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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短命工程： 不能止于叫停
陕西省宜川县丹州镇郭俭村， 是一

个投资上千万建成的移民新村， 老百姓
入住才两年， 突然告知要被强拆了， 原
因是当地政府要建迎宾大道。 近日， 此
项征迁工作已被延安市叫停。

对于如此劳民伤财的 “短命工
程”， 不仅要立即 “叫停 ”， 更要对相
关决策者展开严肃的责任追究 。 近些
年来 ， 形形色色的 “短命工程 ” 屡见
不鲜 。 比如 ， 有的地区频繁地对道路
进行重建扩建 ； 有的地区建成豪华酒
店 ， 营业不久却对其作出爆破处理 ；
有的地区耗巨资建设的政府办公大楼，
使用不到几年便拆掉重建……

“短命工程” 在一些地区的疯狂上
演 ， 既缘于有些工程属于不折不扣的
“豆腐渣” 工程， 不得不 “推倒重来”。
更在于一些地方官员存在着扭曲的政绩

观或者更为可怕的腐败黑幕。 姑且不论
每一起 “短命工程” 的投资方是否属于
政府， 但是， 作为规划、 国土、 城建等
各个政府部门来说， 理应从源头进行把
关 ， 从而遏制 “短命工程 ” 的屡屡出
现。

无论是为了能够将一笔资金科学合

理地花在刀刃上， 还是为了城市的长远
建设与管理等， 都应当尽心尽力把每一
项工程打造成为 “长远工程”、 “百年
工程” 等。 试想， 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切
实能够尽到相关责任， 又怎会出现一些
城市几乎每年都要对道路进行 “拓宽”
呢？ 事实上， 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热衷
于搞 “短命工程”， 在其背后往往存在
着官商勾结、 钱权交易等腐败黑幕。

地方政府为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道路未尝不可， 但这绝不能成为将
刚刚建成两年的移民新村拆迁的理由。
当然， 我们欣慰地看到， 延安市政府及
时对这一即将上演的 “短命工程” 叫停
了， 但是， 作为纪检部门来说， 还应当
以荒诞决策为线索， 彻查这起即将上演
的 “短命工程” 背后， 是否存在着见不
得阳光的猫腻与勾当？

———周 歌

申请再审、申诉与涉诉信访
胡夏冰

申请再审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 而申诉的权利基础是公民
享有的民主权利。 我国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和申诉制度不仅在内容上相互交
错， 而且在功能上高度重叠， 严重影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风中的承诺，欠社会一个交代
“十件实事”、“八项承诺” 等在各地

屡屡出现。 承诺和目标， 燃起了群众期
待，形成了社会预期。但在一些地方和领
域，制定目标时慷慨激昂，兑现诺言时障
碍重重的情况却时有发生。 治污 “军令
状”、食品安全“保证书”等言犹在耳，违
法事件频频发生； 调控物价房价时信誓
旦旦，实际效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并非所有的承诺都必定能完成，这
一点群众是理解的。但是一旦承诺落空，
对社会和公众作出有关解释和说明既是

基本的要求，也是应有的态度。但经常看
到的是，作出承诺是“故事的开始”，不了
了之是“无言的结局”。 在数次对汽车限
牌传闻进行辟谣后， 杭州突然宣布执行
限牌和限行双重措施，引发无数吐槽；在
房地产调控上， 对没有完成房价调控目
标城市所应有的问责和约谈“缺位”……
种种“不了了之”，让人失望。

实现承诺给公众以鼓舞和信心，目
标落空给社会以解释和交代， 争取群众
理解应该成为基本的规则。 社会衷心希
望，用制度建设保证一诺千金，用真心诚
意回应百姓期待。

———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

声音

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可以划分为若
干个由低到高的时间段， 在每一个时间
段都应该选少量改革项目进行配套的改

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上

世纪九十年代改革中提出的 “最小一揽
子改革”的概念值得认真研究，加以利用

法 官 之 声

人性·程序·价值
张纵华

2014 版 《机械战警 》 的导演何
塞·帕迪里亚认为 “控制与抗拒控制”
是这部影片的灵魂所在； 而我从职业
视角切入， 联想到的是贯穿于法官判
断过程始终的诸如对人性的关怀、 对
程序的追问、 对价值的权衡等等。

关于人性 。 2028 年 ， 在犯罪日
益猖獗的美国， 机器人能否获得执法
资格？ 力量和信息方面， 机器人占有
绝对优势； 但因为它们没有人类的感
情和思维， 执法效果仍受质疑。 为推
动机器人进入执法队伍， 生产商用一
位因公重度烧伤的警察———墨菲的大

