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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用追究责任来对待批评

郭文婧

1

月
31

日， 海南三亚通报春节期间
旅游情况， 当地政府恳请之前发微博称
“被宰”的当事人出面协助调查。 有关官
员表示，“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 将依法
追究责任。”三亚政府同时就之前官方微
博发布的“春节期间宰客零投诉”说法致
歉。 （《新京报》

2

月
1

日）

维护城市名声与形象， 三亚政府的
初衷可以理解。 但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特别是危机事件的处理方式，稍有不当，

不仅难以实现初衷， 更可能造成二次伤
害。三亚政府面对网友的批评，先是抛出
不诚实的“零投诉”，引起了公愤，在道歉
的同时加上一句“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

将依法追究责任”， 多少又有点护短、恐
吓的味道，不仅让道歉的诚意打了水漂，

反而更让人听起来不舒服，极有可能“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做额外联想，三亚政府嘴中的“恶

意攻击”，主要还是对“名誉”的在乎。名誉权
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
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
名誉。 ”三亚的说法，其实是有点荒唐的。三
亚作为一座城市，本身既不是公民，也不是
法人，根本就没有名誉权可言，何来追究责
任呢？ 即使三亚政府，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
法人， 但政府和城市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

即使是恶意攻击， 只要针对的不是政府，政
府也没有资格拿起法律的武器。

退一步讲，即使“恶意攻击”的对象，就
是三亚政府。 但在全世界的司法实践中，政

府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名誉权， 都是绝
无仅有的，即使面对“恶意攻击”，一般也是
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不会对名誉侵犯提起
诉讼。 远的不说，最近有爱国者的员工在微
博上骂武汉“土鳖、污浊”，对此，武汉市政
府完全就没当回事儿， 当地媒体还倡议把
这种骂声当作动力，推动武汉的和谐、文明
建设，在市民中也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 试
想，三亚政府在说出“追究责任”这番话之
前，是应该好好看看民意和先例的。

言论自由对于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是不
可缺少的，理应得到优先的保护。在各国的
立法中， 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名誉
权，都采取了模糊的态度。 在实践中，一般

当作没有名誉权来对待， 政府机关则多是
采取“事先限制”的单方面措施来避免名誉
受损。虽然三亚“宰客”已算不上什么新闻，

但政府的态度非常重要。 “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政府的胸怀，直接决定着城市发展
的高度。对一个城市的政府来说，最好的态
度不是“恐吓”、“封嘴”，而是“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 面对批评，如果有，就承认，就改
正；如果没有，就用来勉励自己，不要犯这
样的错误。

最后， 对三亚政府， 笔者还想多说三
句：第一句是对“宰客”的批评，不要再掩耳
盗铃了，应该坚持“零容忍”，因为这事关国
际旅游岛的成败；第二句是胸怀要大一点，

要多学学危机公关的相关知识， 道歉要诚
恳一点；第三句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笔
者已经准备好了被“依法追究责任”，愿意
做这样一个“出头鸟”。

（作者系武汉市民）

法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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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只有不断保持纯洁
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
人民信赖和拥护， 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
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这既阐明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
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也对各级党
员干部明确了任务、提出了期望。

但党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共产党人的
纯洁性不可能与生俱来和突然产生，而是
在长期自觉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锤炼中逐
渐形成的。加强党性修养不仅是每位共产
党员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升
的“必修课”，保持自身纯洁性的重要途径
和前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
性的根本所在， 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
统。 “修己以安百姓”。我们党自成立之日
起，就高度重视党员的党性修养，

90

年的
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的
光荣历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
纯洁性的活力源泉。 人民法院成立

60

多
年来，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根本原因也就
是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
传统， 一代又一代法院人敢于涤荡“尘
埃”，勇于锤炼党性，增强综合素养，努力
打造成一支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奉献、特别能创新的法院队伍，给人
民法院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然而，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当前，人
民法院中个别党员干部却在纯洁性上出
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动摇，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缺乏信心； 有的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
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人民法院一
些审判理念理解不深、执行不力；有的党

