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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谁来监管征信公司的信用？

无信不立，发展征信业就是为了激
励守信、惩戒失信。然而，随着个人征
信“开闸”，特别是几家互联网公司加
入，人们不免担心个人征信数据的泄露
危险。连号称“管理严格”的银行都屡
屡失信、公然贩卖个人信息，那么征信
公司的信用到底该由谁来监管？

在当今网络时代，数据即信用，信
用即财富。当个人在社交网站上的在线
状态、交易记录、消费水平乃至朋友圈
发文内容都成为互联网征信的数据来源
时，可以说每个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可
能面临信息被出售、隐私被侵犯的风
险。如何确定征信数据的边界，如何在
保护个人隐私和满足征信企业的数据使
用中取得平衡，是发展个人征信必须面
临的首要问题。

人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从腾讯
与360的“3Q大战”，到淘宝和微信的
互相屏蔽，再到新浪微博禁推微信公众
号，过去几年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

“厮杀”连连，消费者频频沦为绑在“战
车”上的竞争筹码。个人征信领域的互
联网商战可能也会非常激烈，而消费者
权益只会显得越发脆弱。严格监管，并
不是扼杀民营企业的创新，而是更好地
规范市场，推动个人征信业有序发展。
试想，如果连自身都不诚信，这样的企
业出具的征信报告何来公信力？

正人先须正己。没有消费者的授权
和信任，即便拥有再海量的数据、再先
进的技术，都很难成为个人征信行业的
领军企业。企业固然要努力做好内部管
理，确保合法合规获得个人征信数据。
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外部必须要有完
善的法律和严格的监管，才能克服其一
味追求利润的“魔咒”。

万事开头难。刚起步的事情，也不宜
过于求全责备。还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把放开个人征信向
前推进。同时保持冷静的头脑，抓紧做好
相关的法律和监管完善工作。真正做到让
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才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刘 铮 姜 琳 （新华社）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里的司法申诉和律师代理？详言之，司法申诉应当是
向谁申诉?它与申请再审（本文包括申请抗诉）到底是什么关系？而律师代理
是限于代理申诉的受理阶段还是代理申诉的全过程？这种代理应当是自愿代理
还是强制代理？在申诉代理期间申诉人可否参与申诉活动？诸如此类的一系列
疑问，尚须加以清晰地阐述。

如何把司法申诉交给律师代理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文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 提
出：“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
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
度。”这一决定对于保障当事人依法
行使申诉权利、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
制度、减缓涉诉信访压力和维护社会
安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本文所称司法申诉大体上等同于
诉讼上的申诉，但在申诉主体和申诉
对象这两个方面略有差别。即将申诉
主体限制在当事人、被害人及其近亲
属或者与案件裁判有利益关系的案外
人；而申诉对象则扩及检察机关撤销
案件、不予起诉等生效决定，而不仅
仅是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过，后
者仍然是司法申诉的重点对象，所以
本文以下的论述主要还是针对后者而
进行。基此，可以将司法申诉定义
为：当事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者
与案件裁判结果有利益关系的案外
人，认为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有
错误，向人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
要求依法处理，予以纠正的行为。

之所以要对司法申诉的主体予以
限制，主要涉及到对宪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申诉权之性质的认识。通常认
为宪法规定的申诉权属于民主权利，
其主体不受限制。本文持申诉权是一
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其本质属于
诉权的观点，因此其主体只应是当事
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从三大诉讼
法来看，新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已不再用申诉一词而统一用申请再审
的概念，刑事诉讼法的申请再审仍然沿
用申诉一词。所以，申诉一词在司法方
面应当与申请再审属于同一概念，而申
请再审的主体是有利益关联的限制的。
至于申诉对象，则是根据《决定》的文
字表述加以拓展的。

由律师代理司法申诉，从前几年就
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行了。但那只是
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在办理民
事、行政申诉案件方面的一种衔接联动
而已。律师在这里的工作职责主要是：
代理或建议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起申
诉；向检察院机关反映审判人员在审理
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
判行为；协助检察机关做好当事人的服
判息诉工作；宣传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职
责。在这几个职责中，只有代理提起申
诉才是律师代理司法申诉的真正职责，
其他的只是联动中与检察机关的配合问
题，而更重要的职责应该是申诉引起再
审过程中的代理。

