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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法庭经审理查明， 该案被诉具体行政

行为的实施者是宿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并非宿城区政府。 为彻底化解该案， 在确
认应当由宿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承担法律
责任的前提下， 法官趁热打铁进一步对出
庭负责人进行提示和引导。

“从庭审查明情况认定， 开发区系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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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立的市级经济开发区， 后
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 具备相应的
行政职权。” 审判长的话语朴实而诚恳，

“但考虑到开发区管委会与你政府在管理
辖区与行政职能上存在交叉， 本着促进纠
纷实质化解和官民关系融洽的立场出发，

法庭建议你政府及时与管委会取得联系，

将法庭审理情况及行政行为存在的违法问
题及时告知管委会， 依法给原告以适当赔
偿， 争取早日化解纠纷。”

“管委会行为的确存在不当之处， 区
政府将全力参与沟通督办赔偿原告受到的
经济损失。” 刘江当庭表态。

最终， 区政府赢得了原告谅解， 双方
握手言和， 该案得以圆满化解。

让司法裁判成为官民纠纷的“终点
站”。 “旁听时我一直在考虑， 如果今天
是我坐在被告席上会如何应诉， 对于纠纷
的解决我又能提出什么样的可行性意见？

法官循序渐进的引导， 真是让我受益匪
浅。” 旁听案件的进修班学员、 泗洪县一
位副县长发出由衷的感慨。

谈到宿迁市两级法院在庭审中设立独
立发言环节，在法庭的提示下，引导出庭负
责人就行政行为规范与案件协调化解提出
具体方案，宿迁中院院长汤小夫认为：行政
诉讼大多是行政执法行为存在的各种瑕疵
所引发， 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过程也是
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庭审中通过庭审提示
畅通‘官’与‘民’的沟通，更容易促使行政
机关发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群众不满意
的地方，从而促进其在群众所‘念’上下工
夫，所‘怨’上改作风，所‘盼’上得民心。”

全程考核应诉效果倒逼“敢
出庭愿出庭出好庭”

在沭阳某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沭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一案的卷
宗中， 记者看到一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考评表》。 在这张表上， 该案合议庭分
别对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是否准时出
庭、 是否就被诉行政行为相关问题对当事
人进行解释说明、 是否就案件发表综合评
述意见、 是否积极配合法院协调案件、 是
否严格遵守法庭纪律” 等事项评出“好”

或“一般”， 并具体指出了“辩论过于简
单、 针对性不强” 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行政负责人“怕输不出
庭”、 “出庭不出声”、 “出声不出力” 的
消极现象， 宿迁市两级法院实行了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逐案评价反馈制
度。 每次庭审结束后， 审判长都要组织合
议庭成员集体讨论， 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表现情况进行全面考量， 评出好、 一
般、 差三个档次， 并将《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考评表》 抄送同级政法法制部门及依
法治市（县）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两级法院分别协助市、 县（区） 政府
建立了以应诉效果为核心的考核奖惩制
度。 市、 县（区） 依法治市、 县（区） 领
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考评表定期对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和案件协调化解情况进行
跟踪考核， 并将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列为法
治创建十大考核指标之一， 逐年加大考核
分值， 定期发布情况通报。 三年来，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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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基层行政机关负责人因出庭应诉
情况不佳被县、 区政府领导诫勉谈话。

与此同时， 两级法院主动采取个案考
核与阶段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以季度、半
年、年度为限，对期间案件进行全面分析，

相继形成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存在五大问题并提出四条建议》、《行政
审判工作动态》、《行政审判工作白皮书》等
报告，点面结合，多管齐下，促使行政机关
负责人“敢出庭、愿出庭、出好庭”。

上接第一版由于庭审案件是随机抽取
的，庭审观摩给法官带来了压力的同时，也使他
们的业务素质得到提升， 司法为民的热情被激
发带动。

自去年以来， 德州中院已组织观摩活动
110

多次， 覆盖各审判业务庭具有审判资格的
全部法官。 经对各庭观摩案件结案情况调查统
计，所有观摩案件全部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结案
率达

