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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说， 会说话， 就是善于表达，

并能有效地说服他人。 无论古今， 说
话的艺术实在是太重要了。

《晏子春秋》 中善说的故事不少，

读了很受启发。 晏子， 名婴， 字平
仲， 春秋后期齐国人， 一生相齐， 辅
佐齐灵公、 齐庄公、 齐景公三代君
王， 主要是景公时期。 齐景公贪图享
乐， 厚赋重刑， 弄得民不聊生， 怨声
载道， 死后被田氏搞了政变， 直至齐
国改姓了田， 失掉了姜太公的基业。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之君， 以当时
局势， 外诸侯林立， 内田氏专横， 能
维持统治近六十年， 主要在于晏子的
辅佐。

整部《晏子春秋》， 多是晏子对
景公劝谏告诫的故事和言语， 有时甚
至是一日三谏。 由于晏子分析透彻，

景公只有称赞采纳为是， 绝无其他选
择。

我粗读此书， 将晏子的说话艺
术， 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肯定不尽
准确， 提供给法官们， 希望对提升说
话艺术有所帮助。 当然， 要想“善说
话， 说好话”， 仅仅研究说话艺术是
远远不够的， 需要一定的阅历和经
历， 还要善于观察和积累。

一是水到渠成实话实说， 威力无
穷。 说真话， 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讲
究时机和场合， 一般情况下， 对方不
好拒绝， 也最容易接受。 《晏子春
秋》 中， 晏子对景公讲了无数大实
话， 有的话虽说得很重， 但效果却极
其好。

一天， 齐景公外出游玩到了公
阜， 朝远望去， 看到了齐国的都城，

说： “哎呀！ 假使自古以来人都不
死， 会怎么样呢？” 晏子说： “如果
自古人都不死， 那么太公、 丁公将永
远保有齐国， 桓公、 襄公、 文公、 武
公等都将辅佐他们， 您将戴着斗笠穿
着粗衣， 手持大锄小耙弯腰屈膝地行
走在田地间， 哪儿还有闲工夫忧虑死
亡的事情！” 景公愤然变脸， 很不高
兴。

不久， 梁丘据乘着六马拉的车来
了， 景公问： “这是谁？” 晏子说：

“是梁丘据。” “您怎么知道？” 晏子
说： “大热天的快马奔驰， 严重些马
会死， 轻微些马会受伤， 不是梁丘据
谁敢这么做？” 景公说： “梁丘据跟
我很相和吧？” 晏子却说： “这是通
常所说的相同。 所谓和， 就好比君王
是甜， 臣子就应当是酸， 君王是淡，

臣子就应当是咸。 如今梁丘据， 君王
甜他也甜， 这就是同， 哪里是和！”

景公更加不高兴。

日色将晚， 景公朝西望去， 看到
了彗星， 便叫来伯常骞， 让他祭祷消
除这个灾星。 晏子说： “不可以！ 这
是上天的教诲。 彗星出现， 这都是上
天因为百姓将要作乱而显现的， 就是
要告知以不祥之兆， 来戒止不恭敬的
行为。 您如果设立文德教化而接受劝
谏， 拜见圣人贤者， 即使不祈除彗
星， 彗星也将自行消亡。 可如今您贪
酒还加上玩乐， 政教不修而纵容小
人， 亲近奸臣喜好倡优， 厌恶文德教
化而疏远圣人贤者， 要消除的岂止是
彗星！ 孛星也将要出现了。” 齐景公
越加气愤， 再也没有游览的兴致了。

等到晏子逝世时， 景公哭着说：

“哎呀！ 从前我与先生游览公阜， 先
生一日批评我三次， 如今谁来批评寡
人啊！”

二是抓住关键直指要害， 言不在
多。 齐景公有个宠爱的女儿， 他想把
她嫁给晏子。 景公于是到晏子家宴
饮， 饮酒酣畅时， 景公看见了晏子的
妻子， 问： “这是您的夫人吗？” 晏
子答道： “对， 她是。” “嘿！ 又老
又丑。 寡人有个女儿又年轻又漂亮，

