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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人民法院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日前召开的全国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议，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会 议 提 出 “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是 党 的 一 切 工 作 的 生 命 线 ， 也 是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的 生 命 线 ”， 要 求 各 级 人 民 法 院 把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这 个
根本任务抓紧抓好。当前，人民法院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任务更加繁
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艰巨，解决思想问题是做好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本报从今日起，刊发新时
期思想政治建设系列谈，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等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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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全能神”等邪教组织逐
渐被大众熟知，但仍有不少邪教组织、
非法功法未被广泛揭露，很多群众并不
知情，加之一些社会名人的盲目追捧，
为“神医”
、
“大师”和伪气功的滋生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
——中国中医科学院原气功研究室
主任张洪林教授称，
“中华养生益智功”
在创立后逐渐出现邪教组织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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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信念夯实改革时代司法根基
吴仕春

短评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授予刘
黎等 9 名“最美基层法官”获得者
“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授予付
冬辉等 16 名“最美基层法官提名奖”
获得者“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
这些 2014 年度的模范法官们，无一不
是忠诚履职，扎根基层、默默奋斗的
典型。坚守，是这些优秀法律人共同
的精神内核。
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思想政治建
设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法队
伍建设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加强人民法
院思想政治建设，引领正确方向，凝聚
智慧力量，强化担当意识，为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要做成一番事业，离不开坚守。
目前，新一轮司法改革大幕已徐徐拉
开。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每一位
法院人都是主角，也可能成为改革的
对象。面对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和方
案，不少法院人脚步放缓、内心迷
茫，甚至已有不少人感觉压力倍增已
经脱下法袍另择职业。越是这个时
候，就越需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要位置来抓，用坚守法治、坚守公正
的理想信念支持司法改革的每一步探
索，开辟中国法治的美好前景。
是改革就有阵痛，也需要付出代

如何才能进一步夯实全体法院人的法治理念和为民情怀的思想根基，在
司法改革大潮中健步前行，从思想上树立坚守理想信念是关键。

价。中国改革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
无一不是在阵痛中破茧而出、在荆棘
中劈山开路。各个行业的国人都为改
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今，司法改
革已经起步，面对法律人期盼了多
年、令人激动的司法改革大方向，身
在法院的法律人更需要带头用坚守的
信念勇敢面对司法改革可能付出的代
价。
对可能承受的改革阵痛，法官个
人需要树立坚守的理想信念。在新的
司法改革方案中，不少法官可能会暂
时失去法官身份、重新成为资深法官
的助理；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职业压
力，终身为自己办过的案件承担责
任；更有可能的是，改革后法官的职
业保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比肩
发达国家，但需要承担的司法责任却
瞬间大增。这些代价，都是一名法官
应该要承受的。面对这些代价，法官
必须作出是否坚守的抉择。以后要想
成为一名法官、检察官，没达到应有
的专业标准、不具备应积累的实践经
验、不满足法定的履职要求，是不可
能的。如果法律人自己都没有这点面
对改革的坚守品格，怎么能指望全社
会形成对司法的高度信赖感？

“天价施救费”闹剧早该收场了
近日，湖南长浏高速“天价施救
费”事件再次触痛公众神经。据媒体报
道，一辆货车撞上护栏后，车辆救援站
将其拖到 5 公里外的停车场，竟向车主
索要施救费 2.7 万余元。
尽管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2010 年 9 月就下发了 《关于规范高速公
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但施救费几年来依然高得离谱。
面对强烈的民意，相关部门一再以“由
市场调节”
、
“法律规定不明确”进行推
诿，放任“天价施救费”继续存在。
天价施救费背后，或许真的隐藏着
官商勾结的腐败利益链条。虽然国家发
改委、交通运输部的文件要求各地公安
交管部门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拖
移并收取费用，但一些高速公路车辆救
援站还是与当地相关部门存在着说不
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救援公司名义
上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但基本
上还是被指定为唯一的救援公司。试想
垄断经营之下，车主哪有议价的可能，
难免只能任人宰割。
确保道路畅通，也是各地公共管理
服务的范畴。既然是带有政府服务性质
的清障工作，不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
的，就像“120”救治病人、“119”救
火、市政工程车抢险一样，不应该漫天
要价。对此，相关部门理应核算高速公
路施救的合理成本，制定出明确、合理
的统一收费标准，公之于众。只有这
样，才能让损害政府形象的“天价施救
费”闹剧早些退出历史舞台。
——史卫燕

