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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值不值最终看实效

浙江义乌市高薪聘任公务员活动在

舆论热议中进入公示阶段。 从年薪是否
过高到聘任制能否解决公务员队伍 “能
进不能出”问题，可以看出舆论对公务员
队伍管理改革的关注点在于， 如何提高
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投入产出效益。

在常规的招录办法之外实行聘任

制，是公务员队伍建设领域的一项改革，
做好了既可以满足特殊岗位人才需求，
也可以解决饱受诟病的公务员队伍 “能
进不能出”问题，激活现有的公务员队伍
管理机制，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
借鉴。 所以，大方向值得鼓励。

然而，就怕事实背离百姓愿望。义乌
市聘任公务员活动之所以被质疑， 重要
原因是之前深圳市的同类举措效果与百

姓预期出现了明显差距 ，4年间聘任的
3200余名公务员至今无一解聘，“退出机
制”没了着落。

关于薪酬高低的议论， 实质是利益
分配是否合情合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评价义乌市聘任公务员举措是否成

功为时尚早。
———新华社记者 伍鲲鹏 吴 俊

短评

法 官 之 声

如何完善合议规则
陈增宝 林张萌

婴儿安全岛：存还是废？
林 嘉

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生命至上，保护弃婴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当优先。 婴儿
安全岛对于救助弃婴的生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应当保留并进一步完善相关
措施。

2014 年 3 月 16 日， 广州市福利
院由于收到过多弃婴而不堪重负， 宣
布暂时关闭开设还不到 50 天的 “弃
婴岛”。 随之，弃婴岛问题再次引起了
社会广泛关注。自 2011 年 6 月 1 日河
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首次尝试设

立弃婴岛起，目前我国包括天津、内蒙
古等十个省市已经建成了 25 个弃婴
岛并投入使用，还有 18 个省市正在积
极筹建。 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推广
弃婴岛的同时， 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
耳。 反对者质疑这是政府在变相鼓励
遗弃婴儿，可能助长遗弃行为，间接纵
容了遗弃罪。而当广州、南京等经济发
达地区设立弃婴岛时， 全国各地的弃
婴纷纷涌去， 大大超出了当地社会福
利院所能承受的能力。 我们应当拷问
我国的社会救助水平、 社会救助资源
和条件是否准备充分？ 而且相当一部
分弃婴是女婴和残疾婴儿， 如何从源
头遏制和治理？ 这些质疑和出现的问
题使得弃婴岛的设立陷入尴尬的境

地：是保留，还是取消？
弃婴岛又被称为 “婴儿安全岛”

（英文是 Baby Hatch） ， 它是本着
“尊重生命， 生命至上” 的原则建立
的， 目的在于呵护弃婴、 救助生命。
婴儿安全岛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意大

利， 目前在美国、 德国、 日本、 印度
等许多国家都存在。 例如， 美国以州
立法的形式制定 “安全港法案”， 允
许父母以匿名方式在安全的地方弃

婴， 如监察局、 消防队、 医院等。 欧
洲许多国家允许在医院、 教堂、 孤儿
院等地方开设弃婴岛， 产妇也可以匿
名的方式在医院生产孩子， 并允许父
母在婴儿出生的几周内有反悔权。 超

过该期限， 婴儿可以被安排由合适的家
庭来领养。 在国外， 对于弃婴的行为也
引发了相关的法律和道德的争议 ， 例
如： 认为弃婴岛纵容了弃婴的现象； 弃
婴岛的存在剥夺了婴儿的身世知情权；
一些婴儿岛的设置甚至会以得到政府更

多的补贴为目的 ， 从而引发了道德风
险。 尽管存在各种争议， 但本着生命至
上的原则， 各国都在寻找保护婴儿的最
佳方式。 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第二
十条规定： “暂时或永久脱离家庭环境
的儿童， 或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这种环
境中继续生活的儿童， 应有权得到国家
的特别保护和协助。 缔约国应按照本国
法律确保此类儿童得到其他方式的照

顾。” 公约的规定为缔约国制定法律和
实施相关措施提供了依据。

婴儿安全岛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事

物， 但自其被引进以来就争议不断。 是
生命救助， 还是助长犯罪？ 这种争议实
质上反映了我们仍未明确从根本上解决

弃婴现象的途径。 针对弃婴问题， 我国
收养法、 婚姻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治
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部门法都做了相

