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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定位与执

行管理模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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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军

公民诉讼代理规范探析

一二审法院沟通协调很必要

执 行 论 坛

◇

杨良胜

司 法 实 践

◇

张民侯官德
公民代理诉讼是相对于律师或其他

法律工作者受托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的
一种制度，它是基于特定关系，由委托人
委托那些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担任诉
讼案件的代理人的一种代理行为， 就其
法律性质而言， 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
所达成的协议或约定是一种委托合同，

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合同而构成一种委托
关系， 委托合同和委托关系受合同法保
护和调整。

一、问题的客观存在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诉讼制

度均有原则性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
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
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
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
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
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也都有类似
的规定。 但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
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

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
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
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对最后
的诉讼结果甚至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
如，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
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
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 尤其是个别
常年在法院打官司的“老官司户”、老上访
户，凭着多年在法院打官司，对法律知识和
法律程序有所了解，便成为他们“代理”诉
讼的本钱。 这部分人多数对法律知识的
了解是一知半解甚至是片面和错误的，

他们利用普通当事人对法律知识不怎么
知晓的状况，借机煽动当事人的不满，有
的甚至成为诉讼掮客。

（二）违法收取代理费用，扰乱法律
服务市场秩序。 公民代理行为就其性质
来讲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 作为诉讼代
理人的公民合理收取一定的劳务费也应
当被准许，但是实践中，以营利为目的的

公民代理问题却屡禁不止， 这与诉讼法
设立公民代理诉讼的目的相去甚远。 司
法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

1992

年联
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明确规定，除律
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
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咨询
服务机构外，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
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均不得面向社会提
供有偿法律服务。 虽然国家司法行政主管
部门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对公民代理
的有偿法律服务问题作出了禁止性的规
定， 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

大量的公民有偿诉讼代理处于半地下半
公开的状态秘密进行，破坏了法律服务市
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
争的无序状态。 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
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

他们收费往往比律师收费低得多，加之他
们利用当事人法律知识缺乏，遇到当事人
诉讼时，也不管法律有无规定，什么要求
都敢答应，与律师展开不正当竞争，从而
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
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二、司法的治标对策
公民诉讼代理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多

问题对诉讼制度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三大诉讼法、律师法对此规定过于
原则，没有较强的具体操作性的情况下，

部分法院针对公民代理诉讼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 在规范公民代理诉讼方面做了
一些尝试。纵观这些尝试性的规定，基本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建立公民代理诉讼的登记制
度， 确定由司法机关对公民代理人进行
审查登记。 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部分法
院出于确保案件审判质量的目的，对公民
代理诉讼确立了以司法审查为重点的管
理体制，建立了公民代理诉讼的司法登记
制度。 当然，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下，对公民
代理的审查登记也只能停留在形式上，实
质的审查只有等到代理人出现违法代理
的行为后， 司法机关才作实质性的处理，

所以从现有的规范来看，对公民代理人审
查登记一般也只是强调对其身份的证明
及其与当事人关系的相关材料的审查。 在

实践中做法一般是，要求公民代理人出具
详细的个人身份证明、与委托人之间关系
的证明材料等，同时明确不合格代理人的
标准， 从而最终确定公民代理人是否具
有担任代理人的资格。

（二）建立对委托公民代理的当事人
的相关告知制度。首先，告知当事人根据
法律规定，公民代理应属于无偿代理，并
要求当事人与公民代理人在无偿代理告
知书上签字；其次，告知当事人其与公民
代理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告知当事
人公民代理人可代表其行使授权范围内
的诉讼权利， 并将委托公民代理的法律
后果告知当事人本人， 确认公民代理人
的行为将对其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第
三， 告知当事人公民代理人因代理活动
中重大过错造成被代理人损失的， 被代
理人有权要求赔偿等。

（三）建立公民代理人信息档案。 对
于暂停公民代理人资格以及不准许以公
民代理人身份代理诉讼的， 采取法院内
部通知或公示的方式予以规范。

三、立法的治本建议
虽然各地法院对公民代理行为所持

有的态度还不尽统一， 但是针对公民代
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进行适当的规范
已经形成了共识， 所有这些尝试性的做
法已经对规范公民代理诉讼行为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探
索必将为今后立法规范公民代理诉讼行
为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确定公民代理的准入条件。 民
事诉讼法目前就哪些公民可以代理民事
诉讼的规定并不明确具体。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六十八条虽然对“其他公民”进行了限
制，但是仅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
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
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为诉讼代理
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 笔者认为，

从法律上对公民代理诉讼的准入进行详
尽的规制已经显得日益重要，当然，这种规
制应当更加具体，在准入条件中应当明确
代理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现行法律
对公民代理的权利能力和不得担任公民
代理人的除外情形规定得较多，所以，建议