面对司法职业的高标准严要求，
法官群体需要树立坚守的理想信念。
司法权属于判断权的本质，决定了法
官要严格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断，必须
既具有应有的专业素养，又保持沉静
理性的职业特质。这种严苛要求，决
定了整个法官职业群体必须自我约
束、秉持信仰，坚守内心的公平与正
义。此次司法改革，意在提升司法职
业的专业化和公信力。要实现法官依
法独立审案、社会信赖服从，不仅要
依仗国家改革的外部驱动，更要有法
官群体自身的内在规范。达不到改革
要求的标准，自然会遭到改革大潮的
淘汰。
面对时代新趋势，优良司法传统
需要通过坚守的理想信念加以传承。
周强院长指出，当前，人民法院维护
群众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和谐
稳定、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任务
更加繁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
艰巨，解决思想问题是做好各项工
作、解决各种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面
对信息化、大数据和互联网浪潮，法
院人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牢牢站在
时代前沿思考工作、探索创新，另一
方面也要更好地抓住以马锡五审判方

式为代表的优良司法传统，把高科技
和好传统结合起来更好地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只有当点击鼠标就能实现
数字化办案的时候，法官还能脚踏实
地走村访户、实地调查、现场办案，
这种坚守才更加难能可贵，也更大有
可为。任何时代，人类精神世界中的
美好结晶不会改变。作为国家审判权
利的行使者，从依法履职角度出发关
切民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永远
不会过时，也永远需要坚守保持。
周强院长指出，加强法院思想政
治建设，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
任务，不断打牢做好人民法院工作的
思想基础。公正司法，既是社会进步
的基本需求，也是国家前行的历史丰
碑。面对司法改革大潮，要真正学习
刘黎等全国优秀基层法官扎根基层、
甘于奉献的坚守品质，用为民精神引
领司法行为，让公正理念浇注审判基
石。要让思想政治工作继续成为法官
职业的精神主心骨和方向舵，将个人
职业发展的小舞台置于国家法治改革
发展的大平台中，在压力中坚守、在
坚守中前行，不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和
职业进退，力争在平凡的审判事业中
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系列谈
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系
列谈

法治时评 ▷▷
近期，多地法院在审理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过程中，发现
对于银行催收行为的效力问题存在
争议，本文试对该问题进行总结分
析，并提出相关法律建议。
2009 年 12 月 16 日开始实施的 《关
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对恶意透
支行为增加了两个并列的限制条件：一
是发卡银行的两次催收；二是超过三个
月没有归还。
现实中，对于催收行为是否必须要
求持卡人知晓这一问题存在分歧。虽然
经过两次催收，但持卡人因为手机丢
失、外地出差等原因并未收到相关通
知，在此情形下超过三个月未归还行为
是否可以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
骗？如果要求催收行为必须使持卡人知
晓，那么很容易发生持卡人恶意透支后
以号码丢失、未见到相关通知文书为由
逃避打击；如果不以持卡人知晓为必要
条件，只要银行能证明已经实施两次催
收行为，那么对于一些确实因为非主观
原因忘记还款或未知晓催收通知的行为
人来讲，也必然形成实质的不公。由于
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这一问题在司法
实践中往往难以处理。
实践中，各银行银行卡发行单位的
做法不尽统一和完整，目前，常见的信
用卡透支催收方式是电话催收、上门催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汇票一张遗
失 （票号 62100051-20011067；出票金额 400 000 元；出票人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8 月 29 日；付款行华侨银行 （中国） 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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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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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安阳广源能源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遗失 （票号 30500053-24218049；金额 50 000 元；
出票人南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收款人南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
襄阳分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7 月 31 日；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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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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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宝洁士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
票据记载：票号 1020113032922218、票面金额 24060 元、出票
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背书，签发日期 2014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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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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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宝洁士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
票据记载：票号 1020113032922220、票面金额 46976 元、出票
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背书，签发日期 2014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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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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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爱码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

