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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之 声

法官须崇尚法治信仰
高 永

“信仰”一词早见于唐代西明
寺道世法师的名作《法苑珠林》，
言之：“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
具。”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
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
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
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
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

法治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来自
于人们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法律的透
彻了悟。法治成为信仰，是由于法治
在国家管理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关
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要国家发展，
就必然会加强法治。何为法治信仰？
笔者将其理解为社会主体对社会法治
现象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
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归依感，以及
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
献身的崇高境界，简而言之，就是对法
律的崇敬和为构建法治社会而奋斗的
精神。法官之所以要坚守对法治的信
仰，是国家的法治建设所需。法官对
法治的信仰涵盖了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法官应具有崇尚法律的信
念。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不仅
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
工具，更重要的是其本身隐含着一种
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了一种高层次
的理想和文化。法官崇尚法律，就应
有一种捍卫法律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
心尽责的信念，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
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
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民众特别是法官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
和信念。

二是法官应具有优良的法律职业
能力。法律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司法工
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
实践经验、洞察力、判断力、写作能力、
交往能力等专业技能。著名的哲学家
柏拉图曾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如
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
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
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
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
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
滋长。”作为法官，一个重要的素质标
准就是要知法、懂法，理解和掌握法律
关系、法律规则、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
意识、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这是法官
的“根”。如果法官不能做到通晓法
律、技艺精良，就很难保证所办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三是法官应具有良好的司法品性
和德行。所谓司法品性，是指从事司法
工作所必备的守法、公正、廉洁等道德
品质和博爱、耐心等性格特征。法官作
为执法者，身穿法官制服，代表国家形
象，必须处处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以法
律的准绳要求自己，先正己、后才能正
人。

四是法官应具有护法的胆识和使
命。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可避免地会
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权与法、情与法
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作为正义的
守护神，应该具有护法的勇气，捍卫正
义和公平的勇气，全力为民司法。特别
是在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更应该用
坚定的法律信念、坚实的法治精神和护
法的勇气维护法律权威。

法谚云“法官兴则法治兴，法治兴
则国家兴”。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化
身、民众平安和国家稳定的守护者、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要担
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坚定
法律信仰，才不会迷失正义的方向。

微言大义

法官离职、跳槽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只要这种变动是在比例合理的
范围，其不仅对法官职业无害，甚至是有益的。好法官的培养产生需要等
待的时间，不能拔苗助长。法官队伍的完美状态应该是聚集了一大批热衷
于公平正义事业、具有法律精神和具备法律职业能力的人，法官队伍里的
投机者、能力欠缺者不断被淘汰，社会上优秀分子不断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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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
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世界
记忆名录），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
平，捍卫人类尊严，以防止此类违人道、
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在今后重演。
——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地铁站命名不必凑世界杯的“热闹”

据报道，为庆祝四年一次的世界
杯，北京地铁4号线将沿线32个站点以
参赛球队命名，剩余3站的命名也和足
球有关。

笔者认为，世界杯虽然是全球重大
赛事，但其终究只是与体育关系较大，
用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命名地铁站点，明
显不妥。

一者，世界杯与地铁运行、站点名
字等关系并不大，用参赛球队名来命名
地铁站点，明显牵强。

二者，地铁是公共交通设施，站名
等命名是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进行决
策，显然要有相关公众意见征求的程
序。而京港地铁只是依据球迷、网友的
建议，就对地铁站名命名这个公共事务
进行了决策，这显然也不当。

三者，制作站名铭牌、悬挂施工等
显然都是需要成本的。那么以世界杯参
赛球队命名地铁站名，相关成本有多
少？费用又从何而出？

庆祝世界杯，球迷有自由，宣传与
展示世界杯相关内容，体育部门或许也
是有责任的。但地铁毕竟只是公共交通
工具，并不肩负让球迷了解各球队的历
史战绩等任务和责任。因此，以笔者之
见，北京相关地铁方面，花公共资金满
足少部分球迷的需要，将地铁站命名这
样的公共事务当成世界杯的“祝酒词”，
多少显得有些轻率，实为不当之举。

——刘 鹏

别让公共资源成为利益奶酪

日前媒体曝光了西安城管执法部门
拿公共资源交易，收钱买卖人行道。一
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不仅非法
占用大量的人行道充当停车场收费敛
财，甚至还将人行道当成商品私下交易，
赚起黑心钱。一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就这
样沦为他们牟利的工具。

