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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退票不可变相涨价

据报道， 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 铁
路部门将调整火车票退票和改签办法， 实
现火车票全国通退通签 ， 同时实行火车
票梯次退票方案。 即： 开车前 48 小时以
上的， 退票时收取票价 5%的退票费； 开
车前 24 小时以上、 不足 48 小时的 ， 退
票时收取票价 10%的退票费 ； 开车前不
足 24 小时的， 退票时收取票价 20%的退
票费。

采取梯次退票，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
够引导旅客提前退票， 加快车票流转， 方
便旅客出行。 但是， 在梯次退票的费用标
准上， 却难免有变相涨价之嫌。 因为按照
原来的火车退票规定， 只要旅客在火车开
车前退票， 不管具体的退票时间， 退票费
都只收 5%。

笔者以为， 梯次退票不是说不可以实
施， 但是却不能借此变相涨价， 应当本着
让利于民的原则采取梯次退票。 对于旅客
在开车前 24 小时以内退票的， 应当按照
旧规定收取 5%的退票费， 而对于在开车
前 24 小时以上不足 48 小时的， 应当收取
低于 5%的退票费， 对于在开车前 48 小时
以上退票的， 可以直接收取固定的 2 元退
票费， 以引导旅客提前退票， 加快车票流
转。

———张立美 （山东省临沂市 教师）

观点

法治时评 荥荥

司法宣传与传媒沟通的“三部曲”
王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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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法 官 之 声

□ 认知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的前提

□ 引导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的关键

□ 善用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的核心

新媒体时代做好司法宣传与传媒

的沟通合作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 认
知传媒是前提， 引导传媒是关键， 善
用传媒是核心。

认知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

的前提。 孙子在 《孙子·谋略篇》 提
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不知彼
而知己 ， 一胜一负 ； 不知彼 ， 不知
己， 每战必殆。” 我们应挖掘传媒的
本质特性来认知传媒。 在西方， 新闻
传媒被称为 “第四种权力”， 新闻记
者则是 “无冕之王”。 传媒的表达自
由和新闻监督权普遍纳入宪法性权利

加以保障， 扮演着公众与政治决策间
的 “公共通道”， 保证政治产品的公
共性。 我们应以 “和而不同” 的态度
来接受传媒。 《论语·子路》 中提到
“君子和而不同”， 大意是说君子讲求
和谐共处， 但却各有所长。 司法宣传
与传媒监督唇齿相依， 没有传媒监督
的司法公正行而不远， 没有司法保障
的传媒监督更是海市蜃楼。 我们应把
握平衡的 “度” 来对待传媒。 司法宣
传的价值在于增强司法公开的透明

度， 满足公众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
权。 传媒报道更多的则是吸引读者眼

球增强可读性， 扩大发行量提升广告
价值， 利益追求更为突出。 与传媒沟
通合作， 应当认清双方工作方式的差
异性， 注意把握好 “度”。 尊重和维
护记者正常采访的权利， 做到真诚、
平和、 宽容， 怀着一颗平常心正确对
待舆论批评。

引导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

的关键 。 认知的目的在于了解其本
质， 以便更好地将司法宣传目标与传
媒的需求结合起来， 实现司法宣传工
作的正强化作用。 我们应引导传媒报
道追求客观公正。 传媒监督司法的总
体原则， 应为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司法
独立， 不能违反 “无罪推定” 原则，
不得侵犯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
院应适时引导传媒正确报道司法， 维
护司法公信。 我们应引导传媒报道遵
守宣传纪律。 传媒报道法院正在审理
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 不得超

越司法程序对案件进行定性， 或随意对
证据、 事实及当事人作肯定或否定性报
道。 传媒不宜轻率发表结论性意见， 尽
量在争议事实 、 文字篇幅方面适当平
衡， 尽可能引述争议当事人及第三方的
观点， 客观还原事实真相。 我们应引导
传媒报道避免 “传媒审判”。 传媒不能
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 对
涉案人员作出定性、 定罪、 量刑及胜诉
或败诉结论。 对此， 美国法律就赋予司
法机构禁止传媒或当事人发布相关言论