请让她充实先生您的内室。”

晏子离开坐席回答道： “如今她
确实是又老又丑， 可是我与她共同生
活的时间很长了， 过去她又年轻又漂
亮。 况且人本来就是以少壮托付于年
老的， 以漂亮托付于丑陋的。 她曾经
托付于我， 而我也接受了她的托付。

虽然君王有所恩赐， 但能因此让我背
弃她的托付吗？” 晏子拜了两拜谢绝
了。

在这个故事中， 晏子说的话并不
多， 但击中要害。 试想， 谁没有年老
珠黄的那天， 因为这个就可以抛弃旧
妻， 另娶新欢吗？

三是尽力扩大逻辑破绽， 驳倒歪
理。 有些人不是不讲理， 而是尽讲那
些对自己有利的邪理， 还洋洋自得，

自以为是。 要想说服对方， 就要抓住
其理论上的弱点， 加以反驳， 让其不
能自圆其说。

齐景公在署梁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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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了还
不回去。 晏子从都城去见景公， 到署
梁时， 他衣冠不整， 也不重新穿戴一
下， 只顾朝着旌旗飘动方向疾驰。 景
公看见晏子， 下车迎接： “先生您为
什么这么急， 国家有什么变故吗？”

晏子回答： “不是很急， 即使这样，

我还是想禀告您。 国内的人都以为您
安于野外而不安于都城， 爱好野兽而
厌恶百姓， 这不是很不合适吗？”

景公说：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
处理夫妻纠纷不公正吗？ 那有管诉讼
的子牛在啊！ 是因为国家宗庙里没有
供奉祭品吗？ 那有管祭祀的子游在
啊！ 是因为诸侯来宾没人照应吗？ 那
有管外交的子羽在啊！ 是因为田野没
开辟、 粮仓不充实吗？ 那有管农田的
在啊！ 是因为国家管理还有其他不足
之处吗？ 那还有先生您在啊！ 寡人有
这五位先生， 就好像心脏有四肢。 心
脏有四肢， 所以心脏能安逸。”

晏子回答说： “我听到的和您不
同。 如果说有四肢而心脏能安逸， 这
是不错的； 但如果让四肢没有心脏
18

天， 不是太久了吗？” 景公于是停
止打猎回去了。

四是善用比喻迂回论证， 令人折
服。 比喻， 即以其所知， 喻其不知，

使人知之， 是善说者最爱使用的招
数， 往往使对方听得清楚明白。

下面的故事， 晏子连续用比喻，

一环扣一环， 迂回穿插地论说， 极大
地增强了说服力。

一天， 景公问晏子： “治理国家
有什么忧患？” 晏子答道： “忧患就
是那社鼠。” “这是什么意思？”

晏子说： “那土地庙， 捆扎木头
涂上泥巴， 老鼠因此就寄居在里面，

用烟火熏它， 怕烧了木头， 用水灌
它， 怕泡坏了泥巴， 这老鼠之所以不
能得以杀灭， 就因为土地庙的缘故。

国家也有社鼠， 君王的左右亲信就
是。 他们在朝廷内不论好事坏事， 都
对君王隐瞒， 在朝廷外面就对老百姓
卖弄权力。 不杀了他们， 他们就会作
乱； 要杀他们， 可君王又会出面安抚
平息， 庇护宽赦他们。 这也就是国家
的社鼠。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 使用的

器具很清洁， 树立的招牌也很大， 可
是酒酸了就卖不出去， 他问邻里是什
么原因。 邻里说您的狗太凶了， 人家
提着酒器进去， 想要买您的酒， 可是
狗迎面扑上来咬他， 这就是酒之所以
变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 国家也有这
样的凶狗， 有些当权管事的人就是。

有的人很有本事学问， 想到国君面前
施展， 可是那些当权管事的人就迎面
扑上去咬他， 这也就是国家的凶狗。

左右亲信为社鼠， 当权管事者为凶
狗， 君主怎么能不被蒙蔽， 国家怎么
会没有忧患呢？”

