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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微言大义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心系群众应理清三念
王亚明

法院要实现体制上的重大转
型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最根
本的是转变“官”念，去除杂
念，更新理念，唤醒信念，迎接
挑战。

转变“官”念，不仅是司法为民
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和呼
声，也不仅是解决“四风”问题的迫
切要求，更是符合司法改革规律的必
然路径。法院更主要是解决矛盾纠纷
的服务性机构，是法治宣传的窗口阵
地，是类似于医院的技术部门。法官
更像医生那样来治理社会上的各种

“疾病”。
转变“官”念，要去除杂念。作

为法官，是不能拥有杂念的，因为司
法离不开公正，公正不能心存杂念，
所谓正邪不两立。当前，中央司法改
革的决心很大，进程很快，省级以下
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正是转变

“官”念，去除杂念的很好机会，不
安心或不适合办案的可以转岗到行政
部门去，对于安心办案的则要留在法
院潜心办案。

转变“官”念，要更新理念。
更新“官”念，要在三个方面下功
夫：一要发扬民主，凝聚人心。不
仅在法院内部要发扬民主，倾听法
官的呼声和意见，还要采取针对性
的改进措施。所谓“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同时，要在法院外部广开
言路，司法公开是最好的路径，当
然司法作为最后的社会防线，比任
何部门都需要接受监督和批评。在
发扬司法民主的过程中，尤其是要
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在疑难、
复杂及社会关注的案件中，多用陪
审员参与审理案件，以收集民意、
体察民情、回馈民愿。

二要改进措施，想出实招。要
探索改进法院管理模式，从科层制
管理向扁平化的管理方式转变。目
前，很多法院都作出了积极探索，
如成立法官管理委员会，共同讨论
案件和法院重大事务，使法官成为
法院的主人。很多法院领导积极转
变自身角色，正在从官员角色向法
官角色回归，受到法官和外界的普
遍好评，也为司法改革明晰了方向。

三要加强考评，明确方向。要
逐步将能够社会化管理的内容从法
院剥离，将符合法院主业的工作不
断得到强化，并将院庭长带头办
案，纳入合议庭进行常态化、制度
化管理，将院庭长首先定格为审判
团队的成员，发挥其自身带动作
用。只有明晰方向、强化考评，才
能使院庭长“官”念切实转变。

转变“官”念，要唤醒信念。
信念是理想和愿景，也是未来的努
力方向。梦想越丰满，现实越骨
感，越需要怀着火热的耐心朝气蓬
勃地投入工作和生活。转变“官”
念，要唤醒目标信念，为实现法治
理想和个人理想的目标信念。正所
谓心有多大，路有多宽。转变“官”
念，要增强自律观念。法院作为最需
要公正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人才的地
方，当然也是最需要自律的地方。
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自律也是一种
担当和信念，需要法院的各级领导
带头实践和遵行，而作为法院的一
员，能否自律则是是否称职的关键
评价标准。唤醒信念，才能转变

“官”念，找准法院和自身的定位，
而不是辜负韶华，碌碌无为。

莫让“司法责任制”被误读
潘建兴

观点

法治时评 ▷▷
治理“小金库”不能止于运动式清理

潘铎印

治理“小金库”，不能采取打“运
动战”的治理模式，要采取长效机制
和大制度治理“小金库”，堵住“小金
库”存在的漏洞，铲除“小金库”的生
存土壤。

根据党中央要求，经国务院批准，财
政部、审计署近日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年
8 月份起，在全国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
项治理工作。

小金库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相
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
位账簿的各种资金及其形成的资产。虽
然小金库的名目繁多，但途径只有两条：
一是中饱私囊截留公共资金窃取国有资
产，二是权力寻租不当牟利集体分赃。

2009 年，中央曾开展为期 3 年的专
项治理活动，取得了突出成效。截至

2011年11月底，从全国纳入“小金库”治
理范围的 110 多万个单位中共发现“小
金库”60722个，涉及金额315.86亿元。然
而，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的情况下，仍
然有一些机关单位从“小金库”中提取资
金，用来发放奖金福利、请客送礼、公款
旅游等。“小金库”的存在，导致会计信息
失真，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国家财政
收入和国有资产流失，还诱发和滋生腐
败问题，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

小金库是很多单位奢侈浪费、集体
腐败的“资金后盾”。过去，开展“小金库”
专项治理，往往是治理一下收敛一些，风

头一过，便又“死灰复燃”。“小金库”之所
以不断地冒头、生长、壮大，究其原因笔
者认为，是政府对“小金库”采用“割韭
菜”式的治理方式，给了“小金库”一再生
长的空间；对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
库”款项违纪行为，停留在“自查自纠，清
理一下”的层面，使得治理“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没有起到十足的震慑作用。“小
金库”是贪污腐败的温床，是贪污腐败的
重灾区。治理“小金库”，不能采取打“运
动战”的治理模式，要采取长效机制和大
制度治理“小金库”，堵住“小金库”存在
的漏洞，铲除“小金库”的生存土壤。

