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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之 声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

渎职案件司法解释：
堵住重罪轻处漏洞
杜绝抓小放大追责

法〔2013〕 3 号

舒锐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 破口， 通过提级管辖、 指定管辖、 交叉管辖和相 集中管辖法院审理。 非集中管辖法院的行政审判 民原则。 确定集中管辖法院， 要充分考虑其所处地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对集中管辖等方式，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现了司 庭仍予保留， 主要负责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等有关 理位置和交通条件， 尽可能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充分发挥法治 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离， 使行政 工作， 同时协助、 配合集中管辖法院做好本地区 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窗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确保人民 审判制度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妥善处理人民 行政案件的协调、 处理工作。 集中管辖法院的选 口， 要免费提供试点工作相关的宣传和释明材料，
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 充分保护公 内部矛盾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这些探索和实 择， 应当考虑司法环境较好、 行政案件数量较 便于公众了解试点情况， 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
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法制 践， 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有利于 多、 行政审判力量较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 权利、 参与诉讼活动。 当事人向非集中管辖法院提
统一、 尊严、 权威，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部分中 回应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 有利于推进法 等因素， 并制定试点方案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决 起诉讼的， 应当告知其向管辖法院起诉， 或者在收
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 治政府建设， 也有利于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 定。
到起诉状后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集中管辖法院。 要
充分考虑当事人诉讼的便利性， 尽可能通过到当地
点工作。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统一司法标准、 促进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在
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 三
调查取证、 巡回审判等方式， 减轻当事人诉讼负
实试点工作保障措施
、 落
担。
一、 提高对试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涉及机构编制、 人员调配、 物资保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制度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将其作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进一步深化司 障等多方面问题。 各高级人民法院、 开展试点的 五
强组织领导和宣传
、 加
盾， 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机 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认 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相关基层人民法院， 要主动向
制之一， 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的重要渠 真研究具体实施方案， 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当地党委、 人大、 政府汇报， 通报试点工作的重 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
道。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并取得实效。
要意义和主要做法， 力争各方面的理解与配合， 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及时出台试点方案， 支持、
一大批行政案件， 妥善化解了大量行政争议， 为
并在党委领导、 人大监督和政府的支持下， 积极 指导、 监督集中管辖法院做好试点工作。 要指导、
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 二
有序开展试点工作。 集中管辖法院要研究落实试 监督集中管辖法院与其他法院的合理分工与配合，
好试点法院的遴选工作
、 做
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有的地方司法环境
点工作保障措施， 配齐配强行政审判人员， 行政 共同做好案件的受理、 审理、 执行和息诉稳控工
欠佳， 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往往受到不当干预； 有 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 就是将部分基层人 审判庭设置不少于两个合议庭， 所需审判人员可 作。 对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要适时进行
的地区行政案件不均衡， 有的法院受案不多甚至 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 通过上级人民法院 以在所属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择优调配， 也可以 调研和解决。 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问
无案可办； 有的法院因怕惹麻烦而不愿意受理行 统一指定的方式， 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 其他方式选调充实。 要结合试点工作需要， 做好 题， 要及时层报上级法院。 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及
政案件。 人民法院不能依法受理行政案件， 并独 辖的制度。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 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办公用房、 办公设 时将集中管辖法院及其管辖范围以适当方式进行公
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 最 确定1—2 个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试点。 试点中级 备、 车辆等物资保障， 为开展试点工作提供必要 告，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试点工
终也将损害法律和国家的权威， 动摇党的执政基 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 确定2—3 个 的物质条件。
作， 争取对试点工作的理解、 关心和支持。
础。 近年来， 党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法 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 集中管辖辖区内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2013 年3 月底前， 将
试点中级人民法院名单及其试点方案报最高人民法
院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进行的改革与 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 集中管 四
彻司法便民原则
、 贯
院。
探索。 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 人大、 政 辖法院不宜审理的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
府的支持配合下， 以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为突 可以将原由其管辖的部分或者全部案件交由其他 试点工作应当坚持和体现以人为本、 便民利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释》 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
《解
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
的刑事责任， 如此一来， 势必能够倒逼
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内部问
责机制； 倒逼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
清晰的意见存档制度； 倒逼最终的集体
决定者审慎地运行领导权。
日前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一） 》 （ 以下简称《 解释》 ） ，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渎职犯罪定罪量刑标
准不明确、 法律适用争议多等问题作出了统
一规定。
近年来，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不断加
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力度， 这为相关司法解释
的科学制定、 及时出台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
实践经验及研究素材。 另一方面， 随着渎职
犯罪案件的不断增多， 犯罪行为方式、 危害
结果认定等方面也在不断出现新变化， 相关
法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疑难案件问题日益
凸显， 亟须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现行刑法法条对于渎职案件的定罪量刑
标准并不相当明确。 而为各国普遍接受的
刑法定原则” 在刑事立法上， 要求犯罪
“罪
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的、 意思确
切的规定， 避免因规定不明而导致法官擅断
的可能； 在刑事司法上， 要求如果法律出现
了不明确的规定， 则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
原则进行实务操作。 这就导致实践中， 一些
地方在定罪量刑标准掌握方面不得不采取就
低不就高的做法， 甚至出现重罪按轻罪处
理、 轻罪按无罪处理的现象， 有碍犯罪追究
和法律权威。 而新司解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
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对实践中
反映较多的经济损失的范围、 经济损失的计
算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对于区分罪与非
罪、 罪重与罪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法为体现对特殊公权力领域的特殊要
求，在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
职守罪两个渎职罪普通法定罪名的同时， 规
定了“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在立法
上，确立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解释》
进一步地明确了渎职犯罪一般罪名和特别罪
名的法条适用问题，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各地司法机关由于规定不明确， 针对同类案
件适用不同罪名的尴尬现象。 《解释》界定了
渎职行为和受贿罪的关系，首次明确了“实施
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从三
个层面进一步明确了渎职人员是否与他人构
成共同犯罪的处理标准。 这些均对维护刑法
的整体逻辑严密性， 大有裨益。
在现行公权力运行体系中， 经常出现具
体执法、 司法人员并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现
象。 以往， 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
的渎职犯罪， 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
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 或者
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词推诿责任， 实践当中出
现了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现象， 甚至具体
执行人员并不同意渎职决议也遭到了无辜的
追究。 这种“ 抓小放大”、 “ 追究无辜” 的
现象既不公平， 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释》 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
《解
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并规定“对于具体执行人员， 应当在综合认
定其行为性质、 是否提出反对意见、 危害结
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
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如此一来，势必能够
倒逼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内部问
责机制； 倒逼各级相关部门建立起更为清晰
的意见存档制度，以便将来责任倒查；倒逼最
终的集体决定者审慎地运行领导权。
者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作

