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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力量引领前行

本报记者何晓慧
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群体： 每个闪光名字的背后， 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他们中有的挚爱审判、 献身岗位， 崇高得让人感动； 有的匡
扶正义， 信守法律， 真诚得让人感动； 有的善良坚强， 心存大爱， 执著得让人感动。 詹红荔、 兰惠琴、 叶炳坤…… 他们虽岗位不同、 事迹
各异， 但在他们身上， 处处散发着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他们用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 高尚的道德情操， 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本质要求， 践行着“忠诚、 为民、 公正、 廉洁”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内涵。 这是一群法院人， 这是福建法院人的代表。

詹红荔：传递司法温度

詹红荔是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
法院少年庭庭长， 曾先后获得“全国模
范法官”、 “ 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
警”、 “ 践行福建精神十大人物” 等称
号， 并荣立个人一等功。
九年来， 詹红荔共审结涉及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500 余件1400 多人， 无一重
审、 无一投诉、 无一上访。 在她的帮助

下， 将近400 名失足少年重返校园或者
找到理想工作。
槌落下， 伴随的是沉甸甸的责
“法
任。 少年审判工作的目的， 不是惩罚， 而
是要教育帮助那些犯错的孩子真诚悔过，
重回社会。 受惊的孩子总是封闭起自己的
心， 如果端起一副法官的架子， 不可能真
正打开他们的心结。” 詹红荔说。
曾经， 有一个还在缓刑期的少年把
手伸到了詹红荔的皮包里。 她不仅没有
责怪， 反而关切地询问这名少年是否遇
到了困难， 是否需要钱。 接下来， 詹红
荔还耐心地帮助这名少年找到了理想的
工作。 这名少年叫小严（化名）。
汶川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天， 詹红荔
接到小严和另一名“ 新生少年” 小林
名） 打来的电话。 他们说想和朋友
（化

通过上街义唱、 义卖的方式募捐， 为灾
区人民献爱心。 不久， 赈灾义演在南平
激情广场举行， 20余名小伙子集结在广
场中央的红旗下， 用自编自导的节目深
深地打动了在场的群众。 那次活动， 他
们一共募集到7万多元。
詹红荔常说： “案结只是逗号， 事
了也仅仅是分号， 人和才是完美的句
号。 少年法庭不仅仅是判案， 更重要的
是挽救每一个失足少年， 挽救他们背后
的家庭， 最大限度地化解仇恨、 化解矛
盾， 增加社会的和谐。”
不满足于坐堂办案， 将法庭审理工
作延伸到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
谈心、 关爱， 庭后疏导、 帮扶、 照顾是
詹红荔少年审判工作的特色， 这种“功
夫在庭外” 的实践让司法有了温度。

蔡俊忠：热血铸就天平

春节前的一个夜晚， 福建省
2012 年
漳浦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办公室依然灯火
通明，十几号人正忙碌加班，赶着在月底
前把积案都清理完。
这时审监庭庭长王文山走进办公
室， 神色凝重地说： “ 蔡庭长刚刚过世
了。 ”小刘拿着茶杯的手僵在空中，几个

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 是全
国畲族人口最多的畲族村之一。
古开天到如今， 一重山背一重
“盘
人， 一朝江水一朝鱼……” 生长在富达
村的兰惠琴， 从小就爱听爱唱这首美妙
的畲族山歌。 1989 年， 兰惠琴大学毕
业。 是留在都市发展， 还是回乡当一
名普通法官， 她没有任何犹豫， 毅然

但程某与继子相处得并不融洽， 直至
丈夫陈某去世。 程某年纪渐大，
2002 年
而且又身患癌症， 生活极为困顿。
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
， 程
2009 年
继承丈夫留下的房屋， 并起诉要求继子
支付赡养费。 继子则不同意分割房屋和
支付赡养费。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样
的家务官司最烫手， 院领导又把这难啃
的骨头交给了兰惠琴。 她接手这起案件
后， 早出晚归地找双方进行了多次调
解， 最终圆满地解决了纷争。
都说， 畲家的汉子如山， 坚忍不
拔； 畲家的女娃似水， 不屈不挠。 为了
畲乡的和谐， 兰惠琴又继续奔波在莽莽
大山间， 以似水的公平实践着法律的真
谛。

天上午， 我正和礼门乡的书记
“今
洽谈‘周宁东山种养专业合作社’ 的合
作事宜。 目前已经有了眉目。” ９ 月13
日， 周宁县李墩镇东山村驻村支部书
记、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挂村干
部吴景星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
说起下派驻村挂职， 吴景星已经不

他， 是2011 年入选“ 全国审判业
务专家” 中年龄最小、 法官级别和行政
级别最低的。
他， 是英国导师佩里教授口中赞誉
短时间内掌握英国破产法和普通法
“在
精髓” 的优秀人才。
他， 是当事人眼中认真负责、 一丝
不苟的资深法官， 更是青年法官眼中出
口成章、 幽默诙谐的良师益友。

