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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农村赌博风，春节要猛刹
春节即将来临， 在农村及城乡接合部

赌博活动也进入高发期。 赌博不仅会让人
上瘾，从而难以自拔，而且极易引发社会问
题，如赌徒输了大量钱财后，走投无路之下
就可能去偷盗、勒索，甚至抢劫杀人等，赌
博犯罪已成为了危害社会治安“毒瘤”。

农村赌博恶习在春节期间高发，是个
老生常谈的顽症。 原因何在？ 一是一些富
了起来的农民，手中有钱，也就有了现成
的赌资；二是过年了，百业暂歇，农民空
闲，也就有时间赌上一把；三是春节长假，
有关部门的管制放松一些，给赌博行为留
下了一定的空间；四是家人的监督约束变
软了，总以为大过年的也不让自家人“过
把瘾”， 有点不近情理； 五是农村健康向
上、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活动贫乏，农民
过年消遣方式单一。

笔者认为，禁赌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
遏制聚众赌博蔓延态势, 必须标本兼治,堵
疏结合。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
种舆论工具和宣传方式, 加大有关禁赌法
律法规和案例的宣传教育力度, 使广大农
民认识到赌博是违法行为，对设赌博窝点、
抽头放赌资者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公安、文化、工商、监察等部门应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建立禁赌指挥机构,加强
情报信息，落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
对农村赌博形成高压态势。充分利用信息
化手段，精确掌控发展态势，使用多部门
警力联合作战，对赌博犯罪活动给予最大
限度的打击和震慑，挤压其生存空间。

同时,还要活跃和丰富乡镇农村文化
生活,充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乡村文化
站、老年活动中心等文体设施,组织村民
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锻炼，积极参与各
类活动,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只有让
更多农民在节日里自觉自主地参与到多

形式、益身心、合口味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中， 让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占领农村阵
地，春节农村赌风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陈 旭

声音

因为留守妇女在失去丈夫保护的情

况下， 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上的
侵害，甚至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由于农
村留守妇女体单力薄，文化程度低，维权
意识薄弱， 当家庭财产与人身遭受侵害
时，她们大多选择独自默默忍受。

———江西省政协委员熊彤认为，留
守妇女维权意识弱，缺乏安全感。

法 官 之 声

破解执行难
需信用惩戒

张智全

从审判方式看推进司法公开理由
范明志

推进司法公开并不是要人为地改变司法权的原有运行状态 ,也不是司法
“作秀” ,而是实实在在提升司法公信的必由之路。 人民法官只有真正领会了
这一道理， 才不会将推进司法公开看作一种负担或者累赘， 才会将推进司法
公开变成自觉行动。

“同价不同票”应该怎么看
符向军

法治时评 荥荥

年末岁首， 人民法院惩治老
赖、 破解执行难再次 “狠亮剑”。
惩治老赖， 破解执行难， 需要长
期不懈的孜孜以求， 更需要社会
各界的共同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 ， 日前 ， 中央文
明办 、 最高人民法院 、 公安部 、 国
务院国资委 、 国家工商总局 、 中国
银监会 、 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国铁
路总公司等八部门在京举行 “构建
诚信惩戒失信 ” 首次发布会 ， 向社
会公布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消费限

制， 并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
长期以来 ，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

人民法院工作的瓶颈之一 ， 不但严
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
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 成为
公平正义之殇 。 此次八部门共同会
签 《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 合作备
忘录 》 ， 标志着 “全民皆兵 ” 惩治
“老赖 ” 的开始 ， 对破解执行难痼
疾 、 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 确保公
平正义 ，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冰冻三尺 ， 非一日之寒 。 近年
来 ， 人民法院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
措施 ， 全力破解执行难 ， 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 但仍未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 究其原因 ， 不外乎
两个方面 。 一者 ， 作为被执行人的
老赖法治意识淡薄 、 大玩能拖则拖
尽量拖的 “躲猫猫 ” 游戏 ， 想方设
法规避 、 抗拒执行 ， 人民法院只能
耗时费力地查找被执行人财产 ， 不
仅效率低下 ， 而且常常还面临账上
无钱等难以执行的尴尬 ， 从而导致
久执不结的恶性循环 。 二者 ， 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大执行工作格局至今

