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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5

月， 卫生部公布实施《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明确
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时间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这一目标远未实
现。 与此同时， 一些城市出台的公共
场所禁烟规定， 也多是形同虚设。 据
媒体调查， 北京控烟法规生效

15

年、

广州“禁烟令” 出台
1

年半多， 均未罚
一人。 而在这些“未罚” 的背后， 是
全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

120

万人死亡的
恐怖事实， 是

7.38

亿大众在公共场所

遭到“二手烟” 的被动侵害。

公共场所难以全面禁烟， 除了公
众观念、 宣传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外，

不可否认， 禁烟立法普遍缺乏处罚规
定、 实际执行力度不够是重要原因。

据统计， 我国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
性法规的城市已达

154

个， 占地市级城
市的一半。 由于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
双重尴尬， 这些法规几乎成为“空
拳”。 从法律效力看， 不论是卫生部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还是地方性法规， 公众对其权威的认
可度有限； 从立法内容看， 抽象性的
原则规定和宣传性的口号内容较多，

实际操作性不强； 从执法效果看， 由
于执法环境欠缺、 执法队伍薄弱， 缺

乏部门联动， “有法难依” 现象更为突
出。

笔者记得， 也是在去年
5

月， 实施卫
生部禁烟规定的同时， 我国同时实行了
“醉驾入刑”。 现在回过头看， 因查处方
式、 力度性质的不同， 二者之间呈现出
相当悬殊的阵势与收效。 有人曾经评价
“醉驾入刑” 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普法教
育。 原因就在于， 这项法律规定得到了
不折不扣的落实， 体现了强化执法权的
“热炉效应”。 所谓的“热炉效应”， 指的
是把法律当作“热炉”。 热炉火红火热，

不用触摸每个人都知道它会伤到人； 每
当碰到时， 就会立即被灼伤； 不管是谁
碰到， 都会同样被灼伤。 这就能敦促人
们对法规制度的敬畏， 从而自觉遵守法

规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公共场所禁
烟之所以成为顽症， 正是缺乏这种“热
炉效应”。 因此，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期间，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 要像禁酒驾
那样禁烟。

笔者认为， 即便目前在全国尚不具
备制定统一的像严厉处罚酒驾那样的
“禁烟令”， 在木方经营店这样一个特定
地方， 武汉对劝解无效者实施行政拘
留， 就能极大教育和震慑违法者。 当司
法过程既满足了公正的要求， 又赢得了
公众的认同， 对法律的敬畏才会逐步在
公众心中构建起来。 到那时， 根治公共
场所肆意吸烟这一社会顽症也就为期不
远了。

（作者系福建省福州市市民）

公共场所禁烟：期待“热炉效应”

徐娟

近日， 湖北省广水市
51

岁男
子梅某， 在武汉舵落口大市场一
家木方经营店吸烟， 店内的墙壁
上张贴着禁烟标志和吸烟禁令。

梅某被消防执法人员抓现行后，

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受到行政
拘留

1

天的处罚。

(7

月
19

日《长
江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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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国新任中基层法院院长培
训班， 收获很多。 培训不仅内容丰富，

形式也多样———在结束学习前一晚的
联谊会上有个“节目”： 各班班长发表
学习感言。 作为十一班班长， 我用
“司法的生命在于交流” 这样九个字来
概括我的学习心得。 现在不受时间限
制， 可以阐释发挥一下。

法之理在法外。 法律是社会生产生
活关系的反映， 司法更是深深根植于社
会之中。 法院院长不仅要有“事理明晰、

法理透彻、 文理信达” 的法律适用本领，

还要有真正了解而且服务大局的本领，

需要在个案中洞察并处理好司法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关系。 正如有的老
师所讲， 做院长要善于从法律以外和法
院以外来看待法律和法院， 要善于和其
他部门一把手打交道。 事实上， 一个法
律规范背后， 往往蕴涵着社会科学乃至
自然科学的原理和知识， 法官要深刻理
解法律， 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及社会

