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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璞■基础工作在基层

□ 段贤尧 合肥瑶海 镜头前的最“实”司法嬗变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然而， 近年来， 受经济形势的影响， 不少企业陷入经营困难， 引发诸多风险
性事件， 许多劳动者在辛苦劳动后却拿不到工钱，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广泛运用调解、 执行、 刑事打击、 宣传教育等司法手段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劳动者合法
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共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常州新北 劳动者保护的制度化进程
一周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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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贴心
让寒风中的等待有着落

寒风中 ，50 多名工人拉着横幅 ，
他们没有堵门、 堵路， 只是静静地观
望。 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我们想要回
血汗钱”。

2013 年的 1 月 ，正值寒冬 ，新北
法院的法官得知情况后， 立即将工人
们安排到立案大厅，详细询问情况，解
答疑问，并提供法律指导。带头的茅大
爷转身对工友们说：“到法院来， 是来
对地方了。 ”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国内钢贸
行业市场行情不佳， 钢贸企业涉诉案
件大量出现，导致拖欠工人工资、工程
款现象多发，不少企业主外逃，加剧了
矛盾对立，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常州
天意凯胜钢制品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

资近百万元， 而企业法定代表人黄某
却玩起了“躲猫猫”，这让原本着急的
工人们难以接受，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维起权来。

“钱是肯定要帮你们要回来的，但
是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回去把各自的
工资算清楚，到时一起核对。”工人们听
了法官的一席话，纷纷点头。

为了让工人们尽早拿到款项，新
北法院通过多种途径寻找黄某， 并灵
活采用多种送达方式送达出庭应诉

书， 最终该公司的会计曹某作为委托
人出庭应诉。

但是，双方刚碰上面，工人们原本
已平静下来的情绪又再次被点燃，大
家吵着要求马上拿到工资和赔偿款，
“再也不能让他们跑掉，快还钱！”面对
工人的激烈态度，曹某一声不吭，事后
她告诉承办法官，公司效益不好，发不
出工资，她知道工人们急，她自己也好
几个月没领工资了。

在承办法官一番劝解后， 双方终
于答应坐下来协商， 在一笔笔账目核
算中，在一个个签字确认后，双方终于
将所有的款项核对清楚， 在法官的主
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由法院拍卖公司

的机器设备， 统一偿还工人工资和经
济赔偿金。

一个多月后， 工人们在法院大厅
内排好队，拿到了执行款。 此时，离过
年还有半个月。

在处理劳资纠纷案件中， 新北法
院要求正确区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刑事案件和一般欠薪行为的界限，对
于因经营困难、 资金周转不灵与经营
不善等原因暂时无法支付劳动报酬

的，或确没有支付能力、主观上没有逃
避支付恶意的，一般不以犯罪处理，而
是引导劳动者通过行政、 民事途径依
法追讨劳动报酬。

2013 年至今， 新北法院共有 135
件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通过人民调

解和诉讼调解的方式结案， 标的总额
为 425 万余元。

无缝对接
保证劳动者工资执行到位

2013 年 9 月 24 日， 对原常州市

荣立机械有限公司 140 多名职工来讲
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等待了近一年时
间后 ， 他们终于领到了期待已久的工
资。

常州荣立机械有限公司由于生产经

营不善， 濒临破产， 法定代表人袁某弃
厂避债， 下落不明， 欠下了大批工人工
资。 140 名职工抱团信访、 上访， 多次
在镇政府、 区政府门口聚集， 造成不良
的社会影响，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该案得到了新北区人社局的重

视 ， 在安抚职工 、 告知他们解决问题
的法律渠道后 ， 及时和新北法院取得
联系 ， 希望有效应对 ， 以免事态恶
化 ， 造成恶劣后果 。 职工代表听取了
相关意见后 ， 在共同的努力下 ， 该案
通过劳动仲裁进入了新北法院的执行

程序。
接到案件后， 新北法院分管执行的

领导十分重视， 本着涉职工工资优先执
行的理念， 多次与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沟
通， 并通过拍卖被执行人资产等方法筹
集到了 540 余万元资金， 第一时间让该