五是正话反说道理摆透， 话却中
肯。 有时话要反过来讲， 欲擒故纵，

欲进则退， 犹如激将法， 反倒能增强
语言的穿透力。

齐景公喜好射鸟， 让烛邹看管
鸟， 而他却让鸟飞走了。 景公发怒，

叫来小吏想要杀了烛邹。 晏子说：

“烛邹有三条罪状， 请让我数说了他
的罪状后再杀他。 ” 景公说： “可
以。”

于是晏子把烛邹叫来， 在景公面
前说： “烛邹， 你替我们君王看管鸟
却让鸟飞走了， 这是第一条罪状； 你
使我们君王因为鸟的缘故杀人， 这是
第二条罪状； 让诸侯们听到了这件
事， 认为我们的君王重视鸟却轻视士
人， 这是第三条罪状。” 晏子数说完
了烛邹的罪状， 请景公杀掉他。 景公
说： “不要杀！ 寡人听从劝谏了。”

齐景公好酒贪杯， 一次连续喝了
七天七夜还不停止。 大夫弦章进谏
说： “您都喝了七天七夜了， 我希望
您停止饮酒！ 不然的话， 就赐我一
死。” 这时， 晏子进来见景公， 景公
对他说： “如果这样就听从他的劝
告， 我就被臣下所制约了； 如果不听
从， 我又舍不得处死他。” 晏子说：

“弦章遇到您这样的国君， 真是太幸
运了！ 假使他遇到夏桀王、 殷纣王那
样的暴君， 早就死了。” 于是， 景公
立即停止了饮酒。

六是借题发挥因势利导， 促其醒
悟。 齐景公想更换晏子的住宅， 说：

“您的住宅靠近集市， 低湿狭小喧闹
尘杂， 不宜居住， 请您换个明亮干燥
的住宅。” 晏子推脱说： “下臣的先
辈住在这里， 它对于下臣来说已经很
奢侈了。 而且我靠近市场， 早晚都能
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这对我是很有
利的。 岂敢烦扰乡里众人给我另建
了。”

景公笑道： “您靠近集市， 知道
贵贱行情吗？” 晏子答道： “既然我
得力于它， 怎能不知道呢？” “什么
贵什么便宜呢？” 当时景公滥用刑罚，

动辄断人腿脚， 集市上便有人卖假
腿， 所以晏子答道： “假腿贵鞋子便
宜。” 景公面色变得凄怆悲悯。 为此，

景公减省了刑罚。

这个故事， 晏子并没有上来就批
评景公的什么过错， 而是顺着景公的
思绪走， 借景公的话题说开去， 就像
小河流水涓涓淌来， 没有巨浪拍石，

没有峡谷瀑布， 总之没有一点生拉硬
扯， 但收效却极佳。

七是巧解经文， 打动人心。 经典
语句， 言简意赅， 意味深长， 对其解
释得好， 灌入自己的东西， 往往更能
打动人心。

齐景公到纪国故地游玩， 得到一
个金壶， 打开来看， 里面有朱砂文
书， 写道“无食反鱼， 勿乘驽马。”

景公说： “说得好啊！ 按照这话的意
思， 吃鱼不要翻过来， 就是讨厌鱼的
腥气； 不要乘坐驽马车， 就是嫌它不
能走远路。”

晏子说： “不是这样。 吃鱼不要
翻过来， 是说不要把民力用尽吧！ 不
要乘坐驽马车， 是说不要把小人安在
身边吧！”

景公问： “纪国有这样的文书，

为什么还会灭亡呢？ ” 晏子答道：

“它的灭亡自有原因。 我听说， 君子
有了至理名言， 就把它悬挂在大门
上。 可是纪国有这样的良言， 却把它
当成水灌进壶里， 它不灭亡还有什么
好结果呢？”

八是创设情境以情感人， 求得实
效。 与人交流， 有时还要刻意去营造
一定的情境， 使对方情不能已， 不由
自主地认同你的观点。

齐景公建长庲台后， 想要修得更
漂亮些。 有一天风雨大作， 景公和晏
子进屋闲坐饮酒， 召来乐工在堂上奏
乐。 饮酒酣畅时， 晏子作歌唱道：

“禾穗啊颗粒无收， 秋风吹来啊尽零
落， 风雨来摧折啊， 君王来残害啊！”

