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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的辅助人员， 主要是指直接
为法官服务的书记员， 以及在案件管理部
门工作的书记员。 法院书记员的职责是为
当事人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 但提供法律
建议是被禁止的。

但由于禁令的含义模糊，因此，书记员
很难准确分辨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这有时会让书记员左右为难： 一方面要为
当事人提供相关信息以确保高质量的服
务， 另一方面要遵照禁令不能提供法律建
议。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为书记员们提供一
种简单的判断标准， 特别是以列举方式指
出其可为与不可为的界线， 以确保书记员
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

美国司法的三大原则
美国司法以平等、 中立和公开三大原

则为基石。 无论是法官还是书记员都必须
遵守这三项基本原则， 为公众提供最好的
服务。

原则一：平等。所有当事人均应得到公
正、平等的对待，并应充分享有其权利。 委
托有资格的代理人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数量
稳步增长， 而坚持亲自参与诉讼的当事人
为书记员带来工作负担。 为保证当事人的
平等权利， 书记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
精力向当事人解释法院的各种程序、 要求
和规范等。

原则二：中立。相对于每一位当事人和
每一宗案件结果，法院均应不偏不倚。如果
公众确实相信法院是公正解决纠纷的场
所，那么法院的中立形象就能得以维持。书
记员通过向各方当事人提供对等的信息而
维持法院的中立性。

原则三：公开。 一般来说，法院程序处
于公众监督之下。 人们有权了解自己案件
的程序， 其他公众亦享有旁听等权利。 然

而， 公开原则不仅仅要求公众可以参与庭
审， 更要求参与庭审的人能够理解法院的
程序。 书记员通过协助当事人理解法院程
序来确保法院的公开性。

上述原则可以指导书记员为当事人提
供全面易懂的信息。

提供信息帮助的范围
很多时候， 当事人需要的信息实际上

是法律咨询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书记员
最好建议他们向自己的律师咨询。 当事人
可能会因无法从书记员处得到答案而沮丧
甚至愤怒， 而书记员只能向其耐心解释有
关禁令，以平息其情绪。

很多当事人因不熟悉法院的程序，不
了解书记员可以提供的信息范围， 因此不
能准确表达其问题和要求。 书记员有责任
认真倾听其要求， 并选择适当的方式为其
提供帮助。书记员需要时间倾听、理解当事
人的要求， 并力求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信
息。

书记员需要分辨当事人的问题，是“怎
样做……”之类的问题，还是“我是否可以
做……”之类的问题。 书记员可以回答“怎
样做……”之类的问题，但是对“我是否可
以做……”之类的问题则不能答复，因为这
一类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对一系列事实的分
析或者对某一特定程序的建议性意见。 回
答此类问题相当于提供法律建议， 因此书
记员面对此类问题时须建议当事人咨询律
师。 虽然书记员已经遇到过成百上千起类
似的案件， 但每一宗案件有各种不同的具
体情况，只有律师才能给予专业的解答。书
记员做不到，而且也不能做。

问题列举
以下是书记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聘请律师。 当事人必须自己决定是否委
托律师。 书记员应告知当事人的， 是法院不
强制其委托律师， 当事人也可以亲自参加诉
讼。 即使当事人亲自参加诉讼， 法院的审理
也将以相同的标准进行。 书记员不可以向当
事人提供某一位律师或者某一个律师事务所
的联系方式， 但可以帮助其联系政府的法律
服务机构。

提起诉讼。 书记员有权为当事人提供信
息， 以帮助其提起诉讼， 但书记员无权干涉
当事人选择案件的诉因案由、 寻求何种救
济、 获得赔偿的数额以及是否应当和解等。

法院工作程序。 书记员须熟练掌握法院
的规则、 程序和管理规范。

最后期限。 书记员可以建议当事人参考
有关法规来计算具体诉讼活动的最后期限，

可以帮助当事人在计算中排除休息日和节假
日。

法律时效。 不要试图解释法律时效规
则， 这些规则十分复杂， 书记员很可能会作
出错误解释而给当事人造成误导。

上诉。 书记员可以告知当事人有权按照
相关法律提起上诉的最后期限， 但不能建议
当事人对某一具体案件提起上诉。 书记员可
以向当事人提供与上诉程序有关的时间顺
序、 长短， 但不能建议将该时间表适用于某
一特定案件。

