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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人民法庭身处基层心在群众

数 字
90%

国行政机关公务员
， 全
1月
8日
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人社部部
长尹蔚民称，从最近3年的统计情况
看， 中央机关新录公务员90% 来自
普通家庭。
2510

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1
月8 日在全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上表示，2012 年全国知识产权系统
共受理专利纠纷案件2510件（其中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2232件， 其他专
利纠纷278件）， 查处假冒专利案件
案总量9022件，比2011年
。办
6512 件
增长两倍。
76780

件

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2011
年1月至2012年11月，全国法院共新
收民事申请再审案件76780件，审结
中，裁定驳回35361 件，
。 其
57740 件
占61.24% ， 同比下降10% ； 调撤案件
比提高近五个
，占
7099 件
12.29% ， 同
百分点； 提起再审12497 件， 占
他方式结案2783 件， 占
21.64% ； 其
4.82% 。

160718

人

央纪委秘书长、 新闻发
，中
9日
言人崔少鹏通报，2012年，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
件(次)， 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
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
(次
)。 初
立案155144件， 结案153704 件， 处分
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
。通
160718 人
回经济损失78.3亿元。
人 物

袁厉害
袁厉害是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名
村妇， 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
婴开始， 至今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
超过百名。 袁厉害因自费收养这些
先天性残疾的弃婴获得了“爱心妈
妈”的美誉。 但也有人指责她“拿弃
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拢财”， 不断
向政府部门“伸手”提条件等。
厉害家中发生火灾，
，袁
1月
4日
袁她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
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活命。 要
“我
是扔到大街上， 眼看着死了不心疼
得慌吗？”袁厉害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表示，自己之所以收养弃婴，并非
如外界所说是为了“ 卖小孩” 或“ 骗
低保”。 火灾后，袁厉害将孩子们送
往福利院，表示“自己现在什么也没
有， 再也不收养孩子”。
声 音

短短几天时间， 我省就接连发
生了五起事故， 进一步说明了我们
的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现在我
们不是从零做起的问题了， 是从负
做起。
期， 山西省爆发多起安
—
—— 近
全事故，代省长李小鹏对此表示，必
须抓好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
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 人
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 它
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
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 清
教授方朝晖发表文章称， 不能把反
腐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引进新制
度，要想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就
必须以“正人心”作为突破口

申请公示催告

为了解决普通群众“打官司难” 的问题， 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辖区5 个基层人民法庭服务
基层群众的职能， 不断创新便民、 利民举措， 探索出一系列便民诉讼的做法， 受到辖区群众欢迎。
■ “

吉安县大冲乡东汶村有一位85岁
高龄的老人王生财， 龙卷风刮倒了他
的老屋， 但是三个儿子均不愿意接纳
其共同生活， 王大爷只好依旧单独居
住在危房中。
当地基层组织做工作均未奏效，
王大爷向吉安法院万福法庭求援。 法
庭干警接到电话求助后， 二话不说，
搁下电话马上赶赴现场。
法官找到老人的三个儿子， 充分
了解了他们家庭的具体情况， 又耐心
细致对他们宣传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及赡养的相关法律知识， 并告知他们
拒绝赡养父母的法律后果及必然会受
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通过两个多小时的工作， 法官终
于做通了三个儿子的工作。 王大爷每
年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各生活四个月，
当晚搬进了小儿子家， 大家悬着的一
颗心终于落下了。 近日， 法庭干警在
回访时， 被告知王大爷身体健康， 安
享晚年。
为了科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便
于群众诉讼， 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减
少当事人诉累， 吉安法院建立健全速
调速裁机制， 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
使原本需要花费几个月才能解决的纠
纷仅用几天甚至数小时便能案结事了。
同时， 还建立了由人民法庭、 乡
镇司法所、 村级基层组织组成的集司
法调解、 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为一体

