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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夏冰

法治时评 荥荥

微言大义

观点

用法治为民俗注入时代感
李义山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需要维护国家法律权威
和司法尊严， 切实保障法官职业的崇高尊荣。 要保障法官的职业尊荣感， 需大
力提高法官职业准入门槛， 切实捍卫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充分保障法官
享有优厚的职业待遇。

短评

值班员骂人，嘴脸可恶！
日前， 一位市民通过114查询到某地

卫生局的值班电话咨询问题， 却得到了
“是不是你妈去世了”的诅咒短信。咨询过
程中的部分短信对话被截图放到了微博

上，一时间引起百姓和媒体的热议。
变味的咨询，五味杂陈。市民拨打的

咨询电话，是职能部门通过114面向社会
公布的值班电话， 作为值班人员理应接
受群众咨询， 如确实无法提供服务也应
告知可行的途径， 这是公职人员应尽的
职责。而值班电话被转移到手机上，工作
人员竟称忘记了自己当天值班。 值班制
度虚置，公共电话变为私人电话，咨询电
话起不到服务群众的作用， 群众拨打了
也得不到良好的服务，久而久之，咨询电
话必然沦为形式， 最终成为一个电话本
上无人拨打也无人接听的号码。

咨询变为找骂， 折射出的还有典型
的官僚主义。 “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
登面目新。 ”古不乏高居庙堂的官爷，今
亦不缺毫无服务意识的公仆。 值班人员
以一非他的工作时间、 二非他的分管地
区为理由，回绝了市民的咨询。既然是值
班， 非工作时间绝不是拒绝为群众服务
的借口。同时，公务员职责的划分是基于
管理上的考虑， 不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
之内， 也理应告知对方向其他相关部门
咨询。 群众的问题不在自己能力范围之
内， 并不代表就可以对群众的问题置之
不理、不予回应。

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遇到困难时，
都渴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服务，而公务员
就是这样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对于
群众来说， 公务员代表的不是一个科室、
一个部门， 而是一个抽象概念上的政府。
公务员的一言一行也会因此而具有放大

效应，因而每一位公务员都应认真反思与
自我检视，戒除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每
一位公务员长久的必修课。

———魏 杰

声音

这个制度目前在中国很少被使用 ,
但它一直被视为解决交通拥堵、 平衡工
作与家庭的一个重要办法。 从维护职工
身心健康的角度, 减少在路上的时间,其
实就是减少雾霾对人体的伤害。

———劳动法专家、 中国劳动法学研
究会理事王向前对“弹性工作制”的提法
颇加赞赏

民俗与法律这两股力量很多时

候是平行无涉的， 但也常常在价值
取向上产生激烈碰撞。 如何防止因
民俗而产生纠纷， 以致酿成大案，
还需要法治的力量为民俗注入时代

感。

湖南岳阳三名八九岁的小学生被绑

架后撕票， 嫌疑犯张某是其中一名遇难
学生阳阳的堂叔。 张某交代自己痛下杀
手的原因竟然是 “为出多年一口恶气”。
这所谓的多年恶气， 是指阳阳的爷爷，
也就是自己的亲叔叔曾在他盖新房时警

告他新房不能造得比他们家高 ， 否则
“高一块砖就拆一块砖”， 从此张某怀恨
在心。

为何房子不能比自家高？ 这恐怕是
农村迷信的民俗， 认为谁家房子比我家
高了， 就是挡着自己、 压着自己。 因一
个迷信的事由埋下仇恨的种子， 为报复
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
民间风俗何以让人们从相互斗气 、 出
气， 恶化成血光之灾？ 民俗在农村法制
建设中又是怎样一个地位？

民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邻里关系、
婚丧嫁娶等与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领域 ， 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生产习
惯、 宗族文化中繁琐细碎的礼仪教化、
受限于认知水平而产生的神鬼传说 ，
都是民俗生长发展的土壤 。 不可否认
的是 ， 绝大部分民俗有着不理智的成
分 ， 吊唁归来不能进门 、 房子不能比

