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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观澜

公益、 公众和公开审判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昌盛

●

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

———贝卡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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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录

马谡之失

□

李文

红豆性侵案，

亡羊补牢犹未晚

□

俞飞
法苑走笔

前几天在央视戏曲频道的“空中剧
院” 看《失空斩》， 这台久有盛名的三
国戏， 一波三折， 有一个貌似简单却仍
值得一说的情节， 在其中凸显出来。

街亭已失， 西城之围已退， 诸葛亮
经历了一番惊险的折腾， 接着还有残局
需要收拾。 此时的马谡仍然还是主角，

主要是他违背了诸葛亮事先再三交代的
安营扎寨之法， 也不听王平劝说， 以至
于兵败， 当然要被追究、 受处罚。 诸葛
亮给的结果是一个斩。

在诸葛亮与马谡之间声泪俱下的对
话里， 还可以听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马
谡之所以会被斩， 主要的原因， 不在他
不听诸葛亮事先的安排———将在外， 以
自己的实践审时度势， 军令可以有所不
受； 不在他刚愎自用， 听不进旁人之
言———战场上的主官不采纳副将的建
议， 也属正常， 况且这用兵之事， 也不
易预料对错； 不在他大意轻敌， 眼高手
低， 军事韬略尤其是实战能力不够却又
自不量力———马谡立功心切主要还是想
报效国家， 主观意愿是站得住脚的， 再
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谁又没有走麦城的
时候呢———马谡被斩， 不在他失了街
亭， 丢了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
地， 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军事后果。 那
么， 是失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失在了一
样致命的东西上———他自己立下的军
状。

这不只是诸葛丞相的意思， 也是马

谡自告奋勇般的表示。 确实如此。 事情
之严重， 用马谡后来在戏文里的话， 就
是“悔不该立下军状”。

虽然戏里没细说， 但是可以想象这
份军状的内容， 应该就是保证守住街
亭， 如果守不住就甘愿受罚， 此处很可
能是极为严厉之罚。

那么这个类似于“保证书”的“军状”

（查《三国演义》原著是“军令状”）又有什么
性质呢？ 首先当为承诺，自然也就意味着，

承诺所具有的郑重其事与庄严； 它的作
用或者说它的后果， 是带来一种威信，

也可以说是威望与信用， 这类同样具有
实体益处的权利； 由军状赋予的， 还有
必须实现的目标， 必须履行的义务。 是
的， 这也就是说： 权利来自于相应的义
务， 义务来自于相应的权利； 它们如此
的相依相通相存； ……说到这里， 自然
会意识到， 权利， 义务， 以及更重要
的， 必须承担的责任， 无法赦免也不能

赦免的责任……被这些元素般的事物、

概念、 关系所结构起来的承诺， 即该军
状， 也就几乎等同于一份协议了， 即马
谡与诸葛亮或者是其代表的公权力之间
的契约。 不应该这样分析吗？

那么就按军状———即协议与契约进
行了， 也就应该按它言之凿凿的“条
款” 来。 有时候， “依约” 与“按律”

是何其相似（作为规定的法律， 也未尝
不是程序下的公约。 又， 契约总是在法
律的指导与护卫下得以保全）， “有言
在先” 的方式， “有诺必践” 的方式，

肯定是有效的方式， 古已有之的管理方
式———涉及着契约， 涉及着法律。 军令
如山， 执法（法令） 如山， 这两个词的
相近性， 也表露了它们有着同一框架内
的联系。 也许此处还包含着这样的两方
面： 一、 违约的同时也是违法， 二、 失
约之后不可再失信———法， 违法， 惩
处， 不贷， 服众， 以及警戒后来， 这一
切， 字字都有千斤重， 本不是戏言。 所
以， 负荆请罪的马谡本人也心甘情愿地
说该斩———虽然事发之后也有后悔立下
军状之意， 但是并没“悔约” ———也可
谓失约不“失节”。

剧情所示， 著名的马谡确实失在这
份军状上了。 也可以想象： 假如当初没
立这份事关身家性命的军事契约， 在马
谡与诸葛亮之间， 在权利与义务、 后果
与责任之外———也与法律相去甚远———

