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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司法人民性这一根本
属性的具体表现， 对司法的发展起着
决定性作用。 自觉地把群众路线贯穿
到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 是人民法院
的使命所在、职责所系。裁判文书制作
是司法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环节， 一纸
裁判文书体现着很强的群众路线和群
众观点，体现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司
法为民的亲和力， 以及司法的公信力
和权威性。

裁判文书是联系群众的窗口，是
接受社会检验的有效载体。 在社会转
型期，在推行阳光司法的背景下，裁判
文书已经不光是对于个案的定纷止
争、定罪量刑，有时其所承载的教育意
义，警示作用，普法功能，甚至案例指
导作用，远远大于个案办理本身。在受
到“无微不至”包围的网络社会，民众
对于司法活动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裁判文书上网， 与群众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 接受监督的层面更加广
泛， 自然对于裁判文书制作如何适应
时代性及贴近社会实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裁判文书是法治理念、司法形象、

工作作风及方式方法的最集中体现，

是检验是否有群众观点的试金石。 群
众对司法最直观的感受是通过立案、

信访、庭审、执行等司法活动，最终以
裁判文书的文字形象感悟司法的公
平与正义。 纵观很多有歧义的案件，

裁判文书本身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
要原因，不光是在数据、文字、标点符
号等层面的差错，主要是把裁判文书
制作作为格式化“填充”，使之成了像
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报告，对于举证、质
证、认证的程序性论证过多，缺少案件
事实脉络， 尤其对法院认定理由过于
概念化、简单化，堆砌过多的专业词汇
使情、理、法的表述显得苍白无力，如
此一来社会民众“看不懂”，专业人士
“看不清”，由此产生歧义与纷争，甚至
申诉、闹访。尽管许多法院设置的判后
答疑环节不失为一种与当事人沟通促
使服判息讼的好办法， 但如果能从裁
判文书的形式、内容直观地一目了然，

符合群众的阅读口味和理解程度，那
么案件分歧点就会大大减少， 服判率
也会大大提高， 司法公信力则会大大
增强。

人民法院既是国家审判机关也是
群众工作部门， 人民法官既是司法工
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 要正确处理好
司法工作专业化与群众路线的关系，

处理好裁判文书的法律性与通俗性的
关系。 要善于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

问题，不能强调职业的特征而漠视、忽
视群众的承受度， 绝不能以所谓精深
的专业化而自说自话， 造成沟通的障
碍、 情绪的对立， 以至于产生负面影
响。

裁判文书制作坚持群众路线，就要
切实改变文风，坚决摒弃概念化、公式
化、八股文的陋习，提倡大众化、通俗化、

人文化。 在突出专业性的同时，还应该
考虑可读性， 首先让人能够看得明白，

至于鉴赏性、文献性等作为指导性案例
的要求则更高了。 优秀的裁判文书，应
该像散文一样耐读，回味无穷，使判例
所具有的典型意义连同裁判文书本身
都成为经典。 我国古代的一些优秀判例
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色， 从对判牍、判
例本身的阐述论证，深入引申出思想意
义，加之文字语言特点，像艺术品一样
流传至今。 实事求是地说，裁判文书制
作其实是一个艰苦而有意义的创作过
程，需要运用创造性思维，体现高度的
智慧成果， 把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某
种意义上，这也是深化法院文化所结出
的硕果。 每一个案件千差万别，其所承
载的内容和意义、裁判的思路，也是大
不相同的，所以不能把裁判文书当做千
篇一律的产品， 而是千姿百态的作品，

在制作时应该把握好心境。

裁判文书的制作应该科学合理，如
对于案件证据的论证应该有所取舍，将
没有异议的证据可作概述， 而不必一一
列举；甚至把烦琐的举证、质证、认证过
程与分析判定， 用叙述性的文字加以简
化概括。 事实认定则应该反映有相应证
据支持的法律关系产生、发展、变化全过
程。重点是法院认定理由的撰写，这是画
龙点睛之笔。 对案件事实、证据、因果关
系作出全面深入分析认定， 从哲理、法
理、情理、事理、文理的融合上评判争议
焦点，推断法律规定，体现社会价值，反
映群众意愿，将案件特点、法律精髓、民
众情感、传统文化、法治精神作有机地统
一。 改变该说的不说，概念化的空说，串
换命题的错说，以偏概全的歪说，前提错
误的乱说，使法院的裁判文书更准确、科
学，更具人文性和亲和力。 实践中，之所
以有的怕裁判文书上网见“阳光”，除了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工作
量等方面问题， 裁判文书理由认定上的
问题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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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窗口

