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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微言大义

观点

会所歪风有其隐秘性， 不易查办，
但大量曝光的案例已经说明， 任何腐败
都不会永远躲在角落里、 藏在阴暗处，
各级党员干部都应引以为戒， 不能存在
丝毫的侥幸心理。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薛庆超说

行诉法大修应直指权力归位

此次行诉法大修主要侧重于在行诉

法适用范围上的扩容， 如将行政机关侵
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行政机关违法
集资等纳入受案范围， 都直接回应了社
会热点议题。 而从源头上规范政府行为
的 “加法”， 仍具有较大空间。 一个重
要标志是， 这些年由红头文件等抽象行
政行为引发的对于公民权益的伤害现

象， 乃是行诉案件的一个重要源头。
可以想见，如能遏制这个乱源，将比

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然而，此次行诉法的修改只规定
法院可以对于红头文件进行附带审查，而
无裁决权力，显然离源头治理还有一定距
离。 此外，争议数年的行政公益诉讼，仍未
纳入到这次修改的议程中去，也与加快破
除现实中的民告官困境的期待，尚存落差。

行诉法的设立本身是为规范政府权

力， 对于遭遇权力伤害的权利提供司法
救济。但在现实中，由于行政权力与司法
权力的失衡， 这一权利救济力量更显式
微。 在这个意义上，行诉法修改，既要回
应不断扩大的行诉事务范围， 更要在压
缩行政权力抵抗司法制衡的空间上做文

章。而归结到一点，无论是降低公民的诉
讼门槛，还是提升司法裁决效力，都应着
力于权力归位和矫正的问题。 从这个视
角出发，行诉法修改“制约权力”的理念
将要明晰得多， 相关的修改举措也可向
公民权利和司法权力作更大的倾斜。

———朱昌俊

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后， 却无
法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薪水， 确实
值得怜悯和同情。 但是， 讨要薪水
必须通过合法途径， 不能以破坏社
会公共秩序或侵害他人利益为前提。

工资被拖欠，本可通过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 向法院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追
索。但太原人文某却以爬吊塔威胁的极端
手段维权，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近日，文
某被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依法

刑事拘留。
如果动用非法手段， 不仅自身的合

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还可能会让自己
面临法律的惩罚， 可谓得不偿失。

其实， 近些年来农民工不理智讨薪
事件时有发生， 跳楼、 爬吊塔等极端行
为更是屡见不鲜， 仿佛成为了讨薪的最
佳手段。 作为弱势群体， 农民工在碰到
自身权益遭受非法侵害时， 确实面临着

维权难的窘境。 可以说， 通过不理智的
举动，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吸引外界的注
意力， 从而敦促问题的解决。

那么， 为何农民工不通过合法的手
段和方法维护自身权益， 非要通过如此
极端的途径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呢？ 究其
原因， 主要在于： 一方面， 与财大气粗
的雇主相比 ， 农民工明显处于弱势地
位， 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无法认识到通
过合法途径维权的重要意义 。 另一方
面， 合法途径并非畅通无阻， 往往面临
着取证难、 诉讼程序复杂、 周期较长等
不利因素， 农民工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投入到维权 “马拉松” 中， 而且最终的

维权结果并不一定理想。
对于农民工讨薪难， 国家也专门制

定了配套的措施予以应对， 帮助农民工
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比如， 可以向
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由其进行处理； 可
以通过诉讼方式， 与雇主对簿公堂； 还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通过刑事手段追
究欠薪雇主的刑事责任等等。 诚然， 配
套制度可谓严厉， 而且覆盖范围较广。
但是， 这样的配套制度只在外表设计上
徒具观赏性， 而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根本不能受到农民工的欢迎。

因此， 让配套制度适时跟进， 并能
够具有较好的执行效果显得尤为重要。

在维权法律手段上 ， 完全可以采用便
捷 、 温馨的途径 ， 在举证 、 诉讼 、 裁
判 、 执行等环节中 ， 向农民工适当倾
斜。 对于涉及农民工讨薪案件， 劳动监
察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更需要人性化执

