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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案结事了意识， 引导调解自
动履行。 提高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内容当
庭履行率， 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调解阶
段， 要注意了解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和履
行能力， 对当事人有履行能力的案件，

要努力促使义务人当庭履行， 实现纠纷
的彻底解决。 人民法院要建立监督评价
和定向规制调解案结事不了， 当事人消
极履行或不履行和解协议所滋生后续执
行等不和谐问题。 着重在规范调解、 促
进调解自动履行、 完善调执衔接机制、

评价调解工作质量和引导案结事了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引导评价。 在继续大力倡
导调解工作时， 增设调解自动履行率正
方向指标和调解申请执行率负方向指
标， 与传统的调解率指标进一步整合，

全面评价调解工作质量和效果。

◎

增设调解书履行保证条款或违约
惩罚性条款， 加大当事人违约履行成
本。 调解书要促成当事人明确约定履行
保证条款或违约惩罚性条款， 未按协议
内容不依约履行、 拒绝履行的， 权利人
在调解中放弃的部分债权、 利益， 可以
追加履行， 合并执行。 约定违约履行、

拒绝履行的义务人给付一定数额或一定
比例违约金， 增加违约当事人履行人成
本。 从而引导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
时， 保证兑现承诺， 促成当事人自觉履
行调解协议内容。

◎

注意运用财产保全措施和债务履
行担保制度， 提高审判为执行服务意
识。 注意运用财产保全措施和债务履行
担保制度， 确保争议财物、 诉讼标的可
控性。 承办人要树立审执一盘棋思想，

在调解中注意掌握当事人财产状况， 通
过法律释明提示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和
法院依职权保全相结合， 确保保全措施
到位。 有条件的调解协议可约定义务人
提供相应履约保证的财物和第三人担保
履行的制度， 更有效保证权利人权益实
现。

◎

实行调解协议督促履行制度， 延
伸调解案结事了工作。 承办法官在多数
案件调解过程中， 竭尽所力做了当事人
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缓解了当事人诉
争的对抗情绪， 缩小了分歧， 从而促使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当事人在签收调
解书后， 一般会基于对承办法官或对法
院的信任， 在承办法官或法院善意提示
履行时， 当事人一般会主动去履行自己
的承诺。 加强调解后续履行事了工作，

体现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要求。 承办人

对调解未即时履行的当事人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提示当事人按期履行， 避免
当事人因遗忘或疏忽进入执行程序； 人
民法院可以成立调解自动履行监督组，

由专人负责或挂靠调解室完成调解协议
自动履行提示、 督促工作。 对经督促仍
不如期履行的当事人， 或发现当事人有
逃避债务、 隐蔽财产等行为的， 人民法
院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启动执行程序。

◎

建立执行和审理法官联系制度，

加强调执协调衔接。 立、 审、 执分离不
应该是各自独立的管理， 而应该是相互
监督下的有机统一的管理。 民事调解书
的内容应当明确、 具体、 合法和具可执
行性。 涉及对特定物及行为执行的， 对
调解合同解除或无效后导致的法律后
果， 如合同标的物是否返还等内容能够
明确的， 应当在调解书中明确表述。 执
行法官对依据调解书进入执行的要及时
与审理承办法官联系， 了解当事人和案
情， 有利于准确切入和有针对性开展执
行工作。 对进入执行的调解书内容不够
明确、 具体的， 及时与相关业务庭和承
办法官沟通、 反馈， 促进业务庭进一步
改进、 规范调解工作。

◎

完善立法修订， 拒不执行调解书
纳入刑罚惩治。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
和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 调解书经当
事人签收后， 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 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
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 调解书的
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 经法
院确认、 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 具有
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
书。 它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建议修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改为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 调解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 使对那些
拒不执行调解书的行为进行追究有法可
依。 实现对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当事人与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的当事人同等的打
击力度。

民事调解作为我国人民法院一项重
要的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 对消除当事
人的对抗情绪， 彻底解决纠纷有着不可
替代的功效。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
下， 进一步提高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 加强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 促成调
解案件真正意义上的案结事了， 更有效
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人民法
院审判工作真正意义上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

一、 法院调解工作运行的基本态势

####################################

完善调执衔接机制 力促案结事了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09

年底组织了对辖区法院民事调解案件的
自动履行情况的全面调研， 重点对当事人未自动履行调解协议内容而进入执行
程序运行的基本情况、依据调解书申请执行的案件在实际执行中发现的问题、提
高调解自动履行率对策建议、调执相兼顾衔接方法、监督调解协议自动履行机制
的可行性意见共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 并对民事调解案件自动履行情况数
据进行分类统计调查。 该院为此组织了