别人低等等奇言怪论不乏拥趸 。 同时
又分别存在着 “破解 ” 之方 ， 如上述
情况的应对之法分别是在进门前烧一

堆报纸 、 在屋顶放置盆栽植物 。 但这
类 “解法 ” 又往往 “影响 ” 到他人 ，
于是会形成双方互相 “斗法”， 直至引
发纠纷。

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 民俗又是一
种特定民间社会中的重要日常规范。 它
通过代代相传， 体现着农村集体意志，
影响着民众思维方式 。 如果说法律依
靠的是强制手段 ， 那么民俗则是通过
心理暗示来潜移默化 。 这种二元结构
既是一种互补 ， 又是一种冲突 。 对民
众而言 ， 尤其在农村 、 山区等贫穷 、
封闭地区 ， 民俗习惯根深蒂固 ， 法律
倒像是个外来客 ， 在渗透性和认同度
上远不及前者 ， 因此民俗有着比法律
更直接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 又因涉及
“信仰” 和心理暗示， 想要扭转观念恐
怕也非朝夕之事 。 在农村 ， 结婚办酒
席的受重视程度远超赋予夫妻法律效

力的结婚证 ， 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国人
对民俗的认同和依赖。

民俗与法律这两股力量很多时候是

平行、 互不干涉的。 而在价值取向上，
两者则常常激烈碰撞。 前段时间有报道
称某地因闹洞房而发生伴娘和新娘被性

侵事件， 甚至有因此类婚礼陋习导致新
郎新娘殒命的悲剧 。 而岳阳这起凶杀
案， 从因楼高楼低斗气， 到找无辜孩童
出气， 这场血光之灾不能不说也是愚昧
的民俗惹的祸。

当然， 不能把所有民俗一概讽为愚
昧。 事实上无论是出于对神秘力量的恐
惧， 还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不少民俗
文化包含着善的成分。 如膜拜鬼神是心
存敬畏， 教人去恶向善， 祭祀祖宗则是
缅怀先辈， 强化家族烙印。 此外， 端午
包粽子中秋吃月饼这类民俗更是代表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
那么， 是否可以进行一次扬弃， 只

保留善的美的民俗， 摒弃恶的丑的陋俗
呢？ 恐怕也难。 一方面标准难以界定，
不能以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上的 “科学道
理” 来判定民俗的正确性合法性。 和法
律不同， 民俗可能是没有任何逻辑的，
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或符号学解读， 却
依然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社会秩序。 另一
方面， 民俗内容一脉相承， 有着一贯性

和完整性， 很难简单地去伪存真、 生生
剥离。 神鬼说、 风水说、 不可知论、 神
秘主义等始终伴随民俗文化左右， 其消
极意义也永远存在， 就像一个硬币的正
反两面。

但去除民俗之弊端也并非无解。 最
直接的方式是以民俗治民俗 ， 借助村
长、 宗族前辈的威望平息纷争； 再者是
法律以 “接地气” 的形式适当干预， 通
过村委会、 司法所调解化解争议； 但治
本的方式却是通过开启民智， 赋予民众
理性的法治思维， 跳出民俗的惯性。 通
过上述社会心理调节， 积怨或可解开，
愤懑或可平息。

民俗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有着自我

纠正和完善的能力。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
高 ， 尤其是文化水平 、 教育程度的提
升， 民俗和法律最终能变平行与无涉为
互动与相容。 在法治社会中， 人们可以
因邻居房屋过高影响自己采光为由打起

相邻权纠纷官司， 却再也不会有人像这
起案件中的嫌犯张某出气杀人。 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 普法并不是真要以法律去
对抗民俗， 而是以法治的力量为民俗注
入时代感。

在现代法治社会， 法官是社会矛盾
纠纷的最终裁判者， 是全体公民自由权
利的坚定捍卫者，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神
圣守护者。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
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需要维护国家法
律权威和司法尊严， 切实保障法官职业
的崇高尊荣。

目前 ， 我们正在向全面实现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目标迈进 。 党的十八大
明确提出 ， “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 尊严 、 权威 ” ，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 社会
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地需要运用司法手段来解决 ， 司法在
深化改革 、 推动发展 、 化解矛盾 、 维
护稳定方面的职能越来越重要 ， 人民
群众对实现法治 、 公正司法的期待越
来越强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维护宪法和法
律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
权威； 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 就是捍卫
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 要形成办事依
法、 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在法治轨道上
推动各项工作。 法官是专门适用法律解
决社会纠纷的职业群体， 法官职业的权
威和尊严， 在一定意义代表了国家法律
和司法的权威和尊严。 如果法官缺乏权
威， 法律就缺乏权威； 如果法官没有尊
严， 司法就没有尊严。 法官职业是否具
有权威和尊严， 是衡量法治国家和文明
社会的重要标尺。

