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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说

最大的快乐
□ 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 吴修桥

□ 王锐 梁万松 刘磊 廖庆杰“老娘舅”式的陪审员

一直以来， 人民陪审员被冠之以 “编外法官” 头衔， 一个前缀 “编外”， 使陪审员难免有 “配角” 之感。 同台审案， 主辅立判。 心理及法律层面上，
人民陪审员 “自觉” 不 “逾越雷池”， “陪而不审”、 “合而不议” 等现象不知不觉中产生。

去年以来，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大胆探索， 重新树立人民陪审员角色意识， 健全人民陪审员常态化管理机制， 引导人民陪审员进行自我管理， 建
立人民陪审员数据库， 轮候安排陪审 “课表”， 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面。 截至今年 1 月上旬， 该院行政、 民事、 刑事案件陪审率达 97.8%， 陪审案件服判
息诉率达 100%。

西充 陪审员主角意识之再塑造
□ 李良俊 贾凌锋民主视窗

陪审间歇， 陪审员们在办公室交流心得。 冯冬莉 摄

一次安检

陪审 “团部” 安了 “家”
“你好！ 请打开你的手提包， 配

合我们的安全检查 。” 去年 1 月初 ，
人民陪审员王爱群接到电话通知， 准
备到法院陪审案件时， 安检人员例行
对其进行安全检查。

“我很理解安检人员的这种职务
行为， 但是当时还是觉得好尴尬！ 法
院通知我来陪审， 结果自己被当做当
事人， 还要求开包检查。” 提及第一
次到法院陪审时的经历， 王爱群至今
记忆犹新。

“平时和其他陪审员也有过交
流， 他们不愿参加陪审， 是因为法院
以前没有给陪审员制发相关证件， 经
过安检门时， 法警要求配合安检。 有
部分陪审员觉得 ‘没面子’， 以后再
接到陪审通知时 ， 就以种种理由推
脱。” 针对人民陪审员 “流失” 现象，
王爱群这样说。

第一次陪审结束后， 王爱群 “委
婉” 地向审判长道出了自己遭遇安检
的尴尬， 事情很快传到院长刘建菊耳
中。

“陪审员是来审理案件的， 还要
接受安检， 传出去简直是笑话！” 刘
建菊当即给王爱群打电话致歉。

随后， 法院专题研究， 给 21 位
人民陪审员制作了和在职干警统一样

式的胸牌。
进门容易了， 庭前阅卷、 等候开

庭的时间 “难熬 ” 问题又摆在了面
前。

“那阵子莫得场地 ， 晴天一身
汗， 雨天一身泥！ 来早了只好干等，
来晚了又怕耽搁庭审。 给我的感觉是
到法院 ‘扎场子’！” 陪审员向子昭回
忆当时场景这样说。

“当时的确考虑不周， 忽略了陪

审员面临的现实困难。” 谈及以往情
况， 刘建菊满含歉意。

经党组研究 ， 陪审团 “团部 ”
———办公室———很快有了着落。 “团
部” 的 “家当” ———办公桌椅、 文件
柜、 电脑、 电话、 饮水机、 打印机等
“一步到位”。

一场座谈

陪审 “课表” 出了 “笼”
陪审 “部队” 在法院安了 “家”，

陪审员队伍的管理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
结合队伍管理实际， 西充法院迅速

完善了 《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 《人
民陪审员考核制度》、 《人民陪审员奖
励制度》 等一系列常态化机制。

陪审员中大多数为在职人员 ， 陪
审与工作时间容易冲突 ； 陪审员工作
性质 、 所在行业及专业知识与陪审案
件 “不对口”； 庭审时无法发问、 合议
时发表意见 “言不由衷 ” 等问题逐步
显现。

西充法院决定召集全体人民陪审员

进行座谈， 听取他们对法院工作、 陪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 如果只考
虑组成合议庭， 随意安排陪审， ‘隔行
如隔山’， 陪审员在陪审时就只是一个
‘木脑壳’ （意指没作用）。 建议法院在
选取陪审员陪审案件时， 考虑其所在区
域、 所处行业、 所学专业， 充分发挥每
一个人民陪审员的专长。” 资深人民陪
审员帅国建的发言引起了该院党组高度

重视。
“我是教育部门的 。 每学期开学

前， 教师都有一个 ‘课程表’。 法院是
否可以借鉴一下 ， 给陪审员也安排一
个 ‘课表’， 通知庭审按 ‘课表’ 固定
的陪审员进行 ， 年终根据这个表进行
考核。” 王爱群根据自己的专业提出了
建议。