就不会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估计也不
至于非让打了败仗的指挥官掉脑袋不
可。 当然， 话再说回去， 假如没有这份
军状， 脱离军状固有的含义， 那么， 开
战期间， 将领名誉心、 进取心的载体自
然就不会牢固， 更甚之处应该在于， 没
有明确承诺， 没有明确责任， 缺少必要
的约束力， 缺少强烈的生存压力， 取胜
就确实是很难把握的事情。 又或者， 如
果不“多此一举”， 如果没有军状这个
“信物” 的参与， 没法“散淡” 的诸葛
亮在决策之时， 也不会把如此重任放心
地交出去， 那几乎就是另外一个没有荣
辱也没有存亡的故事了。

剧中的诸葛亮追究王平的战败责
任（原著中并没有）， 处以军棍之刑，

因为王平当时要求与马谡分兵两处，

且尽快把当时的地理图报送诸葛亮，

否则， 诸葛亮说王平也将“与马谡同
罪”。 其实， 王平得以活命， 可能并不

仅因为上述减轻处罚的情节， 或者其
本应负次要责任， 也许还因为： 他不
是如此军状的签署者， 也就有一定的
理由， 不必与马谡同罪， 只是诸葛亮
没再说明这一点。

总之， 令人可惜的是马谡没能守住
街亭， 没能涉险过关， 没能完成任务，

而且， 这是一个被军状所统制的任务，

所以， 他因军令被斩， 却又只能是“不
足惜” 的。 他的被斩， 也可视为又一次
对“言信行果” 理念的补救式强调。 总
之， 马谡之失， 在于失约。 自会权衡轻
重的诸葛亮， 必然不会废法， 不得不在
挣扎之时、 挥泪之间， 毅然也是无奈地
斩之。

如此， 诸葛亮之自责且自贬（申请
降级， 也是请罪）， 也就不全是因为他
这次用人不明， 以至于“人地皆失”，

陷入被动之局。 可能更是因为———如他
本人对身边部将所言， 自己不该没执行
刘备当年的嘱咐。 刘备在白帝城曾对诸
葛亮说起过， 马谡言过其实， 不可大
用， 结果确实如此。 可以推想， 当时的
诸葛亮是应承了刘备之托的， 但关键时
候失了手， 与其说是失手、 失策、 失
职， 不如说是失约， 即使诸葛亮与刘备
就此没有书面契约， 但是失约之罪， 终
不可不察。

事即如此， 理应如此。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

近日媒体报道， 歌手红豆因猥亵男
童，东窗事发，再次落入法网。

曾记否？ 十年前，北京市舞蹈学校附
中向警方报案，当红歌星红豆，曾对数名男
生，伸出罪恶黑手。 法院明快下判，猥亵儿
童罪名成立，徒刑三年半。 而立之年的红
豆，锒铛入狱，黯然退出娱乐圈。服刑期间，

据说表现良好，假释出狱。 性罪犯贸然假
释，后果最为难料。 果不其然，四十不惑的
他，恶习难改，“二进宫”成定局。

就法言法，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定
义过窄，受害人仅限于女性，立法技术与
法条绵密度，难如人意。 造成现实当中，

强奸男童，只能按照猥亵儿童罪，依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重处罚。而相
关司法解释，仅将儿童定义为不满

14

周
岁的未成年人， 比起他国

16

周岁以下，

保护力度似有不逮。

加之红豆此番作案， 距刑罚执行完
毕， 远超五年时间， 法律上不算普通累
犯，难以重罚。

回眸历史，《大清律例》有载：凡强奸
十二岁以下幼女、 幼童未成， 审有确据
者，将该犯发遣黑龙江。因奸将良人子弟
杀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童诱去，强行鸡
奸者，亦照光棍为首例斩决。如强奸十二
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斩监候。至于
民间法，可见清代洪门帮规三十六誓，专
门规定： 不得奸淫我洪家兄弟之幼童少
女，有此犯者，五雷诛灭。

放眼国外，数年前，美国发其端，英
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波
兰以及爱尔兰等国， 接连爆出天主教神
父性侵少年，教会包庇袒护丑闻；已故美
国歌星杰克逊，“娈童案”惹祸上身；俄罗
斯名音乐家普雷特涅夫，

