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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支付令为何遭冷遇
支付令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

据债权人的申请， 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
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法律文书。 债权人对拒不
履行义务的债务人， 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基
层人民法院申请发出支付令， 通知债务人履行
债务。 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不
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 债权人可直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其特点是：整个程序中，

法院仅需审查和送达，无需开庭审理，免去了当
事人往来法院的奔波， 较一般诉讼程序更为简
单、方便、快捷。

司法实践中，尽管支付令简化了办理手续、

加快了审判时效， 但一些法院此类案件申请数
量仍较少，有的法院甚至存在“零申请、零受理”

现象，造成支付令遭受“冷遇”。债权人不愿申请
支付令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宣传不到位，一
部分债权人不知道有支付令督促程序。 二是一
些被申请人为拖延还款时间或逃避债务， 恶意
提出不实的书面异议，故意让支付令失效，其本
人没有任何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严重影响了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的积极性。三是律师、法律工
作者代理案件时不建议当事人申请支付令，一
方面成功率低不说，还要赔上一笔申请费，另一
方面支付令无需开庭， 无法收取出庭费用，再
者，支付令无需开庭，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价值
无法体现。

要使支付令真正发挥作用，笔者建议：一是
应加大对支付令的宣传力度。 宣传支付令及其简
便、快捷、高效的优点，增强债权人用支付令维权
的意识，并学会运用支付令实现自己的债权。二是
要适时引导当事人。在立案过程中，立案法官发现
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满足支付令申请条件
的，应主动加以释明，告知当事人可申请支付令实
现自己的债权。三是应完善惩罚制度。对于恶意对
支付令提出异议，经过审查异议不成立的案件，要
明确规定债务人不仅要承担诉讼案件受理费，而
且也要承担支付令案件申请费用， 必要时酌情给
予一定数额的罚款， 以此敦促债务人谨慎行使异
议权，提高支付令案件申请量和成功率。

———李献民苗合理（河南省夏邑县人民
法院）

微
言

大义
法院文化建设的“硬”与“软”

胡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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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之 声

数学家的辩护状
刘文基

要尽快推动出台慈善事业法以及社会募捐
管理、 志愿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

推进社会
团体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 基
金会管理条例等法规的修订与实施。

———近日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改革与
发展座谈会” 上， 全国政协常委、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晓郁呼吁

,

应着力加强慈
善法制建设

“垃圾问题” 是社会发展标志
根据南京市旅游局统计显示，南京各景点

长假接待游客达到
900

多万人次， 由于游客众
多垃圾遍地，仅中山风景区每天的垃圾量就达
到

60

吨，

8

天的垃圾量将超过
480

吨， 较以往
翻了一番，目前清理工作已经开始。

垃圾飘飞是每年长假都要给你一次的最深
感受，人们随意抛弃手中的垃圾：塑料袋、食物
残渣、口香糖、旧报纸……总之，只要是自己没
有用处的东西都在抛弃的行列之中！ 如果说，

这种随手丢弃是因为景点没有垃圾收集设施的
话还可以理解，但让人失望的是，有些游人离垃
圾箱很近，却还是不愿意多走一步。 据央视新
闻频道报道， 在北京的许多景区安置了不少的
垃圾箱和垃圾收集设施， 而许多垃圾箱的肚子
却是瘪瘪的， 里面收集到的垃圾还不足二分之
一，更多的垃圾却是随风飘飞着。在风景如画的
景区，如果抬眼看花团锦簇，低下头却是遍地垃
圾，任谁的大好心情都会大打折扣。可这样极不
协调的景象，假日期间却在很多景区屡见不鲜。

辛勤的环卫工人能用汗水和劳动清理走景
区

8

天来积存的垃圾，而且可以日复一日，也可
以年复一年。 可是，积存在我们游客心灵上的
污垢和垃圾谁又能清理得干净呢？ 答案是：只
有我们自己！

———郭元鹏 （江苏省沛县电视台）

观点

短评

近年来， 人民法院在文化建设
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也有少数法
院缺乏对法院文化的科学定位和全
面理解， 从而走了不少弯路、 岔
路。 比如， 一些法院仅在加强“两
庭建设”、 更新办公设施、 改善办
公条件等“硬件” 建设上下工夫，

忽视法院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这一
“软件” 建设， 最终导致法院文化
建设的“有形无神”。

1990

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
夫·奈提出了“软实力” 概念。 约
瑟夫·奈指出，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
力既包括由经济、 科技、 军事实力
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 也包括
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
的“软实力”。 “……在信息时代，