“我自愿来安排这个 ‘课表’， 义
务通知陪审员到庭， 对到位情况进行监
督、 通报。” 帅国建主动请缨。

座谈会后， 一份涵盖陪审员单位、
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 所学专业、 工作
经历、 特长、 政治面貌等信息的 “数据
库” 迅速建立。

根据信息， 法院指导帅国建按陪审
员所处辖区、 行业、 特长等， 制作了人
民陪审员陪审 “课表”。

“课表” 出笼， 实行 “大循环” 陪
审。 法院根据陪审员所在辖区、 专业知
识、 工作经历等对人民陪审员分区域、
类别排队， 实行轮候陪审； 按 “课表”
确定陪审员后， 将名单及其个人信息反
馈给审判长， 审判长根据回避等规定审
核后， 将审核意见告知； 提前三天通知
陪审员 ， 根据其反馈情况按程序 “递
补”； 根据 “课表” 内容， 对陪审情况
进行监督、 考勤， 对 3 次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陪审员进行通报 ， 提出 “终止资
格” 建议。

一个品牌

陪审 “倍增” 有了 “谱”
“现在实行 ‘轮候’ 陪审， 轮到自

己一次不容易。 接到通知后， 我就安排
好手头工作， 抓紧时间熟悉相关法律，
了解案情， 拟定发问题目， 生怕陪审发
问、 案件合议时 ‘开黄腔’！” 陪审员黄
洋贲说。

现有人民陪审员参与面宽了， 参与
度深了， 案件审理的公信度、 公正性随
之提高， 陪审案件服判息诉率 100%是
最好的佐证。

“看到台子上有两个 ‘法官’ 不是
法院专业人员， 开始很担心我的案子得
不到公正处理。 后来在调解过程中， 感
觉他们很 ‘懂行’， 能够站在我们老百
姓的角度为双方考虑， 处理时也很照顾
我们双方的面子 。 这样的结果非常公
正， 我完全服气！” 多扶镇农民李君飞
说。

“去年一年， 我一共陪审了 106个
案件， 好在我是退休人员， 没其余工作
拖累。 但是陪审员 ‘备选库’ 人员少、
陪审补助低， 大家陪审的积极性不高。”
帅国建直指陪审到位率不高的 “软肋”。

为此 ， 法院就人民陪审员 “倍增
计划 ” 及陪审工作保障等向人大 、 县
委 、 政府 、 政协作了专题汇报 ， 争取
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 “倍增计划 ” 及
陪审员补助专项经费预算已经列入议

事日程。
“因为经费、 精力等多种原因， 让

人民陪审员更多地参与案件审理， 一直
是困扰基层法院的难题。 西充法院巧妙
整合陪审资源， 用资深陪审员特长、 经
验管理陪审员队伍， ‘借力打力’， 把
陪审工作做成了 ‘品牌’， 这个经验值
得借鉴。” 视察人民陪审员陪审案件后，
人大代表巨敏对西充法院的陪审员工作

这样评价。

“辛法官，再给我五分钟！”承办
法官拿起卷宗准备开庭时， 被我拦
下。经过努力，对当事人做了最后工
作， 我终于成功调解了这个民间借
贷案件。

我叫吴修桥，今年56岁，是山东
省阳谷县寿张镇北街村的支部书记，
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3年。去年
10月，阳谷县人民法院实施人民陪审
员“倍增”计划。 经过层层选拔，我光
荣地成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寿张镇人民法庭就在我工作的

辖区内， 但一切对于我来说却是那
么的新鲜。在同事的帮助下，我也很
快进入了角色。 人民法庭案件多以
离婚、邻里纠纷、民间借贷为主，做
好调解工作，不仅能提高办案效率，
而且能实现案结事了。 我利用自己
多年在处理邻里纠纷的实践中总结

出来的经验， 结合上岗以来学习的
法律知识， 摸索出几条调解工作的
经验，在参审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摆正位置，公平公正。作为人民
陪审员，首先要有一颗公正之心。 我
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在自己参审的案

件中，不论当事人是谁，即使是亲戚或
者朋友，都平等对待，公正处理。

用心倾听，了解案情。对于家庭、
邻里之间的纠纷，当事人往往都是为
了一口气才走进法院。 对于这类案
件， 我都耐心地听当事人把话说完、
说透。 都是亲人朋友的，有多难解开
的疙瘩呢，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想找个
公正的中间人给评评理、诉诉苦。等
他们把话说尽了，气也就消了一半，
待我调解起来便得心应手。