员干部司法不廉、作风不佳、裁判不公，

引起群众不满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只存
在少数党员干部中， 但严重影响了党的
纯洁性，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解决这
些问题，必须从加强党性修养入手。每名
党员干部对此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主动负起这个责任， 自觉在各种实践中
砥砺品质、 磨炼意志， 切实加强党性修
养，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能力，真正从思想
和行动上解决入党的问题。

要加强理论修养，这是党员干部保持
纯洁性的根本。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
的武器。”新世纪新阶段，每位党员干部要
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法院工作需要，

系统地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着力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提
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能力。 要学会用科学发展观的立
场、观点、方法观察认识形势，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转化为谋划司法改革的政策措施，转化
为提高执法办案的实际能力。

要加强政治修养，这是党员干部保持
纯洁性的核心。 加强政治修养，就是每位
党员干部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
的历史进程，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
而彷徨动摇。要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学习理解，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本质特征，始终坚持“三个至
上”工作指导思想，真正做到思想上、感情
上、实践上高度认同。 要在工作实践中不

断增强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改进司法作
风，坚持能动司法，密切党群关系，提升精
神境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各级法
院要以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活动为契机，通过生动有效的形式
广泛开展忠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
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进一步坚定广大党
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增强政治辨别能力和
抵御风险能力。

要加强道德修养， 这是党员干部保
持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古人云：“道之以
德，德者得也。 ”告诉人们要以良好道德
标准来规范自己言行， 只有具备良好道
德的人，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对法官来
讲，良好道德是法官的生命和灵魂，是公
平正义的保障， 法律即使再公正、 再完
善，若没有心存正义的法官加以运用，也
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因此，加强道德修
养，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 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指导思想道德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
建设的核心价值。要紧紧围绕“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模范践行政
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公正、廉洁、为民的
司法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

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 要大力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以增强诚信意识为
重点，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
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要加强作风修养，这是党员干部保持
纯洁性的关键。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
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
一名党员干部来保持和发扬。加强作风修

养，党员干部一定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
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
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一定要
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
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 一定要有好
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
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
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
率。 一定要有好的学习作风，坚持把理论思
考与创新实践结合起来，把解决认识问题与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提高理论素养与
提高领导水平结合起来， 努力做到既懂理
论、又会实践，既懂法律知识、又了解社会情
况，既熟悉依法断案、又善于调解结案，真正
形成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良好
循环，有效推动队伍素质、审判质量、司法公
信力的提升。

要加强纪律修养， 这是党员干部保持
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新形势下，无论从党肩
负的历史使命， 还是从人民法院面临的形
势任务来看， 都要求每名党员干部必须具
备很强的组织观念， 自觉加强组织纪律修
养。要坚持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照民主集
中制办事，认真执行和遵守党内各项纪律，

坚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要注重点滴
养成和自我改造，任何时候都要慎思笃行，

防微杜渐，切实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
线， 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 经济上贪得无
厌、 生活上腐化堕落。 要积极参加党内生
活，自觉接受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定期向
党组织汇报思想，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使自
己始终处于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之中，

确保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行动上始终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个让党放心、让人
民满意的合格党员、模范法官。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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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广告”的教育很功利很浅薄
近日，有网友称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一

所小学发给学生的奖状上植入了商业广告。

商丘市教育局一名负责人认为，这种做法不
利于教育孩子，应立即改正。 该校宋校长称，

广告单位给学校提供了书包等奖品，既然网
上有质疑，以后不这么做了。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此话不假。可
如今，就连中小学都变得到处是铜臭之气和
功利之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说：“学校
应当坚守道德最高标准，只有这里是净土，整
个社会才会有希望。”奖状本来是为了奖掖先
进，鼓励孩子们更加勤奋地学习的。那么面对
在奖状中“植入广告”的教育，我们的希望，又
在哪里呢？在奖状中植入广告，是在从小培养
孩子们的商业意识吗？ 是在教育孩子们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商”吗？