不论是代理向检察机关还是向人民
法院申诉，律师在再审过程中的代理工
作起码是代理申诉人参加庭审，包括参
与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向法院提交
代理词等活动。若是特别代理或全权代
理，律师的代理范围则会更加广泛。比

如根据申诉人的具体授权，在民事再审
程序中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
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
顺带指出的是，律师代理司法申诉，不
论是一般代理还是特别代理或全权代
理，申诉人均有权参与司法申诉包括因
申诉而引起再审的整个过程，代理律师
和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均不得剥夺作为
申诉主体的申诉人的这种参与表达权。

与如何代理申诉密切相关的一个问
题是，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而再审的民
事、行政案件，代理司法申诉的律师在
再审程序中应当怎么发挥其作用？通常
认为申诉只是提起抗诉的材料来源而
已，因抗诉而再审的是由检察机关派员
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在这种再审程序
中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代理司法申
诉的律师在这里无从发挥作用。其实不
然，因抗诉而再审的程序是按照原生效
裁判的程序进行的。即原来是第一审案
件，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原来是第
二审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
因此，在这里申诉人仍享有独立的诉讼
地位，代理律师也就有其用武之地。

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是现代西方一些
国家所采取的诉讼代理制度。它是指在某
些法院进行诉讼或对某些特殊案件提起诉
讼时，当事人应以受案法院所许可的律师

为诉讼代理人，由其代理进行诉讼。
《决定》所指的司法申诉的律

师代理制度，应该是渐进推行强制
代理制度。建立律师代理司法申诉
目的，一方面在于解决申诉难问
题，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
利；另一方面在于防止一些当事人
乱申诉和无理缠诉，杜绝别有用心
的人利用申诉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
公信甚至制造事端。如此，不实行
司法申诉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就不
可能实现该目的。《决定》规定“对聘
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
范围”，也意味着司法申诉尽量由律
师进行代理。假如《决定》所指的律
师代理申诉制度只是通常的自发代
理，那么也就没有作出这一决定的
必要，其创新意义将被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尚无实行律师强制代
理制度的历史，民众对该制度尚需
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决定》指
出律师代理司法申诉制度要“逐步
实行”。而逐步实行，应该是按照
申诉案件的类别分阶段来推行。依
笔者之见，刑事案件申诉和行政案
件申诉应当先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
度，而后推及民事案件申诉。这是
因为，一是刑事、行政案件相对于
民事案件，申诉数量较少，首先实
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成本和风险都
较低；二是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
人情绪较为激烈，其申诉容易引起
公众“围观”，甚至引发无直接利
益冲突，影响社会安定，而民事案
件申诉的社会关注度较低。

法治时评 ▷▷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法官权益受损
应当怎样保护

余孝安

据报载，1月8日，河北省清苑县
金南纸业有限公司金南纸业厂长李艳军
称，他们厂的污水处理厂以及在线监测
设施就是为了给环保局看的。按照他的
说法，如果没有这些设施，环保局不给
换发排污许可证。

金南纸业坐落于清苑县冉庄乡小张
庄村。在当地村民看来，“纸厂开了十
年祸害了他们十年”——车间时时飘出
恶臭，废水四处横流，废纸废塑料遍
地，草莓、茄子等果蔬卖不出去，粮食
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就是这样一家让

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污染企业，其建设污
水处理厂、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竟
只是为了给环保局看，以换发排污许可
证，实在让人拍案称奇，也让人出离愤
怒：污水处理厂本应是污染的“克星”
和环境的“救星”啊！

污染企业阳奉阴违，再遇到监管部
门在懒政之下乐当“睁眼瞎”，污水处
理厂只是“建给环保局看”这个看似不
可能的事情，就成为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实。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这一