停车收费，简单来看似乎天经地义，
但细细推敲，其中的不合理之处颇多，作
为公共资源的场地被开发为临时停车
场，再向车主收取暴利的停车费是否合
规还有待考量，更令公众气愤的是此次
被曝光的视频当中，城管方面的做法显
然是把公共资源当成了部门敛财的工
具。原本就拥挤的人行道被非法敛财的
占道停车现象拦腰斩断，执法部门不仅
不予理睬，更成为了背后最实质的推手
与保护伞。做法可恶，行为可恨，应受到
法律的制裁。

公共资源尤其是那些可以借机敛财
的有效资源，往往成为众多执法部门争
抢的香饽饽。拿路边公共停车场所来
讲，交通、路政、市政等多个部门都想参
与的结果就是乱象横生。收费权、规划
权这些关系实际利益的实权，如同肆意
瓜分奶酪一般，被紧紧控制。

公共资源，顾名思义，应属于社会成
员共同享有和共同使用，这是经济社会发
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主管部门往往
宣称，所收费用将专款专用于道路设施建
设。然而“唐僧肉”去哪了却疑云重重。
公共资源沦为利益奶酪，不仅有损公共利
益，也严重伤害公信，更何况西安城管的
做法不仅瓜分了公共资源，也为党纪国法
所不容，又岂能任其继续浑水摸鱼？

——张志清

法治时评 ��

疾风知劲草，危机见真金
周陈华

好干部必须能够经受住各种考
验，既要守住党纪国法的底线，也要
撑起社会公德的标杆，既要无过，也
要有功。

近日，在湖北小学的一起劫持案中，
镇纪委书记主动换当人质的举动赢得了
网民一致的称赞和祝福，而另一则关于永
州官员上班时间笑容满面地与女子开房
的新闻则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乃至诅咒。

两个官员，在两起事件和两种行为
的鲜明对比当中，是与非，对与错，好与
坏，立见分晓。网民截然相反的情绪和
评价不仅再次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也表达了全社会对党员干部的期望

和要求。无疑，该替换人质的镇纪委书
记就是公众所渴望的好干部。

好干部好在哪里？笔者认为，好干
部必须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既要守住
党纪国法的底线，也要撑起社会公德的
标杆，既要无过，也要有功。

虽说人无完人，官员也不可能一点
错误不犯，但是，原则性的错误是绝对不
能够有的。如果像永州的这位开房官员
一样，丧失了对党纪国法最起码的敬畏，

肆意放纵贪欲，为美色所惑，或者滥用权
力，大搞腐败，这都将构成对官员最致命
的否定。一旦东窗事发，官员再强的能
力，再高的声誉，再大的功劳，在瞬间就
可以轰然倒塌，在身败名裂的同时还要
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

在有所不为的同时，一名好干部也
要有所作为。社会急剧转型，面对的问
题越来越复杂，而群众对政府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如果官员仅是抱着“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满足于当个四平
八稳的“天平官”，那无疑是对纳税人
血汗钱的变相浪费。

在当下，日益增多的突发事件，直
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
谐稳定，也考验着权力的公信力。镇纪
委书记的挺身而出，体现的就是一种沉
着应对危机的能力，更是一种无私奉
献、忘我牺牲的品质，也在惊心动魄中
让全社会识别出了“劲草”与“真金”。

近日，有媒体发布了法官流失调
查报道。报道举例北京、江苏、广
东、上海等地法官流失情况，并分析
当前法官流失的四大主因：工资收入
低；晋升空间小；工作压力大；职业
风险高。

或许上述四大原因可以从某种程
度上来解释法官离职现象，但要解决
法官流失问题，却不能仅把目光锁定
于此。笔者认为，法官离职、跳槽的
现象是正常的，只要这种变动是在比
例合理的范围，其不仅对法官职业无
害，甚至是有益的。

对“当不当法官”的困惑，媒体
的解读更多聚焦在了法官收入低与工
作压力大、风险高的不相匹配上来。
然，对法官而言，其担负的道义、责
任与风险是该职业与生俱来的，一旦
选择这份职业必然就要承受如此压
力、风险。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给予这个职业责任、风险相匹配的
“优待”是什么？为什么要给法官优
待？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法官与公
务员进行比较，认为法官职业比公
务员更特殊，应有更高的薪酬待
遇。然而，一般公民和其他公务员
却未必能够接受这种特殊性，他们
把司法行为也当成公务行为的一
种，且其他公务员工作也未必就轻
松。许多业内的观点在论述“法官
应该要高薪”的逻辑顺序是，法官
专业要求高、工作压力大、责任
大、国外同行也高薪从而得出法官
要高薪的结论，而没有从司法权的
本质属性出发，导致说服力不足。