企业 140 多名职工全部领到了工资和补
偿金。

新北法院除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

通联系外， 为避免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拖
拉、 工作统筹协调度不高、 重复劳动、
各环节流转速度迟缓等问题， 要求采用
分权机制运行， 将执行人员划分为执行
启动组、 财产查控组、 财产处分组、 结
案审查组等。

执行启动组负责收案登记、 初步审
查、 发送执行启动法律文书等； 财产查
控组负责查找和控制被执行人财产， 处
理非金钱债权案件等； 财产处分组负责
财产评估、 拍卖、 变卖、 以物抵债及交
接、 执行款的分配与发放等； 结案审查
组负责结案审查、 监督及纠正前三个阶
段的不规范行为。 分权机制实行以来，
执行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尤其在维护赡
养、 道赔、 劳动争议类案件等社会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过程中 ， 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13 年以来， 新北法院共执结各
项劳动争议案件 874 件 ， 标的额达
2776 万余元。

为推进辖区内“两欠一逃”专项活动
的有效开展， 集中力量防范和处置恶意
拖欠工人工资、社保费和弃企避债行为，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辖区稳定，新
北法院根据刑法、 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加强对拒不
执行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等
相关法律规定， 联合区公安局、 区检察
院，制定了《关于加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件查处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了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的犯罪主体为用工者， 犯罪对象为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劳动者的工资、
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报酬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同时
对犯罪客观方面关于 “经政府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造成严重后果”
等要件的把握进行了具体界定。

《指导意见》从公检法机关的不同法
律地位出发， 着重对公安机关针对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的案件立案审查时， 应着重审
查的内容以及立案后应注重搜集的证据

作出了指导性的规定。
因此类案件涉及民生问题， 也极易

引发集体上访、交通堵塞等群体性事件，
因此《指导意见》要求公检法机关在办理
此类案件时要依靠党委政府， 整合人社
局、信访局、城建局等相关资源，通过依
法拍卖用工者固定资产、 政府垫资等多
种方式优先解决劳动者报酬， 妥善处置
欠薪问题； 要正确区分刑事犯罪与一般
欠薪行为的界限；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要
通过及时查封用工者现有财产， 冻结其
银行账户、 积极寻找隐匿财产等方式最
大限度保障劳动者合法利益， 同时积极
开展调解工作， 鼓励用工者自觉支付劳
动者劳动报酬，以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理；
要以案释法，注重宣传，警示用工者恶意
欠薪需承担法律责任、 提高劳动者维权
意识，以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三个镜头前， 展现出安徽省合肥市
瑶海区人民法院如何释放法官活力的剪

影； 三个镜头前， 展现该院司法工作如
何提升的步伐； 三个镜头前， 展现出最
“微” 司法的实与细。

镜头一：
工作减压+细微关怀=司法活力的绽放

案多人少不仅会造成审判质量的降

低， 影响社会矛盾的化解， 更会影响法
官的身心健康， 极易造成恶性循环。

为解决此问题， 瑶海法院从增强法
官体质着手， 成立羽毛球、 乒乓球、 篮
球等运动协会， 定期组织运动比赛， 并
在年终之际举行趣味运动会， 吸引全院

干警一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锻炼 、 娱
乐。

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令干警们活动

了筋骨， 疏解了压力， 放松了心情， 更
提高了干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加强
了全院干警的凝聚力。

为了让干警切身感受贴心的 “温
暖 ”， 该院在干警生日当天发放蛋糕
券 ， 并在每月的院报 《瑶海法苑 》 集
中发表祝福寄语 ； 鼓励和支持干警进
行公休假 ， 确保他们紧张的心情得到
缓解； 为增强干警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为每年的办案前十名拍摄照片 ， 制作
画框 ， 配上法官格言 ， 展放在审判大
楼显眼处。

镜头二：

理念更新+业务提升=队伍的长足发展
今年 4 月，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民商法学博士曹士兵来到瑶海法院， 围
绕近年来的社会体系， 为全院干警带来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这也是该院创
设的 “瑶海大讲堂” 的第二堂公开课。