“奇特景观”之下，是否仍存在着监管

部门只图非法排污的罚款收入，而
不管污染企业治污实效的因素？又
或者，是否还存在着“重发展轻环
保”的陈腐“官念”没有根除？不
然，环保执法执行力怎会软弱到

“ 建 污 水 处 理 厂 只 是 建 给 环 保 局
看”的程度？

由此想到，新修订的环保法在今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实施，实行

“按日计罚”不封顶，因此被称为
“史上最严”的法律，但能否起到“史
上最严”的效果，公众普遍担忧。从污
水处理厂只是“建给环保局看的”来
看，环保法不严格执行，再“史上最严”
恐怕也等于零。监管部门如果经受不
住污染企业的“糖衣炮弹”诱惑，如果
因为污染企业是地方经济、税收“功
臣”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污企处理
污水仍会“花钱做样子”。

全社会应当树立尊重法官人
格的理念。对于侮辱诽谤欺诈法
官的行为应当严肃处理，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

法官处在现实社会矛盾交织的
风口浪尖上，一边起早摸黑、加班
加点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一
边薪金低廉，忍受来自社会，来自
当事人各种各样的非难，甚至谩
骂、背黑锅——最近发生在重庆的
一起代理人打着法官旗号向当事人收

“活动费”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如何保护法官的合法权益，提高
司法公信成了新形势下必须思考解决
的问题。笔者认为，保护法官的合法
权益，应在理念上、具体制度的落实
上下功夫，找到突破点。

全社会应当树立尊重法官人格的
理念。法官被称为法律帝国的王侯将
相，法官的心里有法律，服从法律，
因此法官的人格就是法律化的人格，
尊重法官人格，就是尊重法律本身，
侮辱诽谤法官，从本质上就是在践踏
法律。法律之所以行万里，走千家，
是法官在用全身全部的力量在支撑，
因为法律本身不能自行。个别法官蜕
化变质，异化腐败，仅仅是少数，个
别现象，不代表本质，不能因为个别
的腐败，一叶障目，不见本质，看不
到法律这一片葱葱郁郁森林。

对于侮辱诽谤欺诈法官的行为应
当严肃处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在发现代理人欺骗当事人，以法官名
义敲诈当事人钱物的行为后，及时进
行了调查，在查清事实后及时进行了
处理，并向社会进行了通报，还法官
清白，不仅仅是一种保护法官的行
为，也是确保法律尊严，推进法治的
行为。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恐怕还
不在少数，但严肃处理以正视听的却
不多。查看一些网站，一些当事人因
为官司输了，对法官进行漫骂、侮
辱，很多都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导致
当事人气焰嚣张，严重损害了法官尊
严。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公安机关及相
关部门的重视，必须进行调查处理，
否则影响的不仅仅是法官本身的尊
严，更严重的是影响法律的尊严、法
治权威。法律没有了尊严，何来法治
呢？对待这些问题，一些人可能有不
同看法，认为这是在反映民意，这
种认识是大错特错的。有法律常识
的人都知道，一个案件保护当事人
权利渠道应当是法律渠道，上诉、
申诉、向法律监督机关申请控诉、向
有关部门举报等，这些才是正确的法
律渠道。离开法律渠道，进行侮辱、
诽谤明显属于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
又得到姑息，那不是养奸，还会是什
么呢？

保护法官合法权益的方法应当多
维度。查清事实还法官清白，解除法
官心理负担，消除心理阴影是一种方
法，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侮辱诽谤法
官的行为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严重
的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违
背行政法律法规的要追究行政责任，
违背民事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民事赔偿
责任。对于民事赔偿问题，法官由于
是在为国家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应
当有一个有权机关来帮助、协助法官
来完成诉讼，不能让身心疲惫的法官
为工作上的事情，还要自己出钱打官
司来维护法律尊严。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永丰乡何家湾
建有两家垃圾焚烧厂。当地居民称，
2012 年以来，两家垃圾焚烧厂违背环
评要求，涉嫌违法试运行，每天焚烧千
吨以上未经分类的生活和医疗垃圾，造
成环境污染。但当地环保部门官员介
绍，医废垃圾焚烧厂是市政府按“应急
避险”要求试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继续运营是当地迫于垃圾围城的压力。