的权力。
善用传媒是实现与传媒沟通合作的

核心。 只有突出内容的正能量， 引导公
众树立法治意识， 善于和传媒打交道，
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 我们要善于
团结传媒共同关注社情舆论。 发生突发
事件时 ， 按照 《突发事件应对法 》 和
《信息公开条例》 的要求， 以公开为常
态， 以不公开为特例， 快讲事实， 慎讲

原因 ， 重讲态度 ， 多讲措施 ， 慎讲结
论， 注意情感， 留有余地。 发布新闻必
须搞好预测， 注重事前与传媒沟通了解
诉求， 适度引导。 尽可能采取 “网来网
去” 的回应方式———理清主线， 查明真
相， 设置议程， 主动引导， 坦诚相见，
全媒展现， 团结传媒， 营造主动。 我们
要善于借助传媒优势扩大自身影响。 话
语权决定引导权。 善于运用司法宣传的
“新闻椅” 理论———司法宣传不主动占

领就会被他人占领。 设置以新闻发言人
为主的舆论协调机构， 定期发布信息，
引导传媒 、 公众了解法院工作开展情
况， 增强司法透明度。 我们要善于搭建
传媒交流平台实现合作共赢。 建立基层
法院与传媒定期交流制度， 对提供新闻
线索、 处理冲突建立正常沟通管道。 制
定传媒采访制度 ， 引导 、 配合传媒采
访、 报道案件进展情况。 建立司法与传
媒之间的信息互动平台， 如联系传媒的
QQ 群， 重要采访、 新闻通稿群发邮件
和短信告知等。
（作者系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官跑跑”折射监管体系之病
王 捷

贪官跑路折射出我国的职务

犯罪预警机制 、 官员出入境管理
机制存在盲点 ， 而从根本来看 ，
是我们的监管体系出了问题 。 要
彻底改变当下腐败滋生蔓延的现

状， 必须推进反腐败制度改革。

据新华社报道， 6 月以来， 广东 、
湖北、 湖南 3 名官员离奇 “失踪”， 引
发了社会对 “官跑跑 ” 现象的关注 。
记者调查发现 ， 出逃官员呈现出级别
由高向低 、 部门由 “热 ” 向 “冷 ” 发
展的特点 。 层层关卡没拦住 “官跑
跑 ”， 折射出我国的职务犯罪预警机
制、 官员出入境管理机制存在盲点。

俗话说 ， 要想人不知 ， 除非己莫
为 。 贪官再狡猾 ， 也不可能做到滴水
不漏， 不可能长期不被人发现。 同时，
贪官要想把自己变成 “富翁 ” 和 “裸
官”， 并铺好 “官跑跑” 的路， 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 ， 而需经过长期谋划 ， 这
期间必定有蛛丝马迹被人发现 。 事实

上 ， 有些贪官的劣迹 ， 早就在坊间被
传得沸沸扬扬 。 但是 ， 贪官却依然能
如此频繁活动 ， 监管为何没有及时发
现呢？

显然 ， 监管体系 “病 ” 了 ， 监督
制度成了 “稻草人”。 长期浸淫在官场
的贪官对此比谁都清楚 ， 所以贪官并
不惧怕当下的反腐制度 。 也因此 ， 有
的贪官一边在台上高喊反腐败 ， 一边
在下疯狂搞腐败， 成了 “两面人”。

由于当下反腐败实行分级管辖 ，
在实质性的反腐败行动中 ， 还实行降
一级管辖 ， 即同级无权查处同级的腐
败行为 ， 可以说同级除了有权在会上
对违规的行为或决策提出反对意见或

忠告 ， 或向同级党委书记反映 ， 并不

能查处同级的腐败行为 。 同时 ， 不经
本级领导同意 ， 也无权向上级汇报 ，
所以 ， 如果本级领导不向上报告同级
领导的腐败行为 ， 贪官就平安无事 。
这种现实助长了部分贪官的侥幸心理