生活经验。 法官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
职业， 有这样高水平的集中受训“充电”

机会， 可以更好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学识
和成功经验， 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和法院，

理解“院长” 这一角色。 这种以听课为
主的培训看似是单向交流， 其实， 听的
过程以及之后阅读讲稿， 独立思考， 甚
至偶尔和同学讨论几句， 无不是深刻的
互动和转化于己的过程。

法之力在法内。 法律有自己的逻
辑， 司法更有自身的规律， 甚至可以
说， 政策可变、 法律可修， 但司法规
律不变。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具有强制力；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
权， 就是要将一般的、 抽象的法律规
则适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 因此， 法
官不仅要具有用当事人容易理解接受
的语言来解释所适用法律并化解矛盾
纠纷的能力， 而且还要具有传播法律
精神、 法治理念， 促进法治进步的能
力。 换言之， 法律的力量还是要到法

律自身逻辑和司法规律中寻找， 而不可
能在法外。 审判中要善于将社会效果内
化到法律效果中。

优秀法官就是要具有将法外之理转化
为法内之力的职业能力， 其重要的实现手
段就是交流。 一是加强与当事人交流， 在
过去学习实践宋鱼水“辨法析理、 胜败皆
服” 审判方法中， 我感受到其实质就是法
官要具有与当事人共同寻找案件所适用的
法律， 并通过辩论来进行解释， 实现求同
存异、 案结事了的能力， 或者说从接触当
事人开始就注重依法说理的能力。 二是加
强法官之间， 法官与学者之间的交流， 或
者说加强实务界与理论界的交流。 法律是
逻辑和经验的结合体， 法官理性的养成，

不仅要自身知识积累、 经验积累， 还要注
重学习借鉴他人的做法。 正如， 许多同学
谈到这次培训的收获时， 几乎认为能够这
样集中地听众多大法官讲课， 从他们身上
学习做优秀法官、 出色院长的本领， 实在
难得。 三是加强法院之间的交流。 司法公

正公信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律适用标准的统
一， 裁判尺度的一致。 欲达此要求， 需要
健全法院之间交流的机制。 例如一个中院
要掌握并努力统一辖区同一类型案件的法
律适用标准， 一个高院要努力统一辖区中
院同一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再如，

要建立健全各级法院之间沟通协调机制，

特别是在办理信访、 申诉案件时， 要能够
发挥面对社会作为一个司法整体的力量。

参加这样一个高水平的集中培训，

通过听课学到了知识、 方法， 和众多同
学交流借鉴经验， 使我对法律和司法、

对法官和院长又多了一些心得， 并将在
今后加以实践。

（作者系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

司法的生命在于交流

孙海龙

出租车装监控：是一把双刃剑

朱福贵

2012

年
7

月，两期全国新任中级、基层人民法院
院长主题培训班在京举办，全国法院共有

1200

余名新
任院长接受了培训。 在这次培训中， 他们边学习边思
考，完成了一次从理念到能力的“集体充电”，也用文字

写下了许多心得，使司法能力、管理能力在培训中得到了
升华和提高。为了进一步将培训与学习的成效持续下去，

以切实有效地推进工作，本报特开设新专栏———“院长学
习心得”。 敬请读者关注。

全国新任中基层法院院长培训
班已经圆满结束， 但院长们的学习
与体会不会也不应当结束。 院长们
回到各自岗位后， 将进一步自觉学
习、主动学习，强化思想认同，努力
做到知行合一， 努力把法院工作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了进一步推动院长们学习活
动，本报自今日起在二版开设“院长
学习心得”专栏，请院长们进一步交
流和畅谈学习体会， 特别是学习王
胜俊院长关于《大力加强司法公信
建设， 切实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
力》重要讲话的体会；也可以结合各
自的工作实际， 谈谈如何当好院长
的经验和体会。 热诚欢迎各位中基
层法院院长来稿。来稿要求：短小精
悍，千字左右；多层视角，言之有物；