100%

，无被改判发还案件；所有观摩案件
中，当事人无一人上访申诉。 目前，该院的庭审
观摩不但向基层法院延伸， 旁听观摩的人员也
逐渐向人民陪审员和人民调解员延伸、 向社会
各界延伸， 庭审观摩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
到显现。

法院文化建设使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在全
院形成了一种催人奋进的主旋律， 迸发出一种
给队伍以激励感、给当事人以信任感、给社会以
厚爱感的巨大力量，文化素养和司法能力“双提
升”。 近几年，他们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法官白
光锋、全国纪检监察工作先进个人吕庆虎、全国
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张延军、 全省法院优秀领导
人才刘建华、全省优秀法官陈玫、杨敏、全省富
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崔书江、 全省办案能手
孙文中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队伍的整体素质和
执法形象进一步改善。

依法严惩重处 让食品药品更安全

李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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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言

大义

我认为，奥运会金牌当然是体育界向全社会
传播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标
志，是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科技、

教育、文化等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但是，从奥运会
竞争的非充分、不完全、未对等的属性看，我们又
不能过度高估奥运会竞争的价值。

———奥林匹克资深学者、 江西财经大学副
校长易剑东认为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并不能完
全体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 更无法完全
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的综合实力。

声音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
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情
况通报， 同时公布了十起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通报指出，针
对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犯罪频发、多
发的势头， 人民法院将始终保持对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以及相关贿赂、

渎职等犯罪的高压态势， 加大财产刑
的适用力度， 严格把握缓刑和免刑的
适用条件，严厉惩治和威慑不法分子，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在全社会营造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的舆论氛围。 这是人民法院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维护我
国经济社会稳定、 健康发展的重要体
现，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继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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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公
布四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以
来所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 彰显了人
民法院依法坚决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的决心和信心。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
先”，食品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 而药品及药品安全则关系到
防病治病问题， 是事关救死扶伤的大
事。所谓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药
品一旦出了问题， 其危害后果往往更
为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也更容
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不安， 甚至会
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食品
药品问题不仅是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民利问题， 也是

关乎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公信力的民
生民心工程， 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
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屡屡亮起红灯，

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食品药品”数量之
多、范围之大、波及地域之广、危害程
度之深前所未有， 媒体曝光的诸如瘦
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更是令人
触目惊心，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再触
动人们的神经，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和热点。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全
国统一的食品药品市场大格局的基本
形成， 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
重扰乱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健
康、有序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严重损
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我国的国
际信誉。

鉴于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去年通过实施的
《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犯罪的有关规定做了较大调整，

在降低入罪门槛的同时， 提升了量刑
档次， 体现了立法严惩此类犯罪的精
神。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采取高压态
势， 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及相关领域犯罪的追究和惩治
力度。有关报道显示，今年上半年检察
机关查处的食品药品领域渎职犯罪案
件比去年同期超出

50%

以上， 公安部
于今年年初组织的打击制售瘦肉精、

地沟油犯罪， 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以

及打击制售假药犯罪“三大战役”也取
得了显著成效， 近日全国公安机关还
对

24

个特大制售假药犯罪网络开展
了统一收网行动，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1100

多个，涉案价值
11.6

亿元，抓获
嫌疑人

1900

多名。人民法院作为国家
审判机关， 在惩治食品药品犯罪方面
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
级人民法院除了及时审理涉及食品药
品犯罪案件，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维护食品药品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
外，还通过适时公布典型性案例，加大
对涉食品药品案件的宣传力度等方式，

提高全社会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的认识与了解，从而有效预防和震慑此
类犯罪的发生。

为了充分发挥司法职能， 有效惩
治各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改善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环境， 保障人民群
众能够吃上放心饭，用上安全药，各有
关部门首先要对我国面临的食品药品
安全形势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要
充分意识到当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
势的严峻性， 从而做好打攻坚战和持
久战的准备， 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还要充
分认识到， 在每一起重大食品药品安
全事件的背后， 几乎都伴随有其他违
法犯罪尤其是相关公职人员的职务犯
罪， 因此在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的同时， 也要重视打击与之相关的