□

吉安法院充分发挥辖区5 个基层人
民法庭地处乡镇的便利条件， 把力量下
沉、 重心前移， 让法官更好地深入群众
走村串户， 接受群众咨询， 实行上门立
案、 进村巡回审判、 田头调解， 就地化
解矛盾纠纷。
巡回审判缩短了法庭与农村的地理
距离， 拉近法官与群众的心理距离， 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诉讼， 真正把法庭“搬
到老百姓家门口”， 这样既可以减少农
村当事人往返奔波， 不误当事人农时、
农事， 也便于法院调解矛盾纠纷， 促进
社会和谐。 据统计， 该院全年开展巡回
审判169件， 其中调解结案152件。

快” 字优先
繁简分流减少诉累

■ “

吉安法院法官在乡村开展巡回审判。
的三级联动调解网络， 实现“小事不
出村、 大事不出乡”， 最大限度地把
矛盾和纠纷解决在基层， 消灭在萌芽
状态。 该院全年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达
案件总数的84.7％。
， 占
1577 件

便” 字当头
巡回审判让群众少跑腿

■ “

家居农村的小张与小肖经人介绍
谈恋爱， 男方小张在谈婚期间， 陆续
支付女方小肖家见面礼4000元、 彩礼
元、 订婚1.2 万元等财物。 后来
4.9 万

“

精心的”策划

和平因涉嫌组织他人
，王
2010 年
2月
偷越国（ 边） 境罪被司法机关调查， 由此
对司法机关“怀恨在心”。
取保候审后的王和平从青田县检察
院监所科原科长季岳蒙处得知， 青田县
司法局公证处原副主任夏威特以涉嫌受
贿罪被立案查办。 他觉得这是“打击报
复”司法机关的一次机会。

申请人黄奔因遗失票号为30800053/94268017， 出票日期
为2012 年6 月26 日，出票人为重庆前卫克罗姆表业有限责任
公司，收款人为重庆前卫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人招行重庆洋
河支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汇票到期日2012 年12
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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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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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深圳美立清源净水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持有一张平
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30700051/
票人:深圳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
30265388， 出
票日期:2012 年12 月13 日， 汇票到期日:2013
，出
212904.87 元
年6 月13 日，收款人:深圳市美清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最后
被背书人及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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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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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广
申请人王会明遗失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茶山增 支行支票1
张， 票据号码为31404430 0722815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8700
元，出票人为陈锡坤，收款人王会明，出票日期为2012 年12 月
票银行为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茶山增 支行， 向本院申
，出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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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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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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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
申请人吴再球因遗失银行支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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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

双方由于性格不合， 始终没有建立感
情， 未能进入婚姻殿堂。 因彩礼返还两
家发生纠纷， 小张便向吉安法院永阳法
庭起诉要求返还彩礼等费用6.9万元。
由于该类型案件在农村地区频发，
为了通过具体案例更好地向村民宣传法
律， 法官决定把法庭设在当事人所在的
村庄登龙乡田心村，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经过承办法官的耐心疏导和沟通，
双方当事人在相互理解、 彼此交流中互
让互谅， 最后达成调解协议， 由被告支
付原告彩礼等费用共计5.8万元。

叔叔， 你又来看我了”， 留守儿
“彭
童林某看到吉安法院固江法庭法官彭忠
来到学校开心极了。 2012 年11 月27 日，
彭忠再次来到固江中学为林某送上书
包、 文具和书籍等学习用品， 并向林某
的班主任了解其学习情况。
当年8 月， 彭忠经办了林某父母的离
婚纠纷案件， 在调解离婚时了解到， 双方
要各自外出务工， 儿子林某以后的生活、
学习是他们最大的牵挂。
林某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 随父母
在广东省东莞市读完了小学毕业， 父母
还未下班， 他都是自己买菜， 做好饭等
父母回家。 现在， 父母离婚后， 林某只
得回到老家吉安县， 跟随八十多岁的爷
爷、 奶奶生活， 并到当地中学就读初中
一年级， 成为一名住宿生。