内容新颖，观点创新。

(

来稿请发送至
pinglun@rmfyb.cn

请在邮件标
题中注明“院长学习心得征文”

)

“院长学习心得”

征文启事

法 官 之 声

求名心切必作伪
求利心重必趋邪

莫田华
“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这句

格言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当做反腐倡廉的警句使
用，是对贪污腐败分子的精确描写和深入刻画。

其实，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是人向上性本能的
反映。然而，一旦追名逐利的行为超越了法律和
道德的底线，就会害人又害己。故每一个追求名
利的人都应把握一个度， 这个度就是我们的法
律和基本的道德， 一个人在成就自己名利的同
时应确保不伤害他人的名利， 损人不利己的事
则更加不能做。

而在现实生活中，要把握好这个度并不是很
容易的事情，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世俗
中的人都无法摆脱的“魔咒”。 为名利不择手段、

甚至铤而走险的人也大有所在。 于是，就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

的典型。 如湖南一名官员一手操作，让自己没有
文化、 没有资历的

90

后女儿一步步走上政府部
门重要工作岗位，并当上副科级领导，这种公然
地视党纪国法如儿戏，视公众舆论监督于不顾的
行为最终没有使他得到什么好下场，不但名利尽
失，还身败名裂。 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没评上职
称就拳打教授，可见哪怕是在象牙塔这种神圣的
地方也存在求名心切、求利心重之徒。

可悲的是这样的例子却是举不胜举，每
天都在上演。可见，“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
重必趋邪”这句格言不仅仅适用于贪官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它的俘虏和演绎
者，在名利面前丧失理性，在追名逐利中迷失
自我，最终成为下一个“求名心切必作伪，求
利心重必趋邪”的典型。

故作为一名法官，应时刻引起高度警惕，

牢牢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确保时刻做到不为
名利所累、不为名利所困、不为名利所惑、不为
名利所祸。 只要把清正廉洁、公正无私当做最
好的名声，把为民司法、服务群众当做最大的
利益去追求，就一定会破除这个“魔咒”，最终
成就一辈子的好声望，获得群众的好口碑。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
法院）

出租车装监控尽管可以威慑违法
犯罪的企图， 给公共领域增加安全性，

也有利于纠纷的处理， 但同时也给活
动在监控下的人们带来不自在、 不安
全感———对于所有人来说， 在公共场
合都有身体边界和无形的心理边界，

而监控会造成部分人感觉自我心理边
界受到侵犯。 打个比方， 本来你想大
笑、 做鬼脸、 和伴侣亲热， 但当你发
现有一个摄像头对准你时， 一些举动
只好戛然而止。 这大概就是为何很多
市民对出租车装监控感觉不适应的根
本所在。

法律意义上的监控是自由对安全
的适当让渡， 而不是无保留地妥协。

有律师说， 情侣在出租车内一般不会
有过分亲热的行为。 笔者不敢苟同。

过分亲热的概念很模糊， 接吻算吗？

也许我们不一定会选择在出租车内亲
热， 但我们却不能失去这一权利。 有
这样一个事实：

2008

年初， 一对年轻
的情侣在类似地铁闸机口激情拥吻的
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后据专家分
析， 这段视频是上海地铁监控设施所
拍。 那么， 如果有人不自律， 把情侣
亲热的镜头上传到网上， 会不会出现
“出租车艳照门”？ 如此担心恐非杞人
忧天。

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看， 监控
无疑是的哥的姐们的好帮手。 但监控

天生就是一把双刃剑， 它从“贴身保镖”

到“偷窥” 不过一步之遥； 它在致力于
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 也为不法侵害公
民隐私权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类似上面
“地铁激情视频” 事件， 已为我们敲响警
钟。