送达执行文书

余武卫：本院受理的申请人葛晓慧、朱少伟与被执行人余武卫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屯执字第00330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余武卫
331 号
所有的位于屯溪区黄山中路38 号维多利亚广场5 幢502 室房屋。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上
午9 时到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选择评估、拍卖机构。 如
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本院将依法对该
房屋进行评估、拍卖。
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安
张喜贵：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讷河市
支行申请执行（2011） 讷商初字第5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讷法执字第392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龙江]讷河市人民法院
[黑
李玉梅： 本院受理王本军与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 甘法执字第242 号执行通知
书及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
满后，本院将依法解除争议楼房的查封。
龙江]甘南县人民法院
[黑
王生：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林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需对你名下位于密山市裴德镇跃进村的林地进行依法评
估，（ 密林证字（2010） 第8214000126 号）， 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
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在公
告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本院一楼接待
室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将由鸡西市中级人民法
院技术室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黑龙江]密山市人民法院
王志家、王彩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留生、刘云香申请执
行（2012）牡西商初字第49 号民事判决书民间借贷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牡西执字第338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到本
院领取（2012）牡西执字第338 号执行通知书及相关的法律文书，
逾期视为送达。
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黑

夏新电子在年度会计报表中虚假陈述虚
增利润、 造成股民损失提起诉讼。 叶炳
坤再一次成为该系列案件的承办法官，
他利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 不遗余力
地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多方沟通， 最后形
成双方满意的调解方案。 目前， 60 多
个案件中， 已调解成功57 件， 较为圆
满地解决了该系列案件， 既维护了股民
的利益， 更保证了上市公司的正常运
行， 避免重大损失。
叶炳坤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也善于将实践上升为理论。 工作学习
化， 学习工作化， 是他对学术不懈追求
的动力和源泉。 他曾先后在国际司法、
破产重整法等领域出版、 发表了中英文
专著累积40 余万字， 多次受邀参加有
关破产重整方面法学专著的编写和相关
问题的研讨， 担任国际破产协会（IN鄄
法委员会成员。
SOL ） 司

高海、 赵名星： 本院受理河南建信工程机械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河南建信工程机械管理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2011） 金民二初字第1241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金执字第68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
李祥星、薛桂兰、李杨端：本院受理河南建信工程机械管理
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河南建信工程机械
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1） 金民二初字第147 号民事判决
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金执字第1575 号执行通知
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
贾金辉、杨淑敏、杨树华：本院受理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日立建机租
赁（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1）金民二初字第3490 号民事
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金执字第1878 号执行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3日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
马永军、赵小玲、王保富：本院受理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日立建机租
赁（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1）金民二初字第3491 号民事
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 金执字第1877 号执行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3日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河
李风霞：本院受理一拖（洛阳）东方红轮胎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李风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公告向被执行人送达执
行通知书， 但你至今按（2011） 洛龙关民初字第82 号民事判决
书履行，现依法将你所有的设备分别为：热循环泵两台，型号为
热水泵两台，型号为25LGX8、D 型水泵两台，
100AY120、LG 型
型号为D46-50X6、控制柜一套，予以查封。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是第一次了。 早在2004 年， 福建省首
批整村推进挂钩扶贫工作启动， 吴景星
主动报名， 到柘荣县东源乡山场村任党
支部第一书记， 和山场村群众一道在脱
贫致富、 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上挥洒汗
水。
初， 全省第三批整村推进
2011 年
挂钩扶贫工作启动， 吴景星又作出一个
决定， 毅然向组织毛遂自荐， 打起行囊
只身来到了偏僻落后的周宁县东山村。
东山村有476 户2040 人， 分5 个
自然村， 村集体财产几乎为零。 驻村
后， 吴景星白天与群众一起上山种树；
晚上， 他在宿舍整理材料， 制定驻村计
划。 当年3 月16 日， 东山村闲置小学
校舍改村部工程正式动工， 紧接着进村

路硬化、 新村下水道二期等项目一个接
一个地实施。 吴景星一边一个劲儿地扎
在项目施工现场， 一边火急火燎地到
省、 市、 县里筹资金。 即使吃“ 闭门
羹”， 他也是“继续说、 继续跑”。
吴景星下派驻村挂职才一年多， 但
村民们却见证了东山村一年来发生的巨
大变化： 农民人均收入由2010 年的
高到2011 年的5100 元；
， 提
3900 元
充满生机的田野上， 崭新整洁的新村拔
地而起。 许多村民说： “ 短短一年时
间， 吴书记就把我们盼了许多年都没做
成的事全做了。”
今年3 月， 福建省委常委、 组织部
长姜信治专门作出批示， 号召挂职干部
向吴景星同志学习。

