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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司法信息化需要互联网思维
方 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努力建设公正、
高效、廉洁、为民的现代化法院。何为互联网思维？司法工作如何与互联网
思维对接、怎么体现？它与信息化建设有何关联？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去
思考、去探索、去实践。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司法宣传的四个误区
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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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装监控并非“狼来了”
刘建国

“互联网思维”一词最早由百度
创始人李彦宏提出。他认为企业家们
要有互联网思维，要逐渐学会用互联
网的方式思考问题。当商品、货币化
身为信息的载体，与消费者单向、灌
输式的传统式沟通，被多向、互动
式、精准定向的模式取代，用互联网
思维思考，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价
值。传统行业用互联网思维做一遍，
将会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司法的互联网思维，或者说法官
的互联网思维，源自两个方面：一方
面，由于互联网对人们工作、生活的
深度介入，使得“涉网”民事、刑事
乃至行政案件大量增加，这些案件在
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性质判定以及
责任分担等诸方面，都可能有其特殊
性。审理这类案件，法官要储备一定
的互联网知识，并善于运用互联网思
维加以研判。这可说是作为对象意义
上的互联网思维。另一方面，随着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丰富多元
的信息新载体和新途径正在改变着传
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交流沟通方式、分
工与合作的方式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方
式。在此背景下，法院要提高审判效
率、保证审判质量、增强司法能力、促
进司法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就不得不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互联网。这可说
是作为工具意义上的互联网思维。

广义上说，司法的互联网思维，
包括上述两个方面。但狭义上，司法
的互联网思维，仅指工具意义上的互
联网思维，不包括对象意义上的互联
网思维。我们通常所说的和本文谈论
的互联网思维，也是就狭义而言。

有人从商品或者营销的角度，把
互联网思维拆分为用户思维、产品思
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

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
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等。司
法权的运行与行使，虽不同于商品生
产和营销，但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
介入，使得其中很多观念可以融通甚
至移植。

“用户为王”。互联网思维，第一
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用户思维。
其他思维都是围绕用户思维在不同层
面的展开。没有用户思维，也就谈不
上其他思维。

用户思维，是指在价值链各个环
节中都要“以用户为中心”去考虑问
题。没有认同就没有合同，消费者一
旦注入感情，有缺陷的产品也会被接
受。从商业运营的角度，互联网思维
是以顾客为中心，不断优化商业生态
环境和运营规则；从司法权行使的角
度，就是牢牢树立群众观念，走群众
路线，让群众参与。司法权的“用
户”是人民群众。没有群众认同，就
没有司法权威、没有公信力。

司法信息化不是法院内部的信息
化，而是要面向社会，以司法便民利
民惠民为目标，搭建与民沟通、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满足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及多
元司法需求。实践上，就是要坚持需
求导向，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地区、
不同群体的特点，建立司法与群众之
间交流的信息化平台，推进法官与律
师、当事人的信息交换机制的生成，
为人民群众提供富有针对性的司法服

务，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与此同
时，要积极推动与其他部门特别是公
安、检察机关，建立起信息生成、交
流和交换的共通平台，以方便群众诉
讼、减轻群众诉累，拓展司法为民空
间。

“产品至上”。互联网时代，只有
第一，没有第二，只有把产品做到极
致，才能够真正赢得消费者，赢得人
心。而且，在“一切产业皆媒体”、

“人人都是媒体人”的社会化媒体时
代，好产品是会说话的，自然会形成
口碑传播。因此，用极限思维打造极
致的产品，成为企业家的孜孜追求。

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
务，是“司法作坊”里的“拳头产
品”。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产品至
上”的互联网思维，就是全面提升审
判质效，打造精品案件。具体途径就
是依托互联网，通过整合、约束、监
督、公开等手段，全面规范执法办案
行为。一是通过构建统一、科学的数
字系统，实现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
不断完善软件功能，为数据统计、资
料调取、整合审判信息资源提供便
利。二是以规范司法行为为重点，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完善审判流程管理
和审判质效评估体系，科学衡量审判
执行等各项工作实绩。三是借助信息
化手段延伸监督的触角，拓展有效监
督的途径。一方面，通过信息系统平
台改进内部监督的方式，实现对审判
执行工作各个环节的实时管理和监

