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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后悔权，施行半年纠纷多
何 旭

有必要针对消费者后悔权纠纷
的特点，用制度加维权真正使“消
费者后悔权”从纸面落到实处。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征求意见稿)》10月4日前公开征求意
见，规定：商家须承担无理由退货义
务，违反规定者，或面临 50 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责令停业整
顿、吊销营业执照。

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除定
做、鲜活易腐等几种情况外，网购商品
可七日内无理由退货。这些规定，意味
着七天无理由退换已经从网购平台的自
律准则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消费法
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空白，可谓

“打上补丁”；对已制订 20 年的法律，
可谓“系统升级”。

如今，虽然“网购七天无理由退
货”的政策实施已经实施半年，而在
此前，不少大型电商平台更是率先实
行，但从实践来看具体的方式和效果
却并非如想象中“如意”。比如规定

“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什么叫“完
好”，商家与消费者各自理解不同，难
免产生新的纠纷；再比如“7日无理由
退货”，如何界定7天的有效期，以及
物流延迟、退货过程发生商品损坏如

何认定等，均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一
系列的问题还须在今后政策的实施中
不断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常商品交易
中，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
的，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有了后
悔权，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能够与商家

“和平共处”。特别是当发生消费纠纷
时，个体维权势单力薄，面对强势的生
产企业或商家，往往会陷于“有理扯不
清”的尴尬困境，屡屡维权无果，甚至

“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此，“消费者后悔权”虽是商
家的紧箍咒，但在消费者弱势的普
遍语境下，更需要相关部门和消协
等社会组织的“撑腰”。有必要建立
独立的消费者后悔权仲裁机制，在
现有的消费者协会体系的基础上，
组建独立的“消费者后悔权仲裁
庭”，针对消费者后悔权纠纷的特
点，设立一套专门的仲裁规则，明
确后悔权纠纷仲裁制度的具体办
法，用制度加维权真正使“消费者
后悔权”从纸面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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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解聘“内鬼”，法律不应缄默
刘建国

既然沃尔玛以“家规”辞退员
工，那么员工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
器，寻求法律的帮助。

举报沃尔玛使用过期原材料制作熟
食、煎炸用油“一个月不换”的一个多
月后，沃尔玛深圳洪湖店4名员工等来
的不是企业的道歉，而是解聘书。

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中，并不包括因为揭
露单位黑幕，给单位造成影响的情形。
毕竟，揭露行为是出于正当的目的，也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便给单位造成了
不利影响，也不该以一纸解聘书将职工
赶出门外。

根据报道，沃尔玛深圳洪湖店的“黑

油”事件始于今年8月7日，举报人通过
视频举证该店煎炸用油“一个月不换”，
以及涉嫌用过期肉等原材料制作熟食等
问题。还有员工证实确实存在使用过期
食材及长虫大米的情况。举报人不是外
人，正是被沃尔玛看作“内鬼”的单位员
工。于是，沃尔玛以员工行为“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同时给公司造成重大损
害”为理由，将员工清除出单位。

其实，为了保证举报信息的可信
度，有关部门常对实名举报“优先办
理”。然而，由于缺少保护举报人的法

律和机构，本是揭开安全黑洞的打假
“斗士”，却成了违反企业“家规”的
“内鬼”，这在反腐和食品安全等领域，
都是不少举报人曾面对的尴尬局面。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却不得不面
对自己丢掉饭碗的窘境，这种代价未免
有点太大了。如果，每个具有良知的员
工，都以实名举报的方式揭发一些黑
幕，我们这个社会必然会增加很多正义
因子。但是，如果单位对他们采取打击
报复的姿态，而法律又沦为看客，这无
疑是让员工处于被动尴尬的境遇中。

因此，对于沃尔玛违法开除员工的
行为，法律不应该保持缄默，而应当及
时发声。毕竟，如果通过这一起事件，
能够为弱者撑起维权天空，必然会鼓励
更多的员工曝出单位见不得人的内幕，
进而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

事已至此，既然沃尔玛以“家
规”辞退员工，那就应该以法律进行
惩罚和制裁。员工应该拿起法律武
器，相关执法部门更应该以身作则，
让沃尔玛懂得违法的后果，让这些员
工得到法律的帮助和慰藉。

法治时评 ▷▷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价值意蕴
马 斌 王新亮

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为契机，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化、
规范化与法治化，破解“民告官却不见官”的困境，真正“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前不久，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二次审议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其中，针对实践中“告官不见
官”很普遍的情形，《修正案 （草
案）》 增加了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
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
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内
容。

