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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如进食， 既要照顾口
味，又要注意营养和身体的需要

当今之世， 全世界一天推出的文
字，一个人终其一生恐怕也难于尽睹。

因此， 任何人读书都不可能不进行选
择。 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选择。

有人建议只读古书， 有人建议只
读好书或经典， 有人建议根据自己的
爱好进行选择， 有人建议根据需要进
行选择， 有人建议根据自己的理解力
进行选择，有人建议听取大腕儿、名家
的意见，等等。

在我看来， 古书未必一定就是好
书。 书的好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主观
性、地域性、时代性和相对性，经典不一
定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自己的爱好或
许正是不良嗜好，把需要作为选择标准
又太宽泛，大腕儿、名家的意见不一定
适合所有人群，更何况他们本身也各有
偏好，也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籍。

我以为，对于愿意读书的人来说，

首先应当弄清哪些书是必须读的，哪
些书是可以读的， 哪些书是可读可不
读的。 成就美德和修身养性的书是最
应该读的，与职业、工作或谋生有关的
书、增长知识才能的书是必须读的，博
闻广见之书是尽可能多读的， 休闲娱
乐消遣之书是有多余时间才读的。

其次，有志于读书的人，还必须懂
得哪些书是应当精读和反复读的，哪
些书是可以粗读或一目十行甚或只看
标题、目录及序跋的。 一般说来，公认

的名著、经典需要精读和反复读，回答
自身未弄明白的问题的书要重点读、

仔细读，没有创新点、兴奋点或者知识
含量不大的书则可以粗读或略读，与
自己职业、工作、兴趣、人生关系不大
的书不读可也。

再次，选择应读或必读之书，应因
人而异，量体裁衣。 读书如进食，既要
照顾口味， 又要注意营养和身体的需
要；读书如进补，要坚持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受补能力；读书
如买衣，一定要合体贴身，再华丽或名
贵的衣服如果不合身也不会好看，让
七岁儿童读《红楼梦》显然超过了他的
理解力；读书如交友，不仅要看其是否
有才学和德行，而且要看能否“玩儿”

在一起。

最后，书的好坏、该读不该读，不
能完全听从别人的意见， 最好是自己
亲自选择，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
口尝一尝。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 完全读好书
未必全是好事， 读一点不好的书未必
尽是坏事。 正如尽食丰腴美味可能导
致胃口全无， 而不时杂于粗茶淡饭反
而使人津津有味。 不读不好的书就不
知道好书好在何处； 一个从来没有看
过坏书、 劣书的人是无法判断一本书
的好坏的。

读书五法：书呆子的错误是
书读得太少

至于如何读书， 名人名家都开出

了不少的“方子”，都以为自己的读书
法奇妙无比。事实上，只要适合于自己
的习惯或偏好， 并使自己事半功倍地
从书中获取知识、智慧、能量，或者能
使读书人的收获与其时间投入之比最
大化的方法就是最好的读书法。 一个
人，只要他坚持不懈地读书，是一定会
找到适合于他自己的读书方法的。 在
读书方法上，我的偏好是：

以求解、弃疑的愿望读。作为一名
领导干部， 经常要被动地围绕工作的
需要读书， 以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
挑战和难题。这些问题包括理论问题、

理念问题、对策问题、伦理问题等等。

带着问题读， 就是要利用古今中外无
数人的经验、智慧、知识、能量来解决
现实问题， 就是调动千军万马为己所
用。带着问题读，不仅使读书的目的明
确具体、针对性强，而且增强了读书的
能动性和动力。带着问题读，前提是要
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提炼， 防止
伪问题、枝节问题、非本质问题、表面
问题耽误自己的时间和工夫。

以“通吃”、 比较的方式读。 要
对所关注的问题求解， 就不能凭主观
和印象加以选择， 也不能唯上唯名。

我的偏好是， 将所有相同或相近内容
的书尽可能找到， 尽可能地“通吃”、

浏览一遍。 相同部分粗读， 不同部分
细读； 已经掌握的部分略读， 尚未掌
握的部分详读。 如此， 在很短的时间
内， 可以读很多书， 在此基础上， 对
各人的观点进行梳理、 比较； 如此，

一般会对所关注的问题有一个立体的

（而不是直线或片面的）、 整体的、 历
史的、 动态的认识。 对于题材、 内容
不同的文章、 书籍， 很难进行比较评
价， 而将写同一个对象的文章、 作品
放在一起品尝， 其表达之文野、 文辞
之雅俗、 境界之高低、 思想之深浅、