学校本是塑造孩子心灵的殿堂，我们很
难想象，当孩子们捧着“植入广告”的奖状时，

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学校、看待老师。但不难想象的是，在诸如“绿
领巾”、“红校服”、“皮纹测试”，包括“广告式
奖状”在内的新闻充斥着我们耳目的时候，教
育的功利性已暴露无遗。 在这种功利化教育
的唆使下，学生们就像是被抽打的陀螺，无法
自由的享受之时带来的乐趣，只能被动地旋
转。 他们幼小心灵从此就会被蒙上难以磨灭
的阴影，影响其一生。我们常把莘莘学子比作
桃李，桃李的芬芳来自于自然的绽放，而面对
功利的入侵，我们又如何能让每个如花的生
命都舒展成长呢？

说到底， “广告” 本身并不惹人厌憎，

但它出现在孩子们的奖状里， 就显得触目惊
心、 可恶可怕了。 每一株小草都需要雨露的
无声滋润，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爱的阳光沐浴
普照， 对孩子们什么样的爱是需要我们的教
育深刻反思的。 透过那张“植入广告” 的奖
状， 让我们真真实实地看到了一些地方的教
育很功利、 很浅薄、 很庸俗。 如果我们连一
张象征着先进和荣誉的纯洁奖状都无法给孩
子们提供， 那么公众还有什么理由相信， 教
育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知识的滋养、 人格的修
炼？

———宛诗平（河南省内乡县委）

客观地讲， 我是个物欲极低的人， 不
吸烟、 不喝酒， 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究
竟是什么原因让我摔了这么大的一跤？ 我
想了很久， 走到这一步， 可以用虚荣、 软
弱、 无知来解释。

———郑州大学建设办原副主任李大林
受贿获刑， 案发后他写下悔过书称落马只
因虚荣。

我对北京警方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

抵制毒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而张默作为
公众人物， 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 目前又
身陷囹圄， 暂不能对公众有一个交代。

———张国立之子张默涉嫌吸毒被行政
拘留， 张国立发出声明， 称感到深深的痛
心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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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性必须加强党性修养

陈日涛
限高令是破解执行难的利器

扬凡
日前，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

法院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并违
反“限高令”的陈某依法进行司法拘留
15

天处罚。 据悉，这在该市尚属首例。

在我国，由于信用体系建设的滞
后性，使得法院生效判决对于“老赖”

的约束力较低，许多被执行人一方面
纷纷采取转移财产、拖延抗拒执行的
方式来躲避债务的履行，另一方面却
依旧过着奢侈的生活。

2010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
若干规定》， 针对执行实务中出现的
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消极履行、规避
履行义务的情形提出了更具有操作
性的执行方式。

被执行人违反“限高令”进行消费
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的行为， 若发现被执行人有高消
费行为，并查证属实，根据有关规定，

对被执行人拘留或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另外，最高人民
法院还实行悬赏举报制度， 若发现被
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将奖励举
报人，最高奖励财产价值的

10%

。

“限高令”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
限制高消费的一种间接执行的措施。

通过“限高令”，对欠钱不还的人实行
限制消费， 进一步压缩被执行人的生
活空间，让被执行人感到痛苦，为破解
“执行难”提供了新的法律武器。 在限
高令出台之前， 国内多家法院曾有多
次类似的探索，

2004

年广东佛山法院
曾限制欠债人员进行高消费，

2005

年
山西太原法院、 河南萍乡法院给“老
赖”亮红灯，对拒不履行债务者限制其
进行高消费，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此举在当前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及现实
意义，有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

