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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案件非常专业，涉及很多
专业类的知识，需要对各类知识产权知
识非常了解的专业法官来审理此类案
件。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将会大大增强现
有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程度，对合
理保护法人的知识产权起到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郑
胜利表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很有必要。
观点

“小金库”
仍需“大整治”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消息，新华
社于近日全面启动严肃财经纪律和“小
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媒体报道称，本月
以来，包括水利部、商务部、中石油、质检
总局、税务总局、卫计委、新华社等单位
纷纷启动“小金库”治理。
“小金库”虽小，但危害极大。
“ 小金
库”的设立，给少数党员干部挪用、私分、
侵占甚至贪污腐化提供了“温床”。因
此，治理“小金库”刻不容缓。
治理“小金库”，必须健全完善的整
治体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一方面要
加强对干部，
特别是“一把手”
的教育、管
理和约束。另一方面，必须建章立制，形
成监管机制，使各项财经规章制度相互
牵制，进一步增强财经管理制度的严密
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依法治国”是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治理“小金库”也
不例外，我们只有不再依赖行政的专项
治理，而是用“法律笼子”将其关起来，才
能形成长效机制，形成真正的威慑力。
——颜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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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陪审制度的价值与功能

申请公示催告

法

倪寿明
原则上，司法不应受制于当事人
的主张，特别是司法的实体内容、裁
决结论，更不应受到包括当事人在内
的任何外部干扰。但司法的某些程
序，基于司法民主化的需要，则可以
允许当事人有序参与。比如，不少国
家或地区就允许诉讼双方遵照一定程
序和规则参与陪审员的遴选工作。此
举不仅推动了司法民主化进程，有效
提高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而且为
法官提供了一个有效缓解社会压力的
屏障。这种颇为智慧的制度设计，值
得我们深思。
我国陪审制度是在吸收其他国家
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但由于是“舶来品”，加
之司法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
些问题。反映比较多的有两个：一
是形成“编外法官”现象。一些法
院为应对“案多人少”矛盾，将陪
审员当作办案劳动力，让个别陪审
员长期参与案件审判，使之事实上
成为法院编外成员，陪审制度运行
的民主特性大为降低。二是形成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由于
陪审员与法官职责完全相同，无权
限与责任划分，共同负责庭审，一
起进行评议并做出判决，而陪审员
的专业训练不如法官，简单随从法
官意见的情况十分普遍，“合议制”
变成了事实上的“独任制”，陪审制

陪审制度是人类社会为追求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而创造出一种制
度文明，
认真完善其运行机制，
重视扬其长避其短，
注意发挥其独特功能，
对
于确保司法权依法公正运行，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度的制约性和监督性也大为降低，
导致当事人对司法裁决的权威性提
出质疑，影响对司法的信任。
为解决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于 2013 年 5 月召开专题会议加以
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倍增计划”，即
在两年内实现陪审员数量翻一番，
力争将全国陪审员数量增至 20 万左
右。同时，要求认真落实随机抽取
原则，改进陪审员参审机制，杜绝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问题。明年
5 月 1 日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正式施
行 10 周年，届时，陪审制度是否能
真正得以完善和规范，并在司法实践
中重新焕发生机，仍然面临一些不确
定因素。为此我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重新审视陪审制度的价
值。陪审制度是司法机关吸收非职
业法官参与案件审判的一项重要司
法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
的民主形式。与其他重要司法制度
一样，陪审制度的价值意蕴与追求
体现在多个方面，其核心是公开公
正，其要点是民主参与，其基础是
信任与尊重。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