理路之阔狭、 对策之巧拙、 效果之顺
逆， 无一不美丑自现。 我喜欢买类
书、 读类书， 大抵因缘于此。

以审视、 阙疑的眼光读。 孟子
云： “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是因为，

凡书都来源于作者之认识与感悟， 而
任何人的认识和感悟都具有不可避免
的局限性；特定的知识、经验都来源于
特定的实践， 一切结论都与一定的时
间、地点、条件相联系；真理的普遍性
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 “书呆
子” 呆就呆在对一家之言笃信不疑而
无视其他观点、 结论的存在； 呆就呆
在无视观点、 结论与背景、 环境和条
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呆就呆在把局
部当整体、 把特殊规则当成普遍规
则； 呆就呆在不管环境、 条件、 水
土， 拿一个模式、 规则或范型到处生
搬硬套。 从本质上说， 书呆子的错误
不是因为书读得太多， 而是书读得太
少， 把一孔之见当成普遍真理， 俗话
所谓“满罐子不荡浅罐子荡” 即是这
种现象的形象比喻。 要避免“书呆子”

的错误， 就必须以审视阙疑的眼光对
待前人的经验、认识和感悟。 即是说，

在阅读的时候，应当追问：作者表达该
观点、结论的背景、环境、条件如何？进
行移植和运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以意会、神解的心态读。读书离不
开章句文辞，否则容易荒忽其本意，但
又不能拘泥于章句文辞， 否则不能得
其甚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意会神
解的心态进行阅读。 求意会，须洞见
作者之心；求神解，则须感悟融贯之
妙。不为花言所惑，不为巧语所动，不
为文采所眩。 既要明其文内大义，又
要悟其弦外之音； 既要把握其形而下
之具象，又要领会其形而上之精神；既
要从各部分参透玄机，又要从整体上
融会贯通；既要精于由表及里、由浅
入深的挖掘， 又要善于由此及彼、由
近及远的跨越。

以拾遗补缺和创新的勇气读。 从
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 任何书本都是
人们认识真理的阶梯， 而不是认识真
理的终结。 尽管面对作者辛勤劳动的
成果， 尤其是面对名著和经典， 必须
具有“观天下书未遍， 不得妄下雌
黄” 的谨慎， 但是， 又不能迷信古人
和经典。 法国的伏尔泰曾说过： “任
何有益的书， 一半的益处是由读者本
人去创造的。” 从社会功利的角度看，

读书的目的不是让读者重复作者已经
发现的东西， 而是要让读者站在作者
的肩头， 去发现更多的作者没有发现
的东西。 因此， 在掩卷之余， 应当检
点有无拾遗补缺之可能， 有无商榷论
讨之空间， 有无创新发挥之余地。 如
此学而思、 思而学， 方能避免成为
“学而不思则罔” 或“思而不学则殆”

的半路学人。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眼中的全国优秀法官黄植忠

□

卢思莹

———我的读书感悟

（一）

初见植忠， 当时我在广东省惠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工作。 一篇来自博
罗县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守天平一心人
民为民树形象》 的文章引起了院领导的
关注， 院里要求我们深入了解植忠的先
进事迹，并加大宣传力度。 于是，按照院
里的安排， 我与几名工作人员和记者朋
友来到博罗县法院园洲法庭与植忠座
谈，同时也与相关人士交流。 在交谈中，

我对植忠有了初步地了解， 他从事法官
工作

14

年，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怀着对人民司法事业的无限热爱，兢兢业
业地工作着。 特别是

2002

年以来，他因
患尿毒症， 进行换肾手术后， 仍扎根基
层。 他承办案件

1400

余件，无错案，无上
访，无缠诉。 这令我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再见植忠，

是汶川地震发生
后。 他毅然决定
将干警捐赠给他
的

24831

元治疗
费转赠给汶川灾
民。 当植忠带着
钱来到市中院向
领导表达意愿

时，大家都劝他。可他动情地对我们讲
起了他患病后家人、 单位领导和同事
以及社会各界对他的无私帮助。 他
说： “我感谢他们， 同时也一直在思
考怎样回报社会。 汶川百姓的灾难，

深深牵动着我的心， 虽然我有病在
身， 治疗费用很高， 我的生活也很拮
据， 这些钱对我来说也是很急需的，

但无家可归的灾民更需要帮助。” 在
场的人都被他这种关注社会、 热心公
益的情怀所打动……

再次深入接触植忠， 是我来到博
罗法院工作以后。 植忠继获得全国优
秀法官称号后， 又获广东省“劳动模
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商
事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惠州市“感动
惠州