自1990年以来，行政诉讼法已实
施了20多年。随着我国行政审判的水
平不断提高，“民告官”的各项制度
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但不可否认，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在我国尚未正式
建立, “民告官”却“不见官”，导
致很多行政案件的结局并不完美。

其实，早在1999年，陕西省合阳
县较早“吃了螃蟹”。当地法院与县
委、县政府联合下发《关于“贯彻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施意
见》，其规定“机关部门一旦成为被
告，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这在
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随后，国务院
分别于 2004 年和 2008 年出台 《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和 《关于
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鼓
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这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提供了
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全国各地积极
反响，纷纷搞起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改革。截止到
2012年，据不完全统计，正式公布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规范性文件
153件。其中，从数量上看，部门规
章 1 个，其余 152 个均为地方政府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层级上看，
省级单位6个，市级单位68个，区县
级单位 77 个，乡镇级单位 1 个。从
地域上看，已出台的规范文本涉及24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江
苏、浙江的文本最多，均为 28 个。
而从发文主体上看，各地文件主体大
不一致，可谓“各自为政”，各具

“地方特色”，内容差异比较大，这不
仅不利于法律制度的统一，也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审判权的权威。

同时，由于各地的规范文件大都
不具有监督和惩戒机制，使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制度只能“看上去很美
好”。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全国各
级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 行政
首长出庭应诉的比例占不到千分之
一, 且各地的情况很不平衡。据湖北
省高院统计，2002至2006年，行政机
关首长出庭应诉案件共132件，行政
机关首长出庭应诉率仅为千分之七。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行政首长出
庭应诉制度的探索在各地兴起了“星
星之火”，但仍未成燎原之势。在行
政诉讼中，普遍存在行政首长不出庭
应诉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多年来的
行政案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一直没实
现“零突破”。

虽然国家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尚
未涉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地方如火
如荼的探索也还在进行，但行政首长
应不应当出庭，理论界和实务界可谓
褒贬不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法治中国建设，其中当然包括
依法行政这一环节。所以，笔者认为
应该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
合的基础上，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

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其原因有三：
其一，是增强依法行政观念，提

高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依法行政作
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的一项重要
原则，理应得到遵从，这样才能提高
行政管理的水平。在中国，行政机关
实行首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行政首
长在单位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因此，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不仅可以增强首
长们的法治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觉
悟，更好地做好人民公仆。同时，行
政首长通过出庭应诉，可以了解执法
的真实情况，倾听民众的真实意愿，
这对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监督行政公
务人员, 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正如姜
明安教授所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理
念和法律知识，一次出庭可能等于听
十次法律讲座。”

其二，是尊重群众，及时化解行
政纠纷，树立良好形象的需要。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
原则。虽然在行政管理关系中，行政
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并非是对等
的，但在程序面前，他们是平等的。
特别是一些群体性事件引起的代表诉
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这不仅是尊
重人民群众的体现，也为行政相对人
提供了与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面对面
诉苦的机会，使他们感受到政府的诚
意，便于化解其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降低上访率，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统一。

其三，是推动司法改革，树立司
法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
度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
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
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长久以
来，司法机关承受着来自行政机关的
审判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司法的公信
力。特别是在行政诉讼中，强势的行
政权优于司法权，导致人民法院不敢
受理和不愿受理，受理了又不能公正
审理和裁判，裁判后又不能顺利执
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法制的进步和
司法权威的树立。所以行政首长应该
出庭应诉，既是对司法权的尊重，同
时体现了法院居高的地位，有利于实
现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良性互动，营造
和谐的行政审判环境，为解决行政案
件“受理难”、“审判难”和“执行
难”的问题创造条件，推动建设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总之，作为行政诉讼制度重要
组成部分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
度，其建立将在我国行政诉讼的法
治历程上意义非凡。笔者认为，以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为契
机，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化、
规范化与法治化，从而充分发挥其
制度效果,破解“民告官却不见官”
的困境，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该制度建立的初衷与意蕴，也
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国假日办”撤销释放改革信号

运行 14 年后，全国假日旅游部际
协调会议于近日被正式撤销，其全部职
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之中。

虽然每次都“为别人作嫁衣”，张
罗公众放假自己却要假期加班，但“全
国假日办”的苦劳并没有换来功劳，其
运行期间一直备受诟病。公众的不满
意，一方面源于调休制度不尽合理。许
多小长假、黄金周，大都是人为生拼硬
凑出来的，为调休而调休，反倒比正常
上班还累。另一方面，随着全国人民大
出游，黄金周陷入“逢节必堵”的怪
圈。不是堵在路上，就是堵在景区，如
此“花钱买罪受”也让许多人把怨气撒
在“假日办”身上。