目前，在欧美、日本等国家以及
中国香港等地区，均有关于对个人申
请破产后被限制消费的规定。 例如，

香港明星钟镇涛曾经因炒楼无法偿
清高达

2.5

亿港元的债务， 而被法院
宣告个人破产，其结果之一就是———

被限制进入高消费场所消费、限制出
国旅游。

一旦赖账者违背了“限高令”，谁
来监督、举报？ 首先，当然是债权人举
报。 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债
权人的切身利益，债务人一旦拥有可
以偿还债务的财产，债权人即可要求
其偿还债务。 如果以前债权人看到债
务人大肆挥霍只能干瞪眼，现在有了
“限高令” 的尚方宝剑， 即可马上举
报。 同时，“限高令”需要多部门的配
合，比如出入境管理部门不为老赖办
理护照或其他出境证件、公安局治安
管理部门对法院要求协助查找的老
赖提供其户籍资料。 再则，要尽快建
立健全国家信用体系。 人们敬畏法
律，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触犯法律的代
价实在太大。 如果能够尽快实现个人
档案和身份信息的统一，通过身份证
即可查询个人的除隐私之外的其他
身份信息和工作履历、 个人信用等
级，那么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律文书
所确定义务的可能性将大增，因为信
用记录将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不良信用记录则会使得被执行
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

执行判决、 裁定是民事诉讼的
重要一环， 关系到法律和司法的威
严。 愿“限高令”能为助推破解执行
难给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

“西江引水”到底该谁埋单

张森林

在水价听证会即将举行之际，广东省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公布了一份供水成本
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西江引水及水厂
改造”工程约

68

亿元贷款，称这笔费用让
自来水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账单公布之
后，“西江引水工程”该不该由民众埋单引
起了激辩。 市物价局长罗家祥表态，政府
已投入了

17

亿元基本金， 市民也需要共
同承担（《中国青年报》

2

月
2

日）

广州实施“西江引水工程”花费了巨
额资金，也让自来水公司背负了沉重的包
袱。从市物价局局长罗家祥的表态中不难
发现，即将到来的水价听证会，重要意图
之一就是通过提价， 让民众共同分担债
务。不过，此举引起了激烈辩论，反对声一
片。 有人认为，西江引水成本应由政府埋
单；也有人认为，西江引水只是部分市民
获益，应“谁受惠谁买单”。 那么，广州“西

江引水工程”到底该由谁来埋单才合理呢？

实际上，政府的钱也是民众的钱，说到
底都是民众埋单，只不过区别在于，是政府
直接投入，还是让民众另外掏腰包。 从道理
上说，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向纳说人提供相
应的公共品服务，并将价格控制在一个相对
合理的水平， 一般不宜在民众纳税之后，再
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摊派给民众。 当然，

对于一些重大项目，如果现实急需而又迫于
财力有限， 让民众适当分担也未尝不可，但
要经深入论证并充分尊重民意，绝不能自以
为是的“替民做主”。

至于“谁受惠谁买单”，则显然有失偏
颇。 政府提供公共品服务面向全体民众，资
金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而未必每次都人
人有份。 如果不受益不埋单，许多惠及民生
的项目根本就无从谈起。 譬如政府对助残、

教育、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投入，既然财政资
金归全体纳税人共有， 照此逻辑怎能只让
部分人受益？ 再推演下去，最后恐怕连城市
道路和配套设置也要一片一片划分了，各
人自扫门前雪，谁交的钱办谁的事，谁办事
就得谁交钱，岂不荒唐可笑？

笔者以为，广州改善城市用水质量的出

发点是好的， 让民众适当分担也不为过，之
所以引起激辩， 关键是工作没有做细做实。

倘若当初在研究“西江引水工程”时，能详细
公开整体方案、筹资渠道，取得民众的认可；

倘若在运行过程中，能详细公开自来水公司
账目，自觉接受监督，取得民众的信任；倘若
在自来水公司出现严重困难后，能详细公开
数据，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出合情合理
的调价方案，取得民众的理解，试问，民众还
会质疑吗？

显而易见， 民众真正反对的不是埋单，

而是不愿被“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掏钱。

政府不能把民众当“局外人”，唯有更多地倾
听民意，将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作为决策的依据和衡量得失的
标准，才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挤，才能避
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市委）