唱完了歌， 晏子转过头流下了眼泪。

景公走近晏子， 制止他说： “您
作歌相赐告诫寡人， 这是寡人的罪
过。” 于是撤了酒席， 停止了徭役，

最终长庲台没有建成。

九是小中见大， 褒扬为主， 启发
自觉。 看到一丝闪光点， 就以近说
远， 由微见著， 不吝啬优美辞藻， 给
予足够的肯定， 以激发人本来就有的
仁义和善良的品格。

齐景公掏小鸟， 见小鸟太幼弱，

就把它放回窝。 晏子听说了， 没等上
朝时间到， 就进宫去见景公。 祝贺
道： “我的君王有圣王之道了。 ”

“寡人怎么就符合圣王之道了？” 晏子
答道： “您掏小鸟， 见小鸟太幼弱，

就把它放回窝， 这就是长幼之道。 我
的君王有仁爱之心， 竟然连禽兽都被
施加了， 更何况人呢！ 这就是圣王之
道了。”

十是“真真假假”， 诙谐幽默，

气氛和谐。 与人说话， 要严肃认真，

但也不能时时处处都绷着面孔。

一天， 齐景公对晏子说： “东海
之中， 有赤红色的水， 其中有枣树，

只开花不结果， 这是为什么？” 晏子
答道： “从前秦穆公乘着龙船规划天
下， 用黄布包着蒸熟的枣子， 来到东
海就把这布包扔下了。 因为那是黄
布， 所以水就变赤红色了， 因为包的
是蒸熟的枣子， 所以只开花不结果。”

景公说： “我是拿假事问您的， 您怎
么也回答呢？” “我听说， 拿假事来
问， 也用假事回答。” 在这里， 君臣
以假对假， 还认认真真， 气氛何等融
洽。

齐景公与晏子到牛山游玩， 无聊
之中， 让晏子许愿取乐。 晏子也不忘
借机开导景公， 于是道： “下臣我愿
有个君王害怕我， 有个女人嫁给我，

有个儿子继承我。” “好啊！ 再说个
心愿。” “下臣我愿有个贤明的好君
王， 有个能干的好女人， 家里不要太
贫穷， 街坊邻居好相处。” 景公说：

“晏子的心愿好啊！”

晏子名为许愿， 实为对景公的劝
谏， 景公心里明明白白， 只是不点破
而已。

（作者单位：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

（一）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
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母亲对子女的爱，自古至今不变。

但对母亲的这份爱，子女是否能够理解？

是否能够懂得报答？

赵淑莲与丈夫一起含辛茹苦地养大
了唯一的儿子张德水， 后儿子又结婚生
子，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的。

2005

年
6

月，和谐的家庭经历了一次
析产诉讼，儿子张德水与父母对簿公堂，

最终法院判决赵淑莲夫妇宅基地内的房
屋归他们自己所有， 同时给付张德水补
偿款

7

万余元。 因赵淑莲夫妇生活困难，

两人又常年患病， 至今仍有部分补偿款
未能执行完毕。期间，赵淑莲的丈夫因病
去世。

原本和谐的家庭经历此次诉讼后，

关系急剧恶化，见面无语，儿子及儿媳近
5

年没再看望过赵淑莲夫妇。

转机出现在
2010

年年初。 赵淑莲回
忆说：“我老伴去世后， 大约在

2010

年年
初，我的老房子面临拆迁，儿子张德水、

儿媳邓清香恳求我， 让我想办法把他们
一家三口的名字也加到被安置人口中，

这样， 他们每人可以得到
45

平方米的优
惠价购房指标， 也能领取一定的周转补
助费。在他们的反复恳求下，我同意了他
们的要求。 此后，经我与村委会近半年的
努力，张德水、邓清香及他们的儿子张鹏
均列为了被安置人，他们也分得了一套近
90