不可否认，黄金周在推出之初，迎
合了人们积蓄已久的“假日渴求”。不
过，随着民众假日诉求多元化，其红利
正在衰减。去年全国假日办组织的问卷
调查中，半数以上网友对现行假日安排
不满意。原中国旅游学院旅游科学研究
所所长王兴斌一针见血指出，“黄金周
只是迫不得已的过渡形式，带薪休假，
把假期还给公民才是唯一的出路。”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出台的《国民
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以及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黄金
周”的概念悄然隐退，带薪休假被多次
强调重申。在这一背景下撤销“全国假
日办”，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体现
了政府跳出狭隘的假日旅游，放眼国家
旅游战略的思维跨越。

一直以来带薪休假之所以沦为“镜
花水月”，关键在于缺乏刚性约束和制
度保障。与“全国假日办”时代相比，
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进一步提
格、扩容。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我们
有理由对政府统筹解决带薪休假落地难
的问题充满期待。

——张枫逸

法官不妨读读古诗词
尚 博

作为新时期的人民法官，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不妨勤于开
卷，读读古诗词。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
师大时,对于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和散
文被从课本中去掉的现象,表示“很
不赞成”，并认为应该将这些经典嵌
在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
因”。

实际上，对中国古代经典诗文的
学习绝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必修
课”，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应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研习者和受益者。而作为
新时期的人民法官，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也不妨勤于开卷，补补“诗词
课”。

诵读经典古诗文有助于法官工作
压力的缓解与文化素养的提升。随着
人民法院审判任务愈加繁重，案件质
量要求日益提高，法官身心所承受压
力也与日俱增。如何通过培养健康的
生活情趣和爱好来缓解办案压力？诵
读古代经典诗词散文可谓绝佳的方式
之一。古诗文中所蕴含的语言美、结
构美、形象美和意境美，既有助于法
官放松心情、舒缓紧张的工作压力，
还有利于法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
提升。而且在欣赏古诗文的同时，法
官也接受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熏
陶，对法官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样
大有裨益。

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诵
读经典古诗文还有助于法官高尚道德
操守的养成。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有力载体，很多诗作文章内涵深
刻，意存高远，如“吾日三省吾
身”、“业精于勤，荒于嬉”、“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等
诸多名言诗句，不仅可以作为经典作
品进行欣赏品鉴，还可以当作座右铭
时刻警醒法官自身的言行。法官通过
对古代优秀诗歌散文的学习，将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在提升法官自身人格
魅力的同时，也展示出人民法官丰富
的专业学识、卓越的职业风采、清廉
的道德品格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此外，作为文学创作，古典诗
词看似天马行空，实则结构严谨、
遣词凝练。而对古诗词的诵读和学
习，无疑将有效提升法官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在制作裁
判文书时更加注重文书内容表述的
精准和字词语句的凝练，使裁判文
书说理透彻准确、论证充分有力。
同时，古典诗词的起承转合也有助
于法官对裁判文书结构的整体把
握，让文书在布局谋篇上层次更加
清晰，在段落语句上衔接有致，从
而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都以当
事人看得懂的方式呈现。

观点

拍桌子不如打板子

据媒体报道，郑州市中原路西三环
立交桥下出现大塌坑。郑州市政府一名
副秘书长召集专家召开紧急会议，并在
会议中直拍桌子，对相关部门提出批评。

一条道路半年内连塌 13 次，市民
屡投诉、媒体屡曝光，却塌塌不休，越
塌越大，这种情况下官员如今会议协调
处理，不拍桌子表示震怒才不正常。不
过此刻大家更关切的或是:副秘书长拍
桌子批评，问题会得到解决吗？会不会
还有接二连三的N塌？

并非不相信官方“拍桌子”情绪流
露的真诚和敦促解决问题的姿态，只是
类似这种遇到问题、碰到矛盾拍桌子的
现象，近年来大家都见识了不少，而且
人们往往发现拍桌子之后，未必能够看
到实质性的改观。

半年 13 塌的市政工程，查清问
题、厘清责任有多难？“拍桌子”之
后，如何“打板子”，13塌能否从此打
住，固然尚需拭目以待。但事件本身，
值得有关方面检讨、反省的无疑很多。

——范子军

汽车租赁应符合现行的公务车辆配
备标准，租赁轿车车价不应超过 18 万
元、排量不应超过1.8L(含增压)。各采
购单位进行车辆租赁及包车服务时，应
选择国产汽车。

——随着公车改革推进，中央单位
车辆租赁需求增加，近日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确定了车辆租赁定点采购
(试行)执行办法，对汽车租赁的程序、
方式等做出规定。