法律研究。 书记员可以告知当事人去哪
里查询法律研究的材料， 以及如何查询与程
序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不能为某一当事人展
开法律调查， 不能向其解释某一特定法律条
款在某一特定案件中如何运用。

阐释常用词汇。 书记员可以向当事人解
释常用的法律用语， 因此， 如果向公众或当
事人提供一本法律词典将很有帮助。

公开信息。 书记员可以向当事人提供与
案件有关的所有公开的信息， 包括法院的文

件， 但不能提供具有保密性的信息， 也不能
在案件的结果公之于众之前把相关信息提供
给他人。

表格。 书记员可以引导当事人填写相关
表格， 为其解释如何填写表格， 并检查表格
以确保该表格中应当填写的部分已经填写完
毕， 如签名、 公证信息、 正确的法庭信息、

案号等等。 但书记员不能干涉当事人在表格
中填写的内容。

引导诉讼或庭审。 书记员可以向公众提
供关于庭审构成阶段的相关信息， 但不包括
向证人提出的具体问题或建议某一案件是否
需要证人。 书记员可以为公众提供证据规则
中的信息以及为他们复印相关资料， 但不能
介绍能使证据得到认证的具体方法， 也不能
建议当事人提出异议。

确定开庭审理。 书记员可以向公众提供
关于确定开庭审理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但不
能向当事人建议如何进行本案的诉讼。

案件结果。 书记员不能为当事人预测案
件的审理结果。

单方接触。 法律明令禁止当事人与法官单
方接触。 当事人提出单独与法官通话的要求
时， 书记员必须高度谨慎。 法官必须避免与当
事人单方接触。 在某些紧急情况下， 当事人特
别需要告知法官并引起法官的注意。 对于这种
情况， 大多数法院都出台了相关规定， 最好的
方式是将当事人反映的情况制作成书面材料提
交给法官， 由法官视情况决定下一步如何做。

（编译者单位：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
院）

“断案”是心的交流

□

蒋毅芳

2011

年
9

月， 四十出头的唐大姐因
与丈夫唐大哥感情不和， 起诉离婚。 由于
两人经常吵闹， 她便一个人离家到外地打
工， 很少与丈夫联系， 曾经几次提出离
婚， 但丈夫总是回避， 手机号换了也不告
诉她； 唐大姐的丈夫则将两个念小学的孩
子寄养在亲戚家， 自己只身在外， 不定时
寄些钱回家。

法官多次到村里， 村里人一听说“离
婚” 二字， 便说找不到人。 法官辗转找到
两个孩子， 孩子只说： “爸爸的手机丢
了， 他常打公用电话回来。” 法官明白，

这是唐大哥家人的刻意回避。

如何让被告接到应诉通知呢？ 法
官决定与唐大哥及其家人做一次沟
通。

法官找到村支书、被告的孩子和原被
告的远亲近邻， 向他们了解唐大哥夫妻的
感情，又问问孩子的现状，并特别说明离婚
不单是两个人的事， 还关系到两个小孩的
生活、成长及情感，这是一大家子的事。

一番交谈， 说得小孩哭、 亲戚叹， 大
家认为这样的婚姻应该好好理理。 村支书
这才支支吾吾地说出原、 被告的感情状

况， 并将被告的电话如实说出。

电话接通， 那头一听“离婚” 二字，

气汹汹地甩过来一句： “不离， 我没空回
去！” 电话挂断。 于是， 法官把应诉通知留
在村支书处， 并短信告知被告开庭时间。

几天后， 原告有些着急了， 不是电话
就是短信， 急于向法官了解被告的态度；

而被告也时不时发个短信， 向法官诉说着
原告的种种不是。

� �

如何让两人有一次交流呢？ 法官
短信成了原、 被告沟通的桥。

法官将两人的短信内容删删减减，再
加点劝解，添添补补分别发至原、被告手机
上。被告一味抱怨原告几年来对家庭、对孩
子不闻不问、不负责任；原告则怨恨被告经
常赌钱，输了钱便回家打骂妻子泄愤。