督，及时为审判执行工作进行动态“体
检”、实时监测，确保司法公正；另一
方面，通过运行具备网上立案等功能的
外网门户，实时公布审判信息，促进司
法公开，强化外部监督。

“数据就是未来”。信息化意味着数
据化。用户登录电商平台，会注册邮
箱、手机、地址等，这是信息层面的数
据；用户在网站上浏览、购买了什么商
品，这属于行为层面的数据；用户把这
些商品分享给了谁、找谁代付，这些是
关系层面的数据。在一切皆可被数据化
的未来，数据资产成为关键竞争力，乃
至核心竞争力。

“缺少数据资源，无以谈产业；缺
少数据思维，无以言未来”。 一个案
件，在网络上亦会留下当事人、社会、
公共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的
沉淀，有助于党和国家进行预测和决
策，以便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在以构
建总体国家安全、共建和谐稳定为基本
导向的政法工作中，人民法院要充分利
用审判信息大数据掌握案件规律，为化
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决策依
据。大数据，对于国家来说，一定意义
上乃是安全稳定发展的保障。

大数据的关键在于数据挖掘，有效
的数据挖掘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分析预
测。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一方面，要善
于运用审判信息大数据，深入分析矛盾
纠纷的规律和趋势，为维护社会稳定、
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
面，要深入挖掘和积累法院人、财、物
等方面的数据，为推动法院科学管理，
健全和完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积极探
索。

近年来，各地法院对司法宣
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
愈发重视。只有做好了审判执行
工作和司法宣传工作，才能达到
内在美与外在美、货真价实与响
亮品牌的统一。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民法院如何
唱好主旋律、打好主动仗？首先要纠
正四个误区。

误区之一：司法宣传工作可有可
无。不可否认，在不少法院，司法宣
传工作实际上被当作为审判执行工作
服务的一项从属性工作，是法院工作
的副业。但实践证明，重视不重视司
法宣传工作，效果是不一样的。人民
法院在通过微博全程直播薄熙来案庭
审情况、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等过程
中，坚持公开透明，及时主动回应，
统筹做好案件处理和司法宣传工作，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这一点
一滴的积累汇集成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83.33%的高通过率。在新媒体
时代下，人民法院要一手抓审判执行
工作和队伍建设，一手抓新媒体时代
社会沟通能力的提升。

误区之二：司法宣传工作等同于
新闻报道或司法宣传稿件。工作中经
常混淆司法宣传、新闻报道、宣传稿
件三者的关系，以为有了新闻报道就
是做好了宣传工作，其实不然。司法
宣传范围比较广，除新闻报道式的宣
传稿件外，还包括庭审教育、裁判文
书说理、接待当事人的释法明理等
等，都是司法宣传的形式，概括而言
就是传播和宣传法治理念、法律规定
以及法院工作等，具有一定的差别，
同时又紧密联系，人民法院要通过新
闻报道的形式宣传一定的法治思想、
法治观念，增强人民群众的了解和理
解，因此，实践中通常用新闻宣传一
词，以此来划分与法制宣传等其他方
面司法宣传的区别。宣传稿件仅是司
法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宣传稿件多
不一定司法宣传工作做得就好，只是
衡量的标准之一。

误区之三：司法宣传是研究室的
工作职责。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由于司法宣传工作涉及面非常广，
从当事人与法院的第一次接触开
始，每一次接待、每一次庭审、每一
次裁判……司法宣传工作伴随始终，
并与每一个案件息息相关，与每一个
干警息息相关，因此司法宣传工作也
是每一个干警的职责所在。另外，每
一个干警都有义务通过媒体等途径向
社会宣传法院的改革创新、宣传人民
法官的公正司法、宣传具有教育意义
的办案故事，凝聚正能量，共奏司法