微
义
言大
短评

痛打“老虎” 狠打“苍蝇”

过去一年， 从中央到地方， 对于腐败分子持
续保持高压态势， 特别是严肃查办了薄熙来、 刘
志军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彰显了我们党有
案必查、 有腐必惩的鲜明立场。
近年来，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腐
败现象仍易发多发， 案件涉及金额越来越大， 涉
及领导职务高的案件越来越多。 特别是一些高级
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 影响非常恶劣。
坚持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 应重点抓好“两
头”。 一头是抓大案要案， 坚决查办发生在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 无论涉案人的权
力多大、 职位多高， 一律严惩不贷， 切不可只是
抓个典型， 有选择地查处， 这只会助长“被抓是
因为倒霉” 的贪腐心态。 另一头是抓群众身边的
腐败， 坚决查办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 要通
过既痛打“ 老虎” 又狠打“ 苍蝇”， 让人民群众
真切感受到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
落实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 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支持参与。 群众反对腐败有无限热情， 特别是
网络、 微博等新媒体为群众参与反腐拓宽了渠
道。 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来说， 要畅通监督渠道、
保护举报行为， 更要坚持有举报必查， 绝不放过
任何一个揭出贪腐的蛛丝马迹； 坚持有查必有
果，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及时通报案件进展， 形
成腐败分子心惊胆战、 无处藏身的社会环境。
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强调， 要坚持有案必
查、 有腐必惩，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保持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 也
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 近两个月来， 一系列
贪腐案件的迅疾查处表明我们党对惩治腐败的
决心。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 十八大确定的“ 干
部清白、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的目标就一定
能实现。
英峰（新华社记者）
—— 周
—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由招商银行福
州五一支行于2012 年2 月28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
号为30800053/93057589,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43755.94 元。 出
票人福州明岳纸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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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福
申请人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
票1 张(票据号为1020004220110957，出票日期为2012 年7 月
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 元，申请人为福建亚通新材料科
，票
5日
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兴闽咨询有限公司)， 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业已受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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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福清市人民法院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
申请人常州市润源经编机械有限公司因于2012 年12 月6
日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记载： （ 票号30300051/
票金额285000 元人民币，出票人福建省长乐市申
21139804， 汇
华针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2 年10 月16 日，收款人常州
市润源经编机械有限公司，付款人及承兑人中国光大银行福州
长乐支行），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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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长乐市人民法院
[福
申请人邯郸市富鹏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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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为10300052 23751113，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 万元
整，出票日期为2012 年10 月11 日，汇票到期日期为2013 年3

