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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该说的 我判我当判的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田文昌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既有制约，又有
互动，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性。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就
是你说你的，我判我的。 作为一种监督
机制，媒体随时随地都可以，并且都应当

关注甚至跟踪司法活动， 一旦发现问题
就要抓住不放，这样才能起到监督作用。
而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则应当是恪守公
正司法的原则， 不受包括媒体在内的任
何案外因素的干预和干扰，真正做到“脚
正不怕鞋歪”。如果司法机关认为自己判
得正确，就不应当迁就舆论；如果自身确
有问题，就要及时纠正，这就是司法与传
媒之间的良性互动。反之，如果司法机关
违背原则，违反公正，就经不起监督，就
害怕监督，也就会被舆论牵着走。

媒体在报道中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我个人认为，简言之，就是“可以评说，不
可胡说”。 “评说”，就是可以评论、批评、
关注，这是媒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发
出不同的声音，无可厚非。 “胡说”，就是
编造、篡改、歪曲事实，所以，“胡说”是不
允许的。 目前，对案件的报道中，失实者

法院在新闻侵权案件上要做的事情

还很多，一方面是界定什么是媒体侵权行
为， 另外一方面媒体侵权责任的抗辩事
由，特别在抗辩事由方面，目前我们能够
确定的类型有哪些？这就是我们说的媒体
权益的保护与媒体责任的法律界线问题。

关于媒体侵权行为类型， 我和我的
课题组研究认为主要有报道失实、 标题
失实、违反审查义务等。

判断报道是否失实的标准是事实基

本真实， 报道的是属于依一般人的认识
能力判断， 有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
息来源作依据，即为真实报道。

报道或言论确有失实的， 应当区分
主体失实和细节失实。 细节失实一般不
会影响受众对人或事本身是非善恶的判

断评价。 细节构成媒体报道重要组织部
分，且存在诽谤、侮辱他人内容的，应认
定构成媒体侵权。

关于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抗辩事由，

我和我的课题组认为，特别是其中的公共
目的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负责任发表，
其构成要件是：须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而
不是其他不正当目的，更不得具有侮辱、诽
谤或者侵害他人人格权的非法目的；须未
借公共利益目的之名而侮辱、诽谤他人；媒
体对发表已尽审慎义务，不存在过失。

2. 公众人物，是指自愿进入公众视
野的有一定知名度，对社会意见的形成、
社会议题的解决、 社会成员的言行等有
重大影响的人。 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报道
以不损害人格尊严为底限。

3. 批评公权力机关，属于媒体侵权
抗辩事由中的完全抗辩， 能够对抗公权
力机关拒绝批评的侵权诉讼请求， 不承
担侵权责任。 公权力机关不得利用名誉
权而拒绝新闻媒体的监督。

4. 公正评论，其构成要件是：评论
的基础事实须为公开传播的事实， 即已
揭露的事实， 而不能是由评论者自己凭
空编造的事实；评论的内容没有侮辱、诽
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辞； 评论须出于
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

5. 满足公众知情权，可以对抗侵权
诉讼请求。其构成要件是：报道的须是一
个正在发生、发展、结果的新闻事件或者
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 报道的事项须
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对此抱有强烈兴趣，
想知道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以及与该
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 媒体进行报道须
符合媒体的职责要求， 不违反公共利益
和善良风俗，不具有侵权的恶意。

媒体权益的保护与责任的法律界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杨立新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理应是合作的。
其原因在于， 司法与媒体具有内在一致
性，二者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均
关注民众的权利。

从另一角度看， 尽管传媒与司法从
其终极价值取向上来说，均以社会公平、
正义为追求目标， 两者在社会职能与运
作规律等方面又有各自的特点， 表现出
差异性和冲突。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本质， 是权力和
权利的关系。 司法权毕竟为国家权力的
一支，有膨胀与滥用的可能，因此传媒自
有遏制它的必要。从价值层面来说，在现
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媒体的新闻自由与
司法公正， 是国家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两种基本价值。

从司法自身的特性来看， 司法审判
工作需要相对封闭的环境， 要求司法与
社会之间有适当间隔， 以便法官认真听
取当事人双方的证据与论证， 不偏不倚
做出公正判断。

所以，具有开放性、透明化特点的传
媒与司法需求的间隔性便构成一对矛

盾。 在这种矛盾中，司法追求的独立与传
媒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很难
在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由于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在根本目

的上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因此应该能找到
更好的方法，实现了二者关系的合理化。

具体来说， 司法的封闭性固然使程
序起着过滤功能， 从而排除了非法律的
干预， 但这种封闭性同时也可能使司法
机构变得僵硬， 不能顺应时代与社会的
长远发展趋势， 还可能导致黑箱式的操
作。既容易使个别正义受到侵犯，也无法