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其实， 对法院来说， 文化建设
看得见的硬件只是“硬” 实力， 看
不见的才是“软” 实力。 虽然审判
办公设施、 一些建筑外观等都代表
了法院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氛
围也能使法官感到环境对自身言谈
举止和行为规范的要求， 使之更加
爱岗敬业、 严格自律， 但不少法院
文化建设表现出对“软” 文化建设
的短视现象， 主要表现在思想道德
建设、 文化精神涵养和行为文化培
育力不够。

法院文化建设中的硬件建设之
必要性无需多言， 但良好的硬件必
须有充足的软件予以支撑。 当下，

少数法官的品行已经到了令人担忧
的地步： 政治品德上党性不强， 职

业道德上滥权谋利， 家庭美德上失
敬失和， 社会公德上寡恩少义， 工
作上不思进取， 吃吃喝喝， 谈吐庸
俗， 行为不检点等等， 既难保证公
正高效和谐司法， 也影响了法官乃
至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其实， 法院的办公条件、 制度建设
等硬件建设不可谓不强， 但是制度
只能约束人却不能有效提高人， 只
靠“刚性” 约束并不能切实提高法
官的品行。 说实话， 硬实力离开软
实力的支撑， 终究是“硬” 不起来
的。

任何一项制度， 只有当处于其
中的人是最好的时候， 它才可能是
好的。 研究法院文化， 不仅要求对
法院文化这种客观现象进行准确的
认识， 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利用法
院文化， 推动工作发展。 法官作为
承载维护公平正义使命的社会精
英， 对其品格的要求， 要远远高于
普通公众。 而法院文化所倡导的价
值观念、 奋斗目标和精神实质， 需
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来展现、 促成和
完善。

人民法院应结合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
系和荣辱观的要求， 将那些平时正
面教育涉及不多的个人修养问题、

为人处世、 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问
题一并纳入品格建设内容。 具体的
内容可涵盖政治修养、 情趣情操、

社会责任、 伦理道德、 纪律作风
等， 培育法官高尚品格是首要之
选。 人民法院应利用开展的活动、

内部网站等平台， 提升人文风格，

及时宣传刊登法官办案心得体会、

人生感悟、 尊亲敬老、 关爱当事人
等精品文章， 展开法官与法官、 法
官与领导之间的对话谈心交流， 以
健康的情趣滋养法官心灵。 法院要
提升审判法庭、 办公场所的法院文
化内涵， 以名人格言、 廉政警句、

亲情寄语等， 触动法官的底层意
识， 从而在办案过程中更加贴近司
法为民； 坚持“堵疏结合”， 加强
法官的学习意识， 躬行实践， 从自
身做起， 克服惰性、 力戒浮躁， 沉
下心、 坐下来， 心无旁骛， 把工作
做得更扎实， 从行为约束上促进品
格养成， 让法官追求“健康人生”，

切实把高尚的精神追求内化为生活
态度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 要在催发法官良
知、 正气、责任心上下工夫。如开展
“假如我是当事人”换位思考、办案
法官轮流接访活动，体察百姓疾苦，

检点并克服“衙门”习气；举办法官
品格大型征文比赛、演讲比赛，全员
参与，唱响主旋律；开展“零错案、零
上访、 零投诉” 竞赛活动、“办案能
手、调解能手、调研能手、宣传能手”

争创活动、 评选最优较差法律文书
活动，提升责任意识、精品意识和竞
争意识；开展再学习再教育活动，要
求每人学历再提一档，多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创建“学习型庭室”、争
当“学习型法官”；将品格建设从业
内向业外延伸，大力开展“健康情趣
进家庭” 活动， 评选道德模范家

庭、 书香人家、 敬亲敬老模范等活
动，启迪法官的家庭责任；组织法官参
加“春蕾计划”、“爱心一日捐”、“

311

”

巾帼扶贫工程等公益事业， 培养法官
正直善良、扶危济困的社会良知。

“一千条先进司法理念顶不上一
颗良心”。 正义、 良知、 伦理等价值
应成为法官办案的出发点和基本原
则， 坚持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选取
一系列涉诉信访典型案例和改判发回
案件， 揭示良知、 伦理观念缺乏导致
的司法不正义问题， 教育广大法官把
握社会公众普遍正义观念， 增强裁判
的道德伦理说服功能， 实现情理法的
有机统一； 践行“以当事人为本” 理
念、 走群众路线、 广泛倾听民意、 顺
应民意， 鼓励基层法官上门办案， 认
真倾听当事人和周围群众的诉说， 增
大调解说服的力度， 实现人民群众信
得过、 可接受的司法正义； 广泛开展
社会性调查研究， 组织广大法官走村进
户， 直面民生， 体察民情， 把握人民群
众对司法的新要求、 新期待， 增强“为
人民司法” 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弘
扬司法的人文关怀， 积极构建“刑事、