那么，法官的特殊性到底在哪？
笔者认为不妨转换下逻辑思路，并非
法官专业、精英而应被特殊对待，
而是国家在体制设计和权力安排上
需要将法官特殊化、专业化。简单
来说，司法权对纠纷裁决而言代表
着国家、政权对人们行为的价值评
判和取向，关乎国家的态度甚至信
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当然要
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导向，因此法官
的尊荣感和特殊性是国家权力赋予
和顶层设计的结果。这种神圣并不
源于职业本身，而是源于国家宪法
和法律的不可侵犯性。这就是为何
法官入庭或宣判时，所有人员都必
须起立面对法官，这种尊重并非基
于对法官自身，而是基于“法官即
是法律”的考虑。故，对法官的“优
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需要。

然而，优待法官必须有个重要的
前提。那就是，选任什么样的人来当
法官？首先，法官队伍不应该是一个
只进不出、不出不进的完全封闭系
统，而应该是保持总量相对稳定的能
进能出的相对开放式系统。法官队伍
的完美状态应该是聚集了一大批热衷
于公平正义事业、具有法律精神和具
备法律职业能力的人，法官队伍里的

投机者、能力欠缺者不断被淘汰，社
会上优秀分子不断被吸引。

当然，我们都寄希望于法律技艺
高超、道德高尚、社会阅历丰富、思
想成熟稳重、有大局观念、个性温和
稳定兼具的人来担任法官。一些法院
目前尝试从社会上选任现成的优秀人
才进入法官队伍，这并不能长远，必
须要有制度让法官职业像一块磁石一
样吸引优秀人才自动选择来，通过好
的制度设计来形成“好法官”的培养
机制。

目前，社会对于法官职业的认同
度不强和法官的尊荣感不高，原因除
了前述薪酬待遇不匹配外，笔者认为
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法官培养的梯
队没有建立起来。四级法院有各自的
进人机制；法官在法律职业准入上与
法律工作者、律师、检察官之间没有
形成梯队，只要通过司法考试，就可
以选择上述任一职业，职业要求没有
特殊性和拉开差距。二是以法官为核
心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没有确立。比
如，在刑事诉讼架构中，侦查权、检
察权、辩护权和审判权是相互制约的
平行关系，法官只是诉讼程序的一
环，而不是统领者，比起强大的侦查
权、检察监督权，其反而处于弱势而

难以被尊重。这一点尤为重要，要强调
法官的责任，就必须赋予其权力，强化
法官对侦查权、检察权的司法审查。职
业尊荣感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权力的本
身。

对于薪酬待遇，笔者认为，过高的
薪酬待遇容易吸引投机者进入该队伍，
而过低的薪酬则会导致法官职业吸引力
下降，甚至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实践证明，法官薪金再高也不可能
高过律师，而法官职业的吸引力也不能
仅依靠薪金。我们所要做的是给予他们
充分履职的职业保障机制。这种职业保
障机制不仅体现在合理或者相对较高的
薪酬，更关键的是在于独立行使审判权
以及为保障权力行使而赋予的体制风
险、责任风险的豁免。

好法官的培养产生需要等待的时
间，不能拔苗助长。目前，我国现行
宪法实施的时间只有30余年，司法考
试推行至今也不过12年。国家对司法
的投入目的在于获得好的司法产品，
一份份承载着公正、公平的裁判就是
我们所期望的司法产品，而这些好的
产品必须要由德才兼备的法官才能完
成。建立科学法官选拔机制要跳出狭
隘行业局限和用人选人的惯常思路，
立足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总体设
计，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
流失的问题。

把食品失信企业打入“黑名
单”，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而非
终点，其后还应有许多工作跟进。
同样，对“红名单”也要做好后续
监管，以防其悄然变“黑”。

6月10日，在2014年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主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在主题发言中部署，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要加快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建立食
品生产经营者红、黑名单制度，形成守
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损的激励约束机
制，让不讲诚信者付出高昂的经济和声
誉代价。

针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由政府
部门牵头，建立食品安全诚信体系，推
出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将那些见
利忘义、无视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生产者
打入其中，公开示丑，使其臭名远扬，
得不偿失，并以此来正告其他蠢蠢欲动
者切莫胡作非为，这确实很有必要。

问题是，食品企业“黑名单”能一
“黑”就灵吗？

不可否认，食品企业“黑名单”的
杀伤力异常巨大，一旦“上榜”，事涉
企业的信誉就会面临严重威胁，甚至会
被消费者彻底抛弃，最终陷入绝境。因
此，凡进了食品“黑名单”的企业，从
理论上讲，都应该压力沉沉，迅速开展
整治行动，以求尽快走出困境，重塑形
象，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但现实毕竟是
现实，且不论那些可以“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的小企业并不会太在乎这个“黑
名单”，就是有些大品牌食品企业，在
犯错被揪后，也不一定就会真的痛改前
非。过去，国内一些乳制品企业频频曝