平方米的安置楼房。剩余的
45

平方米的
购房指标，他们说没钱，就不要了。我就从

补偿款中拿出十几万元购买了下来，否则
这个购房指标就作废了。现在他们在没有
和我沟通的情况下， 直接将我告到法院，

要他们的购房指标，太气人了！ ”言语中，

老人显出愤怒、不解和无奈……

经了解， 赵淑莲老人在几个月前刚
遭遇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头部受伤，

刚出院不久，行动不便，至今头上的两个
深深的疤痕还在。在电话中，赵淑莲诉说
了对儿子、儿媳的不满。

“虽然您儿子和儿媳的做法欠考虑，

但您领取的周转补助费中，确实有
9000

余
元应当属于您儿子和儿媳的，您应当返还
给他们。 ”我在电话中向赵淑莲解释道。

“我明白这个理，也明白这笔账。 如
果要算细账，是我争取到了购房指标，他
们是不是应当给我补偿？ 是我出了十几
万才购买了剩余的指标， 现在他们又想
要回去，是不是也应当给我补偿？即使不
给补偿， 是不是也应当将我垫付的购房
款还给我？ ”

“一审期间， 您所要求的补偿及返
还购房款均没有提起反诉， 我们二审期
间也不能直接审理， 只能做一做对方的
调解工作。” 我无法说服老人， 也没有
勇气从情理上说服老人， 只能从法律程
序上予以解释， 因为我认为赵淑莲是一
个明事理的老人，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
人。

（二）

为什么母子之间会有这次诉讼？ 为
什么母子之间竟

5

年互不相见？难道都是
“金钱”惹的祸？

拨通了张德水一家三口委托代理人
李律师的电话。电话中，李律师也很理解
赵淑莲的心情，并表示尽力做调解工作。

几天后，李律师来电话，说张德水他们同

意给付赵淑莲补偿，也同意在赵淑莲垫
付的购房款中扣除应属于他们的周转
补助费及应由赵淑莲负担的诉讼费，再
扣除七年前析产纠纷案件中尚未执行
完毕的

3000

余元案款后，剩余部分支付
给赵淑莲。

见调解有效果，我立即请李律师要
求张德水他们必须把钱准备好，如果调
解成功，当场付清钱款，减少老人的诉
累。 另外，张德水一家人还应当亲自到
赵淑莲家中表示感谢。

随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赵淑莲目
前张德水一家人的调解方案。

“那
3000

元的案款是在我家中给他
们的，没经过法院，是我孙子张鹏来找
我要的。 ”

“现在对方不认可， 您手中也没有
收条。 ”

“自己的家人， 我这个老婆子哪里
想到让他们写收条呀？ 哪里能想到他们
现在不认账啊？ ”沉默，电话那头是长久
的沉默……

“这个冤家，这个没良心的，谁让他
是我儿子呢？ 就这样吧。 ”

“考虑到您行动不便， 我们就到您
家中调解，您就不必来二中院了，在家
等着就行了。 ”

“太谢谢你们了！ 太谢谢你们了！ ”

赵淑莲反复地说着，似乎有些哽咽……

（三）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 几经周折，我
们乘车来到了北京郊区赵淑莲的家中。

一进门，赵淑莲老人就激动地握住我的

手说：“谢谢你们，跑这么远的路，辛苦
了！ ”

随后，李律师也进了门，身后跟着
邓清香。 “妈！ ”她一进门便主动叫赵淑
莲。 赵淑莲一愣，但没有应答。

坐定后，赵淑莲说：“既然大家都来
了，我要把话说清楚，也要把账算清楚，

我这几年的苦该怎么补偿？ 我争取的购
房指标该怎么补偿？ 我垫付的购房款该
怎么补偿？ 我……”赵淑莲老人一坐下
就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系列的补偿，委
屈与愤怒溢于言表。

儿媳邓清香没有反驳， 也没有应
答，只是静静地听着。 赵淑莲老人持续
说了近半个小时， 细说了生活的艰辛，

细说了对儿子、儿媳的种种不满。

“妈，我们确实做得不对，我向您道
歉，谢谢您为我们做得这么多！ ”邓清香
真诚地说。

我抓住机会劝说着老人：“您一口
气说了这么多补偿，是不是不同意此前
在电话中协商的调解方案呀？ ”