和嚣张气焰。
而掌握贪官具体腐败线索、 在贪官

眼皮下的下级更不敢与贪官叫板 ， 否
则， 叫板者比贪官还先惹上麻烦， “穿
小鞋”， 受打击， 遭报复， 真是吃不了
兜着走。 所以， 下级尽管明知道上级腐
败了， 也只能 “烂” 在肚子里。

而所谓的内部财产申报制度， 很容
易是 “自说自话 ”， 不仅吓不倒贪官 ，
反而甚至成了保护贪官的外衣。 至于贪
官为何能搞到多个身份证和护照， 有的

是因为 “我的地盘我做主”， 有的是有
着广泛的人脉资源， 有人替其操办。

再者 ， 当下对贪官的容忍度非常
高。 没有充分的证据， 不能对贪官采取
有力和有效的措施， 充其量是约谈， 但
这并不起根本作用。 贪官对众多反腐法
规都不畏惧， 又哪里惧怕纪委约谈？ 恰
恰相反， 纪委约谈的背后说明纪委还没
有掌握证据 ， 只是道听途说 ， 不足为
惧。 故贪官被约谈以后， 往往开始怀疑
是谁与其作对， 并对怀疑对象进行打击
报复， 同时， 暗地里筹划当 “官跑跑”，
约谈反而打草惊蛇、 帮了贪官。

所以， 要彻底改变当下腐败滋生蔓
延的现状， 必须推进反腐败制度改革。

（作者单位： 湖南省沅陵县县委）

听法官分享成长故事
孟焕良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工作已

经 5 年了， 早就听说民一庭有一个不定期
的法官成长故事交流会颇吸引人， 我便试
探着老庭长给我一个列席的机会， 庭长很
随和地应允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在业务讨
论、 政治学习之后，便开始“我是共和国法
官”的个人宣讲，庭里每个人轮流坐庄，无
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年龄长幼，每段人
生的蝉蜕般成长， 小范围的深度交流， 同
行们诚挚的建议抑或郑重其事的赞誉， 成
为辛苦工作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法官们的

“精神盛宴”。
这次做宣讲的是位有着大陆和香港两

地大学双硕士学位的女法官， 她讲入职时
书记员和法官的言传身教、 耳濡目染， 讲
“言必谈台湾法”的某法官在办案之余如何
“一本本啃着专业书”，在轮岗后如何“把材
料分为两套打包分类送给接班人”，讲前往
基层法庭挂职锻炼时被执行人猝不及防用

刀刺伤血淋淋场面下庭长果断包扎送去就

医， 讲自己如何从一个给陌生人拨电话谈
工作也要犹豫纠结半天的“三门干部”到各
种会议临场发挥也自然而然的蜕变……

而同事们， 有赞她敢于坚持原则， 如
何在一起案件讨论中坚持自己唯一的少数

派意见， 几经交流后她的意见更为合理而
成为最终的判决， “她没有因人微言轻而
附和大流”； 有赞她 “淡淡外表下火热的
心， 会工作会生活”， 因而送她 “做一个
明媚的女子， 不倾国， 不倾城， 用优雅的
姿态去摸爬滚打” ……

那一刻， 她收获的是迷雾中前行的力
量， 年长者收获的是触碰最初的梦想之颤
抖， 年轻者收获的则是一名法官的心灵成
长之路。

这样的交流别有一番气象。 毕竟， 传
统的机关文化仿佛更多是不露声色、 胸有
城府， 也让很多仅有书本知识的年轻人一
头扎进去后就看不到另一种可能。 记得曾
与一从外企转行体制内的同行交谈时感