2008

年度先进个人” 等殊荣，我
院党组决定在全院掀起向黄植忠学习

活动的高潮， 并决定尽快召开一次他的
先进事迹报告会。

（二）

在黄植忠先进事迹报告会召开以
前， 我带领博罗法院办公室主任王坤等
几名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园洲法庭。 法庭
庄严肃穆，“公正廉洁为民” 六字庭训
熠熠闪光， 法庭立案窗口旁悬挂着最高
人民法院“五个严禁”的规定，昭示着法
庭的公开公正透明。 在园洲法庭庭长叶
堂辉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植忠。他的脸色
比原来更显蜡黄，声音也没有以往响亮。

交谈中，叶庭长说，植忠的病情加重了，

法庭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曾减少他的
办案数量，让他多休息，但植忠考虑到法
庭案件多，法官少，强烈要求给自己多安
排案件，

2008

年和
2009

年，植忠带病坚
持工作，主审案件

400

宗，占全庭案件总
数的

64%

。

在场的年轻法官李文聪激动地给我
们讲述了植忠的一个小故事：一次，植忠在
审理一个相邻关系纠纷案时，因案情较复
杂，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争执不下，庭审已
进行了近三个小时，李文聪发现植忠脸色
煞白，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他吓坏
了，劝植忠休息一会儿。 植忠笑了笑，说：

“不怕，我这是老毛病，坚持一下就没事，不
把这个案件审完，我不放心啊！ ”双方当事
人感动了，均自觉作出让步，案件得以调解
解决。 此时，黄植忠才艰难地站起来，慢慢
挪动脚步离开审判席。

我向植忠说明了这次的来意， 希望
他能全力配合院里开展学习他先进事迹
的活动， 他谦虚的说：“我只是做了一名
普通法官应该做的事， 离党和人民的要
求还相差很远。 ”随后，植忠给我们讲起
了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他说：“去
年，因为一个朋友的过错，令我家财产受
到损失， 我一再让步， 但对方仍迟迟不
肯解决问题， 我非常生气。 冷静下来
后， 我又想， 如果我不是受到损害的当
事人， 而是法官， 我会怎么办？ 我会为
双方分清责任， 尽力为他们调处， 让他
们珍惜彼此的情谊。 可是为什么事情发
生在自己身上时， 我却不能这么做呢？

归根结底， 是涉及到了自己的利益。 突
然， 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一些当事人在法
庭上愤慨、 激动的心情。 这事最后妥善
解决了。 通过这件事， 我也受到了启
发， 作为一名法官， 应懂得换位思考，

要找准双方当事人纠纷的症结， 然后有
法有理地做好他们的工作， 事情就一定
能够得到圆满地解决。 ”他的话结束后，

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三）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索，是什么让
植忠拖着病弱的身体， 始终坚持在审判
一线。

植忠很喜欢柏拉图的一句格言：“法
律的基本意图就是让公民感觉幸福。”我
同样喜欢《汉谟拉比法典》的卷首语：“我
在这块土地上创立了法和公正， 在这时
光里我使人们幸福。”是的，不同时代、不
同阶级、不同思想的人，对什么是“公正”

和“幸福”会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却不约
而同的执著于法律最本质的价值精神，

就是使人们感觉幸福。

“让群众沐浴法律的温暖，感受法律
的幸福”，是植忠的信仰。我想，这同样是
每一名人民法官应有的情怀。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
民法院）

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处于相同工作环境的人， 会产生基本相
同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影响着人的行为
模式，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态度与追求。树
立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法官这个职
业尤为重要， 而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法
官们统一了工作追求。 公正、廉洁、为民
是从事法官这个职业的根基所在， 也是
广大法官们孜孜不倦的追求， 他们把核
心价值观当作一种职业信仰， 以实际的
工作来践行核心价值观。

从事法官职业的动力就是对公平与
正义的永恒追求， 这种追求经过长时间
的实践磨砺， 无形之中就演变成了职业
信仰。职业信仰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是
一个个生动案件的判决， 是无数次加班
的彻夜难眠。 我们把核心价值观融进职
业信仰当中， 作为个人努力与奋斗的方
向，争做一个办案公正、清正廉洁、司法
为民的法官。 职业的荣誉感能够带给人
工作的乐趣， 而这种荣誉感的背后是严
密的思考与辛苦的工作，但是，那种辛苦
比较于对信仰的追求， 就会转变为对奋
斗历程的享受。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 也是法官个人
德性中的一部分， 脱离了公正的司法主
题，法官这个职业就丧失了生命，唯有公
正才能赋予法官职业炫目的光彩；同样，