法， 以追求最终的处理效果为目的， 采
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

需求等等。
当前， 根治农民工讨薪难的法律制

度比较完备， 但最为关键的就是缺乏执
行力和可操作性， 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
效果。 所以， 让制度不断跟进和完善，
真正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契合， 才是解
决讨薪难的真正良策。

理性讨薪呼吁配套制度跟进
刘建国

法治时评 荥荥

法 官 之 声

让法官更像法官
刘仕毕

做好民意沟通 推进司法公正
唐龙飘

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 要认真做好民意沟通工作， 大力拓
展民意沟通的范围， 积极构建与人民群众、 社会各界沟通、 交流的长效机
制， 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 可见在我国， 司法与民意从来都是联
系在一起的。

从司法实践中看 ， 做好民意沟
通， 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司法
权威， 提升司法公信力， 实现司法为
民，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 而从法治的角度
看， 也有助于法官在个案中遵循认识
规律， 清晰展开自己的逻辑推理， 运
用实践智慧解决具体纠纷， 从而建立
集实体法、 程序法、 组织法等规范要
求与实践智慧于一体的司法长效机

制。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 “人民意志

的体现”， 民意表达的主体往往与案
件没有根本利害关系， 只是基于社会
正义或良心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但其
与我国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 伦理观
念紧密相连， 具有强烈的社会与道德
批判精神。 如果不能正确回应民意，
就会出现司法信任危机。 在司法公信
力不高、 公众法律信仰动摇、 公平正
义难求的时候， 民意衡量的不仅是法
院判决 ， 更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希
望。

做好民意沟通， 就必须要从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 认真执行好党的群
众路线。 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
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来衡量。 因为法

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

世纪的发展历史 。 托马斯也说过 ，
“因为当宪法的效力不是来源于起草
它的制宪会议 ， 而是来自于批准它
的人民时 ， 我们所获知的宪法的目
的就只能来自于人民……人民是怀
着自己的意志将被宪法体现这一信念

而批准该文件的。” 所以我们制定的
法律、 理解的法律、 执行的法律就要
和普通老百姓所认同的基本道理相吻

合。 因为普通民众最广泛认同的是非
观、 价值观， 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自然形成并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基

本准则， 它自然是人民意志最集中的
体现、 人民利益最集中的代表。 向普
通民众所认同的善恶观 、 价值观靠
拢， 这样法律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
能。

做好民意沟通 ， 还要求司法机
关主动学会聆听人民群众所需 。 当
前民意泛起的原因有很多 ， 比如贫

富差距扩大导致的法律如何平等适

用 ； 公民政治权利的增长伴随着公民
表达欲望增强 ； 以及新时期法治化进
程下 ， 民众对司法的新期待和新要
求 。 因此 ， 司法机关要主动学会聆
听 ， 正确把握民意 ， 缓解价值与规则
之间的冲突 ， 并在微观层面上统一法
的应然与实然 。 对一些社会性案件的
评论应勇于回应 、 善于回应 ， 加以合
理引导 ， 从而有助社会大众正确认识
司法行为 。 必要时还可引入专家学者
的意见 ， 增强说服力 ， 从而在司法机
关与人民大众之间建立有效沟通 、 服
判息诉的平台。

做好民意沟通， 法官就应注重良心
与良知， 恪守自己行为职业道德。 正如
史尚宽先生云： “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
独立之制度， 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 倘
若受外界之利诱， 物欲之蒙蔽， 舞文弄
墨， 徇私枉法， 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
其作奸犯科之工具， 有如为虎添翼， 助

纣为虐， 是以法学修养虽为且要， 而品
格修养尤为重要 。” 恪守良心与良知 ，
就要立足法治内涵 ， 以法官的综合素
质， 在经历长期法律知识、 办案经验和
逻辑熏陶之后培养出来的职业理性， 以
高度的超然和理性， 忠实于法律， 坚守
法治理想。

