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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院按照“党委政法委领
导、各联动部门参与、人民法院依法
主办”的建设思路，紧紧围绕破解执
行难目标，以信息共享和执行联动为
支撑，大力推进试点工作。目前，广
西已建成自治区、市、县 （区）“三
级建制、分级管理”的执行指挥中心
体系，开发应用了三级联网的广西执
行指挥中心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整合
远程视频指挥、案件流程管理、执行
网络查控、信息公开等功能，深化三
级法院执行案件统一规范管理，强化
与联动部门的沟通协作，提高执行信
息公开透明度，取得较好成绩。我们
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加强组
织领导。广西各级法院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支持，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特
别是主要领导在政治上关心、政策上
倾斜、工作上支持、物质上保障，为
执行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广
西三级法院全部成立了党委政法委书
记和法院院长担任指挥长的执行指挥
中心领导机构，确保了试点工作自始
至终处于党委直接领导下，纳入党委
政府中心工作总体安排，有力推动了
试点工作的上档升级。

二是以执行查控和信用惩戒为重
点，狠抓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广西执
行指挥中心通过法院专线接入电子政
务网和城市金融网，与国土、住建、
工商、公安、人民银行等 23 个执行
联动部门以及广西区内 22 家商业银
行联网，建成覆盖全广西的执行查控
系统。

三是以案件分类管理为切入点，
创新机制推进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
以有无财产可供执行为标准，积极探
索分类处置、分类统计、分别考评的
执行案件分类管理新机制，制定无财
产案件管理办法，明确了无财产案件
的认定标准、查控措施、结案标准和
方式，完善无财产案件退出机制，对
以终本结案的无财产案件实行动态管
理，定期自动通过执行查控系统对被
执行人财产进行查询，发现有可供执
行财产立即恢复执行。

四是以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创
新和加强执行工作方式。广西高院自
主研发应用执行信息管理系统，依托
执行指挥中心对执行案件实施管理、
协调、指导和监督，构建执行案件“全
程留痕”、科学、规范、严格、精细管理
的工作格局。建立全区法院上下一
体、协调统一、反应快速的运行机制。

五是坚定不移推进“阳光执
行”，以公开促公正保廉洁。认真落
实“阳光执行”十公开承诺，采取手
机短信告知、电子触摸屏查阅、电子
公告屏公示、互联网查询等多种方
式，主动及时公开信息。以司法公开
三大平台建设试点为契机，开通广西
法院阳光司法网。按照“制度建设+
网络信息平台+高标准拍卖场所”的
改革思路，实行司法拍卖现场网上同
步竞价，拍卖过程网上同步公开，实
现“五权分离”，确保司法拍卖公开
公正。各级法院还普遍推行关键环节
公开听证、“法院开放日”、“执行局
长接待日”等制度。

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现场会发言（摘要）

北京高院整体推进执行办案、执
行指挥管理和执行公开的信息化建
设，努力建设全市三级法院上下一
体、内外联动的现代化执行指挥管
理体系，有效解决执行权行使中存
在的分散性、隐蔽性、随意性的问
题 ， 努 力 提 高 执 行 工 作 的 组 织 化 、
公开化、规范化水平。主要有以下
做法：

一、统筹规划，切实加强顶层设
计和支持保障。一是凝聚加大信息
化建设力度的共识。高院党组加强
调查研究，深刻把握中央和最高法
院关于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提
出用信息化改造提升执行工作的总
体思路：以信息技术手段，改革办
案流程、管理模式和公开方式，一
体推进执行办案的智能化、执行管
理 的 可 视 化 、 执 行 公 开 的 人 文 化 ，
实现高效、规范、公开、文明的执
行 工 作 目 标 。 二 是 确 定 统 一 规 划 、
统一建设、统一使用的方案。制定北
京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方案，统一
执行指挥工作平台和信息化标准，统
一组织实施三级法院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建设供三级法院统一使用的信息
系统。根据北京作为直辖市的实际，
实行高级法院、中基层法院两级布局
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高院设立执行指
挥中心，各中、基层法院设立执行指挥
办公室，形成上下一体的指挥管理体
系。三是确保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高级法院为执行局专门调整安排了
独立的办公区，建设 5000 平方米的
综 合 办 公 大 楼 及 信 息 化 的 指 挥 大