“好声音”。同时，不可否认，无论是司
法宣传工作，还是新闻宣传工作，研究
室都要承担着组织、协调、策划等重要
职责，工作任务理应比其他部门或干
警要多、要重。

误区之四：司法宣传工作能够脱
离执法办案。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
第一要务，是法院的中心工作，司法
宣传工作理应为中心工作服务，从这
个意义上也决定了司法宣传工作离不
开执法办案。司法宣传工作要紧紧围
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执法办案
这个中心工作任务，围绕人民群众关
心关注的司法热点、难点问题，既要
立足执法办案，又要客观反映执法办
案。笔者认为，审判执行一线以及一
线法官才是司法宣传的最好素材，离
开执法办案，司法宣传将成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对于出租车装监控而言，只要
是合理利用，并对视频资料妥善保
管，并不值得过于担忧和顾虑。

出租车内装监控，在全国很多城市
已经成为一种通行做法。公众的担心，
源自于隐私权可能面临泄露危机。毕
竟，出租车与其他公共场所相比而言，
还具有一定的私密属性，乘客在打车时
拥有个人空间。从这方面来看，个人空
间的界定，必然会与隐私权密切相关。
对于乘客而言，所担心的，无非就是监
控视频资料载有个人的某些隐私，如果
不能妥善保管，必然会让自己陷入到尴

尬窘境中。
出租车内安装监控，本来就是要方

便乘客，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保护司机
及乘客的合法权益。在此，与隐私权相
比较而言，监控设备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要超过对隐私权戕害的可能性。毕竟，
一旦发生纠纷或者违法犯罪现象，监控
设备所呈现出的往往都是最有说服力的
证据，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进一步来说，保护好乘客隐私，

其实并不是难题。在民事法律、刑事
法律层面，都对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
作出了法律规定，如果泄露他人隐
私，相关行为人应该承担对应的法律
责任。而且，即便相关权力部门可以
调取相关视频资料，也需要严格按照
法律程序进行。就目前来看，大量含
有隐私权的视频资料被泄露，关键还
是没有做到妥善保管，对于泄露他人
隐私的行为人，很少动用法律手段追

责。
说到底，有法律兜底，没有必要

对出租车内安装监控设备过于排斥。
装监控的初衷和目的，并不是为了窥
探乘客的隐私，而是最大程度地维护
乘客的合法权益，值得推广和鼓励。
唯一要做的，就是严格遵循视频资料
管理规定，并将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
装到法律的笼子中，从根本上堵住视
频资料泄露的渠道和途径。

以极富“弹性”的人才评价标准定
取舍；通过“权钱交易”，以“特长
生”的名义，大幅降分录取高考低分考
生；在艺术、体育等特长生材料方面弄
虚作假，骗取“自主招生”资格。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亚群指出，在自主招生中，一些高校
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
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
密，存在某些漏洞。

以法治之威祛除邪教魅影
前不久，发生在山东招远的“全能

神”邪教故意杀人案震惊全国、令人发
指。瞬间，一个花样的生命被残忍地杀
害，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无辜地打碎。面
对着一幕幕惨剧，国人无不深表同情、强
烈愤慨。这起案件不仅彻底暴露了邪教
组织的真实面目，而且也再次提醒我们
必须坚决与邪教组织展开不懈地斗争。

光天化日之下，视人命为草芥，仅
仅因为拒绝自己索要电话号码的请求，
便被视为“恶魔、邪灵”而活活打死。
如此穷凶极恶的邪教暴徒在面对媒体的
询问时，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我不怕
法律，我信神，她是邪灵，就是要将她
消灭。”如此冥顽不灵、十恶不赦，充
分暴露了邪教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

面对着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每一
个人必须警醒起来，运用法律的手段来
打击邪教组织，以法治之威来祛除邪教
的魅影。一方面，各级机关尤其是公
安、检察、法院等应形成打击的合力，
加强协调，重拳出击，对邪教组织实施
全面监控，坚决打掉邪教组织的嚣张气
焰；另一方面，由于邪教常常具有伪装
性和隐蔽性，依靠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
和种种神秘力量的渲染，导致不少人难
以识破这背后的极端、邪恶本质，甚至
误入歧途。同时，邪教往往有严密的教
规、森严的内部监管秩序和一定的组织
动员能力，因此，我们要加强对社会公
众的法制宣传，引导公众将邪教与宗教
区分开来，深刻揭露邪教的丑恶面目，
使人民群众认清其邪恶本质，提高识别
和抵制邪教的能力。 ——高 岚