回应民意， 就要求司法公开， 将司
法程序、 司法体制、 司法结果全面向社
会公开， 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避免暗
箱操作， 自觉接受人大、 政府、 政协、
媒体 、 社会公众的监督 ， 促进规范司
法、 廉洁司法。 在工作过程中， 就要不
断查找漏洞 ， 弥补不足 ， 随时纠正差
错、 失误， 及时消除误解、 曲解。 通过
阳光司法， 实行自我加压， 切实提高自
身素质。 锻造一大批富有感召力、 公信
力、 亲和力、 文化力、 自洁力的法官队
伍 。 营建为民 、 廉洁 、 高效的人民法
院， 积极稳健落实法律文书上网工作，
使民众信服裁判、 信任法官， 进而信仰
法律。

法官的形象关涉法治的信

仰，法官的操守体现司法的品格。
不能恪守伦理，如何秉持正义？

发生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多名

法官违纪事件“令法律失去尊严、令司
法蒙羞、令正义受损”，而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某庭长与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的事件，再一次把法官形象、法院形象
推到风口浪尖。

司法历来被视为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防线，法官被视为正义的化身、法
治的基石。 法官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操
守是社会公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评价

标准。 论职位、论权势，违纪人员与近
期反腐落马的党政高官不可比肩；论
危害、论后果，嫖宿与贪污受贿不能并
论。 社会舆论和公众反应却远远超出
了普通公职人员的贪腐案件， 公众赋
予了法官不同于普通公职人员和普通

社会职业的特殊的符号象征和强烈的

标签意义。 强烈的道德谴责和舆论鞭
挞， 社会反应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
法官职业的社会定位。

公众完全有理由质疑： 一个品行
不佳的法官， 在面对外来的影响干扰
诱惑时能否坚守法律与良知。然而，要
求司法公平正义就必须给予司法法治

的土壤和空间，就必须从法官的遴选、
培养、任用、职业保障、工作机制等方
面建立一套科学的、符合司法规律、切
合法官职业的社会定位、 顺应党和人
民群众的法治期待、 有利于公正司法
的制度设计，让法官成为真正的法官。

过往无视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把
法院等同于普通党政机关、 无视法官
职业的特殊性， 把法官等同于普通公
职人员， 法官提拔明显滞后于同级党
政机关公职人员。工作压力巨大，并不
合理的考核指标与责任追究以及职业

保障、身份保障、风险保障缺失，致使
司法人才流失严重。而层层审批，逐级
请示，对个案不正当乃至非法的干预，
更是违背司法规律， 难以保障法院依
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难以保障法官只
服从于法律与良知。

法官本应是法律专业人士中知识

最广博、实务经验最丰富、专业能力最
强、道德品行最高的群体。然而在法官
遴选、培养、任用、职业保障方面，既不
能完全把外部的优秀法律人才吸引到

法院来，也不能完全实现内部人才的合
理分配，以法官为核心，打造具有共同
法治理念、共同法治话语、共同法律技
能、共同法律伦理的法律共同体无从谈
起。尊重与自我尊重的法官职业尊荣成
为奢谈。 职业尊荣感的缺失，一方面难
以吸引优秀法律人才进入司法队伍，另
一方面司法队伍内部的一些人员也逐

渐失去了法治信念、法治理想。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党和人民的

法治需要、法治期望、法治追求热烈急
切。加快推进法官正规化建设，切合法
官职业的社会定位， 凸显法官职业特
殊性。加快推进法官专业化建设，切合
司法职业的法律性， 凸显法官的专业
能力、道德品行。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
建设，吸引优秀法律人才，稳定现有法
官队伍， 确保司法廉洁， 防范司法腐
败。 从制度上消除对司法权不必要的
干预和不正当的影响， 保障人民法院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建设全社会都
尊重规则、尊重司法的法治文化，让最
优秀的法律人才愿意成为法官、 能够
成为法官， 让现有的法官能够坚守内
心的法治信仰只服从于法律与良知，
让法官成为“法律帝国的王侯”，让法
官更像法官。