满足大众知情权的要求。 因此对传媒开
放报道，有利于克服司法封闭性之缺陷。

在此同时，也需要对传媒予以约束。
传媒活动范围一旦越界， 就可能既妨碍
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实现， 也可能导致传
媒滥用权利。

有鉴于此， 为了实现二者的大致均
衡，首先，在宏观方面，新闻媒体有义务
尊重司法部门的独立； 媒体有职责和权
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但这种自
由不能侵犯司法的独立判断， 不能违反
无罪推定原则。在此前提下，才能对庭审
活动进行报道与评论。

其次，在操作层面，多国新闻法的制
定与实施， 为传媒的活动范围提供了法
律上的依据，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价
值理念通过新闻法得到了协调和统一。
多国新闻法均比较明确地严格规定了传

媒在司法方面可以报道与不能报道的范

围，以及报道的方式、手段等，同时也规
定司法不能限制媒体正当的报道自由。

从媒体的角度看， 实践中我们要遵
循以下原则：

真实性原则。客观真实是对传媒报道
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其生命线，同样是传媒
报道司法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 要确保基
本事实的成立，不能确证的事实，一定要舍
得放弃；对于关键性事实，一定要核实再核
实。

遵循司法活动规律的原则。 传媒在
报道司法活动时，要进行换位思考，加强
自律意识，维护司法的独立。对已经进入
审理阶段的案件进行报道时， 应保持中
立立场， 对司法材料只作如实报道和客
观介绍， 而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
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定调子、下结
论。

客观、中立和平衡。 在司法活动中，
当事人总是处于一种对抗状态。 在这种
情况下， 媒体的报道就要按照 “平衡报
道”原则，各方面和各方观点都应给出发
言的机会。

新闻与评论分离。新闻是客观的，评
论是主观的。两者混杂在一起，夹叙夹议
的行文方式很容易遇到麻烦。

要谨慎评论，杜绝主观性言词，留有
余地。 拒绝煽情，不过火，不为表达的生
动牺牲真实性，不为时效性牺牲准确性。

媒体的表达与司法的判断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 张 进

司法与传媒秉承的是两种不同思维

方式和话语方式。 作为在两种思维和两
种话语方式之间的实践者， 我一直有个
想法， 就是司法能不能和媒体建立起在
法律共识和道德共鸣上的互动关系， 或
者说， 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的结果推动
了双方和社会的法律共识和道德共鸣。
这个想法的产生是基于我个人的职业接

触。 实际上， 法官和媒体都是最为讲求
公平正义的群体， 只是各自实现公平正
义的途径不太一样。 法官是审理、 判决，
用居中裁判的方式来实现。 媒体是调查、
评论， 用监督批评的方式来实现。

在沟通中建立法律共识和道德共鸣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童晓宁

今天特别高兴参加这个会 ， 我觉
得这次会议特别重要 ， 也特别及时 。
因为我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 5 月 28 日
召开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 ， 首
次邀请了新闻媒体负责人和记者 、 互
联网企业一起参加 ， 法院宣传工作展
现了新思维， 司法公开有了新的突破。
我作为中国记协专门从事中国记者权

益保障工作的负责人深表钦佩 ， 这次
研讨会则有助于深入推动媒体和司法

良好关系建设 。 本人结合实际工作谈
四点体会和认识：

一要充分认识当代媒体与司法关

系的新环境 。 当前 ， 法治建设受到高
度重视 ， 舆论环境空前活跃 ， 媒体多
样性和新媒体技术提供更多表达途径，
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和客观报道寄予

更高期待 。 必须深入探索如何在新媒
体环境和改革开放深化拓展的政治环

境下 ， 使司法宣传报道成为中国法治
梦的重要建设力量。

二要深刻理解媒体和司法关系本

质 。 二者关系本质上共性大于差异 ，
都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 共同目标
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 。 新闻工作者一
定要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
深入学习 、 宣传 、 贯彻落实周强院长
讲话精神 ， 看待和处理媒体跟司法的
关系 ， 主动适应公众 、 法院 、 法官以
及法律界对司法工作和司法新闻宣传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 新期待 。 司法公
正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支持和舆论监督。
媒体和法院良好互动关系的基础是双

方要同时尊重新闻规律和司法规律。
三要正确把握处理媒体和司法关

系的基本原则 。 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必
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 坚持群众路线、
遵循司法规律和新闻规律 。 新闻界要
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坚持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深
入了解基层群众包括法官群体 、 法律
界对司法工作和司法报道的愿望 、 需
求以及司法工作存在的难点 、 重点 ，
提高报道的针对性、 指导性、 可读性，
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 ； 要按照新闻规
律和司法规律准确描述法律事实 ， 正
确诠释和讨论法律裁判 ， 注重用正确
法治理念引导社会期待和公众舆论 ，
积极展示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 、 保
障人权的法治理念 ， 着力维护国家司
法权威。

