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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信力的内外兼修
王璐璐

法治时评 ▷▷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系列谈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系列谈

“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
不同对待”，这是人们对正义最基本
的理解。但我们对哪些情况是相同
的，哪些是不同的，存在高度的分
歧，并且这种棘手的分歧很难通过社
会协商完全解决。这导致社会合作会
陷入困境中。既然我们无法通过协商
解决问题，那么就需要引入一个实践
权威，将权威的决定视为我们共同的
决定。现代社会中，法律就是最重要
的一种实践权威。它以“我们”的名
义发号施令。这不仅是社会效率的考
虑，更是正义本身的要求。如果我们
陷入无休止的分歧，任何一种合理的
正义观都无从实现，剩下的只有无休
无止的纷争。

不过，法律在承担起给出公共行
动标准这一任务的同时，正义的困境
也同样被纳入到法律之中。“同案同
判”就成了正义对法律实践本身提出
的要求。一些人会主张，法律总是通
过规则来指引人们的行动，而规则的
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般性，因此只要
我们严格按照法条办事，就能做到

“同案同判”。这个看法乍看上去很有
道理，但却是错误的。虽然法律是由
一般性的规则所构成，但规则并不能
自动地告知我们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被
适用。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表达规则所使用的语言具
有一定的开放结构，我们对于处于开
放结构中的案件究竟是否属于该规则
的涵摄之下，存在无法通过诉诸规则

加以解决的分歧。自然语言中开放结
构的存在，导致对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例如，面对

“公园禁止车辆进入”这个规定，我
们会认为私家车当然属于该规则所指
的“车辆”，但滑板车算不算呢？残
障人士使用的助力车算不算呢？单纯
诉诸于规则很难解决。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法律是一
种规范性实践，因此对法条的理解需
要结合相应的背景，这就会导致分歧
更加严重。继续以“公园禁止车辆进
入”规定为例，如果公园内发生火
灾，消防车辆是否能进入灭火呢？多
数人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但至少可
以肯定的是，允许消防车辆进入至少
在字面上违背了该规定。我们之所以
会认为这样是合理的，主要是因为我
们认为该规则的目的是保证公园的宁
静和安全，而发生火灾的时候，生命
财产安全这个目的显然高于“公园的
宁静和安全”，因此消防车不受该规
则的限制。那么，如果对一般性规则
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在某些情况下需要
诉诸于规则背后的目的，那么分歧就
会重新被引入。

可见，简单地通过制定一般性的
规则，很难达到“同案同判”的要
求。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以及对法律目
标理解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规定和
同样的案件事实，会得出不同的结
果。这当然违背了开篇我们提到的正
义的基本要求，也会导致相当糟糕的

社会影响。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
的出现。我们需要在一般性规则之
外，构造一种辅助的制度。这种制度
在原则上应当能揭示理解一般性规则
所需要的语境和目标。我国最近逐渐
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在这个方面
上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尝试。在《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指出，“加
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
法律适用标准”。可见，案例指导制
度会逐渐成为我国法律制度中的重要
一环，需要认真对待。

案例指导相对于传统的司法解释
更具灵活性，可以及时地适应社会关
系的调整变化，更新我们对一般性法
律规则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指
导案例是一种“活法”，通过具体案
例对特定的法律规则给予解释，使得
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并参照处
理类似的案件。这样既维护了国家法
制的统一，也在根本上使得法律更接
近于正义的要求。其中，最高人民法
院的案例指导，主要针对由于我国地
域辽阔、社会交往结构复杂导致的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指导各级法
院审判工作，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提
供标准。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案
例指导，则是通过选编检察机关在办
案过程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
来为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
指导和参考，从而促进法律统一而正
确地实施。

当然，案例指导制度只是促进同案
同判，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有力措施，
要想让这种措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
还需要法院特别是法官发挥自己的主观
能动性，以有效地运用相关的指导案例
来指引自己的裁判。原则上说，指导案
例通过提供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及其相
应的裁判，使得法律背后的脉络和目标
显现出来，以实现各地法官对相关法条
的理解相对趋于一致。既然如此，我们
就能对法官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
议，来促进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运行。

首先，法官应避免机械地理解指导
案例。法官不应该将指导案例中对法律
的适用视为一种凝固的结果，脱离开相
关的背景，机械地加以使用。这实际上
是将指导案例中的内容当成了一般化的
法律规则，那就在根本上否定了案例指
导制度。我们应当结合指导案例中提供
的案件背景和素材，能动地理解法律背
后的深意和原则，然后对比手头的案
件，实现对案件的合理裁判。毕竟，如
果将本来就不同的案件做了相同的裁
判，同样违背了同案同判的原则。