在立法中应当更加注重对公民代理人行
为能力的规范，包括对可以担任公民代理
人的人员含义进行统一明确的界定，在进
行代理活动中不得与委托人在委托事项
上存在利益冲突，保守当事人秘密以及代
理人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 明确不
得担任公民代理人的除外情况等。

（二） 规范公民代理准入的案件范
围。 从公民代理诉讼参与的审判实践来
看，一些传统的民事案件，如轻微伤害案
件、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以及承包合
同纠纷等，法律效果还算可以，而对于一
些复杂、疑难、新型案件的代理效果则较
差，不仅不能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还会使
诉讼进展艰难。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应当
按照案件类别的不同， 明确公民代理人
可代理案件的性质、 可代理案件的最高
标的额等， 限定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案
件范围。同时，对公民代理人是否可以进
入任何一种诉讼程序， 是否可以进入任
何一个审级等相关问题， 在今后立法中
或诉讼法修订时都应当有所考虑。

（三） 建立公民代理诉讼的登记制
度， 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代理人
进行行政登记和管理。 公民诉讼代理在
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诉讼制度产生
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目前的司法行政
部门对于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还局限于
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其虽然对公民代理
诉讼中假冒律师的行为拥有法定的处罚
权，但对未假冒律师的则无明文规定。 现
有立法框架下，对公民代理诉讼的审查权
交给了法院，但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处罚
权，而作为享有处罚权的司法行政机关却
没有审查权，因此，在公民代理诉讼的管
理问题上出现了真空状态。 建议立法中确
立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登记为两个重点的
双重管理体制，并在各地方建立起公民代
理诉讼的行政登记制度， 明确由其户籍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机关登
记审批。同时，建立公民诉讼代理的相应
管理制度， 赋予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对违法代理人进行行政处罚权的同时，

赋予法院可以对违法公民代理人以扰乱
诉讼秩序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执行机构从设立至今一直按照审
判机构模式运行和管理， 但随着案件
数激增， 这种模式已不再适应执行工
作需要。 虽然很多法院采取各种措施
加强管理、 深挖潜力， 但效果并不理
想。 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很多理论
和方法， 但基本上局限于执行程序的
完善、监督上，很少涉及执行机构的管
理模式。 笔者在此略抒己见。

一、执行机构的定位
执行机构的职责定位决定执行权

的性质， 执行权的性质反过来又决定
着执行机构的定位。笔者认为，认定执
行权的性质要从执行的整个程序来分
析。 执行程序中大多数的执行行为具
有确定性、主动性和命令性的特征，但
在争议的解决、 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
加方面则更多地体现被动性、 中立性
和终局性， 因而执行权不能简单地认
为只是行政权或司法权， 应该说执行
权在不同的执行行为上体现出不同的
权力属性，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力，而不
是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单
一性权力，否则，执行权就成为单列于
立法权、 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
种国家权力。

厘清了执行权的属性， 然后才能
对执行机构进行准确定位。 执行权的
属性是由裁决权和实施权组成的二元
权力集合，在这种认知下，笔者认为，

执行机构设立在法院内部并无不妥。

首先，从传统来看，执行机构一直
设立在法院内部， 社会和大众已经适
应了这种模式，没有必要再行剥离，徒
然增加成本。其次，在我国现行法制框
架下，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并不等于法
院只能行使司法权， 我国宪法对司法
权也是作广义分类的。第三，执行的效
率优先原则要求执行权中的实施权和
裁决权必须密切配合， 尽量减少中间
流转环节。第四，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国家大多将执行机构设立在法院内
部，我国并不违反国际惯例。

至于执行机构设在法院内部是否
会导致裁决权对实施权监督的失控或
流于形式，是制度和模式的设计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执行权不能统一由执
行机构行使，让执行机构自己限制和监
督自己既不符合管理制度的要求，也不
符合现代司法分权的理念，正确做法应
当是由执行机构行使实施权，法院其他
部门行使裁决权，以加强对实施权的限
制和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
探索建立速裁庭， 审理法律关系简单、

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这是一个很好的
思路。 案件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关系
大多比较简单，将裁决权划归独立于执
行机构的速裁庭行使是比较恰当的，既
符合速裁庭的职责范围又满足了分权
制约和监督的要求。

二、执行机构管理模式的完善
完善我国执行机构管理模式应把

握两个原则： 一是与中国国情和司法
规律相结合， 二是学习吸收国外的成
功经验。

（一）域外模式
域外执行机构管理模式分为：（

1

）

法官独享裁决权。 执行员独立行使实
施权或受监督行使实施权。（

2

）在立法
上将执行人员独立成序列， 无论执行
人员在法院内部还是在外部， 只不过

行使实施权的独立性有所差别而已。

（

3

） 执行人员的管理模式是绝对或相
对的行政管理模式。

（二）我国执行机构管理模式的重
构

执行机构管理模式包括执行机构
的设置、执行权力的分配、执行机构间
的关系、 执行工作制度和人财物的管
理。 重构的管理模式应当紧密结合执
行权的两权性质分别进行设计， 以体
现执行工作固有的特征， 实现执行的
法律价值。