四要逐步完善司法报道的规范和

保障体系 。 法院方面要切实保障媒体
获取司法信息 、 采访庭审现场 、 监督
审判活动等权利 ， 使媒体采访报道更
加便捷 、 深入 、 全面 、 真实 、 准确 、
客观 ； 新闻界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 、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 维护
司法权威的报道宗旨 ； 加强法制新闻
理论探讨 ， 逐步完善司法新闻采访报
道规范 ； 学会沟通 ， 取得法院的支持
配合 。 双方可以开展四项合作 ： 共同
研究制定法院新闻采访报道规范 ， 既
保护记者采访报道权利 ， 又约束其遵
守正当法庭纪律 ； 联合培训专业法制
记者 ， 提高司法报道水平 ； 在法庭设
立媒体席 ， 标注法庭纪律 ， 规范法庭
采访活动 ； 建立新闻界人民团体与法
院新闻宣传部门的日常沟通协调机制，
及时处理法院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

司法公开 、 民主法治的潮流不可
阻挡 ， 公正司法 、 公正报道的良好氛
围和法治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建立和谐的媒体—司法关系
中国记协国内部权益保障处处长 阚敬侠

推动司法与传媒良性互动专题研讨会发言摘要
不在少数，有些媒体为了迎合口味，制造
热点， 时常以夸大和演绎的方式构建案
件的故事情节，甚至不惜完全编造事实。
这种情况确实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也是
应当制止的。所以，我主张， 媒体报道要
坚守 “可以评说， 不可胡说” 的原则，
这也是职业道德的底线。

司法机关能否在舆论热议中保持清

醒， 坚持依法办案？ 这一点确有难处，
但并非不可做到。 如果说， 过去传媒成
分比较单一， 在主要是以官媒为主的情
况下， 舆论压力更大， 但目前的情况已
经大不相同了， 现在媒体已经既有官媒
也有民媒， 既有多种形式， 也有多种声
音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司法机关就更有
条件去坦荡应对了。

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现实

是， 目前的媒体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可以控制发声了， 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

的。 所以，司法机关只能勇于面对，要使
自己的活动经得起监督， 经得起检验。
必须明确，消极应对 、盲目迁就绝不是
上策，以放弃司法原则为代价的盲目迁
就，只会更加被动。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任何情况下
舆论和民意都不会是完全一致的，舆论
也不一定代表整体民意。 民意会表现为
不同形式，比如：有时，民意是基于对同
一事实上认识基础上的评判，如药家鑫等
案件；有时，民意是基于对不同事实认识
基础上的评判，如对一些事实比较复杂的
案件，媒体传达的情况会各执一词；还有的
时候， 会存在一些人为炒作的情况， 更何
况，即使对于同一事实，也常常会有不同观
点的争论。 所以，个别的民意，局部的民意
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民意， 整体的民意只能
体现在立法之中。所以，司法机关只有严格
依法办案，才能真正体现民意。

更为关键的， 就是要解决 “沟通”
问题。 “沟通” 这两个字提起来简单，
但又是特别复杂。 司法与传媒的沟通，
我建议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 法院内部形成共识， 建立司
法新闻宣传新格局。 全国法院新闻宣传
工作会议刚刚结束， 切实转变思想， 提
升理念， 促进人民法院司法新闻宣传新
格局的建立 、 促进司法与媒体良性沟
通、 促进人民法院整体的社会沟通能力
的命题 ， 提到了每一个法院法官的面
前。 法院作为审判机关， 对审判规律研
究一向严谨细致， 成果丰富， 但是对如
何向社会传播法治价值和法治文化， 应
该秉持什么样的理念、 运用什么样的方
法、 途径、 平台、 载体等等， 目前研究
成果还比较少。 特别是借这次全国法院
新闻宣传工作会议的契机， 我们能不能
在观念层面上， 建立法院法官与媒体、
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 同时掌握不仅通
过审判活动， 而且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
与社会沟通的方法？ 今天， 人民法院报
组织的 “司法与传媒” 研讨非常及时，
而且拟定的讨论提纲非常全面， 基本上
涵盖了我们在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建议继续深入下去， 对每一个专题进行
更深 、 更细的研讨 ， 让更多人参与进
来 ， 并形成调研成果 。 通过整体的推
进， 提升司法新闻宣传的价值观和方法