厅。全市各法院将陆续配备单兵设
备，每个执行人员统一配发执法记
录仪和移动办公平台，把一线的执
行干警和附近的执法巡逻指挥车和
指挥中心整合成一体，加强对执行
现场的指挥管理。

二、一体建设，推动执行工作三项
改革。一是以信息化实现执行流程重
塑。建设执行办案平台，通过信息化手
段，把执行工作在程序、期限等方面的规
范要求植入办案平台，把纸面的制度规
范变成计算机管控的工作流程。二是以
信息化改革执行工作管理。建设指挥管
理平台，使原来“通过管人实现管案”的
管理模式，转变为“通过管案实现管人”
的管理模式。三是以信息化深化执行信
息公开。建设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实现
案件办理的节点信息“即操作、即公
开”。

三、全力推进，实现执行工作三
个飞跃。一是实现办案智能化。三大
平台为执行办案提供被执行人财产自
动查控、财产查控和强制措施到期提
示提醒、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等服务，
使原来手工操作办案加事后信息填录
的工作模式，转变为“网上操作、一
键办案”的智能化办公模式。二是实
现管理可视化。指挥管理平台依托北
京市法院高清视频传输系统，实现了
案件流程管理、远程指挥、业务会
商、决策分析等工作的可视化，对执
行案件从立案到结案的流程信息实现
了实时、可视的监控，对执行现场实
现了实况展示和可视化指挥。三是实
现公开人文化。

打造现代化的执行指挥管理体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慕 平

统一规划 互补建设 错位发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郑 鄂

广东法院统一规划，互补建设，
错位发展，内外联动，建成了全省三
级联网、信息全面共享、网络查控一
体、案件精细管理、联动快速有效的
执行信息化网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主要做法是：

一、自主开发信息化系统，推进
执行办案智能化。我们与软件公司合
作，定制开发的执行查控系统，使全
省执行法官在办公室电脑上可轻松查
控被执行人在全省、全国的财产，实
现全自动化财产查控；开发的案件精
细化管理系统，由系统自动监督督促
办案进程，共享关联案件信息和财产
查控信息，实现智能化办案；开发的
执行失信惩戒系统，将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自动共享给联动单位，联动单位
自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
这些系统由省高院集中人力物力，负
责统一开发，为下级法院办案提供规
范化、集约化服务。

二、狠抓信息化系统应用，实现
系统应用常态化。我们始终把握这样
一条基本原则：最大程度解放人力，
实现数据自动交换，把机器可以完成
的执行事务尽量交给系统完成。强化
对执行法官使用新系统的培训，使大
家认识到信息化系统对于提高执行案
件质量的巨大推动力，从而自觉使用
系统。如执行查控系统与全省法院综
合业务系统和各中资商业银行系统实
现全自动对接，执行法官在办公室电
脑上一键式发出查询、冻结请求后，
即可在电脑前“坐享其成”，两三分钟

就可以收到银行的反馈结果。
三、狠抓系统安全，实现系统信

息安全化。安全是查控系统的生命
线，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特别是被
执行人的身份和财产信息涉及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极为敏感，使用不当
或者泄露都会影响单位和个人的权
益，甚至引发舆情。为确保信息安
全，我们一手抓系统设计，一手抓制
度管理。在系统设计上，把执行查控
系统设置在全省三级法院办案系统
上，只能对系统默认的、由立案庭立
案时录入的被执行人发起查询，系统
自动查控并全程加密、封闭运行，除
承办法官外其他人看不到反馈结果。
在制度管理上，制定了最严格的查控
规范，坚决按章办事，严格执行审批
制度，查询车辆、社保、婚姻、户
籍、工商等信息，要求一人掌管查询
密钥，一人控制登录密码，并在系统
内全程留痕。

四、开放合作共享信息，推进执
行联动网络化。省高院通过与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联合开展金融债权案件专
项清理活动，为商业银行回收债权 300
多亿元，使人民银行充分认识到法院
执行工作的重要性，促成其牵头几十
家商业银行，配合法院建成了银行存
款查控系统。通过执行失信惩戒系统
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政府政务信息
共享平台、工商、国土、住建、发改
等部门定期发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贷款、行政事项
审批，共建信用惩戒机制。