“剽窃论文”何以一路绿灯
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近日的一纸
公告，将一名北大原历史系博士生置于
学术抄袭风波中。公告称，已从北大毕
业的历史学系博士生于艳茹在《国际新
闻界》发表的论文涉嫌剽窃，决定 5 年内
拒绝于艳茹的投稿。对此，北大历史系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专家调查。
这起事件尚未“盖棺定论”之前，我
们无法确认博士生于艳茹的论文是否存
在造假问题，
但是近年来，关于学术造假
的问题却是时有发生。总有一些高学历
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证明，不择手段
弄虚作假。此类品行不端的高学历者，
当应受到社会和公众的排斥。毕竟，对
于一个素质过硬的高材生，不仅应当具
备丰富的知识，更需拥有过硬的品行。
另外，在学术把关方面，理应做到
严谨、缜密、细致，可是，为何总会有
一些“剽窃论文”得以蒙混过关，继而
一路绿灯呢？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
下学术界的浮躁。按理说，在网络迅猛
发展的大形势下，想要对一篇论文的真
伪进行识别并非难事，只要相关专家、
学者能够多下一些功夫，自然可以轻松
识破“剽窃论文”
。
可是，让公众遗憾的是，一些专
家、学者在这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不
够，导致相应的把关工作流于形式。其
实，要求学生撰写论文，这是对学生综
合能力的一次“大练兵”，从而培养学
生理论、实践以及文字等各方面的能
力，而要想撰写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论
文，学生自然需要下狠功夫。
而一旦“剽窃论文”可以轻松蒙混
过关时，很容易导致学生们出现松懈、
懒散、应付等不良心态，也不利于为国
家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无论如何，面
对这次北大博士生“抄袭风波”，提醒
广大学校的专家、学者在学术工作当中
多一些严谨、多一些细致，不仅要对每
一篇博文进行严格把关，更要在灌输学
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引导大家诚
信、本分做人。
——周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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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都
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和借鉴陪审制
度，说明这种审判制度确有其优越
之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司法
公信力面临诸多考验、遭受诸多质
疑时，认真落实好陪审制度，正如
大力推进司法公开一样，或有可能
成为解决司法难题的一条较好路径。
第二，完善陪审员的培训与遴
选。司法权是对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
的判断权、裁决权，要求司法人员具
有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和司法职业思
维。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建立陪
审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以陪审员的有效
参与来扼制可能存在的司法专横，以
陪审员的自然理性来平衡职业法官可
能存在的僵化的职业思维。所以，对
于陪审员的培训工作，无论是培训方
式还是培训内容，都应当重新审视，
至少不能以培训职业法官为标准，而
失去了陪审员本色。从诉讼当事人的
权利及其行使来看，陪审制度可以是
当事人选择的结果。因为分散权力配
置，其实也就分散了责任担当。对于
明确需要实行陪审制的案件，不妨允
许当事人或是其委托的律师参与到随

机抽取工作中来，并设计适当的民主遴
选程序，以双方当事人和法官都认可的
方式协商确定个案的陪审员。
第三，改进陪审员的参审机制。人
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社会职能不断
细分并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但是，作为
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司法却不能脱离
必要的社会监督与制约，不能脱离公众
的民主参与。过分强调司法专业化，甚
至将其神秘化，不符合国家治理的需
要，也不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陪审制度是司法专业
化与司法民主化折中的产物。既然是折
中，就有一个相互尊重、合理参与的问
题。比如，如何全面理解“同等权利与
义务”，要不要适当划分主审与参审的
职权，法官在主持合议时如何让陪审员
优先并充分地发表意见，陪审员如何防
止因敬畏心理或消极应付而趋从法官的
意志等等，这些都应从工作机制层面进
行科学设计。
总之，陪审制度是人类社会为追求
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而创造出一种
制度文明，认真完善其运行机制，重视
扬其长避其短，注意发挥其独特功能，
对于确保司法权依法公正运行，真正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法治时评 ▷▷
在立法前深入倾听民意，在法
规正式出台前公开草案广泛征求社
会意见，通过民意、民智来弥补地
方立法机构经验不足，消除立法中
的缺陷。
近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在全国 282 个
设区的市中，有 49 个享有地方性法规
制定权，草案拟将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
部 282 个设区的市。
扩大地方立法权是必要的。不过，
公众对此也有一些忧虑，比如说，地方
立法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立法水平？地
方立法过程是否严格遵守立法程序？地
方立法会不会偏离民意或者只为地方政
府利益服务？
比如，据 《人民日报》 2010 年的
一则报道披露，安徽省淮南市出台地方
法规，要求当地所有房产开发企业在售
立法禁“啃老”禁止的只是对
老人财产进行侵占的恶意行为以及
强行要求“啃老”的无理要求，初
衷更在于保护老人的独立财产权
益。
《杭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 （草
案）》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已经开始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这部法规在保护老年人
权益方面作出了多项规定，其中包括禁
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对
于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最高可罚款 3 万
元。
继江苏省、山东省等地之后，杭州
市也将通过地方立法禁止有独立生活能
力的子女“啃老”，而这次和以往一样
引起广泛关注，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
数。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法律不应该
过多地介入道德、“不能轻易搞道德立
法”、如此立法不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