脑和内脏与机械进行组装， 制造出既
有人类面孔又有超强力量的 “机械战
警”。

是让生产商操控下的程序绝对地

控制来自人体的零件？ 还是由墨菲的
大脑去掌控海量信息与机械四肢呢？
属于人类的情感被最大限度地从墨菲

大脑中抽离以后， 程序控制下的他就
在幼子面前、 在为墨菲归来而举行盛
大活动的广场， 开枪射杀隐藏在人群
中的通缉犯， 却不顾孩子的感受， 不
顾及可能伤到无辜的人。 这一方面展
示了信息技术与机械力量使墨菲变得

异常强大；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
剥离了善恶并存的人性后， 墨菲仅仅
是一个冰冷的机器。

在法官的职业生涯中， 理性选择
的中立与感性操控的情绪并存始终，
这是一对必须面对和平衡的矛盾。 因
为不论法律还是情理， 都建构在人性
的基础之上。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都
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细腻感知。 裁判
过程不能够模仿自动售货， 再细致的
规范设计都做不到无懈可击。 变数永
远存在，“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关于程序。 先进的科技， 竟然让
被程序控制的大脑误以为是自己在操

控机械肢体！ 影片中， 墨菲的思维被
爱和责任唤醒， 最终摆脱了程序背后
他人的掌控。

自然科学领域的程序设计让机械

运作的自动化得以实现， 社会科学范
围内的程序法则维护着人与人相处的

外观正义。 然而因为客观真实没有办
法还原， 沿着程序追索的法律真实，
可能仅仅是一种推断。

为了避免发现差错或不足时木已

成舟、无法挽回，程序法的设计应该是
而且一直试图在追求更加有效率的同

时，更加接近公平正义。而在程序法被
应用于实践后， 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
去进一步改进它的时候， 还要准备继
续迎接无穷无尽的新情况。“法律是一
种不断完善的实践”，程序法的完善必
定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追问！

关于价值。 让感性和理智角逐是
人类的专利， 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束
缚。 在亲人和旁观者的眼里， 任何延
续生命的机会都不应当被放弃； 但在
面对要不要机械战警保留人类情感

时 ， 诺顿博士遭遇了极难抵制的干
扰。 那挣扎、 选择和坚持， 与法官判
断的过程何其相似！

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去争取

己方诉求实现 ， 得到越来越多的保
障； 但是， 还有人试图通过任何可能
的方式， 使自己的想法得到更大程度
地满足， 这往往造成对法官判断的干
扰。 虽然 “让法官不受干涉地居中判
断” 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同， 但
是哪里有利益， 哪里就滋生干扰。

法官必须在感性地感知后， 全力
排除干扰，理性判断。尽管不偏不倚的
价值目标可能永远是可以接近、 也许
重合，却无法合二为一。但只要方向对
了，我们不停下，距离总会缩短！

微言大义

申诉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法律规定的一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重要制度。 对于当事人不服人民法
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请求重新审理的行

为，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为申请
再审制度， 而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称之为申诉制度。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当事人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认为有错误的， 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
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
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
院应当再审。 同时规定， 对判决、 裁
定 、 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
件， 当事人又起诉的， 告知原告申请
再审。

刑事诉讼法规定， 当事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 近亲属， 对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 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
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 当事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 近亲属的申诉符合法律规
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申诉制度：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认为确有错误的， 可以向原审
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

诉。
应当指出的是， 当事人不服民事

生效裁判请求法院重新审理的行为，
与当事人不服刑事和行政生效裁判请

求法院重新审理的行为， 在法律上都
属于相同性质的诉讼行为， 应当适用
相同的法律制度进行处理。 但是， 我
国三大诉讼法在解决同一性质的问题

时， 却分别规定了申请再审制度和申
诉制度。

或许我国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制

度和申诉制度是完全相同的法律制

度， 其立法意旨都是规定当事人对生
效裁判不服而请求法院重新审理的活

动， 它们不过是在民事诉讼和刑事/

行政诉讼中的不同立法称谓而已。 但
是问题在于， 根据立法技术的基本要
求， 相同的法律制度应当在立法上采
用相同的名称。 如果使用不同的名称
指代同一法律制度， 难免会给人们的
认识带来分歧， 也不利于人们在司法
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因此，
单从立法技术上看， 我国法律规定的
申请再审和申诉制度也应当在名称上