注重顶层设计 强化技术应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彦凯

一、坚定一个目标，扎实开展试
点工作。宁夏高院坚定树立“克服千
辛万难，也要把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成
功”的目标，振奋精神，不等不靠，
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以三大平台建
设为契机，最终成功搭建起了具有宁
夏法院特色的B/S架构的执行指挥系
统。

二、凸显三大亮点，积极打造宁
夏模式。宁夏高院执行指挥中心系统
共研发设置为十大模块：案件办理、
执行联动、执行指挥、执行公开、节
点管理、统计分析、执行要情、案款
管理、关联案件和执行信访。

一是案件管理便捷规范。案件办
理模块系统，具有引导、管理、联动
三大功能，不仅为办案法官提供流程
引导、办案提示、统计分析和关联线
索等，实现办案的高效便捷；同时，
通过设置 22 个管理节点，强化节点
管控，突出结案校验，特别是严格控
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实现对执行案
件的动态监控。

二是执行联动纵深发展。以“点
对点”查控为主要内容的执行联动系
统目前已经与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和宁夏银
行等9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并
与上述三家银行实现了专线查询，与
工商、公安、民政等其他单位也正在
协商连接中。与土地房产单位积极沟
通，目前已先行完成了与银川地区土
地房产单位的互联互通。在查控功能
的基础上，我们也向联动单位推送信

息以实现信用惩戒。
三是执行公开途径多样。当事

人和社会公众既可通过宁夏法院网
开设的网上执行局查询案件相关信
息，当事人也可通过手机短信平台
定时接收执行信息；我们既能通过
宁夏法院网网上执行局公布失信被
执行人、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限
制出入境被执行人等名单，也能通
过单兵设备和远程系统将全区各级
法院执行案件的实施和重大案件的
听证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实时传输指
挥并及时存档备查。

三、狠抓五项措施，全面推进建
设步伐。一是继续加强统筹协调。进
一步强化网络思维意识，总结经验，
改进措施，全面统筹协调全区三级法
院网络资源，充分调动全区法院数据
信息，打造上下“一盘棋”工作格
局。二是继续加大执行指挥中心投
入。加积极主动争取党委、政府、人
大、政协及社会各界对执行指挥中心
工作的支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三
是继续健全执行联动机制。继续开展
法院与联动单位之间的网络查控协调
工作，制定议事规则、形成各尽其
职、互联互动的信用惩戒联动机制。
四是继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健全完
善执行指挥中心相关规章制度，进一
步规范权利运行，做到用制度管案、
管人、管事。五是继续加快推进建设
步伐。按照“边建设、边使用、边修
改”的思路，不断完善执行指挥中心
的所有系统。

依托信息化 综治执行难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齐 奇

浙江高院于2009年9月成立了执行
指挥中心。主要做法是：

一、多措并举，做实指挥中心的基
础建设。一是推进协同执行。我们推动
省综治委组建了省市县三级的综治执行
难领导小组，明确了省市县三级 18 个
协助执行的成员单位职责，并提请省人
大专门作出了相关决议，从工作机制层
面推进联动执行。二是加强信息化软硬
件开发应用。于 2008 年建成了全省执
行案件数据库，迄今已汇集了213万执
行案件，共7亿多项涉案信息。三是整
合司法警察资源充实执行力量。

二、以信息化为基础，不断丰富指
挥中心的实战功能。大力推进“点对
点”网络查控。建立健全网上专线“点
对点”查控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车辆、
户籍、出入境、婚姻登记、房地产等执
行新机制，全省执行一线的承办法官都
可以通过法院内网提起查询被执行人的
上述财产、人员信息。2012 年以来，
我们共与省内 58 家商业银行建立了银
行存款点对点查控专线，率先实现银行
全覆盖，到目前已完成查询 1.17亿次，
涉及被执行人234万人次，查到存款达
4457亿元。公安协助控人系统于今年6
月9日正式运行，各级法院可以把已经
决定司法拘留的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法
院内网专线，统一发送给省公安厅，在
全省范围内布控，由各地公安协助抓捕
后移交给法院。