关规定 。 婚姻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保护和教育” 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必须
履行的义务， 第四十四条规定了遗弃家
庭成员的民事责任 。 刑法针对弃婴现
象， 专门在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了遗弃
罪， 严重者可能构成第二百三十二条的
故意杀人罪， 比如将婴儿遗弃在人烟稀
少的荒山野岭等 ， 可能构成故意杀人

罪 。 同时为了完善弃婴发现 、 救助机
制， 民政部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转发了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关于开展
“婴儿安全岛” 试点工作的方案》， 该方
案确定了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一系

列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试点时间和组
织实施， 以及试点工作的保障措施等，
明确了婴儿安全岛的意义在于创新社会

救助体制。
尽管婴儿安全岛的设置还存有争

议， 但从利益衡量的角度， 生命至上，
保护弃婴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当优先。
婴儿安全岛对于救助弃婴的生命有其不

可替代的功能， 应当保留并进一步完善
相关措施。 对于因设置婴儿安全岛而引
发的各种争议， 从法律的层面来回应，
我们认为设置弃婴岛或将婴儿放置弃婴

岛的行为一般不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如
果父母极度贫困或没有抚养能力而放弃

抚养， 而此举有利于婴儿的成长， 应当
可以构成豁免遗弃人刑事责任的阻却违

法事由。 由于弃婴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问题， 父母放弃对婴儿抚养的原因也
是复杂多样， 因此， 应当采取综合治理
的方式来解决弃婴问题。 除了通过设置
婴儿安全岛外，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采取
措施完善我国弃婴救助制度：

一是注重从源头治理， 减少弃婴的
出现。很多弃婴都是因为病残而被遗弃，
为了鼓励优生优育， 可以鼓励年轻人接
受婚前检查制度。对于怀孕的孕妇，政府
应提供免费的健康缺陷婴儿筛查制度，

以降低有缺陷婴儿的出生率。
二是建立健全弃婴社会救助和社

会福利制度， 完善儿童大病救助和福
利制度。 可根据各省市具体情况， 建
立以困难程度为标准的儿童医疗救助

制度、 重残儿童福利津贴制度， 扩大
新农合特殊病种的报销比例， 如新生
儿脑瘫等等。 建立基层社区儿童照料
康复体系， 社区儿童福利与服务专业
社工队伍 ， 减轻残病婴儿的家庭负
担。 应当加快制定社会救助法， 使弃
婴的社会救助权获得法律的保障并得

以实现。
三是完善以国家责任为主导、 社

会民间公益机构为辅的多元化社会救

助体系。 救助弃婴毫无疑问是国家应
尽的责任，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 从保障弃婴的生命权、 健
康权出发， 婴儿安全岛不仅不应当被
废除， 而且国家还应当加大对社会福
利院的财政支持， 通过建立婴儿安全
岛以及时救助弃婴的生命。 同时， 还
应当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弃婴救助的

问题， 应当发挥民间公益组织在救助
弃婴的特殊作用。 从社会治理来看，
政府应当放权 ， 但同时实行严格监
管， 政府应通过立法来规范民间公益
组织在救助弃婴方面行为， 对于符合
资质的社会民间公益组织给予认证并

登记， 从而构建全方位的有利于婴儿
健康成长的安全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法教
研中心主任、 教授）

声音

微言大义

我觉得法制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
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 渗透到我们工
作、 学习、 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作为
一个法官我有一个法制中国的梦， 是希
望老百姓相信法律， 让法制成为一个信
仰，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

人民法庭副庭长刘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何须那么多“零容忍”
最近，“对‘医闹’零容忍”的报道又

见报端。 对腐败“零容忍”、对网络谣言
“零容忍”、对新闻敲诈“零容忍”……众
多的“零容忍”下，有关部门成为 “消防
队”，似乎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依法治
国下，“零容忍”应该是常态，而不是灭火
式地解决问题。

网络谣言为什么能够如此泛滥，“医
闹”为何如此猖獗，新闻敲诈为何有生存
空间？这些社会现象病症在外，病灶却在
内。如果我们的医疗机构不再以药养医，
医疗资源均衡分配，看病不再难不再贵，
医生有相适应的收入作保证， 医患关系
何来紧张？退一步，当“医闹”发展到行凶
杀人的程度，严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还需要用“零容忍”来表态吗？ 面对网络
谣言、新闻敲诈这等纸老虎，如果被敲诈
的单位自身硬邦邦， 如果我们职能部门
监管到位 ，他们既无 “市场 ”，亦无处藏
身！由此，依法治国不能也不再是空洞的
政治口号，理应从墙上走进社会实践，让
法治处在实然状态。

