们
的无奈， 司法腐败案件的不时
发生， 更使本就不十分强壮的
司法一再受到伤害。 而要改变
这种不良的状况， 司法公开是
永远唯一的选择。 因为只有司
法公开了， “潜规则” 之下的
暗箱才会被揭开盖子， 司法的
不廉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司法
不公才能得到最彻底的治理。

司法的本质在公开

□

周晓清

上接第一版
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法官， 处理的案

件几乎都是与农村农民有关的。 而这些
案件， 在我这个农村孩子看来， 恰恰都
是不好处理的。 一是农民法律水平低，

认死理， 许多官司争的就是一口气， 案
结事难了； 二是乡土社会自有一套秩序
存在， 不能简单照搬国家法律， 或者许
多问题根本就无法可依。

但是， 我看陈燕萍审案， 简直有如
信手拈来， 游刃有余。 她的那套“陈燕
萍工作法”， 是她扎根乡土十四年来的
结晶， 对农村司法问题看得清、 把得

准、 下药亦得当。

比如， 那个一辆车四个主的案件， 询
问当事人的过程非常精彩， 逻辑严密， 一
环扣一环； 那个故意写错收条时间意图敲
诈钱财的案件， 陈燕萍利用心理学揭开了
事件的真相。 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 总
之， 一个感受就是， 陈燕萍这个女人脑子
里怎么有这么多道道啊———

中宣部的陈建奇老师看了陈燕萍的事
迹材料后， 告诉我： 好多案例都能拍成非
常精彩的电视剧了， 绝对能够吸引人。

爱流泪， 有智慧， 这就是我眼中的陈
燕萍。

爱流泪 有智慧

申请人北京华戎天成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

22883201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未填、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0

年
1

月
21

日、票面金额
13 500

元）丧失，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雷鼎金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51281141

、

51281142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未填、背书人未填、签发
日期

2010

年
1

月
30

日、票面金额各
5

万元）丧失，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斯帕科沃德工贸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36839120

、 出票人北京天超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持票人同申请
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09

年
1

月
21

日、票面金额
5240.6

元）丧
失，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
无效，本院现已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
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斯帕科沃德工贸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21878683

、 出票人北京天超仓储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持票人同申请
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09

年
1

月
21

日、票面金额
1008.8

元）

丧失，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
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
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同大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因

2010

年
1

月
4

日签发的
票号为

DB/01 05186166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不慎丢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四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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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
]

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苏杰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

人为常熟东方木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上海苏杰化工有限
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13

日，

票面金额为
4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462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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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苏杰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

人为常熟东方木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上海苏杰化工有限
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1

月
3

日，

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462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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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金盾化纤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出

票人为常熟市兴特鑫针织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张家港金纺纱业
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江阴市金盾化纤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8

日，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463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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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恒一塑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双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张家港万兴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芜湖恒一塑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12

日，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181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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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三星铝盘头制造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

人为常熟伊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无锡市宝露纺织被服有限
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永康市三星铝盘头制造厂，出票行为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7

月
20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46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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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

人为江苏力宝建材工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张家港市通惠化工机械有
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行常熟支，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3

日，票面金额为
42750

元，

票据号码为
0514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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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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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受理了陕西鑫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毁损的由阜宁建行签发的票据号码为

EA/01

00698733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18

日，出票人盐城市建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阜宁邦捷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经背书转让给申请人陕西鑫诚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

以该银行承兑汇票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因单位火灾被烧残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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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阜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燕宝汽车有限公司因遗失票码为“

GS/02

”

07285977

号，

票面金额为
19

，

750.00

元，出票人为辽宁东富消防实业有限公司大连远
鸿分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同申请人，付款行为大连甘井子农村合作银行
的转帐支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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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交城县华瑞铸造有限公司因不慎将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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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4913839

，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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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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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06422460

，出票日期
2010

年
1

月
15

日，出票人乌海市通用
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乌海市商业银行，收款人为申请人，收款人开
户银行工行呼市东门外分理处，出票金额

15

万元，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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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金盾化纤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

为
CA/01 02241562

，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行为农行上虞支行，出
票人为浙江日丽太阳能制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海宁天创集热管有限公
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1

月
4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0

年
5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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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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