执行、 信访” 救助体系， 形成怜悯贫
弱、 匡扶正义的导向和氛围， 鼓励法官
真心实意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作者单位：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

当你没闯红灯， 而警察误以为你闯红灯并予
以罚款时， 你如何应付？ 如果受罚的是一名科研
工作者， 结果又将如何？

最近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美国加州大
学圣迭戈分校的数学高级研究员德米特里·克里
欧科夫在斑马线边等待时， 被警察误认为闯红灯
而予以罚款

400

美元。 克里欧科夫虽然收入不
菲， 但还是通宵达旦， 连夜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
万字的辩护状， 于

4

月
11

日将警察告上法庭，

要求撤销其错误的罚款决定。

法庭上， 面对克里欧科夫辩护状中展示的大
量图标和方程式， 警察与法官不知所云。 好在克
里欧科夫通俗易懂地进行了解释。

30

米外的警
察看到的是角速度， 就像车离得远时， 看上去速
度慢， 离得近时误以为开飞快， 加之克里欧科夫
的车减速后又加速， 短时间内警察的视线被外部
对象阻碍， 产生错觉。 克里欧科夫的分析入情入
理， 在翔实确凿的数据、 充分有力的论理面前，

警察根本插不上话， 审判结果自然是警察的罚款
决定被法庭撤销， 克里欧科夫大获全胜。

比罚款决定被撤销更加引人注目的， 是克里
欧科夫洋洋数万言的专题辩护状。 三句不离本
行， 洋洋数万言的专题辩护状， 无疑就是数学研
究员克里欧科夫的专业论文。 可不是， 克里欧科
夫洋洋数万言的专题辩护状， 真的被一家科技杂
志作为专业论文发表了。 无巧不成书， 稿酬正好
就是

400

美元。

克里欧科夫因为区区
400

美元罚款， 写了洋
洋数万言的专题辩护状，诉诸法庭，罚款决定最终
被撤销，克里欧科夫因此出名。但克里欧科夫没有
因此骄傲自满， 而是鼓励人们找出其辩护状中的
不足，帮助其补充证据，以更好地对警察的执法行
为进行挑刺，维护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或许有人认为， 研究员克里欧科夫为区区
400

美元罚款， 写洋洋数万言的专题辩护状上法
庭， 有些小题大做， 甚至于贻笑大方。 其实不然，

公平与正义面前， 也不可一味地息事宁人， 模糊
是非。 只有认真较真， 才能维护自身权益与社会
公平正义， 营造良好环境。 当然， 这并非挑词架
讼、 鼓励诉讼。 特别是在民告官、 公益诉讼中，

更是要分外较真， 而不能只算经济账， 因为打官
司不划算而忍气吞声。

其实最为感人的就是克里欧科夫的较真精神，

不仅体现在克里欧科夫研究的数学专业上， 更体现
在他的诉讼维权上。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
要有这种较真精神， 就没有攻克不了的科研难关，

也没有攻克不了的诉讼难关。 当事人的诉讼维权如
此， 法院、 法官的审判工作也不例外。

警察在
30

米外亲眼看见克里欧科夫闯了红
灯， 但事实真相的确是克里欧科夫并没有闯红
灯。 我们常常说耳闻目睹、 亲自感知， 可见耳闻
目睹也不见得就完全属实， 感觉是也并不全部可
信。 痛定思痛， 必须要相信科学， 理性分析。

克里欧科夫与警察之所以就闯红灯得出的
结论不同， 只因为角度的不同。 因为所处角度
的不同， 警察看到的不是线速度， 而是角速度。

可见， 观察的角度非常重要。 除了客观上的角
度， 更为重要的是主观上的角度。 俗话说， 屁
股决定脑袋， 因为所处的角度、 位置不同， 目
的、 动机不同， 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作为居
中裁判的法官， 最为重要的就是设身处地， 想当
事人所想， 急当事人所急， 而不是主观臆断， 自
以为是。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在此不禁想到苏轼为
王安石改诗的经典。 苏轼去拜访王安石不遇， 看
到他写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
地金”。 苏轼想， “黄花” 是菊花， 傲霜战寒冷，