法治要依“法”。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在一个“最好”与“最坏”交织呈现的复杂
时代，处处可见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或
是把利益当作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
以为了利益让路； 或是吃透规则甚至潜
规则， 善于钻空子、 找漏洞达到自身目
的。 我们批判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为了警
惕人们不要被这种消极的价值观消解和

侵蚀， 一旦这种利己主义的行为跨越了
法律的界线， 就当然要接受法律的否定
评价。 “医闹”、网络谣言、新闻敲诈和电
信诈骗等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依法打
击和治理才能正本清源。因此，我们无需
容忍法治，就是充分发挥法律的指引、评
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规范、指导人
们的社会行为， 用法律保护人们的合法
权益，打击非法侵害。相关职能部门严格
执法办案， 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是其肩负
的法定责任，由此，法治无需容忍。

———孙光辉

观点

法律设置合议制的初衷在于通过

群体决策这一形式集思广益、形成监
督，保证案件得以公平、公正的解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全面启动的新

形势下，如何健全合议庭运行机制，落
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已
成为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完善或构建相应的运行规则，必
须以心理学领域的群体决策机制作为

基本遵循，而科学理性的群体决策应
当遵循以下规则。 一要遵循依多数意
见决策规则。 将众多不同的个体意见
汇集成一个群体意见，依靠的就是少
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 二要保证个
体有效获取决策信息。 事实信息的获
取是判断与决定的基础。 如果决策者
的信息不对称，即使表面上共同参与，
但实际上也难以做到共同决策。 三要
帮助个体克服从众心理。 从众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固执己见和盲目自

信，但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性，束缚
了思维，扼杀了创造力，在理性的群体
决策机制中应当注意尊重和培养主体

的自主性。 四要防止被少数人控制而
多数人服从。 五要明确各个成员的具
体责任。有关研究证明，群体合作有内
耗现象，容易导致责任不清，出现集体
工作时的“责任分散”现象。

司法实践中合议庭评议运行存在

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合议庭评议表决
对象，即哪些问题需要评议表决，不够
清晰；二是合议庭表决规则模糊，即表
决方式、具体规程等不明确。 根据上
述心理学原理，构建科学理性的合议
庭评议表决规则应当作为合议制运行

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前，需要进
一步细化和规范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当

包含以下几条：
第一，确立提炼归纳规则。 为了

提高效率、确保质量，审判长应当对合
议庭评议和表决对象先行提炼，或后
作归纳， 然后集中表决或逐条表决。
实践证明，按案件事实时空顺序或罪
名等标准进行分类处理，分段合议、分
节合议、逐条合议等做法均成效明显。

第二，确立充分讨论规则。除了通
过合议庭成员共同交叉阅卷、 认真参
审听审等途径保障其充分获取案件信

息外，合议的时间、讨论的深入程度也
要有制度保障。 合议应当持续、集中进
行，注重营造有利于群体决策的氛围，
提倡相互提问、相互启发，让合议庭成
员充分发表意见。 审判长要鼓励合议
庭成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确立禁止弃权规则。 对实践
中通行的庭室会议、 审判长联席会议、
审判委员会讨论制和请示汇报制进行

改革、规范，合议庭能够作出决议的，应
当由合议庭依法及时作出裁决。法官在
合议发表意见过程中应当表明观点并

阐明理由，禁止结论性的简单表态。
第四，确立发言顺序规则。群体决

策的目的在于发挥集体的智慧， 能够
使每一个成员的意愿得以真实的表

达， 因此规定发言顺序可以使得职位
较低的也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是解决
“一言堂”的基础。 建议审判长或资深
法官后发言， 资历较浅的法官或陪审
员先发言。

第五，确立重大事项投票规则。实
践证明， 多人参与并不能保证平等决
策。 对于重大事项如定罪量刑等采取
投票的形式， 确保合议庭成员同时亮
出观点， 有利于防止少数人对多数人
的不当影响。