要真正形成治理“小金库”的长效机

制，必须深化财政预算体制，加强罚没
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产收益和处置等非税收入的预
算收入管理，要在预算硬约束和预算
公开上严格落实到位；建立纪检、监
察、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国库等资源
共享的数据库，加强资金监督，切断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完善财务管理
体制，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强化预
算支出管理，管住花钱的出口；建立

“小金库”问题的问责机制和惩治力
度，提高“小金库”违法违规成本，对违
法违纪行为上升到法律高度，违法必
究，严惩不贷。

要准确解读“司法责任制”，需准确界定司法错案的标准和条件，为
错案追责设定“红底线”；需科学设定错案惩戒与救济，为依法司法吃下
“定心丸”；需合理配套职业保障机制，为司法错案扫清“地雷阵”。

上海作为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决策和部署的“探路先锋”，率
先出台了地方司法改革破冰的“上海
方案”，亮点颇多，意义深远。其
中，完善司法责任制就是“上海方
案”的亮点之一。但囿于现有司法行
政体制长期运行的惯性，让司法猛然
回归“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审
理、让裁判者负责”的本位，被行政
化桎梏下的部分法官难免不适应，
尤其在对待司法责任制问题上，难
免存在误读和不解，从而影响到其
执法办案的积极性；为避免“司法
责任制”被误读，消解司法改革动
力与共识，及时为其正名并配套相
关机制尤为重要。

准确界定司法错案的标准和条
件，为错案追责设定“红底线”。

“上海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执法档
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
执行错案责任追究”。上海司法改革
目标之一就是“去行政化”，保障法
官依法独立办案，推行主审法官办案
责任制。要求法院的各级领导应当担
任主审法官直接参加办案；在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
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
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
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
有责任，真正让办案的法官权责相
符。主审法官依法行使裁判权对案件
终审负责，无可厚非。但笼统提出

“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制”令不明就里

者不解，因为目前尚未明确司法错案
的判断标准。要严格执行司法错案追
究制就必须先界定“司法错案”的标
准与要件，否则将令裁判者“茫然不
知无措”，进而冲击其办案的积极
性。司法实践中，因认定事实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二者兼而有
之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
一概纳入“司法错案”？还有待讨论
与明确。当然，对于法官因贪污受
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乱纪
所办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
案”，笔者以为理应纳入司法错案范
围予以追责。只有率先明确司法错案
的标准和要件，才能形成制度铁规的

“红底线”，消除法官对错案追究不必
要的疑虑，使其敢于并善于依法司
法。

科学设定错案惩戒与救济，为依
法司法吃下“定心丸”。“上海方案”
提出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还权于
主审法官；设立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
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
序，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
到应有惩戒，并保障其辩解、举证、
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这一改革设
计符合“权责相一致原则”，用权就
要担责。司法守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秉持司法利剑坚
守着最后的社会公平正义。但法官不
是完美无缺的“上帝”，也非毫无瑕
疵的“完人”，司法实践中极少数个
案的审理无法隔绝深化改革攻坚期的
复杂背景，法官也无法绝缘形势政策
的干扰，对法官惩戒应历史唯物主义
认定司法过错，如同刑法规定了罪、
刑、罚又同时设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
险等排除原则一样，同时应设定阻却
司法过错的“免责原则”，这样才符
合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此外，
有惩戒就要有救济。当启动惩戒程序
时，应当给予涉事法官充分的辩解和
举证的权利，慎重对待仔细研究；当
惩戒决定作出后还要给予惩戒对象充
足的复议和申诉的权利，确保及时惩
戒司法违法违纪行为，又同时保护惩
戒对象正当权益，给法官依法行使司
法裁判权吃下“定心丸”。

合理配套职业保障机制，为司法
错案扫清“地雷阵”。 法官对法治法
律的信仰应坚如磐石，对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司法目标应雷打不动；但法
官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是清静
的“清教徒”，难逃人情世故的羁
绊，难推养家糊口的职责；眼下党纪
国法令行禁止公职人员从事经商经