“法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让
他们心里明白，是他们愧对我！ ”

又经过多次沟通，她们最终签订了
调解协议。

案款的这笔账总能够算清，但母子
之间的感情账岂能一笔算清？ 抬头看时
钟已指向中午十二点，悄然闻到了厨房
里炖的肉香。 赵淑莲老人盛情挽留道：

“知道法官今天大老远来家里调解，我
已经炖好了肉， 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大
家一起吃个饭吧！ 以此感谢你们法院！

感谢政府！ ”

“不用了， 还是让张德水、 张鹏过
来，你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吧！ ”

谢绝了老人的心意，我们走上了返
回的路。 虽饥肠辘辘，但难掩心中的欣
慰，可又带着些许遗憾：此时的儿子、孙
子在哪里？ 老人做好的饭菜，原本期待
的是家人团聚、儿孙围绕……

（作者单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恨你但最终还得爱你
□

张清波

学学晏子说话的艺术

□

左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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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上海广旭传播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三省一市银行

汇票一张，编号：

00100041 22527277

，出票人：上海广旭传播有
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万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持票人：上海广
旭传播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人民币）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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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师豪康体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
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张，编号：

58207

，出票日期：

2010

年
10

月
14

日，出票人：上海师豪康体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

江苏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基本建设，持票人：上海师豪
康体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人民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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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市万盛区东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票号
为

30900053/24104081

，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24

日，出票人为
重庆恒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通敦实业有限公
司，支付人兴业银行北部新区支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
整，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0

月
24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申请
人以宣告该银行承兑汇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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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条的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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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铭朗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040005120290591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16

日，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124039

元，出票人为福建盛建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华夏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即为申请人的银行承

兑汇票不慎遗失，现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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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宏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130005121220195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出票人为泉州
兆丰鞋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源发（福建）化工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泉州银行海信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5

日、到期
日为

2013

年
2

月
15

日，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一百九十六条、一百九十七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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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八达研磨材料（河南）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090005324660212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出票人为骆驼
（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平和锦兴工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津淮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17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11

月
17

日，本院决定受
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一百
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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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130005125663822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福建
省永春国泰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晋江至远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泉州银行田安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7

日、到
期日为

2013

年
3

月
7

日，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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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林州德通汽配特种钢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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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1969049

，金额
500

万元，出票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为林州市经纬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
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到期日期
2013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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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林州德通汽配特种钢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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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1969050

，金额
600

万元，出票人
为申请人，收款人为林州市经纬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洛阳银
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到期日期
2013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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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石家庄上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连云港嘉禾木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连云港
森福木业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石家庄上工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21

日，票面金
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232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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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熟市碧溪镇喜盈门工艺红木家具厂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新苏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
市华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常熟市碧
溪镇喜盈门工艺红木家具厂，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21

日，票
面金额为

3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232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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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上海亿诺科技有限公司因将中国银行内蒙古包头分

行签发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1040005220305611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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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内蒙古
]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乌鲁木齐市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乌
鲁木齐红山路支行开户的帐号为：

65001613800050002265

，票
号为：

02973455

，票面金额为：

5500

元的转账支票丢失，于
201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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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台州市华都物资公司持有的新疆路路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市南湖路支行营业部开户的帐号为：

108203331785

，票号为：

10400052/23117059

，票面金额为：

350000

元的承兑汇票丢失， 于
201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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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台州市华都物资公司持有的新疆路路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市南湖路支行营业部开户的帐号为：

108203331785

，票号为：

10400052/23117060

，票面金额为：

350000

元的承兑汇票丢失， 于
201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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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台州市华都物资公司持有的新疆路路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市南湖路支行营业部开户的帐号为：

108203331785

，票号为：

10400052/23117004

，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的承兑汇票丢失， 于
201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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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洛阳市富众工贸有限公司因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签发的编码为
3080005393800787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65000

元，出
票人杭州永利百合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萧山佳力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背书人宁夏名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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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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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