2001

年涉嫌鸡
奸泰国男童，拍摄海量“艳照”受审。

2003

年葡萄牙总检察院， 立案调查轰动一时
的孤儿院百名男童性侵案， 起诉十大政
商名流；而小说家胡塞尼大作《追风筝的
人》，一纸风行，揭露阿富汗性侵男童之
风猖獗，无不昭告世人，性侵男童，绝非
鲜见。

须知，猥亵儿童、强奸幼童等恶性性
犯罪者，大多心灵扭曲，病态人格改造不
易，矫治尤难。 期待他们幡然改过，洗心
革面，重新做人，谈何容易？ 国外心理学
家研究一再证明，此类犯罪，再犯率居高
不下，为各类罪犯之首。 单靠刑罚，难以
克竟全功。

有鉴于此，北欧诸国通过新法，通过注
射雌性激素和抗抑郁药物， 降低性冲动。

作为减刑假释条件，对恋童癖罪犯实施药
物治疗，俗称化学阉割。瑞典、冰岛、丹麦和
挪威四国，行之有年，效果奇佳，再犯率由
40%

降至
5%

。 波兰、英国及美国数州，争相
效仿。 韩国国会立法，更对性侵儿童罪犯，

一律进行化学阉割，儿童的定义，从未满
13

岁扩大至
16

岁以下。

1994

年，美国率先通过“梅根”法案，

规定凡性侵儿童的罪犯，假释期间须佩戴
手腕警告标志与电子追踪器，随时向住地
警局报到。 当地司法机关有义务，公告此
人姓名、住所个人资料，让本地居民及早防
范。 部分州，更禁止其进出儿童集中场所，

住所也要远离中小学，违者立即逮捕。

红豆二次性侵案， 暴露现行法律缺
失。亡羊补牢犹未晚！危机也是转机，民
意可用，不妨以红豆二进宫案为契机，借
鉴国外经验， 展开立法大翻修———织紧
法网，药物治疗，公开身份，三管齐下。救
救孩子，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与权与公开审判
公开的对立面无疑就是秘密， 秘密

控诉和审判为司法擅断和不公提供了温
床。 在中世纪纠问式诉讼中， 被告人甚
至不知道他的案件何人指控与何时审
结， 就被定了罪。 他几乎完全被排斥在
审判程序之外， 成为一只被动接受审判
结果的任意宰割的“羔羊”。 英国人也
曾经历了专制君主设立的“星法院” 所
进行的“血腥审判”， 对秘密指控和审
判有切肤之痛。 因此， 早在

15

世纪，

英国人福特斯鸠勋爵就强调证人必须要
“当着犯罪发生地十二个正直的邻人
（指陪审团） 的面” 作证， 以消除秘密
指控所可能带来的弊害。 公开指控使被
告人成为审判程序的主体， 他能够通过
积极地质疑控方的证据， 参与审判， 影
响结果。 要求控方将其证据在公开的法
庭上公开并接受被告人的质证， 现已成
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
权利。

就司法公开而言， 它的意义在于审
判程序对被告人应当是“透明的”，从而
使其能够进行适当的辩护。 但这尚不足
以为公开审判提供充足的根据， 其至多
论证了被告人的审判参与权和开庭审理
的必要性。

换言之， 一个剥夺了被告人参与权
的审判一定不会是公开审判， 但是不公
开审判完全可以在充分保障被告人参与
权的条件下进行。审判公开，不仅只是对
被告人公开而且要对公众公开。 当其他
公民被阻挡在法庭大门之外时， 被告人
的参与权依然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真相与公开审判
有学者认为， 公开审判可以防止证

人说谎， 因为当虚假证言有可能被其他
潜在的证人看到时， 其他证人可能会站
出来戳穿他的谎言。 那些准备做伪证的
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感受到公众投向
他的目光时，会再三思量，放弃谎言。 这
既可以抑制证人产生说谎的动机， 也可
以成为促使他如实陈述的推动力， 从而
帮助法庭发现案件真相。