曹菊案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单

靠一次诉讼是难以解决的 。 从我
国实际情况来看 ， 要消除就业性
别歧视 ， 应当从多方面完善顶层
设计。

近日，“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当庭调解结

案， 被告方巨人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同意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承诺支付 3 万
元给原告曹菊， 作为 “关爱女性平等就
业反性别歧视专项资金”。

多方评论认为曹菊的个人胜利对于

中国女性反歧视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
意味着今后在招聘中 “只招男性” 将面
临现实的法律风险。 诚然， 曹菊的胜利
固然可喜， 但是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威慑
作用却极为有限， 要从根本上缓解 （且
不说根本解决） 性别歧视问题， 还需要
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

曹菊的胜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既
判力价值很小。 据悉， 本案被告巨人教
育公司在庭审中表示， “出于对女性平
等权益的维护与尊重、 对依法反对就业
性别歧视的行为表示赞赏与支持， 放弃
答辩权”， 同意调解结案。 可以说， 曹

菊的胜利很大一部分源自于被告方的

“高风亮节”。 试想， 如果巨人教育公司
“负隅顽抗”， 据理力争， 最后法院会如
何判决还是个未知数。 现实中， 不是每
个受到歧视的女性都会像曹菊这样敢于

抗争， 不是每个招聘方都会像巨人教育
这样 “温顺有礼”。 曹菊案仅仅是个案，
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难以推而广之。

曹菊案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单靠一次

诉讼是难以解决的。 据媒体报道，曹菊曾
向劳动监察部门控告巨人教育公司，但被
告知撤销立案，此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也以失败告终。 曹菊起诉后，在长达一
年的时间里并未立案。如果没有曹菊锲而
不舍的“死磕”精神，案件很可能不了了
之。曹菊的这段经历反映了现有的法律机
制并不能为受歧视者提供有益的庇护。行
政不作为、法院立案难、违法成本低是就
业歧视普遍存在的制度性原因。

从立法角度来讲， 我国法律旗帜鲜

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 宪法规
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为
各种反歧视法律留下立法基础。 但是从
执法角度来看， 男女就业平等似乎还只
停留在纸面上，远没有落到实处。据全国
妇联妇女联合发展部 2011 年发布的《女
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
56.7%的被访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
到“女生机会更少”，91.9%的被访女大学
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 中国政
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2010 年发布的《当前
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 同样
显示，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
者的性别有明确的要求。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再好的法
律如果没有贯彻落实， 也只是美丽的装
饰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
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要消除就业性别

歧视，应当从多方面完善顶层设计。
首先， 要对性别歧视这个法律概念

予以细化， 明确其救济措施， 包括对违
法者的处罚措施 ， 避免因法律过于原
则、 缺乏执法标准造成法律无法落实。
其次， 应当设立统一的主管行政机关、
制定细致明确的投诉、 监督、 调查工作
程序 ， 避免形成监管真空 。 可以借鉴
英、 美国家设立专门的 “就业平等委员
会”， 专门接受公众相关投诉、 进行调
查并进行相应的处罚。 最后， 要畅通诉
讼渠道， 筑牢最后一道法律屏障。 法院
应当创新审理思路， 敢于接受挑战， 灵
活运用法律原则和现有法律制度， 会同
相关部门， 解决反歧视诉讼立案难、 审
理难等问题， 早日形成成熟的审判先例
或指导案例 ， 发挥法院审判的示范作
用， 形成反歧视的强大法律压力， 让平
等就业从书本上真正走入每个公民的日

常生活。

从曹菊案看“反就业性别歧视”
谢彩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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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广州市三生贸易有限公司因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钟村支行号码为 13103462 的支票（金额 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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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转帐支票一

张 【付款人 ： 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 ； 支票号码 ：
1040443020206326；账号 ：696459774929；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5 日；票面金额：拾伍万叁仟元整（15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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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转帐支票一

张 【付款人 ： 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 ； 支票号码 ：
1040443020206288；账号：696459774929；出票日期：2013 年 11
月 30日；票面金额：拾万元整（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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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转帐支票一