其他违法犯罪尤其是贿赂、 渎职失职
犯罪。其次，要坚持将专项整治与长期
治理有机结合， 既要充分发挥专项整
治活动的优势， 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
量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有力
打击违法犯罪者的嚣张气焰， 消除犯
罪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 及时消解人
们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担心和顾
虑， 恢复正常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秩
序；也要立足长远，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地追究和惩治此类犯罪。 由于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不仅直接危害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而且严
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
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形下，对此类犯罪
行为都应当持“零容忍”态度，坚持依法
从严惩处。 最后，在惩治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及相关犯罪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加
强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司
法解释，保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要
重视相关制度的执行和落实，真正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惩
治此类犯罪的及时性和严厉性，同时还
要防止出现选择性执法和运动式执法
局面，以保障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作者单位：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

“扶起”诚信不能光靠摄像头
据报载，近日，一名中年男子在上海街头举

着一块写有“寻找目击证人”的牌子守候在路边。

男子称其妻徐某救人后被老太诬陷为肇事者。

8

月
11

日，警方通过监控探头画面最终确认，徐某
就是肇事者，老太并没有诬陷她。

明明是骑车撞倒老人的肇事者，丈夫却举牌
“寻找目击证人”，谎称妻子是扶起倒地老人的“活
雷锋”。 如果不是监控录像记录和还原了事实真
相，想必他们还会将“冤情”无限放大，直至达到推
卸责任的目的。

而在
2010

年
8

月，江苏南通司机扶起受伤
老人反被诬陷为肇事者， 最终因车内有监控录
像才证明清白。无论是救人者被诬陷为肇事者，

还是肇事者谎称是救人者， 均未逃过监控录像
的“电子眼”，表明现代高科技产品在保留证据
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问题是，尽管摄
像头铁面无私， 拍下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可
信、不容置疑的，但其不可能也不可以监控到社
会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在摄像头监控不到
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上述的道德失衡事件，还是
需要相关执法部门去做公正的裁决。

救人反被讹诈和撞人谎称救人等荒唐事件
的发生并非偶然，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社会
的道德困境。 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
序， 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不仅要有强有力的
社会舆论监督， 而且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
自律。 然而， 当一些人丧失了诚信和良知， 被
人救助还理直气壮地去伤害行善者， 撞了人还
大喊冤枉、 甚至去邀功行赏， 这时候， 除了寄
望于摄像头等技术设备能够留下铁证， 更需要
法律和制度挺身而出， 去“扶起” 诚信和良
知， 去惩恶扬善。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救人反被讹诈事件频
发，广东已立法规定，讹人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但依笔者之见，撞人谎称救人，同样是一种欺诈
行为，同样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将救
人反被讹诈和撞人谎称救人纳入法律规范，不该
仅是广东的“自选动作”，应成为全国的“规定动
作”，以此约束和威慑出卖诚信的道德失范行为。

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应真正彰显守护诚信、惩恶
扬善的正义力量。

———张连洲（湖北省嘉鱼县新闻出版局）

据报道，浙江的秦小姐在横河某银
行取了

22400

元，银行却给了她
24000

元。秦小姐认为，银行规定“离柜概不负
责”，自己没有责任。 法院审理认定，秦
小姐多拿了

1600

元，属不当得利，应在
3

日内返还银行
1600

元。

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给人的感觉就是储户与银行之间并不
存在平等的法律关系， 因为如果银行
少付了款，储户一旦离柜，就没有任何
理由再找银行索要款项；但是，如果是
银行多付了款， 无论储户是否离柜都
应退还多得款项，否则就是不当得利。

如此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究竟原因
为何？它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是否会冲
击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呢？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平等保护
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市场经济的题
中之义，否则就有违公平的基本价值。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实
际上存在一些“霸王条款”，它们凭借

一方经济主体强势的地位， 以压倒性
的、别无选择的方式，要求乃至命令另
一方主体必须这么做。过去一段时间，

各界针对部分饭店收取“开瓶费”的现
象， 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虽然有所好
转，但仍然存在“谢绝自带酒水”，否则
加收“服务费”的规则。在这一案例中，