我国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明确规定，集中式危险废物焚烧厂
不允许建设在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商业
区和文化区。而环境专家表示，武汉这
两家垃圾焚烧厂均为集中式危险废物焚
烧厂。据悉，距两厂800米内，有两个
幼儿园一所小学，及多个大型居住区，

常住人口3万多。很显然，这两家垃圾
焚烧厂不符合法规标准要求。

从表面看，这两家垃圾焚烧厂没有
把国家法规放在眼里，但实际上，是当
地政府充当了垃圾焚烧的“违法推
手”。因此，治理这样的环境违法案
例，必须要拿地方政府“开刀”。

如果不对这一恶性案例严肃查处，
至少会带来两种严重后果：其一，公然
挑战新环保法，损害法律公信力。今年

1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保法被称为“史
上最严”。然而，2014年底重新试运行
的生活垃圾焚烧厂仍未经批准就进行垃
圾焚烧生产。这无疑是在试探、挑战法
律。如果不依法查处，法律公信力会受
到很大损伤，恐怕还会有效仿者。

其二，这一案例会让今后垃圾焚烧
项目落地更难。垃圾焚烧法已成为现代
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在目前
很多城市垃圾围城的情况下，垃圾焚烧

项目在我国很多城市难以落地，普遍
遭遇市民反对。而武汉这一案例更让
公众对垃圾焚烧项目感到恐惧，如何
处理无处安放的城市垃圾，将成为今
后我国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

惟有严肃处理武汉这样的恶性案
例，才能让负面影响小一些。首先，
应该依据新环保法等法律法规追究当
地政府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其次，立
即让这两家不符合法规要求的焚烧厂
停产整顿，通过环评程序后才能重新
运营；其三，按照环保部要求的安全
距离搬迁附近居民；其四，尽快调
查、确认当地居民健康问题与垃圾焚
烧的因果关系，对受到污染伤害的居
民进行治疗和补偿。

违法垃圾焚烧挑战新环保法
张海英

污水处理厂只是“建给环保局看”的？
何勇海

编者按：河北金南纸业
的废水哪去了？污水处理系
统为何能骗过省市县三级环
保部门？是企业太“高明”，
还是监管部门太“愚蠢”？武
汉两家垃圾焚烧厂违法焚烧
垃圾，显然不是焚烧厂负责
人胆子大，而是当地政府在
“撑腰”。因此，治理这样的
环境违法案例，必须要拿地
方政府“开刀”。新环保法对
这样的违法行为又该如何处
罚？公众需要答案。

“专车”上马，隐患浮现

最近，北京、上海等地已叫停“专车”
服务，交通部同时也表态，禁止私家车接
入专车平台参与经营。那么“专车”服务
究竟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笔者通过梳理
归结出如下两点。

隐患之一：“专车”服务高大上，不代
表驾驶员综合能力高大上。出租车司机
是专职的，驾驶里程和经验相对多，“专
车”司机是业余的，驾驶里程和经验相对
少，具体到驾驶技术上，出租车司机显然
要好于“专车”司机。特别在特殊道路驾
驶和紧急处理能力方面，专职司机更会
技高一筹。同时，出租车司机都普遍接
受过针对乘客的急救培训和防爆、防火
演练，“专车”司机却在这方面存在短板。

隐患之二：“专车”服务很周到，不代
表配套服务全。由于“专车”服务缺少资
质，不可能出具正规发票。乘客拿不到
这一凭证，当物品丢在车上，或遭遇受骗
及不公正待遇时，就会口说无凭，难以寻
回丢失物品，更难以进行有效投诉。由
于“专车”服务缺乏规范管理，大多“专
车”都没有安装实时监控和远程遥控设
备，这就等于少了能起记录、监督和求援
作用的第三双眼睛。当乘客或“专车”司
机受到生命威胁时，就不能及时发现和
展开救援，更不能为日后破案提供必要
线索。同时，“专车”司机与乘客的搭车
交易，是通过移动网络来实现的。这种
在虚拟空间完成的对接，到了有事时也
会导致取证难。 ——王恩亮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19日（总第6216期）