笔者认为， 若将裁决权划归到速
裁庭行使，就应按照审判管理模式进行
管理，以公平、公正为最大价值追求目
标，同时兼顾实施权的效率。 这样既能
有效克服过去的种种弊端，又能对实施
权的运行起到真正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划走了裁决权的执行机构单纯地行使
实施权， 执行庭的存在已显得没有必
要，应当予以取消，使机构设置趋于合
理。下面重点讨论执行局的管理模式。

１.

上下级执行局的管理
执行局不仅要接受本院的领导和

管理， 还要接受上级法院执行局的垂
直领导和管理。首先，上级法院执行局
具有人事任命权。 即执行局局长由本
院院长提名， 报上级法院执行局考核
同意后， 由本院院长和上级法院执行
局共同任命， 局长向本院院长和上级

法院执行局负责。其次，上级法院执行
局对下级法院执行局的内设人员具有
领导和管理权，可以直接调用和支配。

第三， 上级法院执行局参与管理下级
法院执行局的执行装备， 在需要时有
权直接调用， 下级法院执行局应当服
从。第四，上级法院执行局在通盘考虑
本辖区的执行情况下，有权临时整合、

调配辖区内的执行力量和装备进行统
一和大规模行动。

２.

实施权的管理
实施权有着权力空间大、 行使自

由度高、当事人参与度差的特点，因此
必须对实施权运行的步骤、 方法和时
间等都严格加以规定，形成一种“格式
化”的权力行使轨迹，保证权力的规范
行使，限制权力的滥用。 首先，行政权
行使要以效率第一、 兼顾公正为首要
原则， 同时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
原则。第二，各执行局建立内部监督机
制， 并由上级法院执行局对辖区内执
行局实施权的运行进行监督。第三，在
实施权运行过程中赋予更多人性化内
容， 体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
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第四，上级
法院执行局对下级法院执行局实施权
的运行具有决定权。

３.

执行局的内部管理
执行局内部实行局长负责制，根

据工作需要， 执行局内部可以设立内
设机构，进行必要的职能分工，以分解
权力、相互制约。按照实施权运行的各
个环节确定不同部门和人员行使相关
职能，可以设立程序部门、财产调查部
门、财产处理部门和综合部门。程序部
门为管理的核心部门， 掌握着案件流
程的整个信息， 但是它没有案件实施
权， 财产调查部门和财产处理部门分
别享有部分实施权， 但不能决定和左
右案件的进程和结果。 这种执行局管
理模式不仅符合内部分权监督需要，

也符合现代管理制度要求， 必将促进
执行工作有效地开展。

(

作者系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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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吕广伦罗国良刘雅玲

王锋永冯黔刚朱晶晶
审判业务
校园伤害赔偿案件的裁判规则
———兼议未成年学生损害风险的防

范和化解 王松张媛媛
司法呼应民意的路径选择黄明耀

执行实务
综合治理执行难长效机制的实践

童兆洪
调查与思考
海事法院派出法庭面临的问题及对

策 北海海事法院课题组
司法论坛
对能动司法内涵、 原则及实现路径

的思考 王韶华
刑事诉讼参与人法庭外陈述问题研

究
———兼论媒体报道刑事诉讼之规则

倪寿明
P2P

用户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
郑磊

数字时代个人合理使用录音制品研
究 安静
代孕生育中的亲子关系

谭冰涛段勇
台商隐名投资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林振通
因赠与人过错致使赠与财产毁损、

灭失的民事责任
———析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之不

足及其完善 宋崧
再保险人之代位求偿权及其实现

宋云明张建梅
论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送达效率之

提高 同惠会孟思洋
法官后语与古代判词之比较

杨依
执行论坛
完善执行异议诉讼案件的程序规则

广州海事法院调研组
一案一议
志愿者的劳动法保护

陈文军陈海挑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台新举措： 郑州中院将基层法院一审案件
发回重审的，案件承办人、业务庭长应与基
层法院业务庭长、分管副院长交换意见；经
交换意见仍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 中院业
务庭长应及时向分管副院长报告； 凡经基
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案件， 二审
拟改判或发回重审， 可邀请一审法院分管
副院长或庭长旁听审判长联席会议。

笔者认为， 像郑州中院这样在一审、

二审法院间办案加强沟通协调， 是顺应审
判工作规律的体现，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
院的审判监督朝着依法监督、科学监督和
民主监督的一次更高层次的迈进。

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
和新期待， 人民法院不仅要严格运用法
律思维办案， 而且要灵活运用政治思维
办案， 只有两方面的完美结合才能最终
获取定纷止争和案结事了的最佳效果。