面临年收案数突破万件， 只有全方
位提升法院干警的能力与素质 ， 打造
“尖兵工程 ”， 才能更好地将 “公正司
法” 坚持到底。

当然， 仅仅在几个小时的集体课堂
上汲取养分，也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每
周五下午， 各个业务庭室的会议室都会

成为瑶海法院干警们自我学习的海

洋———特别是逐渐加入到法院中来的青

年干警们常常在学习中扮演主角。“以老
带新，以新促变”的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除了内训外， 该院还积极派遣干警
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外部培训， 旨在加
强法院全方面工作， 实现队伍由量变升
华为质变。

镜头三：

延伸司法+提升质量=展现最“实”司法
“感谢法官， 感谢瑶海区的领导们，

我代我姐姐谢谢你们真诚的救助。”
今年春节之前， 当瑶海区人大与法

院的领导将 2 万元执行救助资金送到当

事人亲属的手中时， 他们激动不已， 连
连向前来探访的一行人表示感谢。

考虑到 “执行难” 的问题， 瑶海法
院与相关单位积极沟通、 联系， 并在区
委、 区人大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立了年
额度为 20 万的执行专项救助资金， 专
门对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予以发放。

维持公正司法最重要的还是提升

案件质量 ， 保证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
线 。 该院强化审委会的导向职能 ， 为
法官审理案件提供指导 。 庭长充分起
到 “家长 ” 责任 ， 强化庭室管理 ， 充
分发挥合议庭之间的作用 。 完善了审
判管理软件的使用 ， 对涉及审判质量
的各项指标施行月月评 ， 并置于本院
政法专网予以公开 。 该院还规定要将
审判管理制定与年终综合考评挂钩 ，
出现问题的庭室和法官需要向审判委

员会阐明并提交书面报告。

联合公检
打击“两欠一逃”

新北法院法官为企业员工讲解劳动合同法。 蔡剑群 摄

16699人
11月 1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公布了截至今年 9月 30日各省区
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汇总表。各省区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14839 起 ， 处理
1669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3721人。

4213起
河南省公安厅近日在全省开展

重点查处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整治中，10天查处了 4213 起酒驾案
件，其中公职人员酒驾案件 76起。

18万元
随意扫描了一个二维码，浙江

嘉兴的汪女士就损失了 18 万多
元。 警方提醒网民，一些犯罪分子
将木马病毒植入到二维码的链接

中， 以此获取网民的账号和密码，
对不熟悉的人提供的二维码，不要
随意扫描。

尤博文

现年 50 岁的尤博文 ，18 日在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

泪水纵横。
他曾意气风发， 被誉为创新型

市政公用专家；他曾手握大权，南京
市自来水公司分管基建的副总经理

身份，让他经手工程发包、管理和工
程款支付等业务。

尤博文从 2001 年至 2013 年
间， 利用其担任南京市自来水总公
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 在承接工
程、工程建设管理、工程款支付等方
面为独家公司和个人谋取利益，先
后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近

132 万元、欧元 2.1 万元、美元 5000
元，精装的公寓一套，共计折合人民
币 162 万余元。

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的负责人采

取“变通”方式，在 2002 年给尤博文
送了一套位于东郊小镇的精装公寓

房，当年的价格为 16 万元左右。 自
该负责人以自己名义买下这套房

后，钥匙是他和尤博文各拿一把。尽
管他多次提出过户到尤博文或是那

位跟尤博文关系接近的女性名下，
都被尤博文拒绝了。

案发前不久， 尤博文曾跟该负
责人商量， 把那套房子让那名女性
去打理， 要么出租出去， 要么就卖
掉。 直到案发时，房子还没卖出去，
也并未过户。

庭审结束后， 并未当庭宣判。

三中全会强调 “宪法法律权
威 ”， 就是要实现从 “有法可依 ”
向 “科学立法” 的转变。 宪法和法
律的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