因此，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在全社会树立法官职业的权威， 提高法
官职业的尊荣。 增强法官职业的尊荣需
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 借鉴法治国家
的有益经验， 积极稳妥地深化司法体制
和工作机制改革。

一是大力提高法官职业准入门槛。
职业准入门槛与职业尊荣密切相关， 准

入门槛越高， 职业尊荣感越强。 世界范
围内， 凡是法官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
的国家 ， 其担任法官的条件都异常苛
刻。 只有那些接受严格而正规的法学教
育， 经历长期而艰苦的实践磨炼， 才能
具备担任法官的基本条件。 并且层级越
高的法院， 其担任法官的条件越高。 这
些超越于一般国家公务人员的任职条

件， 使得只有真正信仰法治、 敢于捍卫
司法权威、 能够公正裁判案件的法律精
英， 才能够进入法官职业。 正是这些严
苛的职业准入门槛， 使得社会公众对法
官职业产生由衷的尊重和崇拜。 因此，
增强法官职业尊荣， 必须严格限制从事
法官职业的条件， 抬高法官职业的准入
门槛。

在我国， 按照法官法的规定， 一个
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

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

识、 从事法律工作满两年、 年满二十三
岁的人， 就可以担任法官； 获得法律专
业硕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具

有法律专业知识、 从事法律工作满两年
的人， 就可以担任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
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进入法官职业门槛
过低是导致我国法官职业缺乏尊荣感的

重要因素。 在未来的法官队伍建设中，
必须进一步抬高从事法官职业的门槛，
严格限制担任法官的基本条件。 只有高
门槛的职业准入， 才能赢得社会对法官
职业的尊重 ， 真正树立司法的应有权
威。

二是切实捍卫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法院的基本
功能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 独立地

对社会纠纷进行公正审理和裁判。 法院
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体现在它能够在不
受外界各种干预的情况下 ， 依法独立
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 法院能否依法独
立自主地对案件作出裁判 ， 是影响法
官职业尊荣感的重要因素 。 法官职业
的尊荣感 ，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法院法
官能否依法独立地对社会矛盾纠纷作

出处理和裁决 。 如果法院法官不能依
法独立地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法官职业的尊荣感就会受挫 。 这就如
同医院的医生 ， 如果医生不能独立自
主地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诊断 ， 而是要
看其他人的眼色行事 ， 那么 ， 他们就
无法感受到职业的神圣性 ， 就不会具
有职业尊荣感。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 “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 不受
行政机关 、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 ， 要确保
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
为此 ， 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司法体
制和工作机制 。 当务之急是要改革现
行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 ， 实现法院
在人事和财政经费方面彻底摆脱地方

的控制 ， 从制度上排除地方对法院行
使审判权的不当干扰 ， 切实保障法院
能够依法独立地审理案件 。 在防止司
法地方化的同时 ， 要积极改革审判权
运行机制 ， 理顺法院内部不同审判组
织的相互关系 ， 保证独任法官 、 合议
庭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 ， 从根
本上解决审判权运行方面存在的行政

化问题。
三是充分保障法官享有相应的职业

待遇。 法官职业待遇也是影响法官职业
尊荣感的重要因素。 法官职业待遇主要
包括工作待遇和生活待遇。 在工作待遇
上， 法官职业尊荣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职
业终身制。 法官在任职期间， 非因法定
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能被免职、 降
职 、 辞退或者处分 ； 法官依法履行职
责， 受法律保护， 其言行不受追究 （违
法犯罪除外）。 在生活待遇上， 法官应
当享有与其职业相称的生活条件。 虽然
高薪不一定能够保证司法清廉， 但是，
过低的生活待遇不仅会降低法官职业尊

荣感， 而且还会增加司法腐败的几率。
从人性上看， 一个衣食无忧的法官通常
不会考虑非法收受他人钱财。 增加国家
在司法经费方面的投入， 适当提高法官
生活待遇， 是保证司法公信、 树立司法
尊严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也是各国在增
强法官职业尊荣、 保障司法廉洁方面的
基本经验。