法官在短信中添上： 夫妻各有错、 一
日夫妻百日恩、 孩子最重要……来来回回
十几条短信之后， 被告情绪开始慢慢回
落， 慎重考虑起离婚、 孩子抚养、 财产等
系列问题； 而原告心里也有了数， 知道被
告不再回避离婚。

一番短信交流之后， 两人态度开始明
朗，法官的劝解，让双方有意做进一步交流。

如何让原、 被告敞开心扉， 见面
深谈呢？ 假日法庭是法官和原、 被告
谈心的平台。

法官电话联系到唐大哥， 邀请他带着
孩子来法庭谈心。 唐大哥一听， 立即表态

“

10

月
2

日， 只谈心， 不开庭”。 于是， 法
官电话告知原告及原告的律师， 请她们

10

月
2

日到法庭调解。

10

月
2

日， 假日法庭里， 法官烧上一
壶热茶， 耐心等待。 被告带着两个孩子如约
而至， 原告也与律师随后赶到。

“今天， 我们就是一家人， 大家一起说
说家里的事。” 法官倒上茶， 一句话让原、

被告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唐大姐开始絮叨开了， 说结婚是父母所
迫， 没有感情基础， 婚后丈夫打牌赌钱上瘾
等等； 而唐大哥说打牌赌钱是不对， 但他已
经改了， 他愿意一个人担起家的责任， 坚决
不离婚； 孩子也偶尔插上一两句。 说说停
停， 法官只是认真地倾听， 两口子结婚以来
的点点情感往事渐渐呈现于眼前。

大半天过去， 被告对原告含蓄的情感隐
隐透出。 法官对原告说： “大姐， 一家人都
在这儿， 你看孩子也需要你， 丈夫也愿意为
你改好， 为了家庭的幸福， 你看再给唐大哥
一个机会？” 原告一口回绝。 法官避开被告，

拉过孩子和律师轮流相劝。 原告心意已决，

准备离开。

于是， 法官转过头做原、 被告离婚的调
解。 一切妥当， 唯独

11

岁女儿的抚养权问
题， 原、 被告都不肯放手。 法官对女孩说：

“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无论你跟谁生活都是
爸爸妈妈最宝贝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爱你。

现在， 你自己想想， 决定跟谁一起生活？”

当选择“爸爸” 时， 孩子的眼泪夺眶而
出， 原、 被告也控制不住， 泪流满面。

法官请书记员做好离婚调解笔录后， 留
下原、 被告和孩子， 再做心理安抚。 终于，

原、 被告平和地接受离婚。

离开时， 原、 被告都对法官说： “您为
我们的事费心了， 放假也没让您好好休息。

您放心， 虽然离婚了， 但我们也感谢您！”

往后的日子， 原、 被告也偶尔与法官发
发短信， 相互问候。

心灵上交流透了， 原、 被告也就想明白
了， 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也就近了。

（作者单位：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
院）

□

蒋丽萍编译

陈立烽张丽姑

这天，久违的阳光暖暖地
照着，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门前广场
上的花也灿烂地开放着。

8

点差
5

分，特邀调解员罗
金钗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
她的办公室———诉讼服务中
心诉前调解室。 与往日不同的
是，她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

罗金钗的喜怒哀乐都是
跟当事人连在一起的， 这次
是因为小珊珊的事解决了。

原来，

2010

年
7

月
9

日，蔡
先生和张女士经法院调解结
束了婚姻，双方协议：小珊珊
由蔡先生抚养至其独立生活
止， 抚养费由蔡先生自行负
担。 之后，张女士要求探望小
珊珊，蔡先生却不予配合。

同年
8

月
4

日， 双方离婚
未满一个月， 张女士起诉到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要
求变更小珊珊的抚养关系，

被法院驳回。

2011

年
7

月，张
女士再次提起诉讼， 要求变
更抚养关系， 后又撤回了起
诉。

2011

年
8

月，张女士第三
次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一审法院从小珊珊的生
活、教育、健康成长的角度考
虑，同时听取小珊珊的个人意
愿后，作出变更抚养关系的判
决。 一审宣判后，蔡先生上诉
到龙岩中院。