说秋天的西风“吹落黄花” 就不对了， 而且还吹
得“满地金”， 岂不错误？ 于是提笔续了两句
“秋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吟”。 后苏轼被
贬到黄州。 重九时节， 连日大风。 风息后， 他邀
好友到后园赏菊， 只见纷纷落英， 满地铺金。 才
猛然想起一年前给王安石续诗的事情， 悔悟到自
己错了。

三人行， 必有我师也。 法院的审判涉及各行
各业， 必须谦虚谨慎， 向群众学习， 向实践学习，

要重事实、 重证据， 多调查研究， 以事实为根据。

（作者单位： 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一枝鲜花价值虽然不大， 但却凸显了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共处、 平等
相待； 比起城管去暴思维的其他做法， 这
样的柔性“花招”， 无疑更多了一种人性的
温情与暖意。 节日里武汉城管尝试的“献
花执法”， 的确令人眼前一亮， 不禁为之击
节叫好。

“献花执法” 送出的一朵朵鲜花， 何尝
不是一句句善意提醒和柔性警示。 而且，

用美丽鲜花这种特殊的沟通载体， 它对促
进商户的自我约束、 自我规范和自我管理，

肯定又比那些硬邦邦的通知劝告更有助于
提升自觉自愿的配合意识。 所以说， “花
招” 虽然柔性， 实效或许更强。

应该看到的是， 说是“献花执法”， 其实
它是执法在前、 献花在后。 那么， 这种做法
就不存在泛柔性的弱化执法刚性之忧。 我倒
觉得， 这样的先兵后礼恰恰还等于把“法
管” 与“情管” 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也更由
表入里， 强化了“法管” 的真正作用与效
果。

也许有人已经提出质疑， 城管执法可以
花献商户， 岂不多出了一个公费采购鲜花的
管理支出； 倘若别的执法部门也照此行事，

会不会成为“滥耗公帑” 的又一样本？ 就此
疑问， 确实不能含糊其辞。 尽管媒体报道中
并没说明“花资” 何来， 我以为， 不管这笔
开销是缘自职工内部捐款， 或是外来相关赞
助， 或是试点批准的“宣传支出”， 城管部门
最好还是给公众一个明确释疑。

严明执法何妨用些柔性“花招”， 显然不
仅仅适用于城管队伍。 这种摸索和推进柔性
管理的思维及尝试， 要说在很多执法管理中，

都值得好好思索与借鉴。 由此， 我也再次想
到了关于“献花执法” 的花费问题： 既然在
执法宣传中， 各种各样的宣传画、 宣传册可

以名正言顺地纳入公费支出， 作为人性化的
“献花执法” ， 倒也未必需要墨守成规地死认
“鲜花”、 不见“宣传”。

当然， “城管买花” 师出有名之后， 如何
做到货比三家， 以及确保“花” 落谁家的监督
严密和程序公平， 同样不容忽视一旁。 从某种
角度来说， “献花执法” 称得上是一种有益尝
试， 而绝不让所送之花“来路不明”， 恐怕才是
令所有严明执法的柔性“花招” 更能起到感人
效用的必要条件。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镇广
播电视站）

严明执法与“花招”不矛盾

司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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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此为赏心悦目之事。 然
而， 赠人玫瑰者， 必当有好的心情， 否则， 所谓的
手有余香就得大打折扣， 甚至可以折扣到负数———

如果长此以往坚持赠违规者玫瑰， 其心理就会受到
另一种违规受罚的暗示， 则必然玫瑰不香， 康乃馨
变色。 连动物都能明白的条件反射的道理， 人哪有
不懂之理？

又比如“眼神执法”， 之所以屡被报道， 是因
为城管自认为是一种先进的执法模式， 至少不是暴
力执法。 然而， 这种执法却同样受到普遍诟病。 因
为“眼神执法” 的理念与暴力执法的理念并无根本
性改变。

而“鲜花执法” 会不会同样堕入“眼神执法”

的暴力呢？ 如果让受警示者形成心理上的条件反
射， 则仍然无法逃脱“眼神执法” 的冷暴力。 在商
家看来， 这只是城管耍的一个“花招”， 形式变了，

理念没有变。 玫瑰也好， 康乃馨也好， 传达的意思
绝不是一种美意， 而是一种惩罚的暗示。 因此， 城
管送花执法仍然难逃冷暴力。

冷暴力嫌疑之外， 还有一个关于“玫瑰执法”