张 【付款人 ： 广州市日田电器有限公司 ； 支票号码 ：
1040443020206299；账号：696459774929；出票日期：2013 年 11
月 30日；票面金额：柒万伍仟元整（7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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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格力电工 （马鞍山 ） 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3090005323506556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15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5 月 15
日，出票人为河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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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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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商业承兑

汇票一张，票号 0010006222839793，出票金额 740827.03 元，出
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15 日， 付款人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韶关韶钢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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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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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门市天伦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支

票两张 （票号分别为 10204430/28990069、10204430/28990070，
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名称未记载，出票日期 2013 年 12 月
10日，票面金额分别为 130000元和 17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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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票据失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石华祥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一份银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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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汇票编号为：10400052 23760639，出票日期 2013年 8月
13 日，出票人江西中天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北福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票据金额贰拾万元整，付款行中国银行宜春市分
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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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高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你行壹张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 0010004123801740，申请人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
司，收款人南京双泓招标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11万元整）。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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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汇票（票

据号码为 10400052 20846616， 票面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9
日，到期日 2012 年 9 月 28 日，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163，900.00
元，出票人朝阳市同贺医药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东北
制药集体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背书人为东北制药集体供销有限
责任公司，被背书人为辽宁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吉
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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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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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力腾法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00005120320964，出票行浦发呼和浩特分行包头分行，票面
金额为 8 万元，出票人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收款人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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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东方锅炉控制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票据号码为 30800053 93282783，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167760 元，出具人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
能源有限公司第一发电厂，收款人为深圳东方锅炉控制有限公
司，付款银行为招商银行昆明兴科路支行，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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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市科胜邦植保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 30100051/22334795，出票人杭州怡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出
票行交行富阳支行， 帐号 306068860018170068959， 汇票金额为
50000元，出票日 2013年 5月 23日，到期日 2013年 11月 23日，
收款人余姚市城区伟腾模具塑料厂，帐号为 9442050130302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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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因汇票一份（号码为
21333988，票面金额为 5000000 元，出票人浙江金大地肉类加
工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金大地饲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善联
合村镇银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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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金光纸业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票据记载：票号 10500053 21044465，出票人浙江嘉
梦依袜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诸暨市宝谷彩印厂，最后被背书人

杭州金光纸业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29 日，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付款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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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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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票据记载：票号 31000051 22116050，出票人诸暨市
鹏程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上虞市兴顺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
背书人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3 年 7
月 3 日， 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3 日， 票面金额壹拾肆万元
整，付款行浦发绍兴诸暨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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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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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民福灯具制造厂因将出票人浙江司比轴承有

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衢州常山支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4月 3日、到期日 2013年 10月 3日、收款人常山县文明轴承精
车有限公司、票号 31300051/21353788、票面金额肆万元的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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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杰健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其所持的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 40200051/23668164，出票日期 2013年 8月 1日，
汇票到期日 2014年 2月 1日，出票人台州市黄岩君欧火机厂，付
款行浙江路桥合行营业部，汇票金额人民币 20000元，收款人宁
波聚雄进出口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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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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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经营者不能提交充分

证据证明商品没有质量问题， 或者损害
是由于消费者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通知》明确要求，新消法施行后，对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中国
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的消费者协会，代
表消费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慎重受理。消
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 与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一般案件起诉条件有所不同。此外，启动
公益诉讼程序，还涉及案件管辖、诉讼费
用的承担、 债权清偿、 裁判执行等新问
题，都亟待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各级人民
法院要积极探索，边办案边研究边总结，
注意积累有益经验， 加强与消费者协会
的沟通与协调， 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
域逐步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

讼制度积累经验。

上接第一版 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

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沟通， 健全联络机
制，自觉接受监督，充分依靠我国人民代
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按照三中全
会精神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使法院工
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在闽期间，徐家新会见了省委、省人
大、省政府有关领导同志，走访了福州、
莆田党政机关和企业的部分人大代表，
到联系点法院莆田中院、 平潭综合实验
区等地进行了调研。

加大经营者违法成本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