罗金钗接手了案件的调
解工作。 案件并不复杂，但她
却陷入了沉思。 卷宗里，小珊
珊用稚嫩的手笔写下了一张
张“证据”，这深深地刺痛着她
的心。 罗金钗知道，这些表态
都是小珊珊在大人的要求下
写的。 在妈妈那里，小珊珊就
写希望跟妈妈生活；在爸爸那
里，小珊珊又被迫写愿意由爸
爸抚养。这是一个才

10

岁的孩
子， 妈妈一年内三次提起诉
讼，爸爸和妈妈一次次地要求
小珊珊表态和谁生活，孩子年
幼的心灵该受到多大的伤害？

绝不能让孩子的父母再
一次对簿公堂，绝不能让孩子
再受到不该有的伤害！

调解， 是最佳的选择，但
却充满周折。

第二天，罗金钗组织双方
进行第一次调解。蔡先生和张
女士一见面就像引爆的火药
库，两人的对抗从指责、谩骂
升级到肢体冲突。

“面对面” 调解宣告失
败，她决定“背靠背”调解。

在蔡先生那里，罗金钗可
谓费尽了心思。蔡先生经历了
两段不幸的婚姻，第一段婚姻
带来的一双儿女都成家另过
了， 第二段婚姻结束时他争到
了女儿小珊珊。 他向罗金钗诉
说，张女士为了争夺女儿，把小
珊珊转校了， 他找遍了市区的
小学也没找到女儿。 女儿究竟
在哪里？生活过得怎么样？会不
会已经辍学了……蔡先生十
分焦急，对调解也非常抵触。

看到满腔怒火却又无助
无奈的蔡先生，罗金钗决定先
帮蔡先生找到女儿。她通过私

人关系，拿到了各小学教务处的
电话……小珊珊找到了。看到蔡
先生流下的热泪， 罗金钗深知，

下步调解有希望了。

做张女士的思想工作同样
艰难。 当年，张女士和蔡先生离
婚时达成协议，约定两人共有的
房屋归小珊珊所有。 后来，张女
士想探望小珊珊，蔡先生却不予
配合，于是，张女士提起诉讼要
求变更抚养权。 她的想法很简
单， 如果争到了小珊珊的抚养
权， 不仅解决了看女儿的障碍，

而且跟女儿一起住，就不必为重
新找房子而烦恼了。拿着一审法
院的胜诉判决， 张女士底气十
足，丝毫没有调解的意愿。

还要不要继续努力？作为
一名返聘的退休法官，罗金钗
没有办案任务，更没有考核指
标。难道就这样把案件移到民
事审判庭？想到漫长的诉讼程
序， 想到小珊珊含泪的双眼，

罗金钗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又一轮的调解开始了。 这
一次，罗金钗把目光放在了小
珊珊身上。 经历这些事情的小
珊珊，腼腆、内向、敏感、焦虑，

罗金钗试着和小珊珊交朋友。

她真诚地关心着她，经常打电
话与她聊学习、聊生活、聊思
想。 几天后，小珊珊主动拨通
了罗金钗留下的电话号码。

知道了小珊珊的真实想法

后，罗金钗决定用“亲情融化法”

打动两个大人。 她告诉他们，不
断的纷争只能给小珊珊带来伤
害， 不论大人之间发生什么问
题， 都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着
想。 她开导双方，小珊珊情感上
已经受到了伤害，已经产生了阴
影， 要使小珊珊不再伤心流泪，

就应该为她营造相对稳定的生
活，让她依旧拥有完整的父爱和
母爱……经过多次的释法析理，

蔡先生和张女士都有所触动。

此时，罗金钗并没有马上
促成调解，而是采取了“冷处
理”调解法，叫双方好好考虑
考虑。 几天后，火候已到，罗金
钗把三人叫到一起。 这一次，

蔡先生和张女士不再怒目相
视，小珊珊脸上也有了欣喜的
期待。 最终，大家协商同意：小
珊珊由张女士抚养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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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蔡先生享有探视权，小珊
珊节假日与蔡先生一起生活。