尚未形成， 相关部门 “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 相互配合不够 ，
不能全民联动 ， 难以对老赖形成齐
抓共管的高压威慑态势 ， 以致执行
难痼疾久治不愈。

俗话说 ， 众人拾柴火焰高 。 根
治执行难顽痼疾 ， 不能仅凭人民法
院孤军奋战或单打独斗 ， 更需要全
社会的总动员和共同参与 。 只有构
建联动执行威慑机制 ， 整合和共享
被执行人信息 ， 才能将所有老赖准
确无误地放到黑名单中 ， 让其付出
“一处失信 、 寸步难行 ” 的巨大代
价 ； 只有鼓励和奖励群众积极举报
老赖的财产和藏身线索 ， 让老赖成
为过街老鼠 ， 无处遁形 ， 无法再
“躲猫猫”； 只有 “全民皆兵”， 人民
法院才能借助社会各界的合力 ， 事
半功倍地综合运用罚款 、 拘留 ， 直
至追究老赖刑事责任等强制措施 ，
严厉打击规避 、 抗拒执行的不法行
为 ， 彰显司法的权威 ， 确保公平正
义的真正实现。

其作始也简 ， 其将必也巨 。 惩
治老赖 ， 破解执行难 ， 需要长期不
懈的孜孜以求 ，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参与 。 此次八部门会签的 《备
忘录 》， 明确以失信黑名单为范围 ，
从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入手 ， 在各
自职权范围内给予老赖最大的信用

惩戒 ， 其操作性强 ， 进一步压缩了
老赖的生存空间， 值得期待。

火车无座票与座票同价， 却难
以享有相应的座位服务。司法要答好
“同价不同票案”这道民生考题，必须
深思谨虑，做到情、理、法相融，全面
分析衡量，准确定案裁判。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民雷闯和其朋友因
此依据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

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据悉，广州铁路运输
法院当场立案，该案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

尽管“同价不同票”现象由来已久，
并引发热烈而广泛的社会争议， 且牵涉
面甚广，孰是孰非、如何裁断莫衷一是，
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面对社会广泛瞩目
的焦点问题，如何定性，如何裁判，如何
让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着实
考验法官的司法智慧。

“同价不同票”是否有违公平原则？
同样的票价，一个坐一个站，待遇迥异，
表面上看，确实有悖情理，也不符法理，
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但从合同关系
上讲，乘客一旦购买站票，就表明对站票

的选择和接受。 不过这种选择和接受还
应基于自愿原则。 这既要考虑到春运期
间，“一票难求” 可能造成乘客购买同价
站票的“被自愿”情形，也要看铁路发售
超员无座号车票时， 其无座号的信息是
否公开透明， 旅客是否可以自由选择购
买无座号车票， 还是购买延后日期的有
座号车票， 或者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所
以，对于“同价不同票”的是与非，应该综
合分析判断， 简单以合同关系来支持或
者以违反法理来反对，恐怕都失之偏颇。

“同价不同票”有无法律依据？ 是否
涉嫌霸王条款？火车车票的定义是：客票
和附加票， 其中客票包括硬座票和软座
票两种；附加票包括加快票、卧铺票和空
调票。可见，现行铁路运输法律法规并未

将站票考虑在内， 站票作为旅客乘车的
凭证，没有取得价格制定的法律依据。

站票半价或折价后是否带来新的不

公平？ 持站票乘车的旅客在乘车过程中
其乘车条件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当坐席
空闲时也可以乘坐。 比如列车从上海开
往北京，中途有乘客从南京站下车，有人
就会坐到空闲座位上。 这就构成对铁路
运输部门和买了全价有座票的乘客的双

重不公平。 但这种不公平是否能成为站
票与座票同价的正当性依据呢？ 关键在
于， 这种新的不公平是否足以引起负面
后果， 比如造成车票发售和乘运秩序的
较大混乱，以至于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如果站票应比座票低一个价位，该
低多少才是合理的？ 这就要分析火车票

价格的组成因素。 曾有铁路部门相关人
士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火车票价格主
要是根据其位移距离长度决定的， 坐席
环境仅是构成票价的一部分。 同时每列
车发售的无座车票是按照一定比例出售