地方立法权扩大更需民意来制约
冯海宁
房前必须缴纳每部不得低于 25 万元的
“首次电梯更新费”
，不交钱不发房屋预
售许可证。这一做法引起了企业和公众
质疑。的确，如果地方立法水平低，或
者立法权得不到制约，就有可能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
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扩大后的“副
作用”，该草案从两方面来制约地方立
法权：一方面是有立法权的设区城市制
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
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项；二
是地方立法事项须经省一级人大批准。
通过这两方面来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
可见，有关方面考虑比较周到。

在笔者看来，除了通过以上两方面
制约地方立法权之外，还需要通过民意
来制约立法权，以防止立法走偏，以提
高立法质量。具体来说，地方立法机构
在立法前要深入倾听民意，在立法过程
中要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
种形式听取意见，在法规正式出台前公
开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也就是说，
通过民意、民智来弥补地方立法机构经
验不足，消除立法中的缺陷。
虽然现行立法法第五条对立法的
民主性原则作出规定：“立法应当体现
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
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但坦率说，这一规定不够具体。如
果地方立法权扩大至 282 个设区城
市，就要对立法的民主程序作出更
详细的规定，这是制约地方立法权
的基础。
另外，有专家建议，必须成立专
门的地方性法规审查机构，防止地方
性法规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损害公民
基本权利。这也是制约地方立法权的
有效举措，值得参考。总之，不让地
方性法规违反国家法律，需要国家有
关方面加强监督；不让地方性法规损
害公民权利，则需要民众发挥更多积
极作用。

讨论禁
“啃老”入法，还须先读懂法条
舒 锐
家庭关系等方面。
笔者以为，也许大多数反对者并没
有读懂草案原文，更没有读透立法原
意。草案的原文为：“老年人对本人的
合法收入以及其他合法财产，依法享
有占有 、使用 、收益 、 处分的权利 。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得以无
业或者其他理由要求老年人提供经济
资助。”在现阶段，一些子女尤其是独
生子女，误认为父母的财产就是自己
的， 心安理得地使用着父母的财产 ，
觉得找父母要钱花是理所应当的。如
果 父 母 不 给 ，反而有很多诸多怨言，
甚至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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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马素华因股权证书丢失，股权证书号码为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420000009410、股权证签发人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申请人常州贝维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
司 、 股 权 证 所 代 表 股 权 数 为 127050 股 、 股 东 编 号 为 商业银行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办理的出票人南通朗辰建设工程有
P0603610、签发日期为 2005 年 11 月 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限公司，收款人江苏鸿运木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金额 30000 元，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票号 31400051 24635524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书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2014 年 11 月 25 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转让该股权证书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申请人深圳市新新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东莞银行高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埗支行支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130443020896526，票面金额为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人民币 94050 元，付款人为东莞市高埗鸿隆机械制造厂，收款
申请人重庆天志环保有限公司因丢失齐鲁银行出具的银行
人为深圳市新新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8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月 5 日，出票银行为东莞银行高埗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予以公告。该汇票记载：票号 31300051 29454272、出票日期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 2013 年 4 月 2 日，出票人山东工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山东科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额叁万元整、付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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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银行、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0 月 2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的行为无效。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申请人张家港市锦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兑汇票一份，票号 31300051 28861626，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
申请人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丢失股权证一张，向
票日期 2014 年 7 月 21，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出票人江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
苏永联精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永记商品混凝 证记载：股份持有人为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
土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持票 代码证号 26717237-0、股权证号码 0716、购入日期为 2001 年
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10 月 26 日、购入股数 （股份） 40000000 股、每股金额面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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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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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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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无效。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田建平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10300052
申请人济南康辉联合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24964985，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6 月 23 日，汇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到期日 2014 年 12 月 23 日，出票人江苏盛精化工股份有限公 该票据记载：票号 31300051 36233492、出票日期 2014 年 6 月
司，收款人双狮 （张家港）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 17 日、出票人济南先锋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先锋摩托车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后滕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 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9000 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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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行齐鲁银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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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事实上，成人子女和父母本是独立
的法律主体，在没有经过父母明确同意
的情况下，使用父母财产这本是无权处
分的侵权行为，这就已经超出了道德的
范畴。同时，虽然上位法没有直接明文
规定，但是成年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父母没有给“好手好脚”的成年子女提
供经济资助的义务，这本是最基本的常
识和法理。
实际上，当地法律本无打算一刀切
地禁止或者根除“啃老”，只是在将生
活中现有的公序良俗更为直观、更为明
确地以法律形式记录下来。严格说来，
立法禁“啃老”禁止的只是对老人财产