不过， 公开审判提高证据质量的可
能性会因人而异。当然会有背地里“冷箭
伤人”的证人，因担心在公开的场合谎言
被戳穿，而最终选择说出真相。但也会有
这样一些人， 当他们所提供的证言有可
能会对其本身带来声誉受损或人格贬低
时， 他们在隐秘环境下会提供更丰富完
整和更真实的信息；也会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因心理创伤而不敢面对“大庭广
众”，而在一个更为宽松的私人环境下更
愿意表达。例如，性侵害案件的妇女或虐
待儿童案的儿童，情形尤其如此。有时法
律会对亲自出庭作证有所限制， 正是出
于这个考虑。

此外， 公开审判并不一定就会导致
潜在的证人主动提供新证据。前已述及，

有些证人，本想在私下提供证据，即使知
晓“伪证”，仍可能选择沉默。

正当性与公开审判
审判以公正为生命， 正当审判的核

心是裁判者应当以公正无偏私的方式来
作出判决。 法谚曰：正义不仅应当实现，

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人们普
遍认为，只有保障审判公开，才能实现审

判公正， 因为法官在公开审判时要接受
“公共舆论法庭”的审查，从而防止法官
作出偏袒于任何一方的判决。

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 倾向于特
定判决或基于其他原因的公众压力也可
能会使审判独立受损， 从而可能影响到
审判公正。 这是各国评议过程一律秘密
进行的理由：为了保障裁判者免受公众、

当事人及其朋友、 家人等外部舆论的压
力，可以自由地评议，各国均要求评议过
程保密。 更为关键的是，公众对审判公正
的理解可能与法官理解有异， 当适用技
术性的证据规则、 程序规则有可能导致
相关证据被排除时，公众可能会认为“技
术”替代了“正义”，这在有可能导致无罪
判决甚至轻刑判决时尤其如此。 此时，社
会舆论就可能会对法官施压要求拒绝适
用法律规则。

舆论压力既可能促进司法公正，也
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因此，能否促进审判
公正的关键，不在于审判的公开，而在于
是否有一个理性的和中立的公众舆论。

或许， 有人认为公开审判对公正的
保障不是在每个案件中都可以实现， 而
是有了公开审查之后， 确保了审判一般
来说符合公正的标准。 但是， 这一点很
难证明。 相反， 鉴于当前媒体的强大影
响力， 根据“沉默螺旋理论” （

Spiral

of silence

）， 真正理性的声音有可能坠
入漩涡渐渐式微变成沉默的一方。 就公
开审判对司法公正的保障而言， 正反两
方面因素都存在， 且很难评估， 很难从
经验上论证因为公开审判， 所以审判的
公正性在实质上和整体上得到了提高。

公开审判有时还可能被用作使国家
非正当目的正当化的“规训”工具，这种
形式的审判在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发生
过。 其最近的例子当属萨达姆审判。 自
2005

年
10

月
19

日开始的
5

轮“公开审
判”， 并没有给人一种公正审判的感受，

反倒更像是一场有演员， 有导演， 有剧
场，有观众的超级“审判秀”。这种审判之
所以公开，只不过是借“公开之名”行“不
公正之实”。公开，在这种类型的审判下，

非但不可能增加社会公信力， 反倒是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发言权与公开审判
众所周知， 公开审判包括公开审理

和公开宣判两个方面。

让我们先从公开宣判开始。 按照犯
罪社会学的看法， 犯罪系一种社会偏差
行为， 它是与社会所公认的行为规范相
冲突，并且侵害到社会公益，而为社会所
否定并加制裁的反社会行为。 一个侵犯
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其侵害的对象
为抽象的“公众联合体”，检察机关代表
社会公众提起“公诉”，审判机关代表社
会公众进行“公审”。也就是说，对于犯罪
行为，公众往往具有直接的利益和关切。

如果有理由认定被告人有罪， 公众同样
有予以公开谴责的权利。 公开谴责必须
以公众知晓定罪为前提， 也就是以公开
宣判为前提。 无罪判决，亦同。

如果对被告人行为的谴责是国家以
公众的名义宣告的， 那么社会公众就有
权审查谴责是否具备正当性。 这显然无
法只通过获知判决结果得以实现， 而且
要求在任何个案中公众也应当能够审查

判决的根据和判决据以产生的程序。 这
只有通过审判时到场或通过其他形式获
知审理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 既
然定罪是对被告人侵犯公众利益的谴
责， 那么公众就有权对其“评头论足”，