李福财：铁肩担当正义

叶炳坤：执著成就辉煌
他就是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二庭审判员叶炳坤。
叶炳坤是一个善于利用自己精湛的
专业法律知识， 并兼顾情与理， 灵活调
解复杂案件的智慧法官。 面对大要案、
复杂案， 执著使他坚持， 专业使他锐
利， 一些看上去如一团乱麻的案件， 经
过他的条分缕析， 往往能够条理清晰，
迎刃而解。
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是福建省首起上市公司重整案件， 也
是全国同类案件中债权人规模最大、
法律关系最复杂的一起案件。 2009
年， 作为承办法官的叶炳坤在该案
中创设了多项全国首创的制度和举措，
使得夏新电子顺利实现赢利， 保牌成
功。
在夏新保牌成功、 顺利运行的两年
后， 2011 年底， 60 多个股民对2007 年

车到医院的一点时间也要用来汇报工
作，帮同事协调案件。
手术出院后不久， 因民一庭有位同
志辞职，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为了
减轻办案压力， 蔡俊忠毅然拖着疲惫的
身体重返岗位， 并亲自承担了一部分案
件的审理工作。院里的领导、同事见了都
劝他回家休息， 他总笑着说：“办完这个
案子就走。 ”
从2009 年被查出患癌症， 到去世这
两年多时间，蔡俊忠带病坚持办案，共审结
案件117件，其中调解撤诉的就有95件，调
撤率达81.2%，无一发回改判、无一错案。
蔡俊忠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在他的
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本旧台历，上面满满
地标注着：开庭、调解、庭务会……

吴景星：为了一方百姓

兰惠琴：如水畲家乡情
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山城古田。
从此， 兰惠琴就把自己的命运与
畲乡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执掌
公平、 关爱他人、 反哺还惠于畲乡百
姓成为了她的不懈追求。 二十三载法
官生涯， 她用畲家女性的善良真诚、
坚韧聪颖， 积极引导当事人用信任的
方式， 妥善调处了2000 余起民事纠
纷， 用真情、 智慧、 公平演绎了法律
的生动与温暖。 更多的人由此坚信了
一个朴素的道理： 人间有真情， 公道
在人心。
的一天， 一对年近八旬的
2011 年
老夫妻来到古田法院， 说要替已经去世
的外甥女来向兰法官说声谢谢。
原来， 这对老夫妻的外甥女程某于
与陈某结婚， 双方均系再婚。
1986 年

女同事忍不住开始嘤嘤啜泣。
晚7时，漳浦法院民
2011 年
12 月
19 日
一庭庭长蔡俊忠， 默默地走完了48年的
人生旅程，离开了最为挚爱的审判岗位。
俊忠调到漳浦法院，开始
，蔡
1983 年
了一段与审判事业的不解之缘。
俊忠调任民一庭庭长，
， 蔡
2008 年
熟悉蔡俊忠的人都知道， 他这人就是个
脾气”， 身上有股“ 倔劲”， 遇到别人
“牛
办不了的案件他偏爱“ 啃”。 因此， 他经
常带头啃起难啃的“ 骨头案”， 很多疑难
案也都是流转了几任审判员后被他包揽
下来。
由于长期劳累，2009年7月， 蔡俊忠
不幸被确诊为肝癌。在住院治疗期间，他
把病床当成了办公室， 有时候从家里坐

黝黑的脸庞， 粗糙的大手，硬朗的身
板，热情的笑容，这是福建省安溪县人民
法院法警大队长李福财给人的第一印象。
然而这个长相普通的法警， 近年来
却先后11 次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 先
进个人，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2011年被
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 不久前举行的
全省法警大阅警中， 他所在的泉州法院
表演队捧回了“ 分列式”、 警务技能汇报
表演双冠军。
安溪法院刑事案件年结案数达千
件。 司法警察既要保卫法院机关和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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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 日内，自动履行判
决义务，并将相关执行款，执行费交付本院，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对
上述查封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河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侯火平：本院审理申请人杨建勋申请执行侯火平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洛龙执字-1
第30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60 日即视为送
达。 自本公告期满次日起7 日内，自动履行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0）洛民终字第2214 号确定义务，并将执行款、执行费
交本院执行局。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计算迟延履
行金至执行完毕。
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河
凌志全： 本院执行的杨明新申请执行凌志全、 郝昌毛人身
损害赔偿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 依法向你公告本院（2012） 红执
字第468 号送达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河
河南奥天琪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郭景水诉河南中瑞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奥天琪服饰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人郭景水申请执行（2011） 焦民一终字第163 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 解执字第471 号执行
通知书、（2012）解执字第471 号财产申报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3 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河
罗屏、 桂丽慧：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江岸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执行中，本
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罗屏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邱家
湾2 号6 栋3 单元7 层2 号房屋（ 抵押物） 依法评估、 拍卖， 拍
卖所得款为313100 元， 发还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的安全， 更要预防、 处置好各种突发事
件， 还要配合法官化解有暴力冲突倾向
的矛盾纠纷。 军人出身的李福财总是凭
着敢做敢当的硬汉性格，身先士卒。由此
他赢得安溪法院“硬汉子”的美称。
起重婚夺子案在安溪
，一
2009 年
6月
县城闹得轰轰烈烈， 案件在执行中遇到
了很大阻力。 被执行人的丈夫突然拔出
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威胁执行干警退
回，场面十分危急。
这时，李福财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
扭住对方的手，夺下菜刀。 同时，为保护
现场人员有序撤离， 李福财用身体挡住
失控的被执行人夫妻， 直至其他执行人
员带着申请人安全离开。
缓刑犯回访帮教、 社区矫正的工作
本不是李福财的本职，可是他坚信，只要
是关乎百姓的事，就没有小事。
的一天， 一名男子出现
2010 年
10 月
在立案大厅， 神情恍惚， 大喊“ 人生没意
义， 我不想活了”， 说完便拿出一瓶农药