营，当微薄的工资收入无法应对飞涨的
房价、昂贵的医疗、涨不停地物价等生
计时，面对市场经济的灰暗诱惑，执掌
国家司法权的部分意志不坚者难以抵
制，悄无声息地步入了“权钱、权色、
权全”交易的“地雷阵”。如何避免法
官触雷？就应合理配套职业保障制度，
为司法清明扫清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暗
雷”，同时为建立并完善司法错案终身
追究配套机制，从制度上让法官不愿腐
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职业保障机
制配置既要借鉴、吸收先进国家法官职
业保障精髓，也要结合国情实际，建立
法官专业等级为基础的工资待遇保障机
制，设置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建
立符合法官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司法人
员职业保障体系，真正把优秀人才留在
司法一线安心工作，增强法官的职业荣
誉感和使命感，让法官职业前景可期。

建立和完善司法错案责任终身追究
制绝非老生常谈，乃属司法改革新举！
为聚力这一“新政”，就得让法官正确
认识和审慎对待司法责任制，既要设定
司法过错的“红底线”，又要给其吃下

“定心丸”，更要配套合理的职业保障，
如此才能稳住坚守社会公正防线的阵
脚，才能通过案件审理把法治的光辉照
进现实社会！

夏令营不可无监管
每每暑期来临，夏令营都会成为媒

体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参加夏令营，对孩子来说，一方面

可以与更多的同龄人交流；另一方面，
也可以学到更多课本之外的东西。可遗
憾的是，当前夏令营市场存在不少乱
象：宣传广告名不符实，体验乡村生活
可能就是拉到农村站军姿，诱导性购物
层出不穷等等。

而有运营资质的大巴车、有经过应
急技能培训的辅导员、有医务人员，在
正规餐馆就餐等等夏令营的必备条件，
在很多夏令营中却没有具备。这不得不
让人忧心忡忡。

此种乱象的根源在于我国目前对夏
令营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地带。

对此，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建立必
要的事前监管，对夏令营活动的安全性
进行必要的评估；另一方面，正如清华
大学沈振基教授所言，教育部应尽快制
定出台《夏 （冬） 令营管理条例》，以
法律的形式规范夏令营市场。毕竟，只
有提高准入门槛，并加强监管，夏令营
乱象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也唯有如
此，夏令营才能成为孩子们安全愉快的

“第二课堂”。
——杨燕明

手机“打黑”迫在眉睫
“‘××× （机主姓名） 看这个，

ht：//********××shenqi。apk’。如
果收到这样含病毒的短信，千万不要点
开下载。”截至目前，多地警方都在官
方微博上发布提示，提醒手机用户切勿
再点击下载此类软件。

一款防不胜防的手机病毒已经“恐
怖”到了令各地公安微博竞相提醒的地
步，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用户损失无可
估量。从2000 年世界首款手机病毒出
现以来，制造传播手机病毒已经从最
初的纯恶作剧性质演变到如今的恶意
损害用户利益，而其背后则是巨大的
利益驱动。这条黑色利益链上包括部
分山寨机厂商、不法软件开发者、部
分增值业务服务商等。他们为了谋取私
利而相互勾结，形成了分工明确的黑色
经济链条。

这说明，手机“打黑”已迫在眉
睫。 随着4G的普及，手机病毒、恶意
吸费软件、间谍软件、盗号木马等程序
将会更加肆虐。所有这些不但影响了公
众的隐私安全和经济利益，更危及整个
移动应用产业链的发展。

笔者认为，治理手机病毒，应该完
善行业认证规范标准和相关法律规定，
制定软件应用商店安全标准和手机应用
安全标准。应加快制定信息安全法，以
有效规范信息使用和管理工作，促进我
国信息安全保护水平不断提升。应加强
清理应用商店中的山寨软件，并加强对
山寨软件的惩罚力度。

——董 平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5日（总第6061期）

申 请 人 佛 山 市 创 胜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因 将 票 号 为
3010005122412096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湖南派意特服饰
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收
款人为佛山市思创纺织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500 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4年 5月 14日，到期日期为 2014年 11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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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普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 30800053 94736435，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年1月20日，汇票到期日到2014年7月20日，出票人江苏
新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瑞方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付款行招商银行张家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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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张家港市南沙三亚超期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二
张 ， 票 号 30200053 23102810、 23102798， 票 面 金 额 均 为
10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1月21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7月
21日，出票人张家港市暨阳湖开发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
萧山振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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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张家港市南沙三亚超期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三

张，票号 30200053 23102805、23102807、23102808，票面金
额均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7月 21日，出票人张家港市暨阳湖开发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萧山振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张家

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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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张家港市欧亚克工控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票号30200053 23872463，票面金额10000元，出票
日期 2014年 3月 21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9月 24日，出票人
江苏华程工业制管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沙龙精密管业
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张家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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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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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因遗失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于 2013年 12月 27日办理的出票人为
江苏新龙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海安县惠弘建材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5000000元，票号10300052 21261714的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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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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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日月升纺织品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汇票一