敬请关注本报评论部微信公众
平台“司法评论”，微信号：sifaping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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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龙山兴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有的票据号码
为 129214539311，出票人为北京龙山兴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空白，出票日期、收款人为空白、印章齐全的北京
农商银行转帐支票一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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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金都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安徽池州分行浦西支行签发的号码为1020005220088691的
银行承兑汇票。出票金额为5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26
日，到期日为2014年6月25日，出票人为安徽池州九华发电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安徽皖投新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该票据经连
续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为山东金都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
申请人山东金都电子材料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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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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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尔滨市道里区腾飞墨水厂因所持有的招商银行哈尔
滨大直支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 理 ，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 号 码 是
3080005392636482号，金额为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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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兴骥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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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31300052/24261201、票面金额为10万元、
出票日期2014年4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10月28日、出票
人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收款人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经营
分公司、付款行为河北银行石家庄营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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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二板钢木家具综合制品厂因
其持有的票据号码为10500054/20156797，出票日期为2014年1
月 29日，票据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27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出票人为邢台市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河北康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持有人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二板钢木家具综合制品厂，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邢台桥西支
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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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怡富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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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052/21595692、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河南华泰印业有限
公司，收款人郑州市怡富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
行，出票日期2011年9月16日，到期日期2012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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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浙江漓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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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0053/25720000、金额10万元，出票人为河南省众诚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鹤壁市银冠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郑州分
行，出票日期2013年8月15日，到期日期2014年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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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范县弘泰化工建材厂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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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票人：濮阳市晨光商厦，票面金额：200000元，票号：31300051
20243488，出票人帐号：604002152034093，付款行：濮阳银行华
龙区支行，收款人：濮阳市腾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汇票出票日：
2014年7月3日，到期日：2014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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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范县弘泰化工建材厂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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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河南濮阳中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
100000 元 ， 票 号 ： 31300051 20243600， 出 票 人 帐 号 ：
6012100016000000051741，付款行：濮阳银行开发区支行，收
款人：濮阳市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汇票出票日：2014年 8
月5日，到期日：2014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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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佳昱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1000051 23268372、票面金额人民币 5万元、出票
时间 2014年 2月 20日、到期时间 2014年 8月 20日，出票人名
称：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重庆民康十堰电器
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浦发武汉分行作业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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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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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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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晋县思源商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出票人为湖北
广奥减振器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0日，付款
行为十堰农商行红卫支行，到期日为2014年7月20日，收款人
为十堰坤利达工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200000元整，票号为
31400051/23902405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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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条、第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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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汇鑫传动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票据记载: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1400051/25002644，出票人宜昌市盛煌耐磨材料铸造
有限公司，收款人宜昌市睿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
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2014年7月7日、汇票到期日2015
年 1月 7日，付款银行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西陵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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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黄岩永宁泡沫包装厂因所持的银行汇票一张
（号码为 ，出票日期2014年3月10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9月10日，出票人台州市立马车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浦
发台州路桥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 16200元，收款人浙江黄岩
永宁泡沫包装厂） 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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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任丘市精恒焊接电缆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由中国
农业银行台州临海支行营业中心于2013年10月11日签发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票号为10300052 22165356，到期日2014年4月
11日，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台州市宝丰冷轧制管有
限公司，收款人上海杭润实业有限公司并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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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受理了申请人宁润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双龙路支行银行汇票壹张 （票据号码为
0010004120085558，申请人宁润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收
款人泰州市凯达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贰万
元整）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作出 （2014） 江宁催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5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
宁 经 济 开 发 区 支 行 银 行 汇 票 壹 张 （ 票 据 号 码 为
0010004127082561，申请人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北
纬通信科技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4年 8月 18日作出 （2014） 江宁催字第 9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6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
科学园支行银行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0010004123801781，申请
人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双泓拓标有限公司，出
票金额为柒千元整）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4年9月3日作出（2014）江宁催字第1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6月23日受理了申请人余姚市鸿雁化工塑料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期间，对其遗失的由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萧 山 支 行 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 签 发 的 编 码 为
3130005132095236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300000元，出
票人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中球贸易有限公
司，背书人虞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
（2014） 杭萧催字第 8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鸿雁化工塑料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4月14日受理了申请人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的 公 示 催 告 申 请 ， 对 其 遗 失 的 号 码 为 3130005
221566756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3年9月27日；出
票人：重庆北奔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重庆华文飞庆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票面金额：20000元；付款行：重庆银行李家沱支行
营业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4年8月3日作出（2014）巴法民催字第00006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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