一场人为操纵的“喊冤” 舆论攻势

丽剑

浙江省青田县司法局公证处原副主
任夏威特涉嫌受贿罪一案， 历一、 二审，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 维
持一审判决，认定夏威特犯受贿罪，依法
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然
而“ 不寻常的” 是， 在该案侦办期间， 网
络、 外媒轮番出现《青田检察官世上最
牛》、《青田新窦娥》、《令人震惊的青田县
夏威特案》、《冤案是这样炼成的》等二十
余篇替夏威特“喊冤”的帖文。
目前， 经有关机关调查， 这场所谓
冤”事件实际上是由假记者与案件当
“喊
事人亲属“联手”运作，目的是利用舆论，
混淆视听，甚至干预司法。
这并非个别事件， 为了治理该类问
题，2013年1月４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
斌杰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进一步严格新闻采编队伍管理， 解决
记者队伍的“ 假、 乱、 散” 问题， 重点解决
新闻敲诈、有偿新闻等问题。

周涛裕 摄

情” 字在心
司法救助传递温暖

彭忠得知这一情况后， 主动与当地
中学联系， 与学校协商共同对单亲家庭
的林某在学习上、 生活上予以更多的关
怀。 林某被分配到一个优秀的班集体中
学习， 学校还向林某发放贫困生经济补
助。
法官们平时在学习上给予林某辅
导， 为其购置学习用品。 通过学校老师
的辛勤教育， 法庭干警的殷切关心， 林
某的成绩一直优秀， 心理非常健康， 尊
敬老师， 团结同学。
现在， 林某总是在星期一上学时把
自行车寄存在法庭， 说： “彭叔叔， 我
去上学了。” 到了周五放学后， 林某便
来法庭取车， 说： “ 彭叔叔， 我回家
了。 ” 法庭干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看待林某， 林某也把法庭当成自
己的第二个家， 把彭叔叔当成自己的亲
人。
吉安法院在审判、 执行工作中认真
落实司法救助制度， 对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但经济确有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
提供司法救助， 缓、 减、 免交诉讼费，
提供司法救济金， 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
人打得起官司。 全年为32件案件当事人
缓、 减、 免交诉讼费6 万余元， 发放刑
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金4万元。
该院还开辟了诉讼“ 绿色通道” ，
对“三农” 案件， 特殊群体案件优先立
案、 审理和执行； 对无能力准备诉状等
材料、 口头起诉的当事人， 帮助其整理
打印书面诉状， 协助立案； 对盲人、 聋
哑人提供专业服务， 让他们在打官司的
过程中放心、 安心、 舒心。

要推翻了夏威特案件，使夏威特
“只
无罪，这样青田县检察院会倒霉，丽水市
检察院也会跟着倒霉。”王和平在2011年
以涉嫌贪污等罪名被检方立案后坦言自
己的仇“检”心理。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王和平、
季岳蒙通过王爱菊（王和平姐姐）认识了
夏威特妻子干理及其堂姐夏艳阳， 并为
使夏威特逃脱罪责四处公关。
威特案一审判决后，
， 夏
2011 年
3月
据干理供述：为进一步为夏威特脱罪，干
理等人策划通过媒体来干涉夏案审理。
为此， 干理、 季岳蒙、 王和平结识文汇报
原记者万某， 希望万某通过媒体干预司
法机关办案。
“

发现夏案的重要证人叶建康无故失踪，
无法取得联系， 造成本应进行的审判活
动无法进行。 直至2011年7月，叶建康向
司法机关反映受到有关人员的威胁， 要
求司法机关给予保护。
二审庭审上， 叶建康向法庭陈述了
在取保候审期间受到威胁、 利诱从而多
次翻证的情况。 据叶建康证言，2011年7
月4日，他被万某等人强行带至杭州某酒
店。在酒店期间，有人威胁要将叶建康及
他孙子杀掉， 利诱其翻证将会得到巨额
赔
偿等“ 好处”， 要求叶建康书写没有送
公然的干扰
钱给夏威特及捏造青田检察院对其刑讯
在夏威特案审理过程中， 司法机关 逼供等材料。