张，票号 31700051 20331255，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泗
洪永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淮北分公
司，持票人为南通日月升纺织品有限公司，付款行泗洪农村商
业银行，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2 日，到期日 2014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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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沈阳富沃德建材有限公司因丢失盛京银行沈阳市和

睦路支行转账支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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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账支票号码为：

08266293、出票日期：空白、票面金额：空白、出票人：沈阳
富沃德建材有限公司、出票人帐号：0336210102000003143，
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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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市方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因持有潍坊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城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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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631937，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7
月14日，到期日期为2015年1月14日，金额为50000元，出票
人为潍坊富海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潍坊市方正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城支行，
票据的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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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汇钢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丢失，票
据号码为 10300052 23175217，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3 日，
到期日为 2014年 9月 3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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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津信达电气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10200052 23427298，签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支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
年10月8日，出票人为山东鼎泰盛食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山东好是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20000.00
元，经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青岛津信达电气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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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汇钢业股份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31300052 24430832，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
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1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9月12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惠旭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诸城市汇
盛机械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20000.00元，经背书转让，持票人
为申请人即浙江金汇钢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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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昌乐中兴车业服务有限公司因丢失潍坊银行昌乐支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224441622，出票人为潍坊雅达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潍坊天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4年1月23日，票面金额为20000元。公告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该票据
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无效。 [山东]昌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萍乡市兴丰化工填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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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0053 21430522的中信银行文登支行，出票
人乳山市黄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烟台石钢销售有限公
司，后又背书给申请人，出票日期2012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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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薛丽因遗失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 （证
号：0562，股金玖万贰仟股，股权持有人薛丽，股权持有人身
份证号 371202198005230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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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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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权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证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3130005129944069 号，
票面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临沂兴华包装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临沂新锦华贸易有限公司，出票行为莱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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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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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市周村同力胶粘制品厂因银行承兑汇票壹张丢

失现予公告。票据票号 31500051 20835151，票面金额伍万元
整，出票日期2014年5月28日，付款行恒丰银行滨州分行，出
票人龙福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阳信龙悦再生环
保材料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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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美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丢失票据号
码为3080005392848109，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出票人为
临沂市人民医院，收款人为国药控股临沂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招商银行临沂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14日，到期日为
2014年7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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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诚信纸业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灭失票据号码
为3040005121565285，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为青援
食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惠博食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
夏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15日，到期日
为 2014年 7月 1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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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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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愤怒和惊讶之余，人
们发现三聚氰胺在奶制品标准中确实没
有被禁止。溯及原因，三鹿集团是该标
准的起草人之一。

“部门利益法制化是当前立法不科
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卓泽渊提出，中
国必须进行立法体制机制改革，没有科
学立法，就没有科学的法治建设。

一项深入持久的学习工程

事实上，这是一项酝酿已久的学习
工程。

早在今年 5 月，从 《法治中国》
诞生的那天起，这本书就被指定为学
习读本，走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走
近全国高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走

近国家法官学院学员。“学院每年培训
法官 2 万人次，包括高级法官、初任
法官、预备法官、晋升法官等，他们
是全国各级法院的骨干人才和储备人
才。”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黄永维认为，
培训这种方式能够使法官在最短的时
间内入脑入心，从而在实际工作中起
到辐射带动作用。

“我们请来的授课教师既是法学专
家，又是教材编写者，能更广泛地联系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联系审判执行
工作实际，联系法院队伍建设情况给学
员授课。”黄永维显然对这种培训模式
很满意。

7 月 12 日，随着本学期最后一期
培训班的结束，国家法官学院进入了
暑假时间。但黄永维看起来比往日还

要忙碌。他在思考今后学习培训计
划。“除自学外，国家法官学院力求每
期班都请教材编写者亲临课堂与学员
面对面交流，讲课视频我们还将挂在
最高法院内网上供大家学习。”他同时
透露，下半年适当时候将举办全国中
级法院院长培训班，学习重点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中国的论述。“总
之，这是一项战略部署，一个长期任
务，需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深入推
进。”

学习培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如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转化为司法为
民的实际行动。马怀德的体会是学习这
本书，要重点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
治中国论述的核心点，把握精神实质和

理论精髓，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
维，将法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融入
到审判实践之中。

“法治中国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
旭日，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但要真正实现法治，路漫漫其修远，
吾辈需上下求索。”

近三个小时的授课，卓泽渊意
兴不减。课程结束前，他和学员们
分 享 了 他 的 诗 作——2014 新 年 寄
语：朗日高照天作镜，雾霾待扫春
色明。梦想成真有宏图，改革深化
已启程。一秉法治华夏安，更行民
主天下平。伫立庄前东南望，轻舟
早发白帝城。

这是一位法律人的美好期许，又
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