尽管有关人士称， 监控的照片信息
不会随便外泄。 司机、 工作人员都无权
调取这些照片， 警方取证也必须经过相
关手续方可查看。 但关于监控的类似承
诺并无刚性， 类似地铁激情视频依然传
出。 孟德斯鸠说， 任何具有权力的人都
倾向于滥用权力， 直到他遇到限制为止。

很明显， 掌控监控的人也不例外。 如果
没有对他们的监管和限制， 他们依然可
能在监控的帮助下， 肆无忌惮地满足偷
窥心理， 甚至向更多人炫耀和使用这种

不受约束的权力。

出租车装监控的本意是为了让我们
更安全， 而不是要让我们心生恐惧。 但
公共利益的监督权必须恪守对自由的
“最小伤害” 原则， 尽最大限度保护公
民的私权不受影响。 监控不可怕， 可怕
的是没有管理的监控。 而事实上， 目前
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法规对公民隐私
进行保护。 而针对监控管理， 尽管有些
地方法规， 但往往过于笼统， 过于模
糊， 亟待更权威更详尽的立法予以解
决， 尤其是监控者的法律责任亟须明
晰。 否则， 人们对监控的恐惧感、 抵触
感难以消除； 一旦人们又不愿意在监控
之下失去自我的真性而变身演员， 生活
将变得很糟糕。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市民）

近日， 南京出租车安装摄像
头及录音设备一事引发公众热
议。记者在南京市区采访发现，对
于在车内安装监控， 出租司机大
都表示理解， 但仍有部分市民表
示不能适应。 其争议焦点在于在
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矛
盾上。 （

7

月
19

日新华网）

开栏
的话

申请人北京普尔捷能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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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天津公司

;

出票日
期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
;

汇票号为
30300051 20310951;

票面金
额为

50

万元
;

出票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

收款人为沧
州中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后经过背书转让，最后由云南
陆良龙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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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泊头市海汇波纹管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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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

;

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7

日
;

汇票号为
10200052 20092430;

票面
金额为

10

万元
;

出票银行为工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

收款人为天
津市铸鑫电子部品有限公司，后经过背书转让，最后由唐山国
丰钢铁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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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金龙因遗失编号

31400051/20121101

， 出票人天
津新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1

月
6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7

月
6

日、票面金额
100000

元，收款人天津市浩
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

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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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金富因遗失银行支票
1

张
(

票号
31303130

60182408

，票面金额
113,000

元
,

出票日期
2012

年
9

月
18

日
,

出
票人上海市闵行区涌源建材经营部

,

收款人上海市闵行区奇源
建材经营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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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1

张
(

票据号码
00261230,

票面金额
1

万元
,

出票人为申请人
,

收款人
为无锡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

出票日期
2010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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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嘉利木器制品厂（业主王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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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140005120210466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泉州市新豪山石材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江支行，收款人福建省泉州
市锦华石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到期日
为

201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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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该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福建
]

宁化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黑龙江省格润药业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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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2009504

、票面金额为
2084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0

月
26

日、出票人为河北省胸科医院、收款人为石家庄市安邦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后背书至申请人），付款行为河北银行。 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12

年
11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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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昌平当代模具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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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1911320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逐鹿
变压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新乡逐鹿协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16

日，到期
日期

2012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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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襄阳久联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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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记载：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0800053/92335657

， 出票金额人民币
219019.66

元、出
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0

月
27

日，出
票人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襄樊北联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招商银行宜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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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勃湾海天测绘仪器服务站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10300052/22758689

，金额
5

万元，出票人乌海市包钢万腾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农行乌海海勃湾支行，收款人内蒙
古众利惠农物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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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内蒙古太西煤集团乌斯太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因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10200052/20905149

，出票人内蒙古太西
煤集团乌斯太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内蒙古沪蒙洗煤有
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为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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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省创搏实业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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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号码为

31000051/21267216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7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
限公司、账号

7201-72010154500002233

、付款行为浦发银行西
安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中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庄里分公
司， 账号