如何保存和采集证据是追究恶意透支的关键
王锐园 刘 叶
收、书面催告。电话催收、上门催收、
书面催告均符合法律规定，但银行应当
如何保存和采集这些证据，则是追究信
用卡恶意透支犯罪的关键。
银行在办理信用卡时，要充分履行
告知义务。将还款期限、透支利息、透
支风险等相关事项告知持卡人，并由持
卡人真实签署相关告知书书面材料。在
持卡期间，银行应通过定期、不定期的
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告知持卡人账
户信息，与持卡人保持联系。
在催收行为的认定上有两点建议：
一是，催收行为应以持卡人知晓为原
则，即在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
时，要求行为人知晓银行两次催收，且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三个月未归
还。理由如下：从银行与持卡人二者地
位来讲，持卡人属于弱势一方，因此，
对于银行的责任义务、证据规格等方面
要求应更为严格一些；二是，犯罪对于
个人的影响巨大，如果在持卡人并未知
晓相关催收通知，或确实由于意外状况
等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上
讲不通。
为此，要求银行在进行催收行为

票据记载：票号 1040113010199875、票面金额 6.45 万元、出票
人北京市朝阳区兰贵子培训学校、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
背书，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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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芜湖博康机电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无效
一案，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作出 （2014） 龙民催字第 6-3 号民事
判决书，宣告申请人芜湖博康机电有限公司的出票行为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出票人为海南艾尔英特空调有限公司，账号为
11009656348701、收款人为芜湖博康机电有限公司，账号为
34001675208053003107，票号为 30700051/20261362 的 44030 元
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申请人芜湖
博康机电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鑫高阀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31000051 23165650，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该汇票出票
人：安阳县金龙乳胶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浦发银行安
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安阳市恒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票
人：河南鑫高阀门有限公司） 丢失，向本院申请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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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和恩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10400052 23732634，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该汇票出票
人：金星集团安阳啤酒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安阳平源
路支行；收款人：郑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持票人：重庆和恩
科技有限公司） 丢失，向本院申请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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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英山农村合作银行因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声

唐 诗 姜 黎

依法婚检须公共服务跟进
在免费婚检难以推进的情况下，江
苏省以地方立法形式恢复婚检，或许是
无奈之举。重走“回头路”也是一种理性
与务实，但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
跟进。
免费婚检难以得到进一步推广，从
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依法婚检势在必
行。除了强化婚姻双方当事人的义务与
责任外，还应当将政府部门提供的婚检
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化，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并打破地域界限。婚检不单纯是个人消
费，它是一项公共卫生工作，将强制婚
检纳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实际上是
政府花钱为群众买健康，婚检费用应由
国家财政来承担。
其次，从事婚检单位要提供优质服
务，更贴近当事人需求，对工作场所、
场景、服务态度、语言、检查项目、方
式，适应个性化要求，体现人性化关
怀。如未婚先孕的、婚前性行为的隐私
向对方保密等，还应对婚后夫妻生活、
生育最佳时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最后，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深入开展
婚育新风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公民的婚
姻健康意识，使其能本着对家庭负责的
态度，积极与政府配合完成强制婚检项
目，从而使下一代更健康。
——闻 之

之

法官办案与互联网思维

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系列谈①

观点

官

时，首先必须要固定相关证据，即通过
录音录像、无利害关系见证人见证等方
式证明行为人知晓催收行为。例如电话
催收时，注重录音证据的采集保存；登
门催告时，由银行业务人员邀请无利害
关系的见证人到场催告，并由银行作出
催收记录，由持卡人签字确认，持卡人
拒不签字时，可由在场见证人签字证
明；其次，银行应增加催收方式，以尽
可能多的途径达到催收效果。例如微信
催收、视频催收等。此外还要注意两次
催收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问题，不能间
隔太短，应该科学设置间隔时间，以便
更好的达到催收的效果。
银行穷尽催收义务后，行为人仍
以不知晓催收抗辩的，需提供相应的
证明材料。实践中，持卡人恶意透支
后修改联系方式、迁移住所后故意不
通知银行，以此辩称未接到相关催收
通知，从而逃避打击，对于此种情
况，一方面银行要穷尽催收义务，即
通过现有的所有途径都进行了催收并
掌握相关证据；行为人依旧没有按时
还款的，那么应当承担恶意透支的责
任。此时，持卡人需要证明自己有合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5日（总第6109期）
40200052 20745645，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该汇票出票
人：林州市万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河南安阳商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安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收款人：林州市顺丰电动车业有限公司；持票人：湖北
英山农村合作银行） 丢失，向本院申请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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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62440、出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到
期时间 2014 年 12 月 26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汇票出
票人名称：东风 （武汉） 汽车零配件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
人名称：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中信银行武
汉分行、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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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71060、出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27 日、到
期时间 2014 年 9 月 27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30 万元、汇票出票
人名称：武汉东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东风嘉实
多油品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为
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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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理由未接到催收通知。如果不能
证明的，则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
对持卡人的要求，因为作为信用卡
的持卡人，在进行较大数额透支行
为时，就应该知晓自己承担的还款
义务。在银行穷尽相关催收程序依
旧不还款的，可以推定为恶意透支。
因此，从银行和持卡人两方面来
认定恶意透支。一方面银行要穷尽各
种方式履行催收义务，另一方面，在
银行履行完催收义务而行为人仍未还
款的，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说明义
务，证明自己确未知晓催收，如果不
能证明的，承担恶意透支的相关责
任。
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需要
严格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主观
上要求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
观上需要满足银行催收两次未果、超
过三个月未还的条件。不能仅仅以催
收和超期未还就简单认定其主观上符
合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应将二者作为
认定其主观恶意的辅助客观条件。从
而有理、有节地打击恶意透支型信用
卡犯罪。