其次，法官应当积极提高法律解释
和论证的能力。结合上一点我们会发
现，案例指导制度并没有在根本上否定
法官的能动性，相反它是建立在承认法
官能动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法官依
然需要积极提高自己在解读法律和论证
说理上的能力。在运用指导案例的时
候，能准确地将指导案例中的内容与自
己手头的案件无缝对接起来。由于指导
案例中提供了远比一般性规则丰富的信
息，这就可能导致当事人和法官之间产
生更丰富的分歧，因此如何有效论证指
导案例对手头所处理案例之间的一致
性，从而使得当事人信服，这依然需要
法官具有高超的司法技艺，给出准确的
解释和严密的论证。

法官如何面对案例的“指导”
全国政协委员、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院长 曹义孙

案例指导具有灵活性，可以及时地适应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更新我
们对一般性法律规则的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可见，案例指导制度会逐渐成为我国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一环，需
要认真对待。

用法治守住药品安全红线
乔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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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能多盘点问题
进入十二月份，又到了各级各部门

盘点结一年工作的时候，盘点工作的目
的，是为了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找准问
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争取来年能有一
个大的进步。因此，在做盘点的时候必须
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成绩总
结到位，另一方面也要把问题找准找实。

俗话说：“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
讲不得了。”成绩是明摆着的，即便不讲，
也不会产生坏效果。而问题就不一样
了，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和问题，
开展工作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
过程。盘点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来年
做得更好。

具体地说，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
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分析、研究，理
清责任，使得来年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不会
重蹈覆辙。二是可以教育干部树立和增
强责任意识，问题出来之后领导干部及时
问责，该负责任的要勇于承担相应的责
任，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要让各级各部门在年终盘点的时
候，既报喜，更报忧，甚至少报喜，多报
忧，就必须多管齐下，改进和完善绩效考
核办法，切实营造盘点问题的环境和氛
围，使大家喜欢盘点问题，敢于盘点问
题。

——宛诗平

法官“负面清单”传递司法正能量
据媒体报道，历时2个月时间调研，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发布了全
国首个法官“负面清单”——《常熟法院
规范司法权运行特别提醒》，力图以20条
规定解决法官办案中极易出现的问题。

“负面清单”源自投资领域的“黑名
单”制度，意指“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
产业”，而将“负面清单”引入司法领域，
用以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引导法官行为
实施，常熟确属国内法院系统之首创。
对此，笔者点赞之余更多了些许期待。

正如先哲所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
然导致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司
法权亦如此。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司
法审判权的机关，维护着司法权的公正
行使，也承担着维护社会公正的重担。
司法不公、司法权运行不规范，必然将给
社会公正带来致命的威胁。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绘制了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提出“必须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
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可以说，公布法官“权力清单”
虽然是“吃螃蟹”之举，却有着国家层面
的政策支持，彰显了人民法院应对司法
改革的自信与决心，必将成为传递司法
正能量的劲风。

一方面，可以将法官在行使司法权
之时极易出现的问题列入清单，摆于明
处，从而对法官产生“时时提醒、处处警
示”的效果。这样，司法者便能以此“照
镜子”与“正衣冠”，通过“排除法”来同违
法违规行为“绝缘”，进而守住办案的底
线，摆正为官的红线。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向社会民众公开的方式，让当事人以
及其他社会公众都能参与对司法活动的
监督，以此倒逼司法者规范自己的行为，
依法行使司法权，进而构建开放、动态、
透明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当然，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摸着
石头过河可以走，也必须要加强国家层
面的顶层设计，避免出现“各自为政”、

“自说自话”的乱象。常熟法院之举毕竟
只是尝试，未来的路还寄希望于后来者，
所以笔者期待，以后还能有“责任清单”
与“监管清单”的到来。

——马宏伟 王新亮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在
法治环境完善、法官素质提升、司
法程序正当性及司法裁判的执行
性等方面内外兼修，综合发力方
能整体推进。

司法公信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及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反映
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司法
公信力的提升，需要在法治环境完善、
法官素质提升、司法程序正当性及司
法裁判的执行性等方面内外兼修，综
合发力方能整体推进。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依法治国的
基础，也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外
在保障。对于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的法院而言，更需要为法
治环境的完善助力。通过个案引导、
巡回审判、案例宣传、普法教育等多种
方式，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意识，
形成崇尚法治的强大社会氛围。