论。
第二， 学会用新闻策划的方式传播

法院的声音 ， 树立法院形象 。 在这方
面， 我认为， 我们要向传媒学习新闻策
划的方法， 向传媒借力开展新闻策划，
从过去 “宣教式” 的策划转化为 “互动
式” 的策划， 从 “闭门式” 的策划转化
为 “借脑式 ” 的策划 ， 切实研究我们
“想对公众说什么、 怎么说、 如何才能
说好、 说得有效果” 的问题， 把资深媒
体人和有关方面的专家、 学者的智力借
助起来 ， 帮助法院策划选题 ， 树立形
象， 营造氛围。

第三， 加强与媒体的联系与互动，
营造良好氛围 。 首先 ， 围绕法院的
“人、 案 、 事 ”， 找准工作亮点 ， 吸引
媒体关注 ； 遵循审判规律和传播规
律 ， 找准结合点 ， 赢得媒体的理解支
持 。 其次 ， 坚持司法公开 ， 保障媒体
的采访权益 。 尤其在对于法院审理的
案件采访方面 ， 法院应多做研究 ， 不
仅仅是保障采访权益 ， 同时在维护司
法权威方面 ， 有效释放信息 ， 提升司
法公信 。 再次 ， 加强日常工作沟通 。
建立与媒体的新闻通气 、 新闻走访等
平台， 共同探讨司法伦理、 法院文化、
司法权威等问题 。 总之 ， 通过更多更
好的方式 ， 力争与媒体在沟通中建立
法律共识和道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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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爱慕服饰销售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09647901、票面金额 21660元、出票人北京爱慕服
饰销售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3
年 6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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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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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森本防爆电器 （上海） 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并依法公告。 票据记
载：票据号 1050004320047740，出票日期 2011年 9 月 22 日，金
额 2 万元，出票行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嘉定支行，收款人为西
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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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龙晨不锈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18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8 日、
汇票号码为 3190005120100909、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拾万元
整、出票人为安徽广印堂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亳州市
谯城区十八里镇农享种植专业合作社、付款行为徽商银行亳州
分行清算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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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有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该汇票码 30900053 25424862、票面金额 30 万
元、出票人福建捷龙商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泉州市蒙牛鸿泰乳
业销售有限公司、 付款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出
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4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3 月 4 日，票据
已由泉州市蒙牛鸿泰乳业销售有限公司转让给内蒙古蒙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于 2013年 5月 30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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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提出公示催告申请，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承兑
汇票票据号码 3130005222126412， 出票人为新乡市民意鞋业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新乡市奥德化工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新乡
银行万通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3年 4月 24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10月 24日，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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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卫辉市誉华电磁线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提出公示催告申请，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承兑
汇票票据号码 3060005120662425， 出票人为河南省新天龙电机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卫辉市誉华电磁线有限公司，付款行为郑州
分行新乡胜利路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3年 4月 10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3年 10月 10日，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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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20633392，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永前镍
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收款人连云港
北港镍业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1年 10月 8日， 汇票到期日
2012年 4月 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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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城西五交化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碧溪新区夏星针织服饰厂，收款人为

常熟市国盛针织机械厂，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张家港市
城西五交化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
为 2013 年 1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7 日，票面
金额为 100000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3178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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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吴江美绢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出
票人为常熟色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健海纺织有限公司，最后
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吴江美绢纺织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年 12月 1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6月
17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2385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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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金新商业设备厂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30200053/22117328，票面金额 40000 元，
出票日期 2013 年 1 月 15 日， 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7 月 15 日，
出票人张家港马特种纱线有限公司，收款人盐城金龙马特种纺
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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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31400051 22201769，票面金额壹拾万元，出票人宿迁杰科化学

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豫支行，收款人宿
迁科思化学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2 年 7 月 13 日， 到期日
2013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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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贡井区恒利电加工厂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出票人

为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票号为
1040005220821606，票面金额 2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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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熙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1030005222765908，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克什克腾旗支
行， 出票人为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票面金额为
320000 元，收款人为正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大连康
丰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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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晨阳物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130005123577285，出票人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包商银行通辽分行营业部，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收款
人为河北吉藁化纤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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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友信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1483156，出票人为淄博张钢制铁铸管
有限公司，出票时间 2009 年 12 月 2 日，票面金额十万元，出票

人开户银行为平安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原为深圳发
展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账号为 11005808937701，持
票人临沂市友信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张钢钢铁有限公
司，有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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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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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权利行为无效。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君瀛锻造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401733 号，票面金额
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莱芜市华虹特种线缆厂，出票行为莱芜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持票人为淄博君瀛锻造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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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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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姚国良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该票据记载：票
号为 305000532120576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整、出票日
为 2012 年 12 月 7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7 日、出票人为太
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榆次油研液压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民生太分学府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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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第三销售处因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新华支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10500052 20257678号、金额为 216465.00元、出款人为四川长虹
电源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四川中立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背书
转让后收款人为新乡市起重机厂有限公司第三销售处。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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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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