李林近日表示。

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19 日 ， 北 京 大 兴 摔 童

案———韩磊、 李明故意杀人、 窝藏
上诉一案依法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

审理。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
刑的韩磊， 仍坚称自己摔的不是孩
子， 是小推车。 而检方提供的一组
新的目击者证言， 证明韩磊在摔孩
子时先骂了一句， 然后高喊此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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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03717058、票面金额 102 095 元、出票人北京纳辰
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
期 201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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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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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中广万达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80874199、票面金额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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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莒南县玉刚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该汇票码 10200052 22744272、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
票人晋江毅恒鞋材有限公司、收款人泉州市冠源纸品包装有限公
司、付款行工行晋江新华街支行、出票日期 2013年 6月 27日、汇
票到期日 2013年 12月 26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为：泉
州市冠源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莒南县玉刚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人于 2013年 11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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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荆门市荆沙建筑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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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记载：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 30900053/23620579， 出票人荆门市泮丰中磷
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北新泽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
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3 年 5 月 17 日、汇票到期
日 2013 年 11 月 17 日， 付款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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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特瑞有色金属铸造厂因遗失转帐支票 1 张，票
号 00606766，票面金额无、背书人无、出票人南京特瑞有色金属
铸造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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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夏春民因遗失交行镇江分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壹张（票据号码为 30100051/21776086，出票金额为 20000 元，
收款人为江苏俊鑫汽配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22
日，出票人为江苏新凯鑫车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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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自 2014年 1月 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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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泰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遗失， 票号为 31300051/26242375， 出票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4
月 30 日，出票行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戴南支行，出票
人为江苏泰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吉大橡塑五金
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四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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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贵阳通惠工矿机械设备供应站所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遗失， 票号为 31400051/21728099， 出票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1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2
月 21 日， 出票行为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

中心，出票人为泰州万泽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泰州市苏沪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最后持票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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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乌鲁木齐德盛昌隆商贸有限公司在邮寄过程中不慎

将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路支行，票
号为 24389733，金额 122500元，出票日期 2013年 11月 6日，到
期日为 2014年 1月 24日，出票人为申请人乌鲁木齐德盛昌隆商
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美电器（珠海）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丢失。申请人乌鲁木齐德盛昌隆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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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中科电气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将开户行为中

国 工 商 银 行 黄 河 路 支 行 ， 票 号 为 12993231、04783813、
04783816、04783825 的四张空白转账支票丢失。 申请人新疆中
科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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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州泰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 30100051/23347608，出票人杭州银湖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出票行交行富阳市支行，帐号 306068860018170067812，
汇票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日 2013 年 10 月 30 日，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 收款人湖州泰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帐号为
33001643500053002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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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文香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 （本票号为 31300051/

28551682，承兑行中国银行淳安支行，出票人徐文香，票面金额
为 150000元，出票日期 2013年 11月 13日，出票人银行账号为
6228480321034804310，付款行中国银行淳安支行，汇入银行本
票账号为 4530304-0188-513399-9 (新账号为 392258287432)，
最后持票人徐文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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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淳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 10300051 23010115，金额为 500000 元；出票
人为浙江信达可恩消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江西荧光
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连杭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1
月 22日）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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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一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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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苍南凯丰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29745843，金额为 58493.7 元；
出票人为海宁市上革皮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市美轩服饰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嘉兴银行海宁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3 月 5 日）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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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

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5 日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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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永祥申请宣告吴国强死亡一案，经查：吴国强
于 2005 年 10 月 22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花香申请宣告潘柳华失踪一案，经查潘柳华，女，
1979年 12月 5日出生，壮族，籍贯广西柳江县，原住柳州市鱼峰
区贝江路 10号之一 4栋 3单元 201号， 于 1994年 11月起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潘柳华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西]鹿寨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受理了申请人昆明铁路局广通
工电段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在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11月 18日依法作出禄
民催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
日起， 申请人昆明铁路局广通工电段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云南]禄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受理了申请人江阴雷纳机械有
限公司遗失的广发银行南京江宁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据
号码为 3060005121170170， 出票人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
司，收款人江阴雷纳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行广发银行南京江宁
支行，票面金额为 1000000 元）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
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作出（2013）江宁催字第 21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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