童国梁

制度是公信的根基

制度建设对政府公信力具有根本性
影响。 制度法源明晰、构架合理，衍生的
行政体制、工作程序才有说服力，政府才
有公信力。增强制度创新的自觉性，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 特别要处理好政府与人
大、“两院”、社会组织的关系。首先，人大
工作要适时“前移”，以分散行政方面的
压力。其次，法院、检察院工作要适度“后
移”，以遵循司法工作自身的规律，防止
公信力问题复杂化。最后，鼓励社会组织
“上位”， 以分担一些政府不该管也管不
好的事情。

———朱光磊（南开大学教授）

协商是和谐的保障

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 劳资双方都
是矛盾的统一体， 要使双方和谐相处，

必须正视矛盾的存在， 建立相应的谈判
机制和制度， 真正的和谐稳定正是产生
于相互的谈判和博弈中。 在这方面政府
要发挥积极而有限的责任， 要重在为劳
资双方之间建立一个平等协商的机制和
组织形式。

———乌日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建设法治最大的障碍就是心理障
碍， 就是决心不够、 信心不足。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认
为，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 法律人的坚
持、 坚守极其关键。

行政道德建设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
基础性建设。

———山东大学教授王韶兴认为， 行
政道德作为一种政治道德， 是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形成并应遵
循的道德准则的总和。 它渗透在国家治
理与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 体现于行政
工作的整个过程之中。 行政道德与政府
公信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化学酱油”“不属安全问题”？

法 官 之 声

干部提名靠谁 干部使用凭啥

孟法新

闹剧背后是“政绩饥渴症”

胡艺

干部提名靠谁？

笔者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教训，力推“两推
一述”。 “第一推”是指在有了空缺的职位后，按
照规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比例， 在一定范围内进
行民主推荐，依据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消除过
去由少数人提名的弊端；“一述” 是指被推荐出
的候选人在大会上述职， 将自己近几年所做的
工作、取得的成绩、总结的经验、获得的荣誉、今
后的打算等全面汇报；“第二推” 是指在候选人
述职的基础上， 全院同志对候选人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再按照空缺的职位数推荐拟选用人选。

最终由院党组依据“两推一述”得票情况在一定
比例差额人员中决定拟选拔使用干部人选。

谁提名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难点干部使
用凭啥？

党选拔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实绩突出、群众公认”。民主选拔使用
干部，如果对某人不是十分了解，评“德”，好像
都美，论“才”，好像都行。同等条件下，有依据的
唯有凭工作实绩。 众目睽睽之下，你在想什么？

在干什么？ 又干出了什么？ 让候选人说来听一
听，拿来亮一亮。 在法院审判岗位的，就是要多
办案，办好案，多办优秀案，多办精品案，多出研
究成果。 在法院综合岗位的， 就是要把服务审
判、服务干警、服务领导的每一件事情办好，不
迟办、不漏办、不乱办，有专长、有成绩、有效果，

让领导和同志们满意。

组织人事部门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干部业绩档
案，干部的功过是非有依有据，干部的德能勤绩有
头有尾。 要树立“无功就是过”和“庸懒就是错”的
思想理念，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降”。

（作者单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瑞昌市，一个紧临长江、隔鄱
阳湖上百里、 只有

13.8

万人的小城，不
产“鄱阳湖龙虾”，却耗资

600

余万元大
张旗鼓地办起了“首届鄱阳湖龙虾节”，

结果想“造势”却“肇事”，

200

多人参加
“万人龙虾宴” 导致急性肠胃炎入院治
疗，百姓怨声载道。 （

8

月
14

日新华网）

应该承认， 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一
定的手段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刺激消
费需求，提供利税支持，官员需要节庆
噱头吸引眼球、 制造政绩。 但是政府
“造节”不能脱离现实，不能突破权力
边界。政府的职责是依法行政，政府应
该保持基本的权力理性， 不能把“造
节”变成“造劫”，“造势”变成“肇事”。