司法公信建设需统筹协调推进
朱江
系、 信息化防控体系建设， 强化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努力让人
司法公信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石， 司法公信力是人民法院的生 体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 命力所
邀
督员、 廉政监察员、 审务督察员
胜俊院长曾强调， 提高司法公信力， 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 的监
。 王
日
常监督监察作用， 发挥廉政风险
到公平正义， 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 公正， 在
二是自身。
伤害人民群众感情”。 为此， 要全面
防
控
管理系统的作用， 实现“ 全员、
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的目标， 就要着 全岗位
推进“精品示范案” 工程， 坚持最高 眼自身
立足自身，摆问题、查原因、定措施、抓落实。 通过全面统筹协调推 控目标、。 全流程、 全时段” 的动态防
的裁判规格， 向最优的质量标准看 进自身，建
设， 加强司法能力， 提升司法水平， 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
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和处理， 虽然
齐， 培养最优秀的承办人、 适用最严 率，展现司
法形象，增进司法认同，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
格的办案程序、 遵守最严谨的审判规
可能只占我们全部案件的千分之一甚
则、 执行最精细的评判标准、 保证最
至万分之一， 但对每一个当事人来说
佳的审判质效， 切实将“精品案件”、 的法律、 情感和事实基础， 不断提升 度， 加大执行信息动态告知力度， 充 都是百分之百的损害， 对人民法院的
品庭审”、 “精品文书” 作为提升 调解自动履行率， 不断推动诉讼与非 分利用执行信息查询中心， 用足用好 司法形象也是百分之百的损害。 因
“精
审判质量的突破口， 保证每一个案件 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 法律赋予的各种执行手段， 切实提高 此， 改进司法作风的前提和关键是要
都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有理有据裁 设。 坚持“ 案结、 事了、 人和” 目 执行标的到位率、 实际执结率。 要做 让法官切实践行群众观点， 法官要有
判， 真正让胜诉者赢得堂堂正正， 败 标， 能动地促进社会和谐， 对事关经 到有执行条件的案件都依法得到执 为民情怀、 百姓情结， 要以“吃百姓
诉者输得明明白白， 确保所办案件经 济增长的案件、 重在公司企业矛盾融 行， 对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的案件、 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
得起历史检验， 才能赢得当事人和社 化， 对事关“平安建设” 的案件、 重 申请执行人为困难群体的案件、 涉及 是百姓” 来换位思维“ 去官样”， 要
会的信任。
在纠纷稳控钝化， 对事关和谐构建的 农民工工资和建筑工程款的案件、 因 以“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
人民群众不仅期盼司法公正， 而 案件、 重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 未能执行或执行不当引发重复信访的 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来警醒自惕“修
且期盼司法高效。 要健全均衡结案长 素， 对事关民生的案件、 重在增加社 案件， 坚决加大执行力度。
官德”，要以严谨细致、脚踏实地、精益
效工作机制， 科学调整管理指标， 完 会认同。 坚持“ 司法延伸、 裁判辐 始终坚持以廉洁司法保公信， 注 求精的审判作风， 高质高效地审理执
善院、 庭、 合议庭、 承办人“分层对 射” 方式， 能动地参与社会管理创 重加强司法廉政建设， 不断推进审判 行好每一起案件，让群众从看得见、摸
应、 联合控制” 的管理模式， 形成符 新， 多元地参与社会诚信重塑， 适时 队伍保持纯洁性。 要深化教育防范， 得着的案例中信服法院、信服法官。
合审判规律的收结案动态平衡机制。 发布审判白皮书， 及时发出司法建 “ 贪如火， 不遏则燎原； 欲如水， 不 当然， 司法公信建设的整体推进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 进一步明确简易 议， 促进执行信息系统与社会征信体 遏则滔天”， 务必要时刻紧绷廉政这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我们循序渐进
案件与疑难复杂案件的分类标准， 通 系对接， 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
根弦， 务必要自戴“ 紧箍咒”， 算好 处理好当前与长远、 局部与全局、 重
过科学合理的分流二审案件， 实现 始终坚持以民生司法塑公信， 注 政治、 经济、 名誉、 家庭、 亲情、 自 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 需要我们
繁则繁、 宜简则简、 难案精审、 重加强执行工作， 不断破解人民群众 由、 健康的“ 清廉七笔账”， 做到警 在加强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持之以恒
“当
简案快审” 。 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 关切的执行难问题。 以争创“无执行 钟长鸣、 预警并重。 要深化廉政责 地不懈努力。
进一步强化审限意识， 集中统一管理 积案先进法院” 为契机， 加快推进完 任， “ 一把手” 要负起“ 一岗双责”
者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作
审限审批， 建立审限动态监控机制和 善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 立足“大 廉政责任， 始终以如履薄冰、 如临深 院院长）
清理“审执积案” 长效机制。
查找、 小变现、 精综合” 的新格局， 渊的危机感， 既抓审执业务“ 硬指
始终以能动司法提公信， 注重加 实行精细管理， 严谨各个阶段、 各个 标”、 又抓廉政建设“软任务”， 确保
强案结事了， 不断创新加强社会管 环节的工作衔接， 将分权与集约的机 案件不出问题、 队伍不出问题、 自身 贯彻十八大精神
理。 坚持“ 全程全员全方位” 调解， 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集中开展反规 不出问题。 要深化风险防控， 逐步完
全面推进法院工作
能动地化解各类纠纷， 不断夯实调解 避执行专项活动， 加大财产查找力 善权力结构配置体系、 权力运行监督
月31 日，出票人为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收款人
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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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沈阳乾鼎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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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号码为10400052 20772952，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 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2012 年5 月25 日，汇票到期日期为2012 年
票人为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收款
，出
11 月
22 日
人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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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章丘市龙腾水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两张，该票据记载：票号分别为（1）31300052 21988418，
额均为100000 元。 出票人均为三门
（2）31300052 21988419， 金
峡惠翔商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均为新安县盛鑫物资供应站，出
票日期均为2012 年12 月11 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13 年6 月
后持票人均为章丘市龙腾水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向
， 最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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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山西舜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1300052 21964167， 金额为100000
元。 出票人为国营华晋冶金铸造厂，收款人为山西舜天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2 年10 月31 日， 汇票到期日为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
，向
2013 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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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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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南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其不慎遗失由长沙银
行银德支行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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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 票号
额300 000 元、 出票行长沙银行银德支
3130005124543437、 金
行、 出票人长沙威重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天津市铭钰伟
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经多次背书： 最后背书人为柏乡县宏达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南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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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湖
申请人湖南顺星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因其不慎遗失由招
商银行长沙芙蓉支行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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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 票号
票日期2012 年11 月15 日、出票人邵阳
30800053/92470720、 出
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票面收款人长沙市湘桥风机制造有限
公司、被背书人湖南顺星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0 万
元、出票行招商银行长沙芙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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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湖
请人石狮市太兴布业贸易有限公司
，申
2012 年
11 月
16 日
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为31300051/23674022， 出票
日期为2013 年10 月25 日， 出票人为阜宁新港混凝土有限公
司， 收款人为阜宁县金港实业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款行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支行， 汇票到
，付
200000 元