公正也为职业追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群众对法官赞誉与敬仰，为法官职业
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廉洁是公正司法的保障， 体现在法
官的个人价值当中， 它不仅要求法官要
有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如草芥的心，还
要求法官具备抵抗各种诱惑的勇气。 职
业信仰的选择， 决定了法官的价值评判
标准， 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不能成
为这个职业群体的价值评价， 行政级别
的高低也不能决定个人的成功与否，而
具体的案件办理， 切实地为人民群众化
解矛盾、调处纠纷，才是法官价值的真正
体现。

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通过付出
劳动获取一定的薪酬， 是任何一个职业
最基本的价值所在。 而法官职业的价值
观已经超越了谋生的目的所在， 当为了
坚守公平与正义而抵挡诱惑时， 当两袖
清风的美名在群众中间传播时， 当威严
的国徽下举起法槌定纷止争时， 这种职
业的价值已经转变为个人的品行与操
守， 法官已把对职业习惯的遵守当作一
种事业追求， 把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培养
成一种职业信仰。

有信仰的工作才能带来愉悦感，法
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一线法官需要坚守
自己的廉洁贞操， 在信仰的追求中而伏
案下判， 在信仰的驱使下而走向田间地
头， 每一个案件事实与真相的甄别与还
原， 每一个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每一个卷宗中所凝结的劳动与智
慧， 具体而生动的工作都是为了追求信
仰所留下的脚印。

（作者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
人民法院）

把核心价值观

当作一种职业信仰

□

闫振东

●

读书的目的不是让读者重复作者已
经发现的东西， 而是要让读者站在作者的
肩头， 去发现更多的作者没有发现的东西。

●

读书五法：以求解、弃疑的愿望读，以“通
吃”、比较的方式读，以审视、阙疑的眼光读，以意
会、神解的心态读，以拾遗补缺和创新的勇气读。

图为黄植忠在耐心细致地调解案件。

□

江必新

申请人甘肃金洋重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持有
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和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据号：

01516158

；票面金额：

15000

元，出
票日期：

2009

年
10

月
28

日， 到期日：

2010

年
4

月
28

日；出票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太
原亚宝医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和支行营业部，后经背书转让给申请人）遗失，于
2010

年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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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
]

太和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山市润高精铸材料有限公司因银行承

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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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01 03862505

，

金额
33000

元， 出票人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收款人河南立勤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银行郑州
文化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

2009

年
11

月
25

日，到期
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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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马建国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已向本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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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01 03301365

，票面金额为：壹佰万
元，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2

日，出票行伊川农村
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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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伊川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GA/01 05696960

，金额
为

50000

元， 出票人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十堰通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
人，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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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恒康百货中心因遗失票据号为

GA/01-05679245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整、出
票人为湖北三环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浙江
汇力锁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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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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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友助实业有限公司因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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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077710

，票面金额
100000

元，中信银行苏州
分行吴江盛泽支行， 出票人苏州诚康喷织有限公司，

收款人吴江市高新纺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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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合力叉车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支塘良盛食品商店，

收款人为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最后被背书人、持
票人均为杭州合力叉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
农业银行常熟支塘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8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273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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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侯马市众合特种钢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怡华金刚石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定襄县同立锻造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
人、持票人均为侯马市众合特种钢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16

日，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535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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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顺鑫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于
2010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银行汇票壹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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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01 00253722

，票面金额
129700

元，收款人滨海澄纺
服饰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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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顺鑫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于
2010

年
5

月
4

日
出具的银行汇票壹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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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01

00253721

，票面金额
114000

元，收款人滨海澄纺服饰有
限公司， 到期日

201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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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泗洪县顺风物流中心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因
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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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305527

，票面金额
41900

元，出票人无锡金洲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收款人泗洪县顺风物流中心、付款人广东发展
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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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淮安市清河区政府采购中心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票号为
GA/01 03762194

，出票行为江苏银行
淮安清河支行，金额为

600000

元整，出票申请人为淮安市
清河区政府采购中心，收款人为淮安顺嘉拆除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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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沃特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该票号为
CA/01 01450970

，出票行为
淮安市农行淮州支行，金额为

50000

元整，出票申请人为
江苏省金象减速机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淮安市同兴传动
机械制造厂），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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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三金润滑油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GS/02

05776635

、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 用途为养老保
险、收款人、金额均为空白的一张转账支票不慎丢失。 申请
人现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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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
]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门峡天中铝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承兑汇票

一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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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为

GA/01 10460165

、 金额为
11384

元、出票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10

日，出票人为青岛胶
南恒发热电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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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胶南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受理了申请人营口圣泉高
科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依法作出（

2010

）北民催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营口圣泉高科材料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山东
]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

月
18

日受理了申请人温州三金电池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4

月
9

日依法作
出（

2010

）黄民催字第
14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上述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温州三金电池有限公司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山东
]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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