统一起来。
其实， 申请再审和申诉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法律制度， 它们具有不同的
性质和功能 。 申请再审通常被称为
“再审之诉”， 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一项诉讼权利， 其主要功能是启动再
审程序， 要求人民法院对已经审理终
结的案件再次进行审理。 申请再审的
权利基础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权。
当事人的诉权在不同的程序阶段具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一审程序开始阶
段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的起诉权， 在二
审程序开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的

上诉权， 在再审程序开始阶段主要表
现为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因此， 申
请再审同起诉、 上诉一样， 都是法律
赋予的当事人诉权的具体形态。 当事
人申请再审，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
件， 人民法院就应当启动再审程序，
以保证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实现。

申诉的权利基础是公民享有的民

主权利， 即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监督权， 以及参
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

权和言论表达权。 在司法领域， 公民
的申诉权主要表现为要求司法机关对

已经处理的生效裁判进行复查的权

利， 它没有诉讼权利的性质。 公民向司
法机关提出申诉， 主要是为司法机关提
供发现生效裁判是否存在错误的线索。
尽管申诉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再审程序，
但它仅仅是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的材

料来源和信息渠道， 申诉并不会必然引
起再审程序。 因此， 从功能上看， 申诉
不像申请再审那样， 具有直接开启再审
程序的功能。

从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法律规定的
申请再审和申诉制度不仅在内容上相互

交错， 而且在功能上高度重叠， 严重影
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刑事诉讼
法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申诉制度， 没有
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制度那

样， 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
再审的管辖法院、 再审的法定事由、 再
审裁判的法律效力等。 我国法律规定当
事人提出申诉的期限和次数， 以及申诉
的管辖机关和申诉审查的法律效力等，
在立法上都处于模糊甚至空白状态 （虽
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或

者检察院提出申诉， 但向哪一级法院或
检察机关申诉并不明确）。 因此， 实践
中， 许多不服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及其近
亲属对刑事和行政生效裁判反复申诉、
多头申诉等现象不断发生。 这种状况不
仅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
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影响了公众对
司法的信心， 损害了司法尊严和法治权
威。 为此， 我国法律规定的申诉制度需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和完善。

申诉制度改革应当从建设法治中国

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高度出发，
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紧紧围绕建
立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形成

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 矛盾调处、 权益
保障机制， 使群众问题能反映、 矛盾能
化解、 权益有保障。 首先， 将申诉制度
置换为申请再审制度。 申诉不是程序法
意义上的 “诉”， 诉讼法不应当为申诉
设置程序空间。 申请再审符合 “诉” 的
构成要素， 应当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内
容。 因此， 有必要将我国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申诉制度， 调整为申
请再审制度， 从而实现申请再审制度在
立法上的统一和协调。 其次， 转换申诉
制度的功能。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申诉
制度， 其主要功能是为不服法院生效裁
判的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渠道。 申诉制
度的这种职能定位实际上与司法制度的

功能存在着交叉和重合。 严格地说， 只
有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地为当事人的诉讼

权利和实体权利提供救济和保障。 申诉
制度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为司法机关了
解当事人和公众对司法裁判的意见和建

议提供窗口和桥梁， 它并不具备解决社
会矛盾纠纷的作用。 因此， 申诉制度的
功能应当由当事人权利救济向司法信息

收集转变。 鉴于申诉制度与信访制度在
功能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和重合性， 应当
将这两项制度实行并轨， 实现申诉与信
访合一。 最后， 规范申诉权的行使。 在
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方面， 可以考虑采
取申请再审前置模式， 即法院作出生效
裁判后， 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首先
申请再审， 请求法院对案件重新审理；
只有在当事人的申请再审不符合法定条