2605040809200005934

、 开户行为工行富平县庄里支
行、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5

月
9

日，申请人江西省创搏实业有
限公司为最后持票人。 公告期间至

2012

年
9

月
11

日，在公告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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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地支行因持有乐山

市商业银行市中区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份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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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0950667

，票面金额人民币
15000

元整，出票日
期

2011

年
10

月
27

日，出票人乐山市海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
人广东一力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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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红山路支行开户的账号为：

65001613800050001942

， 票号为：

02534914

， 票面金额为：

253380

元的转账支票丢失，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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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红山路支行开户的账号为：

65001613800050001942

， 票号为：

02534944

， 票面金额为：

2193103.39

元的转账支票丢失，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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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东鼎进出口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

30200053/21040096

，票面金额为
50

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0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

出票人为桐乡市万新毛纺原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东鼎进
出口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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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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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东鼎进出口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

30200053/21040097

，票面金额为
50

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0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

出票人为桐乡市万新毛纺原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东鼎进
出口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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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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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桐乡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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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南平红荔》开机
上接第一版詹红荔同志是新时期

人民法院推进法官队伍建设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代表。 她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个人
的精神境界， 更代表着全国法官乃至全
国政法干警的整体精神风貌。 拍摄好
《南平红荔》 具有重要意义， 要坚持
“一流的编剧、 一流的导演、 一流的演
员、 一流的作品” 的高标准， 力争将其
打造成为一部精品佳作。

袁荣祥强调， 詹红荔同志是福建
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全
国重大先进典型， 是全省上下学习实
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福建精
神” 的优秀楷模。 把詹红荔同志的感
人事迹搬上银幕， 对于深入学习和宣
传詹红荔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更
好地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宗旨、 为民
奉献、 开拓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他强
调， 福建省委、 省政府对学习和宣传詹
红荔同志高度重视， 对创作和拍摄电影
《南平红荔》 大力支持， 相信这部电影
一定能拍成一部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
性俱佳， 能感染人、 引导人、 激励人的
精品力作， 向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上
一份厚礼！

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 国家广电总
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 中共南平市委
书记裴金佳分别致辞。

开机仪式前， 在福州， 福建省委书
记孙春兰、 省委副书记陈文清会见了景
汉朝， 并要求福建有关方面全力做好支
持配合工作。 在南平期间， 景汉朝亲切
看望了詹红荔同志以及《南平红荔》 剧
组主创人员。

声音

因此不能将超标食物误读为不安全食
物，但是，限量物质超标往往是生产管理失误
的结果，企业应积极说明情况，查找原因。

———在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行的
食品安全年会上，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何计国表示， 一般所说的不合格食品
包括产品等级标准不合格、 非安全指标不
合格、限量成分超标、含有违禁成分等。 如
非安全指标不合格包括标签、标示不合格，

含量不合格等， 这些并不会造成食品安全
问题

变“送清凉” 为“送制度”

近来天气持续高温， 各企业纷纷派出有
关人员进厂矿下车间慰问一线职工， 给工人
送去西瓜、 冰棒、 矿泉水等防暑降温品， 使
他们感受到了阵阵“凉意”。

送清凉是对职工的关心和爱护， 当然值
得提倡， 但仔细想想， 送清凉只能是一次两
次， “凉意” 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而炎热的
夏季却要持续很多天， 一次两次慰问， 解决
不了职工夏季的劳动保护问题。 一个“送”

字， 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关怀， 表现的是一
种姿态， 它对职工的安全度夏， 没有长久的
作用。

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变“送清凉” 为
“送制度”， 认真落实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

调整作息时间， 制定有关保障制度， 从制度
层面为一线工作人员搭建一个健康安全工作
的“凉棚”， 切实保护职工的权益。

由此看来， 送清凉也要讲实效， 也要贴
近群众所需， 送到群众的心窝里。 其实， 这
种求真务实讲实效、 从职工角度出发、 设身
处地为职工着想的做法， 不正体现了“以人
为本” 的理念吗？

———徐曙光（浙江省开化县市民）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