慨 ， 周围年轻人刚入职如何书生意气风
发， 转眼就官僚气息浓厚。

被城府压抑的年轻人有书本崇拜， 那
就再转向书本寻求答案吧 。 新浪曾于
2009 年调查官场文学的阅读群体时发现，
党政机关公务员是最大的阅读群体， 所占
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而其中， 普通公务员
占 51.3%， 科级占 29%。 甚至， 《驻京办
主任》 已成为中下层公务员必读之书， 这
些年轻的抑或位卑的群体在感受那些 “场
中人” 职业成长中淡淡的苦涩之外， 亦不
免不自觉地把之奉为 “官场教科书”， 暗
自揣摩效仿那里的是与非、 藏与露。

然文学终究是文学， 反观现在大量官
场小说， 其在思路与表达上终能看到 《官
场现形记》、 《厚黑学》 等影响， 真要是
指南针就是官场悲剧了。 可是依据传播学
中 “沉默螺旋” 之理论， 在意见的市场交
锋中 ， 如此盛行的文学笔法更成强势之
音， 而健康向上的如我那一刻接收到的正
能量却成传播中的弱势， 并渐渐式微。 加
之目前的主流媒体往往让人望而生畏， 因
毫无门槛而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网络世界就

成为我们认识眼下世界的重要途径。
循着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成长之路，

仕途真能亨通？ 即便亨通， 法治也在南辕
北辙。 可在我能感受到的那一刻， 法治的
光芒确是触手可及。

勇猛精进的公司企业和社会上针对高

端精英人士的心灵工作坊， 都在流行分享
文化。 人人都渴望表达自己， 在团队中找
到自己的归属和被尊重， 在案多人少的超
负荷工作中艰难前行的法官尤其如此。 打
破体制封闭的城府， 让阳光的分享文化来
敲响沉寂的 “心门”， 让感恩、 尊重、 快
乐涌动。

（作者单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不上报不等于不处理” 是何逻辑
近日， 河南林州民警摔婴案已有处理

结果， 涉案民警被逮捕， 林州市公安局 3
名局领导被撤职。 然而， 从事发到内部处
理直至被刑拘、 逮捕， 事件一波三折， 历
经一个月之久， 经人大代表向媒体爆料，
方得公布真相于天下 。 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 时任局长的魏书平坦陈， 事发当日，
在决定是否上报时， 该局讨论的结果还是
“按下” 了， 当时考虑的是林州公安的形
象， “但不上报不等于不处理”。

保护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是人民警

察的天职。 面对仅有 7 个月大的女婴， 徒
有 30 多年警龄的郭增喜， 非但毫无怜悯
之心， 反而弃天职和法纪于不顾 ， 借着
“酒疯劲” 行摔婴之恶行。 知法犯法， 本
该罪加一等。 然而， 林州市公安局最初却
仅以内部警务纪律处理 ， 以图 “以纪代
刑”， 遮掩了事。 事后， 有关领导非但没
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错误， 竟企图以
公安形象搪塞民众。 试问， 到底是形象重
要， 还是真相重要？ 是形象重要， 还是人
民群众的利益重要？

按照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实施办法》，
涉警违纪违法必须 24 小时内上报。 而作
为执法机关却竟然顶风不办， 试问连 “上
报” 都不为， 又如何能公正处理、 给受害
人以公平， 显然该领导 “不上报不等于不
处理” 之逻辑站不住脚。 公权力不容许某
些人随意处置、 肆意妄为， 严格依法、 依
规、 依程序是执法机关的职责所在， 不作
为就是渎职。

“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此按下， 如此
形象 ， 不要也罢 。 “奉法者强则国强 ，
奉法者弱则国弱”， 执法者带头守法、 公
正执法， 国家才能有序， 人民才能乐业。
期待有关调查组尽快查明真相 ， 严惩执
法犯法者， 给受害人以抚慰 ， 给公众以
交代。

———林劲标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有钱还是要先尽着老百姓。 土坯房里
办公， 冬暖夏凉， 群众来办事， 心里也平
衡。 所以我们既不高尚， 又不窝囊。

———河南省卢氏县县委 “窝 ”在土坯
房办公已近60年，该县县委书记王战方在
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声音