在社会公众的观念和期盼中，法
官代表着法律，代表着公正。随着依
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法官在社会
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步提高，
由此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高更
严。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不仅需要法治
环境的保障，更需要法官素质的进一
步提升。一方面，严格法官的职业准
入、加强在职在岗培训，从法律思维能
力、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及文
书制作能力等方面着力使法官的业务
素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
引导、制度约束、严格管理等多种措施
和途径，培养法官的高尚品质，营造法
官良好道德素质的氛围。

改善庭审细节也有利于构筑司法
公信力。法庭不仅是审理案件的特定
场所，更是法官展现司法礼仪和司法
权威的舞台。严谨规范、秩序井然的
庭审过程，不仅是人民法院发挥审判
职能、有效裁判各种案件、进而调节社
会关系的基本要求，更是维护司法公
信的基本要求。随着司法公开的逐步
深入，庭审过程将毫无保留地展现在
公众面前，成为社会各界直观感受庭
审、切身体认司法的重要载体，进而直
接影响公众对司法公信的认知。为保
障司法公信，应坚守正当程序理念，坚
持严格、庄严的法庭仪式，注重审判过
程的合法适当，同时对于不服从或不
尊重法庭或法官、可能影响司法运作
之言行应予以严惩。

稳定司法裁判在构筑司法公信力
方面必不可少。司法公信力的本质是
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只有司
法裁判的公正、合理及稳定才能使公众
对司法信服，稳定性是司法公信的重要
内涵。由此，对于司法裁判，要树立裁
判既判力意识，在全社会创造一个尊重
司法裁判的氛围和环境，让社会公众自
觉承担维护司法公信的义务。法院自
身也须严格适用并细化申请再审的法
定事由，建立统一、规范的再审审查程
序。必须服从司法的终局性规则，非经
法定程序不能改变，否则法的稳定性将
荡然无存。当然，维护判决稳定不能成
为依法纠错的阻碍，如果案件确有错误
就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司法公信力构筑只是进行时而非完成
时。必须要提升司法权主体的素养、
品质，保证司法运行过程的有序、公
正，同时在全民中培育、养成司法信
仰，惟此，司法才能最终获得最广大社
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依法治国的法
治梦想才能最终实现。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药
品安全还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完
善相关法律规定，擦亮法律武器，该
出手时绝不手软，才能打赢这场药
品安全仗。

日前，“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已经正式施行。《解
释》明确了7种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应
从重处罚的情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
生产、销售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
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假药。

药品安全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是危害药品安
全的根本所在。不论对生产、销售假药
还是对生产、销售劣药，我国刑法都不曾
缺位，不仅专门规定了一应罪名，而且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还曾出台《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
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还取消
了生产、销售假药入罪门槛。应该说药
品生产、销售到哪里，法治就跟进到哪
里，药品安全一刻也不曾离开法治的视
野。而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更是剑指药品安全，针对药品安全新情

况、新问题画出法治红线，为规制危害药
品安全行为提供“升级版”的法律武器，
适应了治理药品安全形势新需要。

《解释》尽管仅 17 条，却为掐断假
药、劣药由生产、销售进入消费环节设计
了完善的制度设计。一来划清了罪与非
罪的边界。尤其是对“生产”涵义进行重
新界定，将行为认定扩大至生产药品本
身之外，并予以列举明确，为源头打击生
产假药、劣药行为、避免进入销售消费环
节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医疗机构、医
疗机构工作人员对“销售”涵义进一步
明确，为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自觉守牢销售关口，避免假药、劣药流
入病人口中加重法律责任。二来瓦解了
犯罪组织体系。当前危害药品安全犯罪
分工明确、链条化、隐蔽性等特征突
出，加之法律规定不明确，这为生产、
销售假药、劣药共同犯罪增加了难度，
也让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提供帮助的
行为主体逃避打击有了可乘之机。应予
以点赞的是，《解释》不仅解决了认定共
同犯罪的法律难题，而且对共同犯罪情

形予以列举，这无疑犹如给生产、销售假
药、劣药行为拔掉了羽毛，使其不能如以
前一样容易实施犯罪行为。三来指明了
新的售假渠道。《解释》发布会指出，快递
互联网成售假重要渠道。面对这一情
况，《解释》还予以关照，不仅明确两类涉
药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还规定明
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提供网
络销售渠道等便利的以共犯论，为防止
假药、劣药由网上网下两个渠道蔓延关
上了法律大门。

在解决破除药品安全治理的法律瓶
颈的同时，《解释》一方面体现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例如规定了生产、销售
假药的从重处罚情形，明确了严重情
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另外也
规定了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
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
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
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使得规定
展现出当严则严、当宽则宽的法治精
神。另一方面体现出人道主义温度。尤