申请人沧州渤海新区实赢商贸有限公司因被盗天津农商银
行红桥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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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 票 号 码 为
3140005123032930，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人全称为天津汽
车桥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为天津农商银行红桥支行，收款人全
称为天津市发泰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4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5年 3月 24日，被背书人为天津市发泰商贸有限
公司、天津市银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银泰投资集团青县
分公司、沧州市建全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沧州新建华管桩有限公
司，未背书转让被转让人芜湖腾飞运贸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新区
实赢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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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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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绵阳市永顺拆除有限公司因丢失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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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5120033386,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人：天津市
华业荣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天津市北辰村镇银行双口
支行,出票人账号:200102000000622,收款人：綦江乾宁齿轮传动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7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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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赵鹏（自贡市汇东新区永盛五金商行业主）因遗失
10400052/25680948号、出票日期为 2014年 7月 22日、出票人为
锦湖轮胎（天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领邦科技有限公司、最
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
发西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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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信忠运金属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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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号为31400051 23063406，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4日，
出票人天津科林自行车有限公司，收款人天津市科达车料制品厂，
金额为100000元，到期日2015年1月23日，付款行天津农商银行大
港支行，背书人天津市科达车料制品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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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

申 请 人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因 票 面 号 码 为
3090005324673821，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 4000000元，出票人为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付
款行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信息系统集成分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经收款人背书转让给申
请人后不慎遗失。现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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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省雄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31300051/28389008，出票日期2014年6月25日，出票
人福建顺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江阴市嘉成纺织面料有
限公司，持票人安徽省雄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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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2015)深盐法立民催字第2号 申请人深圳市宇阳能源有限
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1050005321586151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
票 人 为 深 圳 市 聚 电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为
44201511400052508569，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梧桐山支
行，收款人为深圳市宇阳能源有限公司，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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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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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柳城县大埔镇李春英建材经营部因不慎丢失一张汇
票号码为4020005222207685、出票人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柳州钢铁非钢实业总公司、付款银行为柳州市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柳北分社、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4年10月2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4月21日的银行承兑汇
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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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巩义市城区丰豫烟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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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票编号：30200053/24577944，出票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4年9月19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3月19日，出票人：南阳市
拓峰矿产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收款
人：南召县大青矿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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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昌市精一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汇票号码为 10400052 26388843，票面金额为叁拾万
元整（￥300000元），出票人为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中国银行三峡枝江支行，收款人为枝江谦泰吉物资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9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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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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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枝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连云港嘉翔粮食机械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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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 32767994；票

面金额：伍万元整（￥50000元）；出票人：东海县晶峰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收款人：连云港腾东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9
月24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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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蓝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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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400051 22857737；票面
金额：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出票人：江苏省江天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收款人：连云港方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9月10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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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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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 32766507；票面金额：
壹拾肆万叁仟柒佰元整（￥143700元）；出票人：赣榆县奥杰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收款人：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8月28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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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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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 32769488；票面金
额：伍万元元整（￥50000 元）；出票人：连云港东港针织有限公
司；收款人：泰安东华服饰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 11
月17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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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绿馨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该票据票号为31300051/26307570、31300051/26307571、
31300051/26307572、31300051/26307573、31300051/26307574、
31300051/26307575、31300051/26307576、31300051/26307577、

31300051/26307578、31300051/26307580，出票人江苏瑞阳生态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1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4
日，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支行，收款人江苏绿馨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
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示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该
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间届满后如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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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本溪歌瑞思贸易有限公司因其将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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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为 3040005121746521、出票金额为 10万元、
出票人为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本溪歌瑞思贸易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2月 25日、到期日为 2015年 6月 25
日、付款行为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持票人为本溪歌瑞思贸
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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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本溪歌瑞思贸易有限公司因其将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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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为 3040005121746514、出票金额为 20万元、
出票人为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本溪歌瑞思贸易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2月 25日、到期日为 2015年 6月 25
日、付款行为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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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10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
织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500053/23746062，出票
人为申请人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
银行福州长乐支行，收款人为福建省长乐市金峰化纤有限公司）壹
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1月8日依法作出（2014）长
民催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福建]长乐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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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业务专家司法新论系列谈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