18

场次座谈会、抽查了
3000

多本案卷、检
查了

60129

件调解结案和执行收结案数据、收集了
13

份监督调解协议自觉履行机
制调研意见。根据调研结果，该院撰写了分析报告，出台了《关于提高调解案件自
动履行暨调解工作质量监督评价实施办法（试行）》的文件，增设了“民事调解自
动履行率”、“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民事调解案件申诉率”、“民事调解书
瑕疵率”等指标，完善和科学评价民事调解工作质量。

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 能有效钝化
矛盾，缓解当事人冲突和对抗，促进诉争
和矛盾纠纷的化解， 最大限度促进案结
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加强诉讼调解引导， 加大调解指标评价
权重，努力提高调解结案比率，全方位重
视调解工作， 彰显了人民法院和谐司法
的理念。近几年来，法院调解工作出现了
新的特点和运行走势。

◎

诉讼调解结案比例高， 调解工作
显成效。自

2004

年以来，徐州市辖区法院
民事调解结案率不断攀升， 调解率从
2004

年的
32.25%

， 至
2009

上半年的
49.16%

，调解率上升了
16.96

个百分点（见
图示一），

2009

上半年， 辖区
11

家基层法
院，调解率在

50%

以上的有
5

家，占基层法
院总数的

45.45%

。 调解结案案件的比率
不断上升

,

也导致了判决结案案件比例不
断下降

,

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而上诉案件
的数量也在减少

,

上诉率不断下降，

2004

年全市法院上诉率
12.1%

，

2009

上半年上
诉率为

7.41%

，同比下降了
4.69

个百分点，

一审裁判服判息诉有了较大提升。 同时
反映案件质量的主要指标被改判发回率
同比下降幅度也较大，

2004

年被改判发
回率为

2.44%

，

2009

年上半年被改判发回
率为

0.52%

，同比下降了
1.92

个百分点
(

见
图示二

)

。 调解率是社会效果指标，调解
率指标的良性运行， 不仅推动了社会效
果指标的上升， 也有效推动了案件质量
指标的提升。加强调解工作，无论是考核
评估的现实推力， 还是和谐司法的内在
需要，都得到各级法院的普遍重视，调解
率不断攀升，案件质量不断提高，加强调
解后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趋好。

◎

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比例高， 调解
案结事未了。据市中院专项调查，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 徐州全市基层法院审
结民事案件

48846

件， 其中调解结案
22724

件，调解率为
46.52%

，同期，依据调
解书申请执行的

7431

件（其中依据一审
调解书申请执行的

7314

件、 依据二审调
解书申请执行的

117

件）， 民事调解案件
申请执行的比例为

32.7%

，其中二审民事
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的比例为

13.36%

，在
11

家基层法院中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比
例高于

40%

的有
3

个法院，

30%

至
40%

的有
4

个法院、

30%

以下的有
2

个法院。 当事人
不按期履行调解协议而申请执行的案件
高发， 调解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案结
事了，打了“折扣”，调解息诉不够彻底。

◎

执行收案以调解书为依据多，执
行工作添新忧。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

全市基层法院执行新收案件
18891

件，依
据调解书申请执行

7431

件， 调解书申请
执行占执行收案

39.34%

， 最高的占
51.41%

，最低的占
27.3%

，有近五成法院
其比例在

40%

以上。 如不含刑事附带民
事、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仅统计民事申请
执行案件， 依据民事调解书执行的案件

占民事执行收案的比例更高。 调解书进
入执行程序后， 人民法院的执行承办人
要对当事人在诉讼中调解协议内容和调
解工作作更多的了解， 执行人员普遍反
映执行调解书比执行判决书更加不易。

部分案件因权利人在调解中放弃了部分
实体权利， 但负有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仍
不如期履行，致使权利人心态失衡，在诉
讼中那种妥协性的、 暂时性的诉争息诉
平衡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打破”，当事
人不认可或反悔调解协议在执行过程中
屡见不鲜，调解书公信力受到“挑战”，调
解书执行带来更多的困难。

◎

执结调解案件自动履行、和解高，

当事人懈怠履行软抵触。 同期，依据调解
书申请执行已执结的

7245

件案件数据中，

当事人自动履行
3118

件， 自动履行率
43.04%

；和解执结
1749

件，和解率
24.14%

。

依据调解书申请执行的案件自动履行率、

和解率较高，两项执结方式占
67.18%

。据调
查统计，当事人对调解书内容持消极履行
态度即懈怠履行的

4533

件，其懈怠履行率
为
62.57%

，懈怠履行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诚
信意识欠缺的反映，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人民法院后续督促工作机制有些缺失，