尽管瑞昌市副市长范志彬说，此次龙
虾节本着“政府主导、协会承办、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推进。瑞昌市为整个
活动只出资

3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协会
具体如何运作并不知情。 但是记者采访
中了解到，瑞昌市在协调、组织这场龙虾

节中是“主角”，调动了多个部门，做了大量
工作。而且政府动用权力向下属单位与企业
摊派了不少高价门票， 挤占了公用经费，增
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一场隆重举行的龙虾节“狼狈收
场”，想要为龙虾“造势”结果肇了一场
事， 老百姓参加一个“节” 遭遇了一场
“劫”。龙虾节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放倒了
200

多人，称之为闹剧可谓恰如其分。但
是， 政府破坏正常的权力秩序与社会秩
序，不切实际举办龙虾节，除了花掉白花
花的银子，牺牲民众健康以外，对当地民
生与经济发展能带来多少好处？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认为，一个小城市承办这样大规模的龙虾
节，期望通过一个会、一个节将一个产业吹

大，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些地方节庆
活动过多过滥，所体现出来的浮躁心态和
投机心理，也折射出地方官员存在严重的
“政绩焦虑症”。 从地方官员不遗余力“造
节”的现实来看，我认为，这不仅是“政绩焦
虑症”，简直是“政绩饥渴症”。

除了不切实际举办劳民伤财的节庆
以外，地方官员的“政绩饥渴症”症状还有
很多。 比如，有的地方要求全民招商，只要
请来

500

强老板考察可获万元奖励；为了
讨好资方，给资方提供超国民待遇；有的地
方出动警车低价为招商企业抢奶源；还有
的地方招商招来的是污染企业，造成生态
环境恶化。 再比如，有的地方为了炫耀政
绩，制造

GDP

数据，不惜大拆大建，刚落
成的大楼被迫夭折，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民

众怨声载道。 还有的地方放任未经审批的
高尔夫球场吞噬生态公园，非法攫取有限
的地下水资源。在政绩驱动下，一些地方患
上了“政绩饥渴症”，非理性发展冲动并未
得到有效遏制。 有的官员不仅不保持权力
谦卑、依法行政，还躺在虚拟的政绩沙发上
沾沾自喜。

要避免龙虾节闹剧重演，终结官员的非
理性政绩冲动，单纯指望他们坚守权力边界
并不现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借助科学发
展观的力量，创新政绩评价体系，打破权力
魔咒，加大地方政府的违规成本，增加官员
的政绩风险，构建正确的权力伦理，防止地
方官员乱办节庆，乱招商，乱上项目，伤害民
生利益，制造所谓的发展幻觉。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从
13

日开始，婚姻法第三次司法解
释开始实施，其中关于“父母给儿子买房
媳妇没戏”的规定，引起广泛的热议和争
论。 有网友认为，婚姻法“新解释”可能会
改变择偶观， 年轻人将不再为房子而结
婚。 （

8

月
14

日《广州日报》）

“只要产权登记于一方子女名
下， 就认为属于夫妻一方所有而不是
共有”。 不少人称该解释让“丈母娘
需求论” 成为笑谈， 因为不管是男方
婚前买的房子， 还是婚后父母给买
的， 都属男方个人所有， 丈母娘的需
求终将成为无效需求。 有些专家教授
则想得更远， 认为该规定变相鼓励了
男人养“小三”， 进而认为此立法导
向有问题。 说实话， 这些言论较为可
笑， 其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婚姻
中由男方买房。 诚然， 这是中国传统
习惯之一， 但随着现代法治和财产观
念的普及， 以夫妻财产共治、 生儿育