件或者被依法驳回的情况下， 当事人及
其利害关系人才能依法行使申诉权。 这
样， 不仅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而且有利于防止出现当事人反复缠
讼的无序现象。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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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催收公告 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对下列逾期债务予
以公告催收 （详见债权清单）， 清单所列之债务已剥离至财政
部，并经财政部授权委托给我行进行清收，请借款人和担保人
立即向我行及下属分支机构履行偿还欠款本息的义务 （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清单所列本金（或无本有息
的）仅列明截止 2014 年 3 月 20 日的余额，利息、复利、罚息按
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单位为元。 联
系人及电话：徐先生、联系电话 0592-5578695；施先生、联系电
话 0592-5578689；张先生、联系电话 0592-5578699；地 址：福
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98 号农行大厦 1203 室 邮编 ：
361009
附件：债权清单
1、（借款人： 厦门玉鹭建材工业公司， 本金余额：16,700,000.00
元）2、（借款人：福建省龙岩玉鹭水泥厂，本金余额：870,000.00
元）3、（借款人：厦门龙泉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担保人：益城
（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骆耀明，利息余额：5,050,230.25
元，）4、（借款人：厦门象屿泽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保人:益城
（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龙（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骆耀明，利息余额：3,258,606.48 元，）5、（借款人：厦门金科
实业有限公司，担保人：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厦门销售公司，本
金余额：1,885,000.00 元） 6、（借款人： 厦门象屿胜蓝进出口有
限公司，担保人：厦门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石狮市莲中
凯胜畜牧场，本金余额：2,125,233.65 美元）7、（借款人：厦门经
济特区利德工贸进出口公司，担保人：厦门大洲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金余额：2,130,000.00 元，担保人：厦门新行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鑫利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989,300.00元）8、（借款人：毕于平，利息余额：30,423.97 元）9、

（借款人：王良裕，担保人：厦门市翔安马巷宏裕土方工程公司、
王良裕，本金余额：215,000.00 元，房产抵押）10、（借款人：许东
阳，担保人：许东阳，本金余额：90,000.00元 ，房产抵押）11、（借
款人：洪尧盾、洪聪明，担保人：翁天注，本金余额：30,000.00 元）
12、（借款人：杨幼面，担保人：柯文乾，本金余额：8,200.00 元）
13、（借款人：黄秋荣，担保人：林四新，本金余额：80,000.00 元）
14、（借款人：蔡顺德，本金余额：200,000.00 元）15、（借款人：洪
丽水，担保人：陈珍圆，利息余额：8,663.94元）16、（借款人：洪春
仲，利息余额：10,740.88 元）17、（借款人：厦门市集美区合作加
油站、蒋进钦、周宗远，本金余额：550,000.00 元，房产抵押）18、
（借款人：厦门永聚泰家具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厦门市杏林
区银河综合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972,499.96 元）19、（借款
人：厦门汉记食品有限公司，担保人：厦门市新祥龙实业有限公
司、林淑惠 、林汉彪，本金余额：11,000,000.00 元）20、（借款人：
厦门汉记食品有限公司，担保人：厦门市禾山镇高殿村民委员
会，本金余额：6,000,000.00 元，房产抵押）21、（借款人：厦门汉
记食品有限公司，担保人：厦门市大海城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
余额：2,999,999.60 元）22、（借款人： 厦门市新祥龙实业有限公
司，担保人：厦门高运储运有限公司，本金余额:2,400,000.00 元）
23、（借款人： 厦门市海沧商业合作总店调味品经营部 （黄秋
荣），担保人：厦门东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金余额:10,000.00
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2014年 4月 3日

申请人河北亿诚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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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票人天津三电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2 日 ;汇票号为 30800053 94328262;票面金额为
384989元;出票银行为招商银行天津河北路支行;收款人和持票
人均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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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超人贴花印刷有限公司因丢失承兑汇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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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5120031667，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为天津振大工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天津市北辰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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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盐银港（承德）人造板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
兑汇票壹张（号码为 31300052/23756270，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月 24日，出票人卫辉市今生缘家具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
707250100100007157，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汇票到期
日为 2014年 4月 24日。 付款行新乡银行卫辉支行。 收款人为
新乡市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行为农业银行延津县支
行，收款人账号为 16-411101040008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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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卫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楚春英因票据损毁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 票号
10500053/20934571，票面金额 250000元、出票人南京梅山冶金
发展有限公司矿业分公司、 背书人岳阳市云溪通力化学助剂
厂、背书人湖南省金益达化工有限公司、背书人郑州市天成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背书人荥阳市兴业建材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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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建平县万寿金鑫华泰轮胎服务中心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 （票面金额 100 000 元 ， 票 号 为 31300051
28243172，申请人为扬州市广陵新地船舶钢结构配套工程有限
公司， 收款人为扬州市环洲船用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出票行为南京银行扬州分行）,于 2014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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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枣庄市胜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面金额 50 000元，票号为 31300051 30329226，申请
人为江苏天雨环保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天雨
环保集团，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4 日，出票行为南京银行
扬州分行）,于 2014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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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桂林华锋金刚石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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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80005392725047；票面金
额：肆万玖仟元整（￥49000.00 元）；出票人：吉林东光奥威汽车
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长春哈希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贰零壹叁年零柒月壹拾捌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肆年零壹
月壹拾捌日；付款行：招商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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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曼迪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因其将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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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为 3020005323194081、汇票金额
为 600000 元、出票人为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吉林省龙奥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11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6 月 11 日，付款银行为中信
银行长春分行，持票人为天津曼迪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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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40200052 21813829，票面金额为 10 万
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2月 12日，票据到期日期为 2014 年 6
月 11日，出票人为宁夏锦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卫
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宁夏乾昌贸易有限公司，开户
银行为中国银行银川市新华东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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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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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滨州环世物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
码为 30900053 24858351，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3年 11
月 20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2月 20日，出票人德赛集团有限公
司，收款人滨州滨海皮业有限公司，出票行兴业银行温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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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 10500053 21484393， 出票日期 2012年
12月 19日， 汇票到期日 2013年 6月 19日， 票面金额人民币
142647元，出票人浙江海派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汕头市创美药
业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和持票人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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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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陴上接第一版 各级党员干部要树立