“离柜概不负责”实质上就具有“霸王
条款”的意味，因为它的实质意思其实
是“少付款概不负责， 多付款如数归
还”，这样的“规则”存在于市场经济之
中，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我国合同法规
定，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
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离柜概不负
责”，以一种一刀切的方式，只要离柜，

无论银行有无过错均不承担责任，无

疑，其有违合同法的要旨。

或许有人会提出， 如果银行少付了
款，储户也可以起诉银行不当得利啊？ 抛
开诉讼的艰难程度不说，这并不仅是谁起
诉谁的问题，更是银行的态度问题，是其
服务质量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银行并没
有一个值得广大储户认可的态度，更多的
是让人觉得失望和冷漠。笔者无意于为多
拿钱的秦小姐辩护，只是对“离柜概不负
责” 这类标语和做法表达自己深切的担
忧。或许，它的出现，旨在提醒广大储户和
银行工作人员要清点清楚款额，本身无可
厚非，但它的存在，却是对市场经济的极
大讽刺，是对公平价值的激烈冲击，如此
不负责任的标语，可休矣！

依稀记得， 次贷危机和国家连续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那段时间，银行非常
积极地与其储户联系，希望他们继续把
钱存在银行里，其亲切的态度着实让人
觉得银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如今形势
有所好转，一些银行就以冷冰冰的“离柜
概不负责”之类的标语和起诉储户不当
得利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错误，难道真
的是“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吗？ 银
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润来源于储户，

只有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储户们
才愿意选择把钱存进银行；如果仍然以
“离柜概不负责”之类的“霸王条款” 作
为掩盖自身缺陷的挡箭牌， 其结果必然
是丧失储户的信任， 造成储户流失， 其
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法治时评

荥荥

“离柜概不负责”可休矣

周海浪

申请人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银行汇票

1

张
,

号码
00100041 -

20637752

、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13

日、票面金额
15,000

元、收
款人安徽省招标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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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德信泰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据记载：票号
3090005323698190

，票面金额人民币
52

万
元，出票人上海中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济南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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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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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桃浦热力公司因遗失支

票一张，票号
3130313050032829

，付款人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
公司桃浦热力公司，金额未填写，收款人未填写，出票日期未填
写，出票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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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余姚市精制汽车配件厂因不慎丢失一张号码为
30100051/21835990

、出票人为柳州市迅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余姚市精制汽车配件厂、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柳
州分行、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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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
]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新大洋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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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51/20637261

，金额
20

万元，出票人为郑州泓阳
纸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华金板纸有限公司，付款行广
发银行郑州郑花支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27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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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焦作市弘瑞橡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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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51/20645588

，金额
50

万元，出票人为郑
州市申达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长葛市驭轮轮胎经营部，付
款行广发银行郑州未来支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28

日，到
期日期

201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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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正集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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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0053/24885456

，金额
4

万元，出票人为郑州煤电
物资供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万合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6

月
21

日， 到期日期
201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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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歙县华兴工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68926

、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七彩燎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15

日、收款人为灵
宝阿姆斯果汁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9

月
15

日、持

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商鼎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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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特维克矿山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遗失，遗失的汇票票号为 出票
人为栾川县众和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栾川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山特维克矿山机械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300

万元整。 现最后持有人山特维克
矿山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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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栾川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合肥市军峰装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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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票
号

31400051/22118342

，金额
8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4

日，到期日
2012

年
11

月
4

日，出票人江苏城宇市政工有限公
司，收款人张家港盛杨建材有限公司，付款行苏州银行张家港
支行。 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日起至到期日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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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无效。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湘潭县鑫兴矿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汇票号码为
1040005222232637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3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潍坊凯力石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寿光市盛华纸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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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潍坊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
为

3130005222285613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票面金
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寿光市汇丰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寿光市德尔旺经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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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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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美伦名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慎

遗失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 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2260364