仔细询问，找准症结。 我在调解
中能做到敢说、敢问，不怕得罪人。 在
弄清楚矛盾纠纷的来龙去脉后， 有针
对性地提问。曾经有一个离婚案件，男
方只要求离婚，女方坚决不答应。经仔
细询问得知，二人感情很好。只是女方
对婆婆态度不好，甚至打骂婆婆，关系
恶化。我给女方分析利害，让她主动给
婆婆赔礼道歉， 然后再让丈夫给她
赔礼道歉。 二人又言归于好了。

巧施方法，化解纠纷。针对不同
的案件情况采取不同的调解方式。
有一对夫妻要离婚， 原因是男方妹
妹出嫁置办嫁妆的钱不够， 老父亲
让儿子拿钱，而儿媳妇不同意。男方
一气之下起诉到法院要离婚。 我做
通双方工作， 让男方给女方打了一
张欠条， 并保证以后挣的钱都上交
女方，最后问题解决了。

为当事人排忧解难，化解矛盾，
是我的职责，也是我最大的快乐。坐
在办公室， 透过窗户看着怒气冲冲
来，高高兴兴回去的当事人的背影，
心里很欣慰。

（李 彬 整理）

在鄂西北山区，人们总是把威望高、
讲公道的年长者称作“老娘舅”。 廖庆杰
是湖北省竹溪县向坝乡远近闻名的优秀

教师，自从当上人民陪审员，他便被当地
人亲切地唤为“老娘舅”。

用心做调解

2002年，从向坝中心学校退休后，拥
有一副热心肠的廖庆杰经组织推荐，被
竹溪县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湖北省竹溪县

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在离十堰市最
远的县，在离竹溪县城最远的人民法庭，
他这一“陪”就是十几年。

在山区基层人民法庭， 涉及最多的
往往是邻里纠纷、分家析产、抚养赡养类
案件，为了尽可能的化解矛盾，用到的最
多的处理方式是调解。

“调解工作没什么秘诀，要说有，那
就是用心！”廖庆杰谈及自己当人民陪审

员的心得，显得一脸的自信和自豪。
问起怎么个法子用心时， 他笑呵呵

地说：“用心查看卷宗，熟悉案情，用心了
解当事人的情况和矛盾所在， 用心考虑
怎样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积怨， 解开当事
人的心结才是最关键。 ”

在向坝人民法庭，廖庆杰有一间“陪
审员办公室”，他不用在这里坐班，但退
休后他常常来这里“上班”。每一起案件，
在法庭通知廖庆杰参加审理后， 他都会
第一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里查阅案卷
材料， 仔细寻找、 思考案件调解的突破
口。

十余年来， 廖庆杰共参与了数百件
案件的审理，凡是他参加陪审的案件，大
多数都能够有个令双方当事人都接受的

圆满结果。
像廖庆杰这样的人民陪审员在竹溪

县有16名，遍布全县所有的乡镇。

以情化矛盾

2013年7月26日，竹溪县法院向坝法
庭顺利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 这起案件
刚到法庭时，法官曾做过多次工作，但当
事人双方不但没有谅解对方之意， 反而
矛盾还愈加激化。于是，法庭邀请廖庆杰
参加陪审。

在庭前和庭中， 廖庆杰从一名老教
师的角度， 指出离婚将给孩子的心灵带
来无法弥补的创伤， 而这种创伤很可能
会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生活。随后，他又以
一个老邻居的身份， 并以自己的家庭为
例讲述了“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性，指出
家人之间、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互相
包容、和睦相处，才能经营好家庭。

从法律的角度， 他指出当事人之间
各自都有错误，要学法 、懂法 、遵法 、敬
法，法律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经过其耐心疏导， 最终夫妻二人在
法官、双方父母和亲人的见证下，相拥在
一起。至此，这起双方当事人吵闹了五年
之久的离婚纠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只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 ‘对症下
药’，才是最好的办法。 能运用所学法律
知识，发挥自己的优势，看着当事人握手
言和，看着他们喜笑颜开，我感到非常的
自豪和骄傲。”作为中学教师又是人民陪
审员，廖庆杰每参与成功调解一个案件，
都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008年以来， 竹溪法院为每一位人
民陪审员建立了业绩档案， 作为陪审员
续任考核的重要依据， 以此激励陪审员
更好地参与陪审工作。

审案当主角

“人民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理中，不
是配角，我们与法官一样，都是主角。 ”这