出质量问题，丑态百出，早就能上N
次“黑名单”，却仍没完没了，不彻底
悔改，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么看来，把食品失信企业打入
“黑名单”，其实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而非终点，绝不能一“黑”了之，这后
面还应该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是要采取
“诚信联动制度”，让上了“黑名单”的
食品企业在信贷、广告等方面受限；二
是要对进入“黑名单”的食品企业加大
监管力度，经常进行突击抽查，并将检
查结果予以公开，要设立“死亡标
准”，对屡教不改者实行“斩立决”；三
是要求“黑名单”上的食品企业必须定
期向消费者通报整改情况，并邀请消费

者代表进行考察和监督；四是对食品
生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信息采
集，如果其所负责的企业屡屡发生质
量事故，那就终身禁止其从事食品行
业。只有这样，食品企业“黑名单”
制度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事实上，不只建立食品企业“黑
名单”是一个逗号，树立正面典型、
弘扬正气的食品企业“红名单”推出
后，也要做好后续监管工作，以防
“红榜”上的企业悄然变“黑”，借
“红榜”作为掩护，祸害消费者。不
要以为这不可能，过去曾有那么多免
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血淋淋的教训
我们怎能忘记？

食品“黑名单”，如何“黑下脸”
吴应海

好法官的培养需要时间
——兼谈法官流失现象

林劲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13日（总第6008期）

申请人上海得肯实业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

失（票号30600051-21202696；金额336131元；出票人北京
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3月20日；到日期2014年6月
20日；付款行广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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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 催 告 ， 本 院 决 定 受 理 ， 该 票 据 记 载 ： 票 号

3020005322857961，票面金额50000元整，出票日2013年12月
26日，到期日2014年3月26日，付款行为中信银行芜湖分行
会计部，出票人安徽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收款人安徽

老百姓圣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背书转芜湖三益医药有限公

司、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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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东冠电气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载：票号3030005121814598，
票面金额20000元整，出票日2014年5月5日，到期日2014年11
月5日，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芜湖分行，出票人安徽鑫龙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安徽鑫龙自动化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山

东东冠电气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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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东冠电气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载：票号3030005121814634，
票面金额50000元整，出票日2014年5月5日，到期日2014年11
月5日，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芜湖分行，出票人安徽鑫龙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安徽鑫龙自动化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山

东东冠电气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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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巩义市凯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号码为31300051/23574842，金额为1000000.00元，出票
日期为2013年12月11日，出票人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贵阳银行铁运支行，收款人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最后被背书人为申请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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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鸿鸣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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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31300052/23348395、金额2万元，出票人河南省汉宸
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南省博宇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洛阳

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2013年12月12日，到期日期2014年
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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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出票日期：2014年4月9日，出票人：武汉重型机床集团
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272280184810001，付款行：招行武
汉分行雄楚支行，收款人：武汉威泰数控立车有限公司，收款

人账号：557359260351，收款人开户银行：中行光谷支行，票
号：30800053/94129516，票面金额：50000元，汇票到期日：
2014年10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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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响水县宏方源物资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24380721，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吴江农村商业
银行清算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2013年10月
28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4月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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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广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国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

人均为常熟市广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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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元 ，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24134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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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丹阳市宏尧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1020005222925217，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江苏
美乐车圈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广惠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
8月22日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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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孙信峰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30400051
20178920，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人丹阳市日月漆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丹阳市日强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华夏银行镇江分

行丹阳支行，出票日期2013年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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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1040005225555069，票面金额200000元，出票人大
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阳支行，出票日期2014年4月
29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11月28日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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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游县统发纺织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江阴农商行盱眙支行

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票号3140005120544919，票面金额200000
元，出票日期2014年1月2日，出票人江苏瑞峰针织品有限公司，收
款人江苏江龙针织机械有限公司，经背书转让后由该申请人持有，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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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邯郸市半球玩具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有汇票一张遗

失，票号3140005122850261，票面金额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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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玖信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保管不善将出票人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乌鲁木齐绿森林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新疆玖信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票号

308005393466476（票面金额 500000元）、308005393466477
（票面金额500000元）、308005393466478（票面金额500000
元）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予以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邦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4020005122871350、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1月8日、到期日期2014年7月8日、申请人杭州邦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博奥铝业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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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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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邦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4020005122871349、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1月8日、到期日期2014年7月8日、申请人杭州邦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博奥铝业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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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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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邦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4020005122871352、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1月8日、到期日期2014年7月8日、申请人杭州邦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博奥铝业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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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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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邦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4020005122871351、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1月8日、到期日期2014年7月8日、申请人杭州邦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博奥铝业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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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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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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