其是规定生产、销售的假药以孕产
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为主
要使用对象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
充分显示了法律对弱势群体一以贯之
的呵护态度。

因为《解释》针对当前危害药品
安全的问题规定相对完美，相信伴随
着相应制度运用与药品安全治理，一
批藏在隐蔽处的危害药品安全行为会
浮出水面。据数据显示，从刑法修正
案（八）施行到今年9月，各地法院
一审结案 9172 件 9855 人均为有罪判
决，相信《解释》在施行后，会让这
一数据不断翻新，从而打好、打赢这
场药品安全攻坚战，使得药品生产、
销售环境达到最大限度净化，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

不过，应当清楚认识到，随着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药品安全还会遇
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规定，擦亮法律武器，该出
手时绝不手软，坚决打赢这场药品安
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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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景县尧舜橡塑铸造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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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20020、出票日期 2014年 4月 22
日，出票人济南融金达经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济南华明建筑外架
施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票金额2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4 年
10月22日、付款行齐鲁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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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深圳新艺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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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8258、出票日期
2014年 9月 3日，出票人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山
东省银座实业有限公司、出票金额贰拾壹万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5年 3月 3日、付款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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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西聚源煤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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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0051 22173385、出票日期 2014年 7月 9日，出票
人山东迈特力重机有限公司、收款人东光县永恒机械配铸造件
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10万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5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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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东凯艾孚轴承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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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51 36245728、出票日期2014年8月22日，出票人济
南沃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济南泰河开源实业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5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5年2月22日、付款行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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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滨州恒基木业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
据号码 30500053/23803710、票面金额叁万元整、出票人博兴县
顺邦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滨州恒基木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
民生银行东营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年4月28日、汇票到期
日2014年10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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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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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三元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据号码31300051/26972819、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东
营市东营区东晨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山东金达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出票日期
2014年9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3月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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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
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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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营市聚厚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记载：票号为 31300051/26971285，出票日期为 2014年 9月
18日，到期日期为 2015年 3月 18日，出票人为山东红海化工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营市聚厚商贸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东营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口支行，票面金额为50000元），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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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新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记载：汇票号为 10400052/22357517，票面金额伍万
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2日，到期日为2015年3月22日，出
票人：山东美林卫浴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龙腾祥包装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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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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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西高平科兴米山煤业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31300052 26487250，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城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9月 1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3月19日，出票人为诸城市金泰塑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诸城
市永生机械厂，持票人为山西高平科兴米山煤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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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大连新淼润滑油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承兑汇票号码 10500053 22588874，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28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为山
东辰泰重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莱芜市龙泉物资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临朐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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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承兑
汇票无效。在公告期间，使用上述票据无效。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州市正大化工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承兑

汇票号码10500053 22642833，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5日，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为山东嘉信不锈
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昌乐亨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临朐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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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承兑汇票无效。在公告期
间，使用上述票据无效。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宁环宇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因1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
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为31500051 20841869，出票金额为人民币贰
万元整，出票人为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
东京泰耐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恒丰
银行济宁分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
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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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益希礼因丢失承兑汇票 1张，出票日 2014年 9月 25

日，到期日 2015年 3月 25日，票号 3080005393250442，出票人兖
州市富林木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招商银行济宁兖州支行，收款人
山东兴阳木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兖州支行，出票金额10
万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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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强森药业有限公司因丢失兴业银行泰安分行

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泰安市中医医院，收款人山东强森药业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8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票面金额 100000 元，票号 30900053 25576028，最终票
据持有人山东强森药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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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五河县淮河港航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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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05225689946的威海市商业银行文登支行，出
票人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文登恒润锻造有限公司，
后又背书给申请人，出票日期2014年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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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济宁聚丰防腐保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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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 10300052 24146786，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1月 5日，出票
人为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农行威海高区支
行，收款人为威海千源印刷品经销中心，出票金额为人民币2万
元，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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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正宇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并予以公告。出票人山东百维药
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7月10日，收款人威海诺然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巨野联社营业部，金额 1 万元，号码：
4020005220326715。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果无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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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汾市尧都区宏宇晋商贸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原 分 行 签 发 的 票 号 为 30900053
26180318（出票日期 2014 年 5 月 30 日，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
出票人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山西西山煤电
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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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汤文金所持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股权证

持有卡（股东姓名：汤文金；身份证号码：510102192902220262；
股东编码：H200000691，股东证编号：0003691；股权数量 4400
股。）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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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股权的权利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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