短评

让被告人充分自辩彰显法治进步
朱永华

让薄熙来在法庭上充分行使自

我辩护权， “天不会塌下来”， 让
类似这样案件被告人的陈述大白于

天下， 更彰显法治的成熟与自信。
薄熙来一案公开透明近似于直播的

审理， 对于中国法治无疑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 也为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奠定了民意基础， 也因此更能经受
住历史的检验。

连日来，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的薄熙来一案， 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 这也是近年来出庭受审官
员级别最高、 庭审内容最为公开透明、
被告人自我辩护最多的一例， 除了没有
电视现场直播之外， 现场庭审在第一时
间以微博的形式发布， 尤其是被告人薄
熙来的自我辩护， 更引起了公众舆论的
热议。 尽管很多评论认为薄熙来滔滔不
绝的辩解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比如
对 500 万元贪污事实的 “无贪占故意”
辩解， 没有提出相应证据， 显得苍白无
力， 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能够让薄熙
来充分行使被告人所拥有的自我辩护的

法定权利， 又将其所辩护的内容毫无保

留地公之于众， 其本身就是我们法治史
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就以贪污 500 万元工程款项的事实
为例， 如果没有控辩双方及被告人公开
透明的交锋， 仅以法庭最后的认定为依
据， 难免不会给一些人留下很多想象的
空间 ， 甚至还会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
“搬弄是非” 的理由， 尽管直到最后薄
熙来都没有承认其有贪污的故意， 认为
“我是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我感到很惭
愧， 我自己马虎大意， 太粗心了， 这是
国家的钱”， 但事实上人们已经可以从
这些辩解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 据报道
说， 从 8 月 22 日出庭受审以来， 薄熙
来的每一次申辩陈述 ， 审判长无一拒
绝 ， 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利， 既体现出公诉方尊重法律和扎实的
证据意识， 也让法庭对此案作出公正判
决办成 “铁案”， 提前接受了公众舆论

的监督和考量， 更彰显出国家推动法治
进步的自信和决心。

另一个可圈可点的是， 法庭在薄熙
来贪污 500 万元工程款项的审理中， 不
但公开播出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的视频

质证， 还让徐明、 王正刚等出庭进行当
场 “对证”， 让公众更感受到法庭审理
案件的严谨。 尤其是让现已在监狱服刑
的王立军出庭作证， 更把薄熙来一案的
审理推向了 “高潮”， 甚至让某外国媒
体记者都感到 “震惊”， 这对曾经恩怨
情仇的上下级， 如今在法庭上对证， 这
也让公众彻底看清了腐败的路上只有永

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一旦利益
的平衡被打破， 剩下的就是这法庭上的
相互抵赖与 “记不清”， 这也是薄熙来
在被控滥用职权罪的陈述中说得最多的

一句。
实际上， 在薄熙来一案审理之前，

有媒体曾出面 “辟谣”， 既否认公审薄
熙来会出现 “微博直播”， 也否认会有
“重量级” 证人出庭作证， 人们依然还
处在等待判决结果的 “焦急 ” 中 ， 自
从 8 月 22 日开庭审理， 微博内容第一
时间一次次毫无保留的更新 ， 尤其是
被告人薄熙来一次次陈述也毫无保留

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 既让人感到有些
意外 ， 又让人忽然产生法治 “成熟长
大 ” 的感觉 。 确实 ， 让薄熙来在法庭
上充分行使自我辩护权 ， “天不会塌
下来”， 让类似这样案件被告人的陈述
大白于天下 ， 更彰显法治的成熟与自
信 ， 薄熙来一案公开透明近似于直播
的审理 ， 对于中国法治无疑具有标志
性的意义 ， 也为法院作出公正判决奠
定了民意基础 ， 也因此更能经受住历
史的检验。