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 利益观， 提高
拒腐防变能力， 坚决杜绝以权谋私、 贪
赃枉法行为。

孙春兰强调， 各级党委、 政府要积
极支持政法工作， 更加重视政法队伍建
设特别是基层政法干部的成长进步， 做
到政治上关心、 工作上支持、 生活上照
顾、 精神上激励， 真正把从严治警和从
优待警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要采取多
种形式深入宣传石玉波同志的先进事

迹， 营造比学先进的浓厚氛围。
周强在讲话中指出， 石玉波同志的

先进事迹， 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人民法官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职业追求， 充
分展现了法院干警恪尽职守、 奋发有为
的精神风貌。 全国各级法院要认真学习
宣传石玉波同志的先进事迹， 紧紧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牢牢坚持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 凝心聚力， 开
拓创新， 扎实工作， 切实履行好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职责， 为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周强强调， 向石玉波同志学习， 就
是要像他那样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政治
本色。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 在思
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永葆忠于
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

政治本色。 向石玉波同志学习， 就是要
像他那样牢记工作宗旨 、 践行司法为
民。 以石玉波同志为镜子， 认真对照查
找在宗旨意识、 司法作风、 司法廉洁等
方面的差距， 认真落实 “三严三实” 要
求， 扎实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向石玉波同志学习， 就是要像他
那样树立法治信仰、 坚持公正司法。 在
案件处理上做到 “只服从事实， 只服从
法律”， 敢于抵制和排除各种干扰， 坚
决防止发生冤假错案， 以公正廉洁的司
法活动， 努力向社会传递执法如山、 惩
恶扬善的正能量。 向石玉波同志学习，
就是要像他那样勤于学习钻研、 提高司
法能力。 着力把握各类矛盾纠纷发生演

变的规律和特点， 认真研究、 妥善处理
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 不
断提高做群众工作、 化解社会矛盾的能
力和水平。 向石玉波同志学习， 就是要
像他那样不计个人得失 、 甘于无私奉
献。 加强党性修养， 陶冶思想情操， 提
升思想境界， 积极为人民司法事业忘我
工作、 默默奉献，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会上， 徐家新宣读了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追授石玉波同志 “全国模范法
官” 荣誉称号的决定》。 天津市有关部
门和全市政法干警共 800 余人聆听了石
玉波同志先进事迹介绍。

会前， 孙春兰、 周强等领导同志亲
切会见了石玉波同志的家属， 向他们表
示诚挚慰问。 昨天， 孙春兰在迎宾馆会
见了周强一行， 天津市委副书记、 市长
黄兴国等领导同志参加会见。

陴上接第一版

周强指出， 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
线和基石， 各级法院要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今年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第一年， 各级法院要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 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
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依
法审理各类与改革密切相关的案件， 并
加强调查研究 ， 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作
用， 积极建言献策，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周强指出， 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的

根本宗旨， 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密
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不断探索便
民利民的新方法， 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
司法需求。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 司法服
务就要跟进到哪里， 这是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所在。 要加强

队伍建设， 扎实抓好法院系统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认真开展向
石玉波同志学习活动， 进一步转变司法
作风， 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 要让
法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通过办案不断
提高法官的能力水平。 要依法有序、 积
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中央政法委和最

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上来 ， 保持队伍稳
定、 思想稳定， 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到
实处。 要继续深化司法公开， 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手段， 全过程全方位推进司法
公开， 让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司法、 理解
司法、 信任司法。

周强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人民法院
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广大法官要保持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抢抓机遇， 迎接
挑战， 克难攻坚，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为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追授石玉波“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为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