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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
作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
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从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人民法院司法改
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为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各项改革，
现制定《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
意见》，并将之作为《人民法院第四个五
年改革纲要（2014—2018）》贯彻实施。

一、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
革的总体思路

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思路
是：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
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
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
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
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
判权力运行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
保障。

二、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
革的基本原则

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应当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政治
方向。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实现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确保司法改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

——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权力
属性。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严
格遵循审判权作为判断权和裁量权的权
力运行规律，彰显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
性，突出审判在诉讼制度中的中心地位，
使改革成果能够充分体现审判权的独立
性、中立性、程序性和终局性特征。

——依法推动改革，确保改革稳妥
有序。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坚
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立足中国国情，依
法有序推进，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推
动将符合司法规律和公正司法要求的改
革举措及时上升为法律。

——坚持整体推进，强调重点领域
突破。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着
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
深层次问题，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
性障碍，同时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以
问题为导向，确保改革整体推进。

——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地方探索
实践。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应当加
强顶层设计，做好重大改革项目的统筹
规划，注重改革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同性，同时要尊重地方首创精神，鼓励
下级法院在中央统一安排部署下先行先
试，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推动制度创新。

三、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
革的主要任务

（一）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
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
行体系，必须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体现
司法公正的要求出发，探索建立确保人
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司法
管辖制度。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科学
合理、衔接有序、确保公正的司法管辖制
度。

1.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最
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
区划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确保国
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调整跨行政区划
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制度，
实现与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有
序衔接。

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以
科学、精简、高效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为原则，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
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
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
讼格局。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为跨行政
区划法院，主要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重
大行政案件、环境资源保护、企业破产、
食品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响的案
件、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案件和原铁路运输法院受理的刑事、民
事案件。

3.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
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
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
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

4.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通过提
级管辖和指定管辖，逐步实现易受地方
因素影响的行政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管辖。规范行政案件申请再审的条件
和程序。

5.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进一步
理顺海事审判体制。科学确定海事法院
管辖范围，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审判
规律的工作机制。

6.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推
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
环境资源类案件的管辖制度。

7.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探索建
立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相衔接的
案件管辖制度。

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将
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
管理体系，理顺案件管辖机制，改革部
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

9.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完善统
一领导的军事审判制度，维护国防利益，
保障军人合法权益，依法打击违法犯罪。

（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
行体系，必须尊重司法规律，确保庭审在
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
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诉讼证据质
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
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
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10.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
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
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
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
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

围和排除程序。
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彰显

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
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
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诉
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
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
权的制度保障。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机制，强化控辩对等诉讼理念，禁止对律
师进行歧视性安检，为律师依法履职提
供便利。依法保障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
责，落实律师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
等诉讼权利。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
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
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
假错案的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
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13.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
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
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
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
司法资源。

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强化
民事诉讼证明中当事人的主导地位，依
法确定当事人证明责任。明确人民法院
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范围和程
序。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发挥庭审质证、认证在认定案件事实中
的核心作用。严格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
用标准，进一步明确法官行使自由裁量
权的条件和范围。一切证据必须经过庭
审质证后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
双方争议较大的重要证据都必须在裁判
文书中阐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15.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
加强科技法庭建设，推动庭审全程同步
录音录像。建立庭审录音录像的管理、
使用、储存制度。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
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16.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
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标
准、范围和程序。进一步规范在刑事、民
事和行政诉讼中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理
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推动建立涉案财
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信
息公开机制。

（三）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
配置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
行体系，必须优化人民法院内部职权配
置，健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各环
节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衔接机制，充
分发挥一审、二审和再审的不同职能，确
保审级独立。到2016年底，形成定位科
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
模式。

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
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
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立案信息的
网上公开力度。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
度。

18.完善分案制度。在加强专业化
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
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
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对于变更审判组
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

19.完善审级制度。进一步改革民
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科学确定基层
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逐步改变主
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
法。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
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

件、范围和程序。推动实现一审重在解
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
事实和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
在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

20.强化审级监督。严格规范上级
法院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的条件和次
数，完善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文书的公
开释明机制和案件信息反馈机制。人民
法院办理二审、提审、申请再审及申诉案
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指出一审或原审
存在的问题，并阐明裁判理由。人民法
院办理已经立案受理的申诉案件，应当
向当事人出具法定形式的结案文书；符
合公开条件的，一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布。

21.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建立
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废止违
反司法规律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任
何形式的排名排序做法。强化法定期限
内立案和正常审限内结案，建立长期未
结案通报机制，坚决停止人为控制收结
案的错误做法。依托审判流程公开、裁
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发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对人民法院公正
司法的服务、研判和导向作用。

22.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
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改革司
法统计管理体制，打造分类科学、信息全
面的司法统计标准体系，逐步构建符合
审判实际和司法规律的实证分析模型，
建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和全国法院司
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23.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导方式，加强司
法解释等审判指导方式的规范性、及时
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改革和完善指导
性案例的筛选、评估和发布机制。健全
完善确保人民法院统一适用法律的工作
机制。