的，并不是无限量发售。”笔者以为，坐席
环境可以是构成票价的一部分， 但不是
小部分， 毕竟长途站票会让旅客身心俱
疲，应该体现适当的人文关怀。

“同价不同票”是历史现象、普遍现象，
个案的裁判，尤其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类案
的处理，会带来示范效应、蝴蝶效应，不可
不慎。如何将个案裁判纳入社会整体考虑，
将个案的特殊因素放到类案的同质因素

中考量，进而作出恰如其分、进退适宜的裁
决，也是对司法者裁判智慧的考验。

微言大义

观点

治理“买官卖官”需两头都得管
徐爱民

治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分散权力和淡化“官念”是基础，扩
大透明度和强化群众监督是关键，
必须多管齐下， 才能让这股歪风邪
气再无遁身之处。

新年伊始，从高层传来了要治理“跑
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声音，着实让
痛恨吏治腐败的老百姓精神振奋。 但“跑
官要官”、“买官卖官”作为官场的痼疾，不
能单单依靠上层的一声断喝和几多不准，
还需要通过多管齐下，从事前、事中、事后
强化监督、管理，才能真正确保治理的效
果，从根本上杜绝这类官场恶习。

提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的
始作俑者，到底是管“帽子”的人，还是要
“帽子”的人，着实令人伤透脑筋。 要治理
这种现象，就必须事先对“卖方”和“买方”

这两个市场加以规范。 首先要规范管“帽
子”人的权限，分散其权力，形成相互制约
的整体，让官位这些紧俏货不再是少数人
甚至某个人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其次要
淡化要“帽子”人的需求，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要职位的晋升看
成是个人进步唯一标志， 重事业而轻官
位，让官位这些紧俏货不再是大家竞相追
逐的目标。

平心而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干部选

拔任用中还存在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的

问题。 要刹住这股歪风，就需要加大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 加大群众参与
的力度，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让职位
晋升的人堂堂正正， 让没有得到提拔使
用的人口服心服。 如果只依靠赛场表现
就能谋求晋升， 哪个还愿意去费气巴力
地求靠人？ 倘若把群众测评看成了过场，
把接受群众监督看成了麻烦， 表面上周
武郑王地公开选拔， 事实上却早已把要
提拔的人内定了， 久而久之群众会丧失
参与的信心， 也就让群众的事中监督成
了一种摆设。

尽管有了事前和事中监督、 管理，还
保不准有人会依靠 “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谋求到了官位。 对于这一部分人要实
施严厉的事后监督，也就是像中组部强调
的那样坚决撤下来。这对于那些平庸的人
倒还在清理之中，对于那些确实有些才能
的人来说很多人就不忍心了。 其实，中国
不缺少人，也不缺少人才，换掉个把能干
但“来路不正”的干部，对一个单位、一个
地区的工作表面上要受点儿影响，但从长
远来看却整治了吏治，有利于营造人才辈
出的局面，还是很有益处的。

从宏观来讲， 推进司法公开， 是
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 也是
新媒体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

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更是提升司法水
平和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从具体
操作层面来讲， 司法公开与审判方式
密切相关， 只有广大法官自觉地将推
进司法公开与具体审判工作结合起

来， 司法公开的各项改革措施才能得
到落实。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清晰地
认识到不同的审判方式对司法公开的

具体操作有着不同的要求。
抗辩式审判方式对于满足当事人

知情权具有天然优势。 西方的司法公
开之所以没有成为民众关切的制度性

话题， 是因为他们的当事人主义的抗
辩式审判方式满足了当事人对案件情

况知晓的要求。 实现这种效果的关键
并不在于他们的法院实施了多少公开

措施， 而在于他们的审判方式———较

为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 从美
国一个案件的诉讼流程可以看出， 当
事人对于诉讼的知情是非常彻底的：
几乎没有限制的诉讼立案制度、 当事
人承担送达义务、 当事人协商证据交
换的时间、 庭审时间， 当事人主导的
调解活动、 和解活动， 藐视法庭罪威
慑下的当事人监督被执行人的执行活

动， 几乎全部是在当事人的主导下进
行的， 只有法官的裁决活动没有当事
人的直接参与———那也是以当事人的

庭审活动等为基础， 高比例的当庭宣

判更是消除了当事人对审判受操纵的

怀疑。 但是， 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审
判模式也存在一些缺点， 比如成本高
昂、 效率不高等。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优势主要是