缺少有效监管孕育了短视商家
市场经济最道德， 因为在充分而又平

等的市场竞争下， 不仅作为消费者的游客
有得选， 而且作为服务者和提供者的商家
和景点出于诚信考虑也不会轻易逾越道德
和法律。 反之， 在市场经济不健全， 同时
商家行为又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地方和领
域， 则会出现另一番景象： 是的， 能去三
亚度假的多是有钱人———人们对三亚宰客
的巨大反感也正在于此， 不满其利用有钱
人的“大方”、 把有钱人当冤大头狠宰一
把， 厌恶那种“借春节猛捞一笔” 的短视
与贪婪， 反感那种将美景当诱饵、 开门迎
客关门宰人的唯利是图。

———张维迎（经济学家）

申请人山西泽能工贸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2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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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票据记载：票
面号码为

31300052 20208313

，金额为五百万元，出票人为中铁
物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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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利源鑫盛阀门经营部因丧失转账支票两张，

于
2012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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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
13

日， 票
据记载： 票面号码分别为

10628606

、

10628607

， 金额均为封
万， 出票人均为北京利源鑫盛阀门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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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众佳高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汇

票一张（汇票号码
1020004420003254

、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2

日， 金额
10

万元、 出票人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燕山支
行、账号

020000160920014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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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福兰德餐饮有限公司因遗失转账支票一张。

票据号码为
4020113008395985

， 金额为
14 787

元（小写填
写、 大写未填写） 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1

日， 收款人未填
写， 出票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 支付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通州支行玉带路分理处， 未经背书的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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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承兑汇票
1

张， 票据号码为
3060005120088443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 出票人为东莞市雅居乐日用制品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上进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出票银行为广发银行东莞石排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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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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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承兑汇票
1

张， 票据号码为
3060005120088446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 出票人为东莞市雅居乐日用制品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上进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出票银行为广发银行东莞石排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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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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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承兑汇票
1

张， 票据号码为
3060005120088445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 出票人为东莞市雅居乐日用制品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上进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出票银行为广发银行东莞石排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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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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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承兑汇票
1

张， 票据号码为
3060005120088444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 出票人为东莞市雅居乐日用制品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上进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为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9

日，出票银行为广发银行东莞石排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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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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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东莞南城支行

承兑汇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080005392595200

，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

142526.90

元，出票人为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被背书人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3

日，出票银行为招商银行东莞南
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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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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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省湘中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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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1899295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新乡市成
林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新乡恒力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22

日，到期

日期
2012

年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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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西峡县华能耐材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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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0053/92571408

，金额
199320

元，出票人为
河南青山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西峡县华能耐材
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招商银行郑州未来支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21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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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

31300052

（

20192547

），出票人为湖南有线长沙网络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14

日， 付款行为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为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6

月
14

日，出票金额为叁拾壹万元整，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高斯
贝尔数码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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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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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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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巧云因遗失股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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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之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编号为

90000255

，持
股人为李巧云，持股数为

17008

股的股权证立即停止办理所有
权利的异动。

[

湖南
]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荷泽市牡丹区北城办事处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因遗失民生银行南京分行北京西路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号
30500053/20326365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9

月
7

日，出票人江苏庆曌轩鞋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富龙鞋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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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余姚市华兴传感器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1400051 20536303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江阴友邦聚氨酯
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迅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行江阴农村商
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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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江苏武进农

村商业银行横林支行（现变更为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横林支
行）出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GA/01 02372277

，票面金
额

13000

元，出票人常州武进区横林恒新办公设备厂，收款人
常州市润昌木业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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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受理的上海洋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1

月
29

日作出（

2011

）浦民二
(

商
)

破
字第

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1

年
10

月
20

日， 本院根据扬州绣品时装总厂的申请裁
定受理该厂破产清算案。查明，该厂资产总额

29406122.50

元，负
债总额

67282503.20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37876380.70

元。 本院
认为，扬州绣品时装总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裁
定宣告扬州绣品时装总厂破产。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2

月
6

日（总第
52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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