包括对犯罪的认定、 刑法的适用甚至刑
法本身发表各自的观点。 进行批判性考
察的能力， 必须以知晓定罪条件和定罪
程序为基础。 一个不给公众提供确认或
否定判决机会的审判， 很难称得上是代
表公众对侵犯公共利益行为的审判。

因此，作为公众对审判进行“审判”

的公开审判机制，不是为了诸如“真相”、

“公正”等外在的工具性目标，而是为了
确保公众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适当的“发
言权”。这是民主国家尊重不同意见的体
现，也是民主国家对待异议的容忍态度。

如果用流行语表达， 不是正义应当以看
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个表述完全把公
开和正义因果关系化———而是审判的公
正没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就不能声
称自己的审判是公正的。

而被告人的公开审判权， 就是一个
将他们的审判提交公众进行批判性审查
的权利。 一个谴责被告人的有罪判决，

本是以公众的名义为之， 因此被告人应
当有权利要求以公众名义的审判公开进
行， 只有这样， 公众才能对审判进行
“审判”。

戈严从：本院受理原告王桂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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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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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留楚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河北
]

饶阳县人民法院
刘桂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林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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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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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留楚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河北
]

饶阳县人民法院
陈霖源： 本院受理牛奇森与你和洛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牛润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再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

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雪峰： 本院受理原告黄向东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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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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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南
]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杨俊梅、郭新超：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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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

河南
]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范建：本院受理原告江红霞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2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

新疆
]

温泉县人民法院

郭振：郑州市五金家电工业公司申请执行你财产损害赔偿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8

）金法执字第
2606-4

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将你名下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东芝
路金银商都金海中心

6

号（房产证号：

4973068

）的房产过户至
买受人黄宝珠名下，该房产的拍卖成交价为

10

万元。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唐维：本院受理金砖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金执字第
1317

号执行裁定书。 本院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依法查封了你名下的下列房产：

1

、郑州市德化
街

68

号
1

号楼
14

层
22

号（合同号
0408797

）；

2

、郑州市德化街
68

号
1

号楼
17

层
22

号（合同号
0331632

）；

3

、郑州市德化街
68

号
1

号楼
10

层
22

号（合同号
0331629

）；

4

、郑州市德化街
68

号
1

号楼
11

层
22

号（合同号
0331630

）；

5

、郑州市德化街
68

号
1

号楼
3

层
144-149

号（合同号
0342839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
行（

2009

）金民一初字第
84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委托评估、拍卖。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武俊兰：本院在执行刘新立申请执行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中，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向你公告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包九原法执字第
298－1

号限期履
行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你位于包头市九

原区富康花园
4

栋
4

单元
501

室的房产强制执行。

[

内蒙古
]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西安恒利变压器有限公司：我院在执行周至县周变物业经

营管理服务中心诉你公司借款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委托陕西
高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你公司

141

台套机器设备进行
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2121460

元。现对你公司公告送达《资产评
估报告书》， 限你公司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资产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

陕西
]

周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丢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

,

汇票号为
01347199

、票面金额：

15

万元，出票银行：民生银行天
津海河支行，收款人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法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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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蔚儒因遗失支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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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该票据记载：编号为

4020443000242757

、

票面金额
15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出票人为
潘顺意、 出票行为佛山市禅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庄信用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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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大连荣丰木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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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1919943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龙宇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河南龙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26

日，到期日
201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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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安市中源石材有限公司因票号为

10300052/

20542210-1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付款人为新汶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新汶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到期日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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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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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新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安市中源石材有限公司因票号为

10300052/

20540839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付款人为新汶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新汶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22

日，到期日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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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新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龙汇碳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号码
为

GB/01 02102370

，票面金额伍佰万元，出票人山西经华炭素
有限公司，收款人天津龙汇碳石墨制品有限公司，出票日

2011

年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付款行晋中市商
业银行介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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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介休市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民升支行：申请人自贡市工业设备厂持
有的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部矿业有限公司在你行开户的帐
号为

0000020010110041492088

号、 票据号为
GB/01 02630393

的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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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九十六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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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市金虎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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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为

DB/01 06264287

，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行中
行上虞支行营业部，出票人绍兴德仁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杭
州临安岑裕电子有限公司，出票日

2011

年
1

月
21

日，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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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上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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