第六，确立禁止复议规则。为了保
证决策的权威性， 没有法定的理由禁
止复议，更改合议庭已经形成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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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齐富鞋厂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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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005124220656，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泉州市闽驰协
创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江支行，收款人山东阳信富学皮革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月 8日， 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8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
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省长乐市峰院针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码 40200051/20835463，出票金额人民币 5 万元，出票
日期 2013 年 9 月 6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月 3 月 6 日，出票人
泉州龙豪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福建省长乐市峰院针织有
限公司，付款行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塘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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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惠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何飞， 系东莞市东城华鑫电梯配件销售部的业主，
遗失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寮步三联分理处支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14044301426822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70480 元，付款人为东
莞市日芝电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东城华鑫电梯配件销
售部，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票银行为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寮步三联分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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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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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不

慎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票据
名称为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单位为中国银行河北省唐山市广场

支行，出票人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钢铁
集团司家营研山铁矿有限公司，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公司为最
后持票人，票号为 10400052/24239110，票面金额二十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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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科润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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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 3010005122436389，金额 30000 元整，出票人湖北开元化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16日，收款人湖北
浩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4年 7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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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

31300051（33508942），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8 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出票金额为陆拾叁万陆仟元，出票
人为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泰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泰
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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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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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原琅制辊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31400051 24670699， 票面金额 15000元， 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26 日，出票人常州市睿晟机
械有限公司，付款行江南农商行钟楼支行，收款人常州赛鼎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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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盛华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31400051 22745939，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9 日，出票人常州新
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农商行钟楼支行，收款人常
州丽斯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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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陵区华源塑胶日化厂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票号
10503272 21458381，票面金额 56000 元，申请人广陵区华源塑
胶日化厂，收款人江苏万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1 日， 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杭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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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世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将银行承兑汇票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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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005392714629、汇票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梅河口市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
为沈阳圣乐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到
期日为 2014 年 5 月 25 日，付款银行为招商银行长春大经路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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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光大伟业不锈钢（北京）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 （票号 10400052/24732931， 出票人宁夏太阳镁业有限公
司。 收款人光大伟业不锈钢（北京）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
宁夏分行吴忠市分行营业部，面额五十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
年 2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17 日）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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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该
票据号码为 1050005420216556，金额为二十万元整，付款人为
介休市嘉鑫煤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介休鑫峪沟煤业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2 号，付款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22日，付款行为建行山西省介休支行，该汇票已背书，背书单位
为山西介休鑫峪沟煤业有限公司、天津根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有限公司、亳州根宝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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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尔丰泡沫包装有限公司因乐山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犍为支行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一张银行承
兑汇票被盗（该汇票票号为：3130005220943418，金额：100000
元，出票人：乐山市天行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瓜州县柳园学
校化工厂，汇票到期日：2012年 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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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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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犍为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宝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10 版清分机支
票”21 张，号码分别为 1030533002008401、10305330020008403
至 1030533002008404，1030533002008406、1030533002008409
至 1030533002008425。 “10 版现金支票”25 张， 号码分别为
1030531006715226 至 1030531006715250。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上述支票均为空白支票，
无票面金额、背书人。 出票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禄
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支行”，持票人为“四川宝沣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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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正定金石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出票人温岭市金宇通
用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营业部，汇票金额
人民币 100000 元，收款人杭州豪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该汇
票由收款人转让给江阴市华威磁材有限公司， 再由江阴市华
威磁材有限公司转让给北矿磁材料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由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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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受理了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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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31日
作出（2014）天民催字第 1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受理了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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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31日
作出（2014）天民催字第 2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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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齐富鞋厂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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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005124220656，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泉州市闽驰协
创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江支行，收款人山东阳信富学皮革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月 8日， 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8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
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省长乐市峰院针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码 40200051/20835463，出票金额人民币 5 万元，出票
日期 2013 年 9 月 6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月 3 月 6 日，出票人
泉州龙豪服饰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福建省长乐市峰院针织有
限公司，付款行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塘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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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惠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何飞， 系东莞市东城华鑫电梯配件销售部的业主，
遗失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寮步三联分理处支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14044301426822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70480 元，付款人为东
莞市日芝电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东城华鑫电梯配件销
售部，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票银行为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寮步三联分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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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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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不

慎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票据
名称为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单位为中国银行河北省唐山市广场

支行，出票人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钢铁
集团司家营研山铁矿有限公司，桃源县天源机械有限公司为最
后持票人，票号为 10400052/24239110，票面金额二十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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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科润仪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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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 3010005122436389，金额 30000 元整，出票人湖北开元化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16日，收款人湖北
浩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4年 7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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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