能够避免滥用诉权并实现高效审判。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

方式的区别， 不仅仅在于庭审中的举
证责任分配， 更在于谁来主导诉讼程
序的进行， 或者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
地位如何， 才是关键。 我国的审判方
式原是典型的超职权主义审判方式，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逐渐接受了当事

人主义的影响， 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主
体的庭审模式得以逐步建立， 但是就
诉讼程序的总体架构而言， 仍属于法
院主导的职权主义模式 。 立案 、 送
达、 调解、 庭审、 宣判、 执行等关键
环节， 法院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尤
其是刑事诉讼， 一些诉讼环节完全由
法院主导， 甚至没有当事人的参与，
比如死刑复核程序。 这种模式的优势
也很突出： 可以更有效避免当事人的
滥用诉权并而实现高效审判。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需要更多的司

法公开才能保证司法公信。 尽管职权

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各有利

弊， 但是在赢取当事人信任方面， 当事
人主义审判方式拥有天然的优势： 它能
够将司法公正的责任分担到当事人身

上， 而不是让司法机关独自承担。 在职
权主义审判方式下， 司法机关对案件处
理具有包揽性的权力， 成为司法公正的
唯一责任主体， 因此其所追求的必然是
实体结果公正。 这就导致职权主义诉讼
模式下的审判只有更加公开， 使之接受
社会的检验和监督， 才能让社会公众对
司法感受到正义和公正。 因为每个人都
是自己权利的最佳判断者 ,无论一个国
家机构如何值得信赖， 都不可能比信赖
自己的程度更高。 诉讼当事人出于自己
利益而关心诉讼， 公众作为潜在的当事
人而关注审判权的运行， 那么只有公开
审判权的运行方式， 使当事人对自己的
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得到合理的关切与

回应， 使公众对审判活动充分知情， 才
能取得对审判活动的信任， 司法公信才
具备现实基础。

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法， 对司
法公开的规定都比较笼统。 比如， 《世
界人权宣言》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的相关表述仅是 “公开的审

判”； 我国宪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
大诉讼法也是把公开审判规定为 “公开
进行”。 至于具体如何公开， 是形式公
开还是实质公开， 主动公开还是被动公
开，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情况
下， 只要做到了庭审和宣判的公开， 司
法公开的义务就算完成了。 西方国家的
司法公开也是 “剧场式” 的公开而不是
“广场式” 的公开， 甚至庭审公开也未
必比我国的更为彻底， 西方国家大都禁
止庭审直播， 甚至连庭审的照片也禁止
放在媒体上， 往往用素描来代替。 一般
来讲， 只要关心案件的人想了解案件的
审理情况而没有制度上的障碍， 司法公
开就算实现了。 在西方国家现实中也没
有看到民众要求进一步公开比如要求庭

审直播的现象。 仅就司法机关将审判活
动向社会公开的法律规定来讲， 中外并
无多大差异。 但是， 在新媒体时代， 如
何将法律规定的司法公开落实成为能够

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具体措施， 并进
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则因审判方式的不
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最高人民法院
推进司法公开的措施， 就是在法律规定
基础上对司法公开的具体化， 体现了我
国审判方式 、 审判工作实际的客观需
求， 既没有超越法律规定， 也没有脱离
我国国情。

“三公”经费降 民意期待升

在中央力倡节俭、 反对奢靡之风、严
管公务活动的形势下，公众对各地戒奢从
简期待甚高。 因而，在各地密集出台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新规之时，一些地方“三公”
预算数据变化不大甚至“原地踏步”，公众
质疑在所难免。 对于质疑之声，各地应当
及时解疑释惑、回应关切。

回应质疑， 最重要的还是公开透明。
具体而言，如果各地能把预算公开具体到
确定依据、用途、人均多少等方面，让公众
知晓预算涵盖范围、囊括项目、经费明细
等，自然有助于解疑释惑。

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财政预
算、 决算报告属于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
息。 在公众疑虑尚存的情况下，期待各地
做好释疑解惑工作，以更加开放开明的态
度化解公众担忧，提升政府公信力。