导致调解书进入执行程序。 但在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 经过人民法院的依法传
唤、释法、执行提示等，多数当事人还是
能自动履行或和解履行，高达

67.18%

的自
动履行、和解履行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审
判法官在案件调解中“深度”不够，未在
彻底案结事了上下足“功夫”，也反映了
当事人如期履行承诺消极。 当事人在庭
上表象的和解，实际矛盾心结未解“气未
消”，消极抵触情绪仍然存在。

◎

拒不履行调解书案件比例高，利
用调解恶意避债难防范。 当事人拒不履
行调解书， 法院采取强制等措施进行执
行的

1162

件， 当事人拒不履行率占
16.04%

； 因对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书有
异议、协议内容不明确等执行困难的

155

件，调解书执行困难率
2.14%

，调解书执
行困难率虽然比例较小， 但从执行条线
上的反映，此类案件执行非常困难，是执
行案件中的“骨头”案。 另执行终结占到
17.31%

，执行终结中当事人撤回申请、无
可供执行财产、 下落不明和暂时终结的
案件占主要比例，特别是暂时终结，待日
后发现当事人有财产后再申请执行的案
件在执行终结中也占一审比例。 当事人
拒不履行调解书、 抑或调解后下落不明
躲避执行、 抑或调解后隐匿财产逃避债
务等等， 实质反映人民法院组织调解的
开始，当事人就在蓄意利用调解。民事调
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自觉自愿的
守法意思和履约行为， 法官对调解协议
的内容主要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对于
当事人主观内心存在的借调解之机行虚
假承诺的行为，法官是无从直接洞察的，

当事人利用调解恶意逃避难防范。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重要
制度之一， 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
阶段。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充分利用诉
讼调解的优势功能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
会和谐、实现案结事了。 调解已成为人民
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手段。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定》的下发，对人民法院调解工
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求进一步地明确化、规
范化，有效地推动了法院的调解工作开展，

案件调解率大大提高，大量的诉讼纠纷被

化解，社会矛盾被钝化，实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但也有部分法官过于偏重诉讼中的
调解工作时，忽视了调解后当事人的后续
履行，一些调解书所确定的权益内容，义务
当事人未在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内自
动履行， 造成权利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当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
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后， 调解书执行的
问题被凸显出来。 调查研究诉讼高调解
率下的低自动履行率的现象， 成为人民
法院日益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偏高既有审判
导向上的偏差， 也有审判与执行工作上
的脱节，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审判评价导向偏重调解， 审判与
执行工作缺少衔接。 目前， 加强诉讼案
件的调解解决， 既能有效钝化社会矛
盾， 缓解当事人诉争对抗， 也能促进
审判质量效率得到较好的评价， 符合
人民群众对司法的现实需求， 也符合
人民法院内部管理提升司法能力的需
要。 各法院加强调解引导， 对诉讼纠
纷要求全程、 全员、 全面调解， 调解
工作已贯穿于诉前、 诉中、 诉后和立、

审、 执各个环节。 人民法院审判与执
行相对独立， 审判法官在审理过程中
考虑息诉问题较多， 考虑调解后当事人
履行问题较少， 对调解书生效后的执行
问题考虑更少， 忽视了调解书的执行问
题。

◎

当事人以调解作为拖延给付、 减
轻履行义务的手段， 履行义务缺乏诚
意。 人民法院努力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义务当事人， 特别是债务人也抓
住了债权人急于收回款项的心理， 将债
权人在欠款数额上及履行期限上作出让
步作为同意调解的前提条件， 施压于承
办法官， 施压于权利当事人， 而其本身

并无自觉履行的诚意， 只是借调解少履
行债务、 不履行债务和拖延履行债务。

在约定的履行义务期间， 义务人不是积
极主动地去履行义务， 而是转移财产，

逃避义务， 避而不见， 更有甚者下落不
明， 给执行带来困难。 也有一些债务人
无力履行债务， 通过拖延履行时间或回
避上诉权等多种原因， 在案件审理中隐
瞒当时或在达成调解协议的一段时间并
无履行能力的事实， 与债权人协商达成
调解协议， 以尽快了结诉争。

◎

当事人恶意串通， 通过调解达到
非法目的。 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调解也
不同程度存在。 方式多样， 目的无非
一个即达到非法目的。 如通过诉讼转
移财产所有权， 逃避执行； 未经案外
人同意， 擅自给其设定义务； 一旦调
解书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后， 案外人
提出执行异议使执行出现困难。 其次
是利用调解， 恶意拖延执行。 双方当
事人在案件审理中达成调解协议时，