的质疑， 即购花钱自何处来？ 这不是城管自掏腰
包， 也不可能是某个鲜花商免费赞助， 那么， 最终
这部分款项又会转嫁到何人身上？ 如果长期坚持下
去而非一时作秀之举， 购花款就绝不是个小数字。

无论是纳税人的钱还是政府拨款， 有必要为博眼球
而如此浪费吗？

一味柔性执法必然有损执法的权威性。 柔性执
法也好， 暴力执法也好， 均不得脱离法律的严肃
性， 否则就会使执法走样。

“鲜花执法”的关键在于，城管有没有鲜花一样
的心态去赠花。 如果有花一样的心情，送不送花都没
有关系，所有店主都一样会在融洽的氛围中接受城管
的管理与劝导，只要这样的劝导与管理是合情合理又
合法的。 而一旦缺乏与店主商贩的贴心交流，一味赠
玫瑰执法，则剩下的就只会是一枝无香的荆棘。

（作者单位： 山东散文学会）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 日
前， 武汉市洪山区城管
队员在劝阻占道商户
时， 如果商家配合地将
占道物品搬进店里， 城
管会向其献上一枝玫瑰
花，并送上节日祝福。 继
“眼神执法”、 “举牌执
法”和“围观执法”后，城
管执法部门再现柔性管
理———“献花执法”。 此
举一出， 便再次引起人
们对于城管执法方式的
广泛讨论。

鲜花掩盖不了“冷暴力”

李振忠

申请人北京三熙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2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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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为

00953370

，金额为
7323

元，出票人为北京城品
逸动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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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亿诚豪德商贸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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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为

07592755

，金额为
4500

元，出票人为北京唐龙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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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世纪聚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因丧失银行汇票

一张，于
201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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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票
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10200044 20006383

，金额为
10000

元，出
票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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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一建元祥模板架体租赁有限公司因被盗天津

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桥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二张，

向本院申请公式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二张
票据分别记载： 汇票票号为

3140005120125679

、

3140005120125550

，票面金额均为贰拾万元整（

200

，

000

元整），

出票人全称均为天津一建机施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出票人账
号为

102212000009546

， 付款行全称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红桥支行，收款人全称均为天津一建元祥模板架

体租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均为
2012

年
6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
均为

2012

年
12

月
5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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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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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垠钛车业有限公司因丢失转账支票两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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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61757

、

00661758

，金额
10

万元，出票行浦东发展银
行天津浦德支行，出票人和持票人均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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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海昌包装有限公司因丢失转账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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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8991

，金额
207012

元，出票人天津裕北涂料有限
公司，出票行中信银行天津北辰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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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穴市佳兴商贸有限公司因持汉口银行阳逻开发
区支行于

2012

年
6

月
6

日签发的编码为
31300051/24341314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00 000

无，出票人武汉重冶阳逻
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襄樊重冶宇龙特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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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武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派芬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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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1511715

，面额为
10

万元整，

出票人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收款人为上海派芬自动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26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0

年
12

月
26

日。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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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山宝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誉恒针纺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
福兴织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四川山宝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11

月
9

日，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173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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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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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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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51/20325412

、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10

月
25

日，出票人张家港市新诚业氨纶纱线有限公司，收款人
张家港市三联纱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张家港华信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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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京诚瑞达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

浦发银行营口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7

日，票面号码为
31000051-21720152

，票面金额
81000

元，

出票人中冶京诚（营口）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北京京诚

瑞达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出票银行为浦发银行营口支行，

立即停止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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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
]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昌砾混凝土有限公司因票号为

10300052/

2178053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出票人为新汶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新汶矿业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到期日为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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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新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侯马市海达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票号
30400051/20988524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
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山西汾西新阳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侯马市海达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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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口百龙飞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因所持南充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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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3845

，金额为
40

万元整，付款人为四川圳通混凝
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郫县锦林建材经营部，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付款日期为
201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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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禹州市强胜铸造厂因持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浦支行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签发的编码为
3130005125788858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杭州小球星儿

童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大昌车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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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商河县粮源食品科技研发中心因持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萧东支行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签发的编码为
3080005393418262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700000

元，

出票人杭州宏海纺织有限公司、 收款人山东雅美科技有限公
司、背书人济南海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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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环球汽车衬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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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51 20199179

，出票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票
面金额人民币

4

万元，出票人为该申请人，收款人乐清市天隆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付款行广发银行温州瓯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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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大兴达商贸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

31300051/25517008

，出票金额为
10

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2

月
28

日，

出票人为桐乡利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桐乡市兴源皮件
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背书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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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桐乡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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