首创网络司法公开拍卖改革。2012
年以来，浙江法院借助淘宝网开展网上
司法拍卖，真正实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

零佣金。
大力推进执行征信系统建设。在向

最高法院上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同
时，我们把全省执行立案后三个月未履
行债务和历年所有尚未实际履行债务的
30 余万名被执行人，全部纳入浙江联
合征信平台，公布在“信用浙江”网
上，用于限制招投标、融资、高消费
等。

三、打造四大平台，充分发挥指挥
中心的作用。一是打造查控和管理平
台。省高院执行局与省高速交警总队会
签了纪要，由高速交警协助法院在全省
高速公路各道口查扣被执行人的车辆。
在查控银行存款方面，今年力推网上直
接冻结，目前已经到位 15 家银行，计
划年内实现省内全覆盖。二是打造指挥
平台。在全省范围建立了常态化的执行
备勤制度，由各地法院联手安排好备勤
人员、电话、车辆，灵活采用固定或轮
班备勤的方式，落实了 24 小时快速反
应的能力。三是打造执行公开平台。率
先开通了全省三级法院一体化公开、一
站式服务的“浙法公开网”，设有“执
行指南”、“执行案件信息查询”、“曝光
台”等7个子栏目，依法公开每个案件
执行过程中，涉及财产查询、控制、处
理及执行惩戒等 22 个重要节点，还通
过手机短信及时告知当事人。全省70%
的法院已配备执法记录仪，可现场录像
并实时公开执行的实施过程。四是打造
服务平台。开通12368热线电话，与指
挥中心对接，受理案件当事人的执行案
件咨询、查询和投诉。

推进执行信息化 提高司法公信力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马新岚

发挥政治优势 强化执行联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罗殿龙

福建法院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主
线，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充分运用互
联网思维，从理念、方式、机制、模式
上创新推进执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

一、坚持高站位高标准，全面推进
执行信息化建设。以最高法院增设我
院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试点单位为契
机，院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提出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建
设、高效率运作，全面推进信息化建
设”，并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统
一规划、集中攻坚、强力落实。同
时，紧紧跟进“数字福建”建设步
伐，逐步建成了福建法院司法管理信
息系统、司法数据信息中心和福建高
院政务网、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平
台，在各部门各方面协调配合下，加快
实现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加
强联动威慑，形成整体合力，为执行信
息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和良好环
境。

二、构建“一中心五系统”，着力
完善执行信息化体系。经过持续推进、
完善，福建法院建成了以执行指挥中心
为枢纽，以网络查控、失信惩戒、短信
互动、集约执行、案件管理“五大系
统”为主体的执行信息化体系。

构建执行指挥中心，实现“一盘
棋”整体运作。我院对执行指挥中心的
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网络设备、保密
技术等提出明确要求，指导督促全省三
级法院全部成立了执行指挥中心，实现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管理。

健全网络查控系统，做到“点对
点”无缝直通。针对被执行人难找、执
行财产难寻的问题，我院与 35 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建立了“点对点”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与公安、国土、住建、工商
等联动单位实现了网络对接，实现对被
执行人财产信息、个人信息的查询、预
警和控制。

健全失信惩戒系统，敞开“曝光
台”联动威慑。针对被执行人失信赖账
的问题，构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平
台，主动对接社会信用信息和失信惩戒
体系建设，督促失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义务。目前，我省法院共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71574人，占全国法院名单库
总数的39.07%。

健 全 短 信 互 动 系 统 ， 依 托
“12368”公开透明。针对执行不规范、
不透明等问题，构建“12368”执行短
信互动服务系统，设置节点式自动告
知、开放式公开查询、双向式互动沟
通、层级式督促交办、分步式预警提示

“五大功能”，将信息公开、财产举报、
资讯传递集为一体，以“移动互联互
动”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目前，已
自动向当事人发送短信26.8万余条，接
到咨询和财产举报短信 2000 余条，回
复沟通率达83%。

健全集约执行系统，借助“千里
眼”高效运转。针对执行资源分散、效
用不高等问题，建成全省执行远程视频
指挥调度系统，对执行处置和执行委
托、审批等事项进行集约化管理。