进行侵占的恶意行为以及强行要求
“啃老”的无理要求，初衷更在于保
护老人的独立财产权益，营造尊重老
人意思自治、尊重责任独立的社会氛
围。
至于老人出于同情或者亲情，主
动给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当地法律也
并未禁止，相反，对老人的财产独立
支配权再度重申，更加能够体现出，
老人给子女提供帮助是超越了法定义
务的奉献行为，子女应该为之感恩，
而非陷入理所应当的麻木。如果读透
了相关法律条款的原意，我想我们还
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31300052 24411930，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0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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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淄博博山松良机械厂因丢失潍坊银行昌乐支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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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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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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票号3130005224459246，出票人为潍坊万得福建材经贸有
效。
[山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限公司，收款人为潍坊巽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
申请人潍坊汇联钢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壹张丢失， 年2月13日，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公告日起120日内利害关系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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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汇票的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642864，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无效。
[山东]昌乐县人民法院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 年 7 月 28 日，出票人为：潍坊市
申请人河北省柏乡县恒通纸业销售有限公司因1张银行承兑
寒亭区银龙盐场，收款人为：潍坊市吉隆盐化有限公司。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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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为：叁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告。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为 30800053 95125823，出票金额为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人民币贰万元整，出票人为济宁市东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人为济宁天地鸿基商务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招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商银行济宁高新区支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04月18日，汇票到
申请人潍坊汇联钢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壹张丢失， 期日为2014年10月18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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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汇票的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642920，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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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 年 7 月 28 日，出票人为：潍坊市 效。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寒亭区银龙盐场，收款人为：潍坊市吉隆盐化有限公司。出票
申请人山东省济宁市创轩工贸有限公司因 1 张银行承兑汇
金额为：贰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告。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为 31300051 29946752，出票金额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为人民币叁万元整，出票人为兖州市宇通工贸有限公司，收款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人为兖州丰硕机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莱商
申请人潍坊汇联钢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壹张丢失， 银行济宁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 2015 年 01 月 10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行汇票的票据号码为 4020005221642924，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 年 7 月 28 日，出票人为：潍坊市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寒亭区银龙盐场，收款人为：潍坊市吉隆盐化有限公司。出票 效。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金额为：贰万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请人兖矿东华煤焦有限公司因 5 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5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张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的 票 号 为 30500053 23425533、 30500053
[山东]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23425534、 30500053 23425535、 30500053 23425536、
申请人安丘市兴源商贸中心承兑汇票丢失，票据号码为 30500053 23425537，出票金额均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出票