目前我国法院工作人员有 30 余万
人， 统一提高所有法院工作人员的薪酬
待遇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
考虑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 从各级法
院干警中选出一批业务标兵， 同时提高
他们的薪酬待遇 。 这对于在较短时间
内， 快速增强法官职业尊荣， 具有重要
意义。

法官职业尊荣是国家司法权威和

法治尊严的重要体现 ， 增强法官职业
尊荣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抬高
法官职业准入门槛 ， 保证法院依法独
立裁判案件 ， 提高法官职业待遇 ， 是
保障法官享有崇高职业尊荣的现实路

径。

购物狂欢还需法律监管

据报道， 今年的淘宝双十一足够的
疯狂，零点伊始，网上交易数据成倍往上
刷，第一分钟破亿，第二分钟破3亿，第六
分钟破了10亿，截至凌晨1:30，淘宝支付
宝平台交易额已经突破80亿元。

显然， 双十一俨然把光棍节演变为
了购物狂欢节。 然而就在网商纷纷推出
“全场五折、整点免单 、低价秒杀 ”等促
销手段的同时，也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
音：有网友指出 ，所谓的五折其实是事
先成倍涨价后的对折。 而所谓“整点免
单”更是徒有虚名 ，谁也无法核实整点
有没有免单，免的是谁的单。 网上虚的
成分仍然叫人雾里看花，难辨真假。 而
虚构的网络以及诈骗犯罪也借机作祟跃

跃欲试。
要让购物狂欢节健康成长， 除了供

求双方的自律外最紧要的还是要有法律

的介入。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
很大程度上为网上购物提供了法律保

障，但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深化。 比如，
网商节日打折的真实性谁来监管？ 先升
后折的取证由谁执行？打击网络诈骗、特
别是借节假日网购的诈骗行为谁来发

现、处理？物流过程的监管程序是否完善
等等都需要有法律更明确的规范。

———胡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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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昆山台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00005120864857，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24 日，出票人为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张家港乐达汽车电器有限公
司， 付款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24 日，背书人分别为张家港乐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上海英恒
电子有限公司、无锡盛邦电子有限公司、常州市协和电路板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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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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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浙江志高洁具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光大银行

合肥分行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签发的 号 码 为 30300051
21798199、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志邦橱柜股份有
限公司、 收款人为浙江志高洁具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该票据最后持票人为浙江志高洁具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浙
江志高洁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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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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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供销社青峰石油气库因遗失银

行转账支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
公告。 票据号码为 3140443013028975，出票日期 2013年 7月 5
日，金额人民币 4140 元，出票人为广州市番禺区地方税务局沙
湾税务分局，付款行为广州农商行沙湾支行，收款人和持票人
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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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兴市恒阳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广

州增城新塘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1040005225379202，票
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支付
银行为中国银行广州增城新塘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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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海林因遗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解

放路支行的支票号码为 3060443011249553， 票面金额为空白，
出票人为黄海林，收款人为空白，持票人为申请人，支付银行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解放路支行的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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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森田化工(张家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一张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红荔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0800053/93720234，出票人:深
圳市电科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 753356.8元，出票
日期:2013年 8月 5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 2月 5 日，收款人:深
圳市力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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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因遗失号

码为 31300051-23466651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1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2 月
1日，出票人为浙江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收款人
为上海旺奥物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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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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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何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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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为 ，票
面金额为 260000元，出票人为新兴县锦标建材有限公司，出票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轻纺城分理处，最后持票人为何再
动，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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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杭皖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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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为 303000051 / 21540800、21540801， 金额均为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 7月 23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出票人张家港市凤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
人张家港市凤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
张家港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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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安平县德泰防护网厂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30500053 22989440， 出票日期 2013 年 7 月 10 日， 到期日
2014年 1月 10日，票面金额 30000元，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潍
坊分行营业部、出票人昌邑市玉坤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昌邑
市龙昌化纤经销处），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朐县鑫德铝箔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40200052 21606866，签发行为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4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12月 14日， 出票人为潍坊鼎利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潍坊宜昌源经贸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 200 000.00 元，
持票人为申请人临朐县鑫德铝箔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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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津福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壹张丢失

现公告。 该票号为 402000522167626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佰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出票人全称：山东滨州
祥泰永成水产有限公司，出票行全称：滨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出票人账号：9130113104942050002181，收款人全称：滨州
市煜昌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1613002109221013348，收款
人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滨州滨城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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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固威门业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丢失票据号码