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62442、出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到
期时间 2014 年 12 月 26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汇票出
票人名称：东风 （武汉） 汽车零配件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
人名称：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中信银行武
汉分行、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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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62441、出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26 日、到
期时间 2014 年 12 月 26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汇票出
票人名称：东风 （武汉） 汽车零配件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
人名称：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中信银行武
汉分行、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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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申菱电梯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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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010005123800313；票面金额为玖拾
肆万零捌佰零柒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13 日；票据到期
日为 2014 年 8 月 13 日；出票人为伯朗电梯 （郴州） 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广东富士电梯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宁波申菱电梯配件
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为交通银行佛山顺德伦教支行；付款银行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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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票号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在互联网时代新形势下，法
官应善于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到审
判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全方位渗透
于人类社会各方面之后形成的一种思
维特质，其包括用户思维、简约思
维、极致思维等思维方式，法官办案
过程如能加以综合运用，可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用户思维强调“用户至上”，指
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中都要“以用户为
中心”去考虑问题，只有深度理解用
户才能生存。法官办案亦如此，要生
产出好的司法产品，就应运用用户思
维，将人性化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
审判过程。基于当事人文化程度、知
识结构、人生经历等方面的诸多差
异，其对司法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由
此，在诉讼过程中，坚持“一张笑
脸、一把椅子、一杯热茶、一句问
候”，详细了解当事人的诉求，为其
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司法服务，就
能够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增加其对
法院的信任。在调解过程中，应从双
方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深度了解双方
利益需求，把握利益分歧点，找到突
破口，在严格依照法律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的平衡双方利益，促使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使矛盾有效化解。
简约思维强调信息爆炸时代必须
快速有效的抓住重点。在市场经济高
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潮涌现，法官
办案过程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和选
择，有的法官选择放弃审判事业而调
离法院，有的法官选择辞职下海，甚
至有的法官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法官担负着评断是非曲直，
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只有专注
于审判事业，不断总结钻研提炼，才
能把一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做到完美，
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大道至简”，当
法官面临形形色色的诱惑时，只有善
于取舍，增强政治定力，廉洁定力和
法律定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守
良知底线和法律底线，才能不忘初
心，实现法官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
值。
极致思维强调把产品、
服务和用户
体验做到极致，
超越用户预期。法官作
为司法产品的制作者，
首先应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法官职业性质要求法官除
了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外，
还要具备多
学科的综合知识，
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和审判实践经验。法官运用极致思维，
需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勤学善
思，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其次应规
范司法言行。法官严谨的工作作风显
得尤为重要，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
致，输出的司法产品才能让当事人满
意，
才能汇聚起司法公信力的洪流，
实
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
敬请关注本报评论部微信公众
平台“司法评论”，微信号：sifapinglun。

告。该票据号码为 1040005221769756，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7 日 ， 汇 票 到 期 日 为 2012 年 9 月 6 日 ， 汇 票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589676.40 元，出票人为永州恒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湖南时代阳光医药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
司、被背书人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托收行为招商
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付款行为中国银行永州分行营业部的承
兑汇票立即停止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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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沭阳县亚太木业制品厂因其所持有的妊承兑汇票遗
失，票号 31300051 32956631，票面金额 5000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8 月 1 日，出票人沭阳县亚太木业制品厂，收款人沭阳
县新月星木业制品厂，付款行苏州银行营业部，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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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精樱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
号 31300051－27841210，金额为 2 万元，出票人神华蒙西煤化
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乌海银行、收款人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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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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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25168402，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15 日，出票人为宁夏净源活性炭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平
罗县鑫渝煤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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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平罗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