健全案件管理系统，运用“大数
据”务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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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沈阳天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遗失 （票号：30700051-31288766；金额 65 000元；出票人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沈阳天北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出票日期 2014年 3月 31日；到期日 2014年 9月 30日；付
款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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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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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皓月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因 遗 失 票 号
3100005124281462，出票日期2014年2月27日，出票人重庆东
本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江北支
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27
日，背书人分别为苏州捷和实业有限公司、仙居永灵液压机械
有限公司、仙居县横溪机械厂、仙居县兴旺覆膜砂厂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申请人以宣告该银行承兑汇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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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昌金宝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该汇票票码3140005122975545、票面金额10万元、出票人
道奇 （福建） 制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天听纸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福建晋江农村商业银行梅岭支行、出票日期 2013年 11
月 29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5月 28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
依序为：浙江天听纸业有限公司、蓬莱富信木业有限公司、宜
昌金宝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申请人于 2014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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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票号为
10400052 22641914号 （出票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
分行，出票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嘉峪
关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1万元。出票日期2013

年2月6日，到期日2013年8月6日，持票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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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票号为
10400052 22641913号 （出票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
分行，出票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嘉峪
关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1万元。出票日期2013
年2月6日，到期日2013年8月6日，持票人佳木斯嘉诚隆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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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兵员因遗失股东名称为李兵员 （公民身份号码：
421122198306024216） 股票编号为 000001370130，数量为 3594
股的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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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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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黑龙江省徐工振坤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不慎丢失承兑
汇票一张 （汇票号码为 0010006420016851），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月 26日，到期日为 2014年 6月 26日，出票人为哈尔滨锅
炉厂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有限公
司，金额为4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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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襄阳市襄城区东平机械厂因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

30 日，票号为 30200053 23649059，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
出票人为襄阳五二五泵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襄阳市襄城区东
平机械厂，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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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枣阳市年丰林禾专业合作社因出票日期为2014年3

月 25日，票号为 30300051 22214999，金额为人民币壹拾壹万
元整，出票人为湖北润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枣阳市年
丰林禾专业合作社，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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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新资源生态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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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051 22170628、出票日期2014年5月9
日，出票人山东新资源生态肥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沂维伦商贸
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45000 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9
日、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济南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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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鑫泉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丢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票据号码为 10400052/
22054722、收款人为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废纸回收站、出票
日期为2014年4月17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10月17日。申请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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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八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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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克龙因丢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迎宾路支

行 签 发 的 中 国 银 行 转 账 支 票 一 张 ， 票 号 为 10403720
10284508，金额为 134632.33 元；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转账支票到期日为2014年7月24日，出票人为山东金都百
货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吴克龙，付款行名称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远迎宾路支行。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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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招远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清市精工尼龙塑料制品厂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记载：汇票号为 10400052/22328086，票面金额贰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17日，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17
日，出票人：潍坊建银织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潍坊冠宇纺织
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坊子支
行。申请人临清市精工尼龙塑料制品厂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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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火炬开发区宇辉机电设备经营部因不慎遗失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
号码为 3130005224378943，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6日，票面
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潍坊潍州水泥科技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寿光市利峰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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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行为无效。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锦州市蓝天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

票号码为1050005321997060，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4日，票
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人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寿光晨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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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行为无效。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潍坊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寿光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4467026，出票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票面金额为
20000元，出票人为潍坊兄弟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寿光嘉
利农化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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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无效。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遇源鑫商贸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两张，

号码分别为 31300052 24475985、31300052 24475987，签发行
均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签发日期均为2014年4
月11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14年10月11日，出票人均为诸城
市邦信纸箱厂，收款人均为青岛汇鑫永发商贸有限公司，票面
金额分别为 300 000.00元、200 000.00元，经转让，持票人均
为申请人即青岛遇源鑫商贸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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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渊知无损检测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承兑汇
票 1张，出票日 2013年 12月 9日，到期日 2014年 6月 6日，票
号 1020005222448741，出票人兖州创佳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宁兖州支行营业室，收款人山东美
尔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山东济宁分行兖
州支行，出票金额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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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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