“免费诊所”为何关门
据报载，河南首家“免费诊所”运

营数月后悄然关门，诊所创办人周国平
的外甥苗先生称：考虑到自己和其他几
位坐诊老大夫的身体，无奈将“免费诊
所”关了。

这家免费诊所，不光是有老专家坐
镇，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就医，也不光
是医生免费开方，不需要挂号费、诊疗
费等费用，最为关键的是它对现行医疗
体制的冲击。其医药分开，医生只开
方，自己到药店配药，而且不是指定的
药店，就没有了以药养医的嫌疑。这种
医药分开，也就没有过度医疗、过度检
查的嫌疑。

而这些正是当前民众对医疗机构最
大的不满之处，一次普通的感冒就要花
上千元，一个简单的手术，光检查项目
就有数十项，这让普通民众发出了“看
不起病”的感叹。导致医患纠纷多发的
主要矛盾，也正在此。

从报道看，确有民营医疗机构想
“招安”免费诊所，这是正常的选择，
目的是为了维持现状，保住到口的蛋
糕。公立医疗机构虽未有表示，但对于
这样的“挑战者”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吧。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深化医疗体
制的改革，不解决当前存在的医药不
分、过度检查等痼疾，免费诊所难免会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庾向荣

如果让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出
现，不仅会挫伤广大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也势必涉及医改，影响
公立医院改革的成败。

从林林总总恶性伤医事件中，不
难看出，社会公众对待疾病的基本知
识缺乏，导致在治疗上，医患之间产
生治疗与被治疗的矛盾，尤其是医患
双方缺乏沟通都会导致患者对疾病的
预后不理解，甚至难以接受。如果再
加上花了很多钱却难以得到理想的治
疗效果，患者就会绝望，这势必造成
医患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发生暴力伤
医的可能性极大。

时下，在暴力伤医事件背后，常
会有这样一种声音，即暴力伤医者虽
该谴责，但造成施暴者行为扭曲的医

疗体制弊端更值得抨击。虽说，每个
行业都会存在潜规则，医疗行业或许
更为纷繁复杂，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伤
医事件，无疑暴露了医疗行业潜规则
的诸多破绽，这需要靠加快体制改革
加以克服，但需要指出的是，医疗体
制上的弊病，绝非暴力伤医行为的正
当理由。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向社会发布
了 《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同时公布了四

起暴力伤医犯罪典型案例。《意见》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严肃追
究、坚决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
为；二是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惩处六
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建立完善
矛盾化解机制，积极预防处理医疗纠
纷。

不言而喻，医患纠纷的根源在于
医患矛盾，矛盾不断累积、激化就可
能发生恶性伤医事件，这需要从多方入
手，综合治理。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全
社会有必要高度关注医生执业环境和人
身安危，集各方之力为他们保驾护航。

社会舆论要确立正确的风向标，让老
百姓多了解医生的实际困难，着力割
弃医患双方猜疑的“毒瘤”，调整彼
此的心态，建立互信、互助、互爱的
和谐关系，避免暴力伤医悲剧的重
演。另一方面，身处社会矛盾突发
期，作为医生不仅要为病人精心治
疗，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疾病
发生在病人身上，医生要了解、理解
病人，在精心医治的同时做好耐心的
沟通工作，让病人全力配合。同时对
心理可能有问题的患者应保持一定
的警惕性。