31300051（33508942），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8 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出票金额为陆拾叁万陆仟元，出票
人为泰富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泰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泰
富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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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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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原琅制辊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31400051 24670699， 票面金额 15000元， 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26 日，出票人常州市睿晟机
械有限公司，付款行江南农商行钟楼支行，收款人常州赛鼎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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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盛华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31400051 22745939，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9 日，出票人常州新
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农商行钟楼支行，收款人常
州丽斯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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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陵区华源塑胶日化厂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票号
10503272 21458381，票面金额 56000 元，申请人广陵区华源塑
胶日化厂，收款人江苏万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1 日， 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杭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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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世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将银行承兑汇票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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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005392714629、汇票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梅河口市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
为沈阳圣乐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到
期日为 2014 年 5 月 25 日，付款银行为招商银行长春大经路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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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光大伟业不锈钢（北京）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 （票号 10400052/24732931， 出票人宁夏太阳镁业有限公
司。 收款人光大伟业不锈钢（北京）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
宁夏分行吴忠市分行营业部，面额五十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
年 2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17 日）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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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该
票据号码为 1050005420216556，金额为二十万元整，付款人为
介休市嘉鑫煤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介休鑫峪沟煤业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2 号，付款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22日，付款行为建行山西省介休支行，该汇票已背书，背书单位
为山西介休鑫峪沟煤业有限公司、天津根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有限公司、亳州根宝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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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尔丰泡沫包装有限公司因乐山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犍为支行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一张银行承
兑汇票被盗（该汇票票号为：3130005220943418，金额：100000
元，出票人：乐山市天行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瓜州县柳园学
校化工厂，汇票到期日：2012年 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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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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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犍为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宝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10 版清分机支
票”21 张，号码分别为 1030533002008401、10305330020008403
至 1030533002008404，1030533002008406、1030533002008409
至 1030533002008425。 “10 版现金支票”25 张， 号码分别为
1030531006715226 至 1030531006715250。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上述支票均为空白支票，
无票面金额、背书人。 出票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禄
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支行”，持票人为“四川宝沣建筑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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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正定金石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出票人温岭市金宇通
用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营业部，汇票金额
人民币 100000 元，收款人杭州豪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该汇
票由收款人转让给江阴市华威磁材有限公司， 再由江阴市华
威磁材有限公司转让给北矿磁材料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由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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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受理了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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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31日
作出（2014）天民催字第 1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受理了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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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31日
作出（2014）天民催字第 2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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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 4个小时 细解 8年心结陴上接第一版 但如果只是在庭上当

着众人的面做做样子， 请求法院依法判
决。” 兄长的语气明显还是不信任。

一家至亲对簿公堂， 症结只是心结
未解， 调解的基础是有的。 经询问， 三
方都同意调解。 10 点 15 分， 法官宣布
休庭调解。

不能久坐的老母佝偻着身子， 被大
儿子搀扶回房间， 躺下休息。 屋内、 屋
外， 开始了对一家人的背靠背调解。 同
来的雷锋法庭庭长袁利平耐心开导大哥

李金广： “不要过分纠缠于过去的事，
不要算旧账， 能让一步就让一步， 到底
是一家人。”

刘季青建议李金国， 既有悔意， 就
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每天至少来看
望一次老母亲， 做不做得到？”

卧床的老母亲叹口气说： “只要他
们兄弟俩能互相谅解， 全家人都和和睦
睦的，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话说开了， 心也变得敞亮， 渐行渐
远的亲情在这户农家开始回归 。 堂屋
里， 一度不愿正视彼此的亲哥俩终于面
对面坐在了同一屋檐下。

参与调解的法官欣喜地注意到了这

一转机， 继续趁热打铁。 “既然老人不
愿搬家， 那做弟弟的以后能不能每月拿
出 300 元赡养费？”