案件圆满解决了，罗金钗的
工作却没有停止。 那天，她得知
是小珊珊的生日，便带着生日蛋
糕，约好蔡先生和张女士一起为
小珊珊庆祝生日。在《生日快乐》

的歌声中，小珊珊牵着爸爸妈妈
的手，开心地笑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爱
意味着为他人的幸福高兴，为
使他人能活得更幸福而去做需
要做的一切。”这就是罗金钗的
爱吧。

（作者单位： 福建省龙岩市
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到特困当事人家中立案（农民画）

安晓辉乔诺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

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汽车工业苏州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因所持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遗失， 票号

30200052

—

21585865

， 票面金额
2200000

元，出票人上海汽车工业苏州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付款
行中信银行苏州分行， 收款人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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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遗失，票号
30200053

—

21597612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
人上海纯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苏州分行清算
中心，收款人苏州兴达新颖装饰材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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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中宇门窗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31400051 21643092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3

月
30

日，出票人常州市中宇门窗有限公司，付款行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收款人常州市鼎文物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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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溧阳市中山有机玻璃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
10400052 20983182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
期

2011

年
10

月
24

日，出票人常州市华天机电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营业部，收款人常州速
派奇电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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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因遗失江苏银

行扬州方圈门支行商业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
00100062

20102466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江苏金达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收款人扬州市银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1

月
20

日，出票行江苏银行扬州方圈门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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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骑士玻璃有限公司（

RIDER GLASS

COMPANY LIMITED

）因其持有的编号为
SAFMTSTZA6140

的
正本提单一式三份在起运港青岛遗失， 为申明此提单无效，不
再作为提货凭证流通，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该
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

RIDER GLASS COMPANY LIMITED

，收
货人为

TO THE ORDER OF BICICI ABIDJAN

， 通知方为
FIMA-01 BP 1107 ABIDJAN 01 REPUBLIQUE DE COTE D′

IVOIRE

，船名
MAERSK DELMONT

，航次
1207

，装港中国青岛，

卸港
ABIDJAN SEAPORT, COTE D′ IVOIRE

， 货物名称
GLASS

。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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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提货凭证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提货凭证的行为无效。 青岛海事法院
申请人陕西吉利空调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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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号码

30900053/24506867

，票面金额
113423

元，出票人陕
西吉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开利空调销售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陕西吉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支付
银行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12

日，到期日
期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自公告之日起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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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
]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双田因不慎遗失陕西秦岭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
职工持股会《会员卡》（会员编号

3787

号）， 载明职工记名股
212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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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
]

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被背书人）常州大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所

持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0300051 20222136

，出票日期：

2011

年
9

月
15

日，出票金额：

40

万元整，出票人全称：成都市久兴工程
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

付款行全称：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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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丰合服饰有限公司所持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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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为

31300052

21495707

， 金额为
12

万元整， 付款人为四川瑞城实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6

日，付款日期为
201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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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牛区永诚电器经营部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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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四川省鸿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

省聚宝投资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出票行为民生银行成
都分行营业部，编号为

30200053 2115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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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牛区永诚电器经营部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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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四川省鸿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
省聚宝投资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出票行为民生银行成
都分行营业部，编号为

30200053 211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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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牛区永诚电器经营部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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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四川省鸿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
省聚宝投资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出票行为民生银行成
都分行营业部，编号为

30200053 2115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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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都江堰金

都村镇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2

份遗失（该票据记载：票号分别为
32000051/20099136

、

32000051/20099140

，票面金额均为
20

万元，

出票人均为成都爱时房屋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都江堰市沱
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均为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出票日期
均为

2011

年
12

月
13

日， 到期日期均为
2012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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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星氟化学有限公司因遗失杭州银行余杭支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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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为

GA/01 07447035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
合强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南合力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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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海县华梁工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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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号码为
22790282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9

日、票面金额
为贰万元整、发票人为宁波灵光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及持票
人为宁海县华梁工艺品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斗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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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日旺模具钢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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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为

40200051 20889918

，金额
10

万元，出票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29

日，出票人温州市瓯海划龙
桥水泥制品厂（普通合伙），收款人江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付
款行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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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惠州市利高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

日、 发票号码为
10200052-21157338

、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出票人为浙江威雷
特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工行乐清柳市支行），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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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乐清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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