是这样炼成的》 中便有了叶建康大吐苦
水的一幕：他（叶建康）大呼冤枉，反复强
调自己的“证言”都是被迫无奈的。
同年6月，万某在夏威特案二审开庭
前夕，召集记者前往庭审现场采访报道，
以制造舆论声势，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某无视一审法院已对夏威特案作
，万
7月
出有罪判决， 撰写《 冤案是这样炼成的》
一稿为夏威特“ 鸣冤叫屈”， 甚至以公开
发表该稿件为由， 威胁司法机关不得再
找证人取证。

变味的”采访

年7月，夏威特案二审开庭审理
前夕，一份材料被递交法庭，致使该案延
期审理。
而这份材料的由来， 据干理讲述，
受干理2万元的万某应邀
， 收
2011 年
5月
专程赶赴青田采访了证人叶建康。 过后
不久， 万某便将采访偷录的谈话文字稿
转发给夏威特的律师。
据叶建康反映， 这次被安排在酒桌
上的采访， 除了被采访者叶建康和采访
者万某， 到场的还有受干理之托负责盯
牢叶建康的金少军。万某告知叶建康，如
果把案件翻过来， 可以得到巨额赔偿等
处”。 在这样的利诱下，采访稿《冤案
“好
2011

为 ， 票面金额25397.9 元， 出票人为佛山市南海石南
五金冲压厂， 出票行为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狮山支行， 最后持票人为吴再球，出票日期为2012 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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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广
申请人美驰华阳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出
票人为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十堰市鑫盛桥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背书人为东风专用汽车底盘（ 湖北） 有限公司、 东
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 湖北神力锻造有限责任公
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金额为200 万元， 票号为22742310， 出票
日期为2012 年5 月14 日，到期日期为2012 年11 月14 日， 付
款行为农行二七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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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无锡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原无锡化工装备总厂）因
其持有的票号30200053 21176284、出票金额为肆拾万元整、出
票人郑州四维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1 年10
月18 日、收款人为盐城意斯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为2012 年4 月18 日、 持票人为申请人、 付款行为中信银行郑
州分行会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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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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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30100051/21019576，金额：壹拾万元整， 出票
人为焦作市华科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焦
作分行， 收款人为聊城市润丰钢管有限公司， 收款人开户行为
华夏银行聊城东昌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

司法不容干预

向国家新闻出版
， 经
2012 年
12 月
总署核实， 万某早于2011 年2 月被注
销记者证。 经向中华工商时报核实， 万
某是该报返聘人员， 但并未聘任其担任
过浙江新闻总监一职。
在夏威特受贿案中， 事实上已被注
销记者证、 不具记者身份的万某却仍以
文汇报高级记者、 中华工商时报浙江新
闻总监的名义向公众提供不对称信息， 无
视一审法院有罪判决， 四处散布“冤案是
这样炼成的” 之类虚假言论， 以不客观、
不公正的言论混淆视听， 滥用新闻监督自