告别“暴力伤医”需要标本兼治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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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晨伟昊通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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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51/23112389号、票面金额为20万元、出
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28日、出票人为天津荣程祥矿产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天津中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
人、付款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浦惠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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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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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0053/22340283号、出票日期为 2013年
5月22日、出票人为东方瑞泰（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天津东方瑞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
人，付款银行为中信银行滨海新区分行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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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寿光市粮食收储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31000051-22297829，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为繁昌县繁
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芜湖分
行，收款人为青田县侨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持票人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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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十堰市辰金工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
号为 31000051-22299824，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为安徽
新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芜湖分
行，收款人为双威欣龙（安徽）液压有限公司。现持票人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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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地将依法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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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宜煌因遗失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书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股权证书编号：榕合银股字第 839号；股东：陈宜煌；持有
股份：捌佰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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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权证书失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股权证书的行为无效。

[福建]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琼欢（公民身份号码：440421196104021221） 因

遗失记名式股票（股票编号为 00000000000000004420，股金凭
证 户 名 为 申 请 人 黄 琼 欢 ， 即 现 持 票 人 ， 凭 证 号 码 为
953000004420，账号为 50100000000247066，股金人民币 27140
元，开户行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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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林英杰（公民身份号码：440421197201264318） 因
遗失记名式股票 （股金凭证户名为申请人林英杰，即现持票
人，凭证号码为 953000004837，账号为 50100000000267004，
股金人民币 74274元，开户行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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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丙敏（公民身份号码：440421198602278133） 因

遗失记名式股票（股票编号为 00000000000000004433，股金凭
证 户 名 为 申 请 人 黄 丙 敏 ， 即 现 持 票 人 ， 凭 证 号 码 为
953000004433，账号为 50100000000249596，股金人民币 84055
元，开户行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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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健余（公民身份号码：44042119610824123X）因
遗失记名式股票（股票编号为 00000000000000004421，股金凭

证 户 名 为 申 请 人 黄 健 余 ， 即 现 持 票 人 ， 凭 证 号 码 为
953000004421，账号为 50100000000247102，股金人民币 38701
元，开户行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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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赞皇县千丰矿业有限公司不慎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汇票号码为 3010005120035883，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25日，到期日为 2014年 4月 25日，出票人为哈尔滨电气动力
装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安徽天康股份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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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鸡东县金顺采砂场不填丢失银行承兑汇票贰张（汇

票号码分别为 3090005324158563、3090005324158564，出票日
期均为 2014年 1月 17日，到期日均为 2014年 7月 17日，出票
人均为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鸡东县金
顺采砂场，票面金额均为伍万元整，两张合计壹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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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汉邦化工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编号为 31000005123616129，出票人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账号为6615-66010154500000097，付款行为浦发长沙麓
谷科技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4月 23日，到期日为 2014年

10月 23日，收款人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旺分公司，本
院依法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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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
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谢春祥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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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票
号为30500053/24111950，余额为人民币50000元，出票人河南
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3年12月6日，收款人
为河南有色汇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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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邵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玻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 31400051 24710853，票面金额 500000元，出票日期
2014年3月7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9月7日，出票人江苏永能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惠利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付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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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捷丰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因持中信银行杭州
萧山支行于2014年1月23日签发的编码为3020005323532114号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00000元，出票人杭州鑫福纺织有
限公司，收款人浙江鑫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背书人浙江鑫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高新建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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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红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为 30600051 20392319，出票日 2013年 11
月29日，到期日2014年5月29日，票面金额人民币4万元，出
票人温州市东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温州市红阳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付款行广发银行温州瓯海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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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余姚市新丰轴承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300051 25249360，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
海宁奇晟轴承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余姚市新丰轴承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10 月 29
日） 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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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10月 29日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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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市双鹏药业有限公司因将绵阳市游仙区农村信
用 合 作 联 社 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 签 发 的 票 号 为 40200051
24380892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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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40200051 24380892号、金额为1000000元、出票人四川隆鑫祥
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绵阳市盛铭商贸有限公司、最终持票人
成都市双鹏药业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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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了申请人河北省博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汇票号码为 30900053 24098880，金额为人民币 15 万
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 8月 8日，付款行为兴业银行重庆江南
支行，出票人为重庆隆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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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依法作出了（2014）南
法民催字第 0000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河北省博泰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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