，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寿光市倍利来经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寿光市合利化学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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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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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市盛达钣金加工厂因不慎遗失潍坊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2276207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4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东宝钢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东宝
特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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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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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市盛达钣金加工厂因不慎遗失潍坊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2276621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4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人为山东寿光永泰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潍坊龙阳机械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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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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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再生盱眙资源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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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53/20595559

、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28

日、到期日
2012

年
11

月
28

日、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宁
波杰明电子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海乾达橡塑五金有限公司、经
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中再生盱眙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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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宁海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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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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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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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决定面
向全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开招考法官

10

名、检
察官

6

名。详细情况请登陆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网站查询（网址

http://www.wfgx.gov.cn

）。

联系电话：法院
0536

—

8185312 13153631875

检察院
0536

—

8095008 15964322033

联系人：刘涛
(

法院
)

、王淑华（检察院）

2012

年
8

月
12

日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检察院
关于公开招考法官、检察官的公告

10400052

21712351

公安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 承担
着执法为民的责任，当然不可能是这位
涉嫌持刀砍人者的家里开的。 然而，令
人担忧的是，此话是“雷语”，又不仅仅
是“雷语”。因为，它在“雷人”的同时，更
让人感受到当事人说此话时的“狠劲”。

“狠话”和“雷语”往往相似，但其
实是有区别的。 “雷语”的特征是荒诞
不经，不合逻辑，而“狠话”的特征则是
讲话人语气强烈， 态度特别严厉乃至

凶狠。对于“雷语”，人们有时候可以一
笑了之， 因为它往往不过是反映说话
人本身的浅薄无知、昧于事实，而“狠
话”则让人必须更加警惕，因为它更反
映了矛盾的尖锐性和激烈性，就是人们
往往只是在觉得矛盾无法调和、必须采
取严厉手段时才会说“狠话”。 “公安局
是我们家开的。”如果这仅仅是一句“雷
语”，人们大可笑其荒谬而已；但如果它
更是一句“狠话”，人们就应警惕有人是
否真的会这样想也这样做，把执法公器
当成仗势欺人的私人工具。

近年来，官员“雷语”时有所闻，但
各种“狠话”也听得不少。 实际上，说
“狠话”的不只是某些官员，有的社会
公众、 尤其是网民自身也越来越爱说

“狠话”。 比如说，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有
些网民往往动辄发表十分激烈的言辞，

如看到腐败消息就说要“杀尽贪官”云
云。 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我
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誓死捍卫你说
话的权利”还响在耳边，实际上已经大骂
出口，进而约架群殴。 当官民之间、不同
意见群体之间越来越倾向于比狠， 倾向
于用“狠话”来恫吓、压制对方，这无疑已
经大大增加了环境氛围中的火药味和暴
戾气。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雷语” 有时候
是难免产生的， 连美国总统在大选中也
常常“雷语”阵阵，大家都知道那是“雷
语”，批评一番，嘲笑一番，也就风平浪
静。 “狠话”则不宜过多，因为“狠话”频

出，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氛围变得逐渐
紧张，客观上，它也暴露了在利益机制频
繁调整的转型时代， 社会利益的诉求渠
道和调处机制并不顺畅， 使得许多矛盾
无法遵循正常的、理性的、合法的机制进
行调解，而要靠仗势斗狠来解决，这无疑
将损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尤其是当官
民之间也彼此常放“狠话”，这更是一种
警报， 暴露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正在
受损。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各种“狠话”有
逐渐增多之势，就说明深化改革、畅通权
利诉求通道、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约束，

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机制调整高效
公平， 防止矛盾激化危及社会稳定和
谐， 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警惕从“雷语”滑入“狠话”

邓憨山

8

月
10

日晚发生在江苏省
靖江市虹兴社区的“公务员持刀
砍人” 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涉事
嫌疑人陆剑波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 有报道说： 伤者臧红梅和多
名目击者表示， 事发当晚， 陆剑
波持刀砍人时， 曾边砍边喊“公
安局是我们家开的”。 （

8

月
13

日《新京报》）

避“虚”就“实” 架起官民沟通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