期日为2013 年4 月25 日。 2012 年11 月14 日，经石狮迈吉制
衣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2012 年12 月28 日，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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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千里马工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遗
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为临沂市罗庄区双
月湖纸箱厂，票据号码为30500053-22463304，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壹拾万元整， 付款行为民生银行临沂分行， 收款人为临沂市
海光纸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2 年9 月6 日，票据到期日
为2013 年3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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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山
申请人府谷县旭锋工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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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记
载： 第一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3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
万元； 第二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47，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元； 第三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48， 票面金额为人民
50 万
币50 万元； 第四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12， 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10 万元； 第五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17， 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10 万元； 第六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16， 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10 万元； 第七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31， 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20 万元； 第八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39， 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30 万元； 第九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43， 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十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42，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十一张票号为：
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十二张票号
3100005120985141 ， 票
为：310000512098514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十三张
票号为：310000512098514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十
四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144，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面向全国
法院、检察院系统公开遴选法官
及网络管理员公告
为充实我院法官队伍， 我院决定面向全
国法院、 检察院系统公开遴选法官8 名及网
络管理员1 名。 有关公告详情请登录广东省
惠东县人民法院网（http://www.gdhdcourt.
cn/ ）。
联系电话：0752-8831190
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
二0 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第十五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38，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0 万
元； 第十六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4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元； 第十七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13， 票面金额为人
30 万
民币10 万元； 第十八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29， 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20 万元； 第十九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28， 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20 万元； 第二十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26，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 万元； 第二十一张票号为：
面金额为人民币20 万元；第二十二张票
3100005120985430 ， 票
号为：3100005120985411，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 万元； 第二十
三张票号为：3100005120985427，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 万元；
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二十三张共计票面金额为800 万元， 出票
人均为府谷县永成洗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均为府谷县
旭锋工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均为浦发银行榆林分行营业部， 出
票日期均为2012 年9 月27 日， 到期日均为2013 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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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