在一些地方，上下两级法院存在着“各自
为政” 的现象， 审判的监督与被监督脱
节，二审动辄发回改判，一审无奈坚持己
见， 当事人在两级法院之间进行反反复
复的诉讼“拉锯战”。 这样不仅影响了人

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而且造成了当事人
的讼累，有违“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和
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

就基本的司法统一而言，一审法院
的裁判不能说不会出现错误，但应当肯
定的是，一审裁判同样是承办法官运用
法律知识、逻辑推理、公序良俗、社会正
义等规则进行综合权衡处理的结果，尤
其是经过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
定的裁判， 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应当受到二审法院的尊重。 二审法院依
法纠正一审法院的裁判，是其法定权限
和职责， 但不能纯粹按自己对案情的把
握和法律的理解随意发回改判。而有了像
郑州中院这样上下审级之间的沟通协调
机制，二审法院认真倾听一审法官的裁判
初衷和缘由，会恰到好处的双向弥补并起
到良性互动的作用。 当然，对于一审确实
错误的裁判，两级法院在辨明是非的基础
上，二审法院应依法坚决予以纠正。

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错综复杂的特
殊时期，正确及时处理好每一起案件，需要
尽可能全面把握和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相信
强化一、二审法院的沟通和协调，有的放矢
的监督指导，集思广益的公正审理，合法与
合理有机统一的裁判结果，会赢得人民群
众更高的满意率和社会认可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佛罗英经贸有限公司因遗失
2010

年
4

月
29

日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签发、 承运船舶为“

CS

TINA

”、编号为
NIDA06000

的全套正本提单，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以提单持有人的身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于同日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 上述提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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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上述正本提单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正本
提单的行为无效。 附提单主要内容： 提单号：

NIDA06000

；托运人：

ESTABLISHMENT OF IBRAHIM

MUSLI KURDI

；收货人：

TO ORDER

；通知人：上海佛
罗英经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FLORIN ECONOMIC

& TRADING CO., LTD.)

； 承运人：

NORASIA

CONTAINER LINES LIMITED

； 船名航次：

CS TINA/

10005/N

；装货港：

LATAKIA,SYRIA

；卸货港：中国上
海； 箱号

/

封号：

TGHU7810433/N856970

；

TGHU7754988/N856917

；

TGHU8085399/N856984

；

GESU5294670/N856915

；

INKU2563010/N856995

；

GATU8370464/N856994

； 货物品名： 棉短绒（

BALES

COTTON LINTERS

）；总毛重：

120,580

公斤。

上海海事法院
申请人佛山贝洛电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

行佛山豪苑支行的支票一张（支票号码为：

10164312

，

票面金额为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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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鑫得利玻璃工艺厂因遗失其
所持有的佛山市南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罗村金船
湾分社支票（号码：

GG/0202401220

，金额：

300

万元，

票面收款人及日期均为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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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南乐县永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持票人

不慎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乐县支行出具
的南乐县永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银行汇票丢失，出
票人为南乐县永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河
南

00260865

，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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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满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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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南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阳市康正医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票据种类为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80000

元，

出票人为南阳市宛城区佰信医药有限公司连锁六十
二店，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28

日， 票号为
GB/01

0229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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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葫芦岛市长兴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汽车饰件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辽源市佳林造革有限责任公司，最后被
背书人、 持票人均为葫芦岛市长兴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9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215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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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九江三钻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CA/01 02762253

，票
面金额

20000

元，付款行中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乐余支行，持票人九江三钻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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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固力塑料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3392207

，票
面金额

10000

元，出票人镇江市盛迪铸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镇江文达置业有限公司， 出票行丹徒联社清
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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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阿县金兴冶炼铸造有限公司因遗失一

份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GA/01 04783496

、面额为人
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为南通亨威塑业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南通剑杆工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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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一汽备品零部件有限公司所持中国民生

银行成都分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
GA/01 01936102

，金额为
10

万元，付款人为成都市中辰
纸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

2009

年
10

月
12

日， 付款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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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萧山永丰五金配件厂因持浙商银行萧山

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 00012252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

10000

元， 出票人杭州梵隆方向盘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萧山永丰五金配件厂）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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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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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展望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

作银行临浦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 04146945

号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鼎牛机械
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中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背书人杭
州中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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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九十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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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富阳新马工具有限公司因持中国银行杭州市萧

山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DB/01 05305107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

71000

元，出票人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款人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前进齿轮
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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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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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新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因持中国银行杭

州市萧山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DB/01 05305142

号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面金额

99000

元，出票人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背书人杭
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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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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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翔化包装带厂因持中国民生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 01876904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收款
人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背书人杭州萧山万华塑料制品
厂）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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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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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0

年
7

月
7

日（总第
4680

期）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BB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