“要得 （湖南方言： 好的）。” 小儿
子答应着， 当即从兜里拿出 1000 元钱，
转身走入母亲的卧房， 恭恭敬敬地递给

老人， “娘， 以前对不住了。”
8 年的形同陌路 ， 一朝的血浓于

水。
在法官的主持下， 调解协议很快达

成： 被告李金国在 2014 年 6 月 7 日之
前给付原告张玉梅前期医疗费 16000
元， 通过法院转付； 被告李金国每月 1

日给付原告张玉梅生活费 300 元； 原告
张玉梅的后段医疗费用凭票由被告李金

国和第三人李金广各自承担一半。
郑重地捺下手印， 兄弟俩抑制不住

激动， 第一次拥抱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
无不动容。

此时， 时针已指向了午后 1 点钟。
张大娘家里， 忙碌了大半天的人们

还未散去， 午后的阳光无遮拦地晒在人
们脸上， 也晒在每个人的心上。

陴上接第一版

赵某听后 ， 有些生气 ： “只补偿
500 元， 要就要， 不要就算了！” 王老
太却坚持要 2000 元 ， 少一分都不行 ，
双方还不停争论谁对谁错。

见状， 法官认为不妙， 就给双方做
工作，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都是亲
人， 曾经的问题都不谈了， 做儿子要孝
顺父母， 毕竟父母拉扯不容易， 但做母
亲的也要体谅孩子们！”

调解时， 法官有意地问了下赵某每
月收入，“做泥瓦工啥的，每天大概100元
吧。 ”赵某说。 法官听后委婉地说：“一月
要挣好几千，让你补偿点又不多。 ”

随后， 法官继续说道： “既然愿意
补偿， 这样， 两年 1200 元， 不说了！”

赵某听后说 ： “可以给 1200 元 ，
但现在没有， 能不能下个月拿， 以后的
赡养费给队长， 让队长转交给母亲。”

法官见有望调解成功，便继续说道：
“这样嘛， 让村委会主任先借点钱给你，
你先给母亲。 ”随后，村委会主任淦永平
没有迟疑，马上拿出900元，又从村委委
员杨艳平那借了300元，凑齐1200元拿给
了赵某。

赵某接过淦永平手中的1200元，在法
官、村干部、记者的见证下，亲手交到母亲
手中。

现场， 法官们见到调解成功， 心中
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 也开心地笑了。
“‘母亲节’ 快到了， 这是给天下母亲们
的礼物！” 弥陀法庭庭长郭红艳说。

家庭矛盾致赡养纠纷案频发

笔者从江阳法院了解到 ， 2013 年
至今， 江阳法院已经受理 30 起赡养案，
目前已结案 25 起。

那赡养纠纷案中又多存在什么矛盾？
审理此类案件的江阳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杨莉表示， 主要集中在婆媳关系矛盾；兄
弟子女纠纷；老人与子女矛盾等等。

“人吃穿用住、 疾病治疗都需要经
济上的花费 ， 因而把老人当做家庭负
担； 有些子女又处处与兄弟姐妹相互比
较， 生怕自己吃亏， 把老人当成皮球相
互推诿， 不肯赡养。” 杨莉说， 现实生
活中， 有些子女认为老人偏心， 对财产
分配不公， 偏袒某个子女， 将财产赠给
他， 这个子女就要多尽义务， 自己可以
少尽或不尽义务。

“法律规定， 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
个人的财产，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
涉， 不得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也就
是说无论你是否继承老人的遗产都应当

赡养老人。” 杨莉说。

记记者者手手记记

像雷锋那样工作

来到雷锋故里长沙望城采访， 记者
时时想到这个在无数国人心中响当当的

名字———雷锋。 不仅仅是因为法庭以雷
锋命名， 也不仅仅是看到法庭前坪伫立
的雷锋雕像和走廊上镌刻的雷锋语录，
而是记者能真切感受到这片希望的土地

上绵绵流淌的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什么？ 望城法院院长李

才坤说， 就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也是雷锋法庭乃至望城法院多年来的

孜孜以求和身体力行。 2013 年 ， 望城
法院在便民服务上再增加关键的一环，
在全区 24 个驻乡镇、 街道、 园区建立

“便民联络室”， 把便民服务网络从辐射
状建设成网络状， 打造出了独具望城特
色、 贴近望城区情的司法便民 “名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刘季青更感恩望
城民风淳朴，百姓能听得进去道理，在大
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但“单纯依靠村里，群
众的纠纷不可能得到那么高效高质的化

解”。 刘季青对法院的指导和培训很是赞
许，他认为定纷止争、维护一方稳定是大
家共同的职责和目标。

24个便民联络室，159名便民联络员，
一个个点汇聚成一条条线，一条条线编织
成一张无缝对接的便民服务网。依靠这张
便民联络网，望城法院每年巡回审判案件
100余件，开展法制宣传50余场次，法官们
奔波于田间地头、社区巷尾，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李才坤很自豪，全国唯一以雷锋命名
的法庭在这里， 作为战士的雷锋走远了，
但“雷锋式法官”会永远留在百姓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