一方或双方以自己的实体权利的放弃
和实现权利时间的推延为代价作出了相
应的让步。 在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再
要求申请人在履行时间或实体权利上做
一定让步， 一般很难被权利人接受， 调
解就为一些恶意欠款逃避债务的当事人

二、申请执行率高和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

以可乘之机， 并最终导致执行困难或无
法执行。

◎

调解书中确定履行制约措施不
足， 当事人违约履行成本不高。 承办法
官在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 缺乏
引导当事人加入违约履行惩罚性条款的
意识。 有的权利当事人过于相信义务当
事人的“承诺”， 单纯地认为义务当事
人在法院所作的履行义务的承诺会自觉
遵守， 因而忽略了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
确定履行制约措施， 对未依约履行可能
会受到的利益损失方面缺少约定或约定
不够， 调解协议对于义务当事人的约束
力不够， 助长了义务当事人的违约履
行。 此种情形在终结执结案件中占较大
比例。

◎

调解协议内容表述上不严谨， 致
使执行困难。 执行标的物所有权属不明
确， 法院对协议中的执行标的物的所有

权属（如房屋所有权、 企业财产权属
等） 没有核实查清， 导致在案件进入执
行阶段后因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或在执
行中法院查明标的物并非被执行人所有
的财产而无法执行。 执行标的额不明
确， 在一些给付之诉中， 经调解书确定
可申请法院执行的标的额与当事人的
诉讼标的额不一致， 部分金额已在诉
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履行完毕， 而调解
书对实际应执行的标的额叙述不明确，

导致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就执行标的额
产生争议而无法执行。 调解书中当事
人身份信息与实际身份信息有出入，

也造成了执行困难。 调解协议约定内容
不明确， 理解上存在歧义的， 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 权利人与义务人甚至与审
判法官对协议内容的理解均不同， 形成
多种理解结果， 造成难以或者无法执行
等等。

三、提高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的对策建议

###########################################

———江苏省徐州中院关于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本院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挪
威耐克森公司（

Nexans Norway AS

）提出的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挪威耐克森公司
称：上海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申请人所租赁
的“建基

5002

”轮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南海琼
州海峡水域抛锚时，造成利害关系人所属的海底光缆
损坏，可能导致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
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
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的规定，向本
院申请设立数额为

237,557.5

特别提款权和自事故发
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 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申请人挪威耐克森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
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挪威耐克森公司申请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
的，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办理海事债
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该基金
中受偿。 上海海事法院

广东省高要市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作出
（

2010

）要法民清（算）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
申请人梁福全、 张广权申请高要市广发冰制品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并决定梁福全、张广权、肇庆市祥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 负责对高要市广
发冰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清算。 请高要市广发冰制品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
组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清算组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古塔
中路军西综合楼三楼（肇庆市祥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邮编：

526060

，联系人：张向东，联系电话：

0758-

2761361

。 高要市广发冰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陈海文：本院受理原告黄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法官进言、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

贵州
]

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
卢家耀（侨居新加坡）：本院受理的原告卢业珍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满

6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夏恒：本院受理常熟市东仪道路工程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尚湖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王建立：本院受理姚彩英诉你、蒋丽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尚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株洲市朝阳实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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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0041213

，票面金
额为

124000

元整，出票人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株州夫特链条输送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3

月
19

日，到期日为
2009

年
9

月
19

日，最后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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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华大涂装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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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GA/01 01613271

，票面金额为
6

万元
整，出票人为山西潞安环能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为山西潞宝集团天地精煤有限公司，付款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水西门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9

月
22

日，到期日为
2010

年
3

月
22

日，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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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

壹份（票据号码
02231556

，金额贰拾万元整，付款
人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攀钢冶金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出票日期
2009

年
6

月
30

日， 付款日期
2009

年
11

月
27

日， 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东风分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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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阳市区中力电器电缆经营部因遗失商业承

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03086674

，金额
72834.00

元，

付款人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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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顾伟芹因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金城路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H03-00786859

号的银行本
票（票面金额

220000

元，申请人顾伟芹，收款人倪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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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镇江索达联轴器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

合作银行城厢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03515347

号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旭阳针织有
限公司，收款人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背书人新疆八一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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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睦茗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因持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市心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H03-00034626

号的银行本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申请
人杭州睦茗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日凯纺织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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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汽车运输
三场申请宣告破产案。 依据《破产法》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债权人自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 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明
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 本院指定天津市汽车运输三场破产清算组为管
理人（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定
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天
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

6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
时出席。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新力机械
厂申请宣告破产案。 依据《破产法》有关规定，公告如下：债
权人自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 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
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定处理。 本院指定天津市新力机械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定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
河东区十一经路

6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
席。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或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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