公 告

官

之

声

法官接受咨询要谨言
刘

勋

法官接受咨询要避免越界，
就要清楚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要做到多引导而少下结论，切勿
言辞审判、妄加评论、不懂装
懂。
由于职业的法律色彩，法官无论
是在工作中还是私人生活里，接受
法律咨询是常见之事。但是，鉴于
职业身份的特殊性，法官无论接受
谁的法律咨询都不能口无遮拦、信
口开河，更不能“感同身受”而情
绪化答复。因为咨询者往往会把法
官提供的判断当成“裁判结果”，这
样的“裁判结果”会让咨询者误读
法律精神，如果真实裁判与咨询结
果相左，轻则可能引发对法官自身
的不信任，重则还会给法院审判工
作带来被动。
法官接受咨询要避免越界，就
要清楚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
些要少说哪些要详讲，要做到多
引导而少下结论，不能误导咨询
者，也不能肆意诋毁各种执法、
司 法 现 象，笔者认为要切实做到以
下三点：
一是勿言辞审判。法官接受咨
询时无法像承办案件一样通过搜集
证据材料，来充分详尽地把握事实真
相，获取的信息往往不全面，甚至虚
假。如果法官根据片面或虚假的信息
作出判断必然与现实裁判背离。因此
法官接受咨询不能进行言辞审判，多
做程序上的引导少做事实上的判断，
而且所有的判断性回答必须进行前提
假设，而不是简单依据咨询者提供的
信息草率下结论。
二是勿妄加评论。接受亲友或群
众咨询时，也会常常遇到对既定裁判
结果的质疑，有些还对裁判法官或其
他司法者是否存在徇私枉法进行猜
测。而这些质疑或猜测许是受到趋利
避害及道德捍卫等因素左右的，因此
即便被咨询者与法官关系亲密，法官
也不能“同仇敌忾”地对裁判结果及
相关司法者妄加评论。法官不应是亲
友或群众诉讼失利的安慰者，而应是
诉讼权利的指引者，要把他们对质疑
及猜测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上诉、如
何补充证据、如何申请重审等法律程
序上，始终用法官的理性思维和法律
素养指引他们。
三是勿不懂装懂。前来咨询的亲
友或群众多数并不清楚被咨询法官的
知识构造与经验情况，也不明白法官
限于精力和具体岗位不可能熟悉全部
的法律问题。譬如，当资深民事法官
面对复杂的行政拆迁诉讼时同样会有
“隔行如隔山”的茫然感。法官不是
法律问题的全能全知者，面对自己不
熟悉的法律问题，切不可为了顾及颜
面而不懂装懂，这样不仅会误导被咨
询者，还会给工作及形象带来负面影
响。
职业的特殊性限制了法官接受法
律咨询答复的尺度，接受法律咨询也
是法官塑造职业形象、宣扬法治精神
的阵地，务必要谨言。要向被咨询者
传递司法有限性的观念，莫通过言辞
审判将法律无法调整的纠纷引入司法
渠道。要顾及职业形象，莫对既定裁
判妄加评论，更不能不懂装懂，要始
终坚守客观理性、尊重法律的职业操
守。

人均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青岛兖矿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持票人均为申请人，付款行均为中国民生银行济宁
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均为 2014 年 3 月 12 日，汇票到期日均为
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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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揽盛物资有限公司因丢失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安分行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300051 29964482，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7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10 日，出票人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收款人泰安港新燃气
有限公司，最终票据持有人济南揽盛物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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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乌鲁木齐鑫恒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1300052 22482865，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24 日，汇票人为乌鲁木齐鑫恒达汽车维
修服务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乌市商行汇通支行，收款人为安徽
全柴顺兴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人民币捌万元整 （80000
元），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24 日，持票人为乌鲁木齐鑫恒达
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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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邢台市隆塔橡塑密封件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由浙江台州黄
岩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签发的票号4020005120846719，出票日期
2014年5月26日，出票人浙江天雅摩托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
兰溪市博远金属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4年11月26日，票面金额
人民币5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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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