女、 抚养后代为己任的传统模式不再是
家庭的唯一形式， 独生子女、

AA

制、

丁克等家庭形式相继出现， 女方买房或
夫妻双方共同出资买房的现象不断增
加， 这也是新婚姻法此规定号称与国际
接轨之根由所在。

换言之，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婚姻法不是妇女权益保护法， 它既然可
让买得起房子的男方放心， 也就同样让
买得起房的女方放心。 如果有人硬说此
规定对男方有利， 我只能怀疑其择偶观
是否该与时俱进了。再说，社会舆论不是
普遍对“一嫁改变命运” 的拜金者以及
“小三”颇有微词吗？ 此规定不正好唤起
这些人的“自立自强”意识吗？

还得回到此规定出台的初衷上去。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

案件中相对集中在
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子
鉴定等问题。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此规定将夫妻双方财产清晰化， 为解
决过往最难办的离婚后财产分割问题，

提供有力依据。

当然，又有人会说“房子要分清楚、

债务要算清楚，就连养老金都要想到，太
伤感情了”，会导致中国离婚率的迅速攀
升。此看法未免夸张。这跟破产法并不会
推高破产率是一个道理———司法解释只
是为婚姻这家“合伙制企业”，制定了一
组破产清算时的一般条款。

相反， 该司法解释尊重了双方在婚
姻家庭关系中的财产独立和经济自由权
利，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底线，就是无论在
结婚时还是离婚时， 双方的利益均不受
损———法律既不负责感情在婚姻中延
续，也不能保证婚姻生活之甜蜜，它唯一
能做的，是为婚姻双方婚后的“经营”行
为，确立一个格式化的最低章程，使双方
的利益都能得到平等的保障。

总之，在一个趋向现代法治和财产观
念的时代，婚姻家庭财产观因之而变，实属
必然———要离的，纠纷少些；想结的，动机
单纯些。 司法解释正好强调了现代婚姻、

财产以及法治观，并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婚姻法解释三”体现的是平等保护原则

邓子庆

近日， 港媒曝出用水解植物蛋白等
7

种化合物可配制出可能致癌的“化学
酱油”，与酿造酱油从口味和质感都相差
无几。对此，中国调味品协会负责人指出
包括水解植物蛋白在内的

7

种化合物都
不是非法化学物质， 酿造酱油和配制酱
油之分，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

这位协会负责人如此为“化学酱油”、

其实是为生产厂家说话，真是令人骇然。据
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林汉华
称，化学酱油中的水解植物蛋白质需要通
过酸来制造水解过程，如果生产商采用的
是盐酸，过程中将会释放出致癌物质三氯
丙醇。 这显然有可能危及人的性命，岂还
“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

显然， 这位协会负责人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 就算这“

7

种化合物都不是非法
化学物质”，但这

7

种化合物是需要调制
的， 而致癌物质三氯丙醇正是在配制过
程中释放出来的。

1999

年
10

月，欧盟对
从中国出口的部分酱油进行抽查， 就因
发现三氯丙醇超标， 曾禁止对中国酱油
的进口；

2001

年，国内掀起酱油酿造、配
制之争，也将矛头对准三氯丙醇。

其实， 传统的酱油， 都是酿造的，

“配制酱油” 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当然， 如记者走访市场所发现， 酱油产
品几乎都标注的是“酿造酱油”。 显然，

生产厂家何尝不知道， “配制酱油” 让
消费者并不待见， 而这当然是因为“安
全问题”。

———钱夙伟（浙江职员）

从铁法官谭彦，到用情办案的蒋庆；从真情
为民的宋鱼水， 到扎根基层的陈燕萍……他们
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为人民群众定纷止争，还社会公平正义的楷模。

他们都将责任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
连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我们每一个法官都应该
深刻体会到责任的分量，看到责任的光芒。

责任心来自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 对人民
群众的无比热爱。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
疾苦声。” 关心群众、 爱护群众是每一个拿着国
家俸禄的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 孔繁森曾经说
过：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一个共产
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只有对人民群众
倾注满腔热情， 才能真正在心里想着群众， 在感
情上依恋群众， 也才能最终将人民群众的冷暖疾
苦挂在心中。

要真正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任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当前，在部分法官心中还存在着就案
办案、脱离群众的思想，在案件中不积极主动与
人民群众沟通，在感情上脱离群众、远离群众，