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本金、 利息、 诉讼费、 公告费、 邮寄费、 评
估费共计86650.65 元、 扣除本案执行费1040 元、 洪山区法院
提取128000 元， 余款为97409.35 元。 拍卖成交后， 本院已通
知你接到通知十日内自行搬走上述房屋内的所有生活用品，
并到本院领取余款， 但你未自行搬走房屋内的物品， 也未领
取余款。 本院依法将该房屋物品交由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进行保管。 现再次通知你在公
告期满后十日内搬走上述生活用品， 并领取余款97409.35
元， 否则由你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即视为送达。
60 日
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湖
曾君然： 本院受理申请人赖明娣、 蔡世添等与你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 拍卖机
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5
日到本院同申请人随机选定评估、 拍卖机构， 逾期视为自动放
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确定评估、拍卖机构。
西]龙南县人民法院
[江
杨筱清、罗平生：本院执行的傅春钢、李西梅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12 年9 月6 日向你们发出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们向傅春钢、李西梅履行法律义务，但你们仍拒不履行。 依照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责
《中
令你们在2012 年11 月26 日前从位于宜春市袁州区平安路139
号54 幢二单元6 楼2-12 号的房屋中迁出。 到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
[江
李强:本院受理高志新申请执行(2011)靖民一初字第271 号
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2)靖执字第137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靖安县人民法院
[江
张文江：本院受理的李春娥申请执行（2012） 营老民一初字
第213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3日
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宁]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辽

要服毒自杀。 闻讯赶来的李福财即刻对
男子进行耐心劝导。 这名男子叫王冰，他
的儿子王某辍学后， 连续三次伙同他人
持刀抢劫、飞车抢夺被刑拘。 视子如命的
王冰跑到派出所跪求一夜无果后， 企图
在法院自杀。
李福财意识到， 这个案件如果处理
不当，不但这个家庭就毁了，也将造成极
大的社会隐患。 于是，他和承办法官一起
到离法院十余公里的王冰家中做工作，
最终使王冰答应配合法院开展工作。
在王某被判处缓刑后， 李福财深知
十几岁的问题少年心智不成熟，如果没有
经常督促，完全有可能受到不良干扰而再
次犯罪。 于是，他多次与王冰交流子女教
育心得。 在看到李福财为自己儿子的事情
来回奔波后，王冰颇为感动，答应改掉暴
躁的坏脾气，做好儿子的后续教育。
五年来， 李福财主动组织缓刑犯回
访考察和社区矫正1335人， 让更多人走
上了新生路。

王冬梅：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国强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达民初字第499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
行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 达执
字第18 号执行通知书和申报财产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通知送
达之日起3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
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内
苏建忠、 马春彦： 本院受理汉中市汉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崔家沟分社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汉中市汉台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崔家沟分社申请执行（2011） 汉证经字第
债权公证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城执字第
1026 号
限期履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00436 号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西]城固县人民法院
[陕
（2004）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 持票人） 唐和平（ 系北京兴盛安和商贸中心业主）
因丢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密云支行可背书转帐支票一
张（ 支票号码为04002889， 票面金额为8717 元， 出票人为密云
县人民法院食堂， 出票行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密云支
行，收款人为北京兴盛安和商贸中心），现申请人唐和平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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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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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密云县人民法院
[北
申请人湖北众仁商贸有限公司因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江支行于2012 年7 月16 日签发的编码为30800053/
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00000 元，出票人九江市
92510416 的
磊诚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九江御宴福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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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穴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