为 30400051-20704198，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出票人为
临沂名嘉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苏固威门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 到期日为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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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照然经贸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丢失票据号码

为 10400052-22273996，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天

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天元模板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朝阳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23 日， 到期日为 2014年 1月 23日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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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将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邮寄至中国银行苍山支行营业部，付款人称未收到。 该
汇票出票日期 2013年 3月 1日，号码 1040005222271294，面额
300000 元，出票人山东海洋结构件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
行苍山支行营业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予以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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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苍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礼河玻璃钢装饰厂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汇票号码：50200051/20137380，出票人：四川大西域医药有
限公司，出票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收款人：
山西宝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3 年 3 月 26 日，汇票
到期日：2013年 9月 26日，金额 5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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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万信铸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号码 31300051/31336300、 出票日期 2013 年 7 月 11 日、
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11 日、票面金额 40 000 元、出票人宁波安
提西炊具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万信铸造有限公司，付款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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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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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下 ： 纠纷处置与职
能延伸兼容

根据 《诉讼费用缴纳办法》 的规
定， 劳动争议案件只收 10 元或 5 元。
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则取消了仲裁

费用。 仲裁、 诉讼门槛的降低， 促使
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上升。

法官许云莉从湖南大学硕士毕

业后 ， 就一直在长沙县法院民三庭
工作 。 她认为 ， 劳动争议案件连年
增加 ， 法官工作量日益加大 ， 法院
不能囿于个案审理 ， 应适当延伸职
能 ， 通过相关部门把纠纷解决在萌
芽状态。

许云莉说： “虽然我们只能对个
案进行审理， 但是我们通过案件审理
过程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可以
向相关部门和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从
源头上减少劳动争议纠纷的产生。”

“去年我们审理了某安全门制造
公司的案件， 提出的司法建议就收到
了良好效果。” 许云莉告诉记者。 当
时， 他们共受理了这个公司 8 件工伤
案件。 该公司拒不调解， 一直将诉讼
程序走完 。 案件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后， 法院向经开区管委会提出了司法
建议 ， 建议督促该公司加强安全管
理， 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长沙经开区
相关部门迅速落实司法建议， 督促该
公司进行整改， 从源头上杜绝工伤事
件的发生。 今年以来， 该公司的安全
事件显著减少， 至今尚无工伤案件起
诉到法院。

“前段时间， 三一重工的一批劳
动合同纠纷案件接连败诉， 我们就提
出了口头司法建议 ， 得到了积极回
应。” 许云莉翻出一份 《邀请函》 说，
“这是今年 5 月 19 日， 三一重工邀请
我们去为他们人事部门授课的邀请

函， 同时还邀请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 长沙县仲裁院的专家们。”

据记者了解， 长沙县法院今年共
向相关部门 、 企业提出司法建议 9
条， 均得到了采纳。

庭外 ： 业务能力与为
民意识俱修

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法律、 司法
解释、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众多且繁
杂， 因此长沙县法院在提高法官业务
能力方面不断加大力度。 此外， 今年
还着重强化了法官的为民意识教育，
着力增强法官的群众工作能力。

“法院判决和法官的司法行为 ，
应当给劳资双方以明确的司法预期。
基于此， 法官的司法行为必须得到当
事人的认同， 法官必须具有足够的亲
和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长沙县法院
院长何文哲说。

长沙县法院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的 “三个零距离” 活
动， 目的在于增强法官的司法为民意
识， 培育法官办案的亲和力。

该院政工室主任王懿林告诉记

者： “‘三个零距离’ 即指零距离实
施培养、 零距离加强沟通、 零距离接
受监督。 要求每名年轻法官同时与一
位资深法官和一位懂社情民意的社区

干部结对进行零距离培养； 设立群众
工作站， 法官分批前往与群众零距离
沟通；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零距
离监督审判执行工作。”

“去年， 我每月有 4 天去法院设
在安沙镇和平村的群众工作站工作，
吃住在村， 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进
行法律宣传， 很有收获。” 许云莉深
有感触地说 ， “我在城市长大 ， 根
本不熟悉农民的生活 。 在办案中经
常需要做农民工的调解工作 ， 但自
己的言行举止与农民格格不入 ， 缺
乏亲和力与认同感 。 通过在群众工
作站锻炼， 感觉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
升， 这将对我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有非
常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