以至于出现冷、硬、横、推和门难进、脸难看、话
难听、事难办等不良现象。 心系群众鱼得水，背
离群众树断根，作为一个法官，在内心深处要时
刻对人民群众充满真情，把人民群众当父母、当
亲人，体恤民情，了解诉求，增进法官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帮助群众解
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衡量一个法官对人民群众是否有真情， 一个
重要的标尺就是看他对本职工作是否有责任心。

只有遵守法律、 尊重群众，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
发，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对司法事业
负责， 对人民群众负责， 急人民群众之所急， 想
人民群众之所想， 把对工作的责任心落实到具体
岗位上去， 体现到每一个工作环节中去， 才能公
正审理好每一起案件， 用真情去化解好各类矛盾
纠纷，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推动经济建设又好又
快发展。

（作者单位：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有责任才能有真情

李冰

法治时评

荥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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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和泰嘉铝材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票据记载：票
面号码为

02003641

，金额为空白，出票人为北京和泰嘉铝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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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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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和泰嘉铝材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票据记载：票
面号码为

02003642

，金额为空白，出票人为北京和泰嘉铝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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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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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金宇盛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

一张，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票
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00493942

，金额为空白，出票人为北京中和
霁月电子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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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杨子恒鑫消毒医疗器械销售中心因丢失中国

建设银行北京东大街支行开具的转账支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面号
码为

01001721

，票面金额为空白，出票日期为空白，出票人为申
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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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受理了申请人金华东方莹石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该承兑汇票记载号码

04733067,

票面金额
50

万元，收款人为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0

年
9

月
28

日，到期日
2011

年
3

月
28

日，出票人为中广核
台山川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门台山支行，持有人为申请人。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的，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1

年
8

月
2

日依法作出（

2011

）江台法民催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金华东方莹石
有限公司对上诉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广东
]

台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登封市嵩阳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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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10400052 20278024

、票面金额为
10

万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10

月
21

日、出票人为河北石焦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诚宏福得
一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平
安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1

年
11

月
7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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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镇江市晋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汇票号码
CB/01 02584530

， 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为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2

月
21

日，到期日为
2011

年
8

月
21

日，收款人为上海美诺福实
验自动化有限公司， 背书人为上海众环机床附件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镇江市晋豪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胜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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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翔友贸易发展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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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20015375

，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整，

出票人为长沙市强选百货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
区惠谷电器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佛山市顺德区惠谷电器有限
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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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阳光东升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壹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2105045

，票面金额
8165.50

元，出票日
期

2010

年
8

月
9

日，申请人江苏阳光东升进出口有限公司，收
款人马鞍山市金山服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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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亚泰钢结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10400052/20964563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
票日期

2011

年
7

月
6

日，出票人江苏埃菲尔钢结构有限公司，

收款人丹阳宝杨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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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捷甬达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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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票号
CA/01 03052903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苏州松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吴江八坼

支行，收款人苏州市友方电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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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爱韩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昆山开发区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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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0300051/00366797

，票面金额
6569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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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金剑钢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票号
31400051/00119599

，金额
170000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3

月
14

日，出票人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德大机
械有限公司，付款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持票人温州市金
剑钢管有限公司。 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南丰一品酒店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

行于
2010

年
4

月
5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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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0476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张家港金城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金华泰管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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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邯郸市峰峰新科铸造有限公司因在海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珠城支行办理的出票人为海安县威仕重
型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票面金额捌拾万元，票号
00100061/20740033

的一张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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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新兴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

村合作银行城厢支行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0476678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
票人浙江合发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

背书人上海光辉仪器仪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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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杭州华高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慈合行营业部银行

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40200051/20520783

、 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9

日、出票金额
60 000

元、出票人慈溪市驰骋工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慈溪市龙山镇大雁电机厂、付款行慈合行营业部、背
书人慈溪市龙山镇大雁电机厂、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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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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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金新星电子有限公司因被盗慈合行三北支行

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40200051/20942791

、 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5

日、出票金额
30 000

元、出票人慈溪市新时代电器有
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步天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慈合行三北
支行、 背书人慈溪市步天实业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一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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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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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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