40204430
22794553

申请人丁梅霞因遗失编号31400051 21860412， 票面金额
元，出票人吴江市福莱纺织有限公司， 付款行吴江农村
商业银行清算中心， 收款人吴江市康泰纺织有限公司， 最后持
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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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行为无效。
[江
申请人安阳市安珂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昆山农村商业银
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31400051/21930745，
票面金额80000 元， 出票人昆山西马克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收
款人太仓华诚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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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上海洛鑫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如东支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面金额贰万元整， 出票人南京医药南通
3130005123807528， 票
健桥有限公司， 收都人南京医药南通健桥有限公司快批中心，
其后收款人背书给江苏瑞年前进制药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江苏
瑞年前进制药有限公司又背书给无锡市腾昌工贸有限公司，被
背书人无锡市腾昌工贸有限公司又背书给泰兴市永和塑料包
装有限公司，最后背书人泰兴永和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背书给申
请人， 出日期202 年3 月29 日， 汇票到期日2012 年9 月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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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临清市金秋棉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号码为30500053/20736636，票面金额为290000 元， 出票人
为陕西耀华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信义汽车玻璃（东莞）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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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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市飞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出票日期为2012
年8 月28 日， 票号为30200053 22408088， 金额为人民币贰万
元整， 出票人为湖北万盟数控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武
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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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湖
申请人无锡荣成纸业有限公司因出票日期为2012 年8 月
号为30500053 21085732，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 出
，票
30 日
票人为襄阳欣润和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襄阳市鹏佳纺织有
限公司， 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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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湖
申请人杭州升博清洁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10300052
面金额100000 元，出票人苏州中佳纺织企业发展有
21141699，票
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吴江市震泽支行，收款人吴江佳润纺
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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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江
60

由， 甚至主动介入案件侦查， 煽动证人翻
证， 鼓动他人控制、 藏匿证人， 严重干扰
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
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中
明确要求记者， “维护司法尊严， 依法
做好案件报道， 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
审判活动， 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 定
罪的报道和评论。” 但夏威特受贿案中，
作为有几十年媒体从业经历的万某却在
已不具备新闻记者身份的情况下， 采写
带有明显倾向性的《 冤案是这样炼成
的》， 只传递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信息，

万某又叫来五六名记者对叶建康进
行谈话， 并把叶建康称没有送钱给夏威
特的谈话进行录音录像。 随后又迫使叶
建康到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二审法院翻
证。 为避免司法机关找到叶建康，干理等
人商量通过对叶建康施以恩惠， 唆使其
藏匿， 以达到阻止其向司法机关作证的
目的。
截至目前， 有关涉案人员得到相应
法律惩处。 王和平因犯贪污罪、行贿罪、
妨害作证罪、 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被丽水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 元， 罚金
人民币80000元； 金少军因犯受贿罪、妨
害作证罪，情节较轻，被遂昌县人民法院
判处缓刑；夏艳阳、干理等人因涉嫌妨害
作证罪被青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目前
被取保候审。
将不公正、 不客观的案件情节表述为事
实， 在案件尚未最后定性时， 即给夏威
特受贿案扣上“冤案” 的帽子， 以新闻
审判替代法庭审判。
另一方面， 在贪腐案件中， 许多被
告人家属都将舆论视作为被告人争取减
刑甚至无罪的“ 救命稻草”。 假记者或
个别不良记者利用被告人的这一心理，
发布不实言论， 甚至有偿策划新闻事
件， 借机敛取钱财。 这种向司法活动渗
透的变相新闻敲诈， 彻底背离了新闻的
真实性、 公正性、 客观性原则， 不仅伤
害了新闻界良好的从业秩序， 也损害了
我国来之不易的法治建设与实践， 值得
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有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临清市金秋棉业有限公司，支付
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为2012 年11
月6 日，到期日期为2013 年5 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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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陕
申请人张家港百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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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30800053 93759844，出票人： 迈
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 招行成都清江支行， 收款
人：成都市博奥电子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12 年12 月25 日，
汇票到期日：2013 年5 月25 日，金额78000 元。 现在的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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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四
申请人任丘市康德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因丢失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出票人为
新疆石油管理局财务资产处，付款人为中国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
行营业部， 票号为1040005224525595， 出票金额为669200.2 元
拾陆万玖仟贰佰元贰角整），收款人为任丘市康德石油设备有
（陆
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2013 年3 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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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立天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号码为 ， 出票日期2012 年9 月29 日， 汇票到期日
票人台州新双登板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台
，出
2013 年
3月
29 日
州银行，汇票金额人民币100000 元，收款人台州立天化工有限
公司） 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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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浙
31300051
24870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