（作者系安徽省淮南市法律工作者）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姜全有诉你与侯丽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黑龙江省普利斯
司法鉴定中心对你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告知至公告
之日起 60 日上午 9 时， 到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三庭领取司法鉴定书。如届时不到，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司法鉴
定书送达之日起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耿金柱诉你与侯丽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黑龙江省普利斯
司法鉴定中心对你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告知至公告
之日起 60 日上午 9 时， 到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三庭领取司法鉴定书。如届时不到，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司法鉴
定书送达之日起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东诉你与侯丽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黑龙江省普利斯
司法鉴定中心对你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告知至公告
之日起 60 日上午 9 时， 到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三庭领取司法鉴定书。如届时不到，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司法鉴
定书送达之日起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赵春江诉你与侯丽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黑龙江省普利斯
司法鉴定中心对你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告知至公告
之日起 60 日上午 9 时， 到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三庭领取司法鉴定书。如届时不到，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司法鉴
定书送达之日起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呼兰新红钢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哈尔滨黎
明气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哈尔
滨利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如对本鉴定有异议，在送达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可向本院
申请委托鉴定机构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否则，将视为送达。 并
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鲁统路：本院受理原告方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黑龙江中信兴业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黑中信鉴字（2013）第 04 号司法鉴定书（评
估房屋 2栋总价值 187.020.00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司法鉴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0 日内，向方正县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方正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1050113010290384、票面金额 28900 元、出票
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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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天津市博扬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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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记载：票号 30200053 22828243，出票金额十万元，出票人
安徽小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合肥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合肥分行会计部，出票日期 2013 年 2 月 28
日，到期日 2013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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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海特尔塑胶燃具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一张，

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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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 4020443021469830，票面金
额为 87857.5元，出票人为佛山市海特尔塑胶燃具有限公司，支
付银行为佛山市三水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塘信用社，出票日
期为 2013 年 8 月 17 日，收款人为佛山市顺德区胜得塑料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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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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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省金河磷矿因将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

丢失，票据记载：出票行为巩义浦发村镇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26 日，票号为 3200005121352298，票面金额为 3 万元，
出票人为巩义市宇恒塑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巩义市泰森泡沫
制板厂，汇票到期日期为 2013年 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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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顶山市天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持有

的票号 30200053 23231891、出票金额为叁拾万元整、出票人为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收款人为平顶山市丰源煤业有限公司、持票人为
申请人、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月 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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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印制电路事业部

因损毁灭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出票人为威胜集团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湖南威科电力仪表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株
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印制电路事业部，支付人为招商
银行大河西先导区支行，号码为 30800053 94254625，票面金
额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25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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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西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不慎遗失，号码为 31300051/20072248，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 500000 元，出票人为洞口县鑫源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收
款人为湖南高桥大市场南方石英钟经销部，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月 18日，到期日期为 2013年 10月 18日，付款银行为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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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管城区静娟家用电器商行因其所持有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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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10200052 22105880， 出票日期
2013年 7 月 19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票金额人
民币 50 000 元，出票人为湖南中联重科车桥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工商银行津市支行，收款人为临澧金源车桥部件有限公
司。 最后持票人为本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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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省裕海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长春裕海厨

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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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3080005392723465；票面金额：伍万肆仟元整
（￥54000.00 元）；出票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长春裕海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贰零壹叁
年零肆月贰拾捌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叁年零玖月零叁拾日；
付款行：招商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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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县坚勇塑料制品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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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30005120432165；票面金额：壹万
捌仟元整（￥18000.00 元）；出票人：长春市长恒药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江西百神药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贰零壹贰年壹拾贰
月贰拾捌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叁年零陆月贰拾捌日；付款
行：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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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田凤臣：本院受理哈尔滨市阿城区汇丰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执行你及哈尔滨金旺种猪饲养有限公司、哈尔滨鑫北
源电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你所
有的位于黑龙江省宾县胜利镇前进村李坤屯的林地 （林权证
号：宾林 2008 第 007690 号林地）评估后进行拍卖，经三次拍卖
均因拍卖时无人竞买而流拍。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1）阿法执字
第 390-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被执行人田凤臣所有的林
地作价人民币 52 万元交付哈尔滨市阿城区汇丰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抵偿债务。 二、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阿城区汇丰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可持本裁定到有关机构输相关产权过户登

记手续。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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