在“三公”经费预算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管理和使用中遵循“宜紧不宜松”准则尤为
重要。 行胜于言，年末能向公众交出一份怎
样的“答卷”，将最终影响公众对于政府部门
戒奢从简实效的评价。各级政府都应通过更
加精细、科学的管理，将厉行节俭理念贯彻
到细微之处，实现“三公”经费的节俭使用。

———梁建强（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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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天津市益利洪林木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 丢 失 转 账 支 票 64 张 ， 转 账 支 票 号 码 为

1030123202099001,1030123202099002, 1030123202099004, 10
30123202099005,1030123202099012,1030123202099022,103012
3203993709, 1030123203993713,1030123203993717, 10301232
03993720,1030123205450778, 1030123205450780, 1030123205
450781,1030123205450784,1030123205450785,10301232054600
05, 1030123205460013, 1030123205460016, 103012320546001
8,1030123205460022, 1030123205460023, 1030123205460024,
1030123205460025, 1030123206214178, 1030123206214180,10
30123206214182,1030123206214186,1030123206214187,103012
3206214190-1030123206214200,1030123206214201-103012320
6214225，现金支票 14张，现金支票号码为 1030121401676006,
1030121401676007,1030121401676010,1030121401676012, 103
0121401676028, 1030121401676031, 1030121401676033,10301
21401676038,1030121401676040,1030121401676045,103012140
1676047-1030121401676050。 支票印鉴齐全，出票日期为空白，
出票金额为空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申请人，支票未背书。 开
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津南支行八里台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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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长青藤化工有限公司， 因持有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该汇票码 30700051 30716999、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
票人晋江市华辉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福建省德化县嵩
峰树脂有限公司、付款行平安银行泉州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24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24 日，票据已转
让（转让单位依序为：福建省德化县嵩峰树脂有限公司、泉州
华夏鞋服有限公司、天守（福建）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晋江
市天守服装织造有限公司、九江和泰化纤有限公司、九江恒生
化纤有限公司、九江万路通物流有限公司、金坛市智得微电子

有限公司、佛山市长青藤化工有限公司）。 申请人于 2014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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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西铝厂，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该汇票码

10500053 21358889、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票人德尔惠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福建省永泰三连制衣有限公司 、付款行建行
晋江分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9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26 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为：福建省永泰三连制
衣有限公司，杭州凯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盐城德力化工有
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催化剂齐鲁分公司，山西铝厂）。 申请人于 2013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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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广州志研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因遗失

票据号为 30800053/9448336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
票人为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精密铸
造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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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予公
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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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瑞曼钣金制造有限公司因其不慎遗失由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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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0051/20105374、出票金额 10 万元、付款行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出票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西安瑞曼钣金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23 日、

汇票到期日 2014年 4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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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虹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票据记载：票号为 10400052/23777418，出票金额
人民币 20000 元，出票人江西长晶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
银行崇仁支行营业部，收款人、最后被背书人及最后持票人均
为申请人， 出票日期 2013年 8月 8日， 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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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崇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金腾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凯博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
为常熟市金腾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
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7
月 17 日 ， 票 面 金 额 为 50000 元 ，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24132617，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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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熟市尚湖金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常熟市尚湖金丰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宝利建材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常熟建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1 年 11 月 26 日，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1050005320148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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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苏州市郑侨铝花纹板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德尔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
苏州市郑侨铝花纹板厂， 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8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2 月
18 日 ， 票 面 金 额 为 100000 元 ，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23198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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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浙江双菱伟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得美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
持票人均为浙江双菱伟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出票行为
浦发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4 月 12 日 ，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 ， 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3317356，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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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州市统和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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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10300052 / 22073581，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5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15 日，出票人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收款人联峰
钢铁（张家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南丰支行， 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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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济南艾尔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据号码 30100051/22791214、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
人山东宇佳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陆海钻采科技有限公
司、付款行交通银行东营分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19 日、
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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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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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荣成市圣利达铸造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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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3581027 的威海商业银行文登支行，
出票人威海泰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文登市东润铸
造厂，后又背书给申请人，出票日期 2013 年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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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文登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流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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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号码 1050005321333440、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7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1 月 17 日、票面金额为 1,560,000 元、出
票人为福建红火水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瑞金市银沙包装有限
公司、付款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流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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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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