是廖庆杰对人民陪审员的理解和认识，也
是竹溪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要求。

“在庭审中，案件承办人都会充分听
取我的意见和想法，这样我感觉到自己身
上的责任很重，所以参审每一起案件我都
会谨慎认真、尽心尽力。 ”廖庆杰如是说。

近年来， 竹溪法院不断创新人民陪
审工作举措和方式方法， 并选任学历水
平高、自身素质能力强、法律知识较丰富
的人作为人民陪审员， 使人民陪审工作
成为该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在竹溪法院，只要是对的、合
理合法的、 有利于矛盾化解的意见、建
议，法庭都会采纳，有的案件甚至是陪审
员的意见成为合议庭主要意见， 切实体
现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一年来， 该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结案
件1196件，全部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
实现了陪审率 100%的目标。

陈相远：本院受理马一浩申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4） 镇复执字第 3 号执行裁定书和苏房地估字
（2013）丹第 595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哈尔滨市飞腾水泵经销部、原松艳：本院受理原告锦州市
腾飞水泵厂诉你们及王振宇拖欠货款纠纷一案，因被告王振宇
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管辖权异
议申请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欢迎广大客户来我社办理业务，特

别提示：客户在办理存款、贷款、还款、汇兑等业务时，请到具有鹿邑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业务。 农村信用社
在营业网点外没有任何业务代理网点及代办员，任何个人（含信用
社职工）在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外办的业务均是违法行为，对
此我社不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公证处已受理徐成斌申请遗嘱继承被

继承人为廖玉兰（女，公民身份号码：513221192210060226）的继
承公证一案。 经查实：廖玉兰生前立有遗嘱将其房产留给徐成
斌。廖玉兰的长女徐香云先于其死亡，并遗留有一子胡国梁。现
发出公告，公告期期为 30 日，望胡国梁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与四
川省成都市温江公证处或徐成斌联系。 逾期未联系的，视为胡
国梁承认廖玉兰遗嘱内容，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公证处将按照遗
嘱继承继续办理。 联系人：范伟 电话 028-82764675 徐成斌

18384246183 特此公告！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公证处

本院受理李长军申请认定天津市河北区月牙河小学核定

的屠宝兰 （2005 年 7 月 4 日死亡 ） 应享受的住房补贴款

101665.2 元为无主财产一案， 依法对上述财产发出认领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如果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作出裁定，受理衡阳成宇物资
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对该公司的其他民
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本院
申报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苏尔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 14 日，苏州高新

区出口加工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你单位不能清偿结欠其的

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单位进
行破产清算。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通知书、破产清算申请
书及相关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单位对申
请如有异议， 应在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并附相关证
据。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因常熟市东升针织纬编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五洲信友律

师事务所向本院申请终结程序，经审查，管理人已按照《常熟市
东升针织纬编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规定，完成了全
部债权清偿工作，现常熟市东升针织纬编有限公司已无财产可
供分配。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裁定终结常熟市东升针织纬编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十堰九乐星工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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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0053 26079264号银行承兑汇票（金
额贰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3 年 8 月 6 日，出票人全称十堰方跃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兴业银行十堰分行，收款人全称
襄阳昊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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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可美绗服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持
票人均为常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
常熟莫城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7 月 20 日 ，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 ， 票据号码为
1030005224943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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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阴龙阳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达冠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北京伊尼亚
服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江阴龙阳纺织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
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15 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4129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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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阜宁县恒利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阜宁县日辉化工有限公司 ，收款人
为阜宁邦捷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阜宁县恒利石化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
期为 2014 年 1 月 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7 月 9 日，票面
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4116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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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华能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江苏华益中亨金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苏州市恒升机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江苏华能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3年 9 月 3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3 月 30 日，票面金额
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4058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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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熟众心苹果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江苏东盾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洪泽东
泰人造板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常熟众心苹果服饰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苏州银行常熟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1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21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
为 3130005133006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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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深圳市东宝通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江苏格立特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格美
新微电子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深圳市东宝通科技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4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2月 24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
据号码为 3140005124028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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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深圳市东宝通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江苏格立特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格美
新微电子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深圳市东宝通科技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4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2月 24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
据号码为 3140005124028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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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响水县金润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持有的江苏响水

农村商业银行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出具票号为 31400051/
21753654 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收款人为响水
县浩岩轴承座制造有限公司，出票人为响水县汇中空调配件有
限公司）遗失为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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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江苏]响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阿拉善左旗宏业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票号为 10400052/24206612，出票人中盐吉兰
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乌海市宝华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 付款行中国银行巴彦浩特乌素图支行 ， 票面金额 2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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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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