24.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
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
点。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
和惩戒法律制度。加大司法拍卖方式改
革力度，重点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模式。
完善财产刑执行制度，推动将财产刑执
行纳入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

25.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明确
司法救助的条件、标准和范围，规范司法
救助的受理、审查和决定程序，严格资金
的管理使用。推动国家司法救助立法，
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
盾中的积极作用。

26.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
推动完善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区际、国际
司法协助覆盖面。推动制定刑事司法协
助法。

（四）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
行体系，必须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完善以
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
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落实
审判责任制，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
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
判权力运行机制。

27.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
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
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
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
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
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
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办
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
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
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
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

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
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
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
签发机制。

28.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
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
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办案
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
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
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
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
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
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
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
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
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
结果中的责任。

29.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
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
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
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
分类归档、网上办案、审判流程管控、裁
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

30.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
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
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
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
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
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
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
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
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
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
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31.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
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
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
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
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
评估工作。

32.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
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
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
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
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
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
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
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
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
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
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
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
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制度。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
公示机制。

33.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
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
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
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
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
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
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
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
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
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
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

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
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
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
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
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
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

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
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
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
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
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
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
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
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
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
级、选升的重要因素。

35.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
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
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
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
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
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
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
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
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
触、交往行为。

36.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
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
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
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
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
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
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
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

（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
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
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
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
监督。到 2015 年底，形成体系完备、
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
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
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
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

37.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
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
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
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
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
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
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
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

38.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
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
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办理平台和
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
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
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
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
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
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39.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
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
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
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
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
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
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公布。

40.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
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
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
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
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
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
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
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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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

法发〔2015〕3号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27日（总第6248期）

申请人中能华泰（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丧失转账支票
一张，于2015年2月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5年2月9日，票
据记载：出票日期为空白，票面号码为01766534，票面金额为
空白，出票人为中能华泰（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空白。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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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恒环境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丧失银行汇票

一张，于2015年2月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4年10月20日，票
据记载：出票日期为2014 年9月30日，票面号码为30100041
20176104，票面金额为 3000 元，出票人为安恒环境科技 （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台市财政局。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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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申请人文安县万达浸渍纸厂
不 慎 丢 失 商 业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 汇 票 号 码 为
0010006320135794，出票日期2014年8月30日，到期日为2015
年2月28日，出票人哈尔滨恒大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
款人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
部，最后持票人文安县万达浸渍纸厂，票面金额150万），于
2015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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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德瑞进口轴承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

行邢台县支行签发的票号1030005225161308（出票日期贰零壹
肆年捌月壹拾玖日，票面金额壹拾肆万肆仟柒佰伍拾元整，出
票人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天津齐锐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背书人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天津奇锐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西安泰富西玛电机有限公司、持票人西安德瑞进口轴承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贰零壹伍年零贰月壹拾玖日）银行承兑汇
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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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振清（偃师市振清车辆配件销售部）因遗失南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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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兑
汇票号31300051 31998731，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西峡
县龙兴冶金辅料有限公司，收款人西峡县喜森冶金辅料有限公
司，付款行南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出票时间2014年
8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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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市亨利富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票据记载：票号为30800053 / 95896668，出票日期
为2015年1月19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出票人为苏
州工业园区国兴精密模具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富烨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招商银行苏州吴中支行，汇票到
期日为2015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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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昆山仁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常熟市电梯有限公司 （原常熟市电梯厂），收款
人为常熟市瑞富特电梯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昆山仁博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建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4年8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2月8日，票面金额为
20000元，票据号码为1050005322113634，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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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肇庆鸿业能源有限公司因灭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江苏鑫捷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城市兴阳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肇庆鸿业能源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9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5 年 7 月 9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6390512，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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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摩多利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
行常州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被盗，票号为
31400051 26865797，票面金额为50000元整，出票人为常州
百得林卫生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2日，收
款人为常州市云峰彩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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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驻马店高新区发达彩印包装厂因持有交通银
行 常 州 分 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遗 失 ， 票 号 为
30100051 23088902，票面金额为20000元整，出票人为江苏亚
邦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收款
人为江苏万佳药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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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景创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华东三省一市银
行汇票 （票号为00100041/20599974、面额为人民币100万元、
申请人为南通景创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外高桥集团（启东）

产业园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3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60日。
在公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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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景创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华东三省一市银
行汇票 （票号为 00100041/20599972、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申请人为南通景创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启东市财政局、出
票日期为2015年2月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60日。在公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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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市唐厦彩印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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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005321457770、出票金额
为30万元、出票人为长春市南关区永发食品百货经销处、收款
人为蓝贝酒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30
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30日、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长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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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东莞市和科达工业专用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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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5123669644、汇
票金额为50万元、出票人为长春一汽富晟四维尔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和科达工业专用设备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4年12月5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5日，付款银行
为浦发长春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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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云南省开远市气象局因保管不善，丢失银行转账支
票一张。该转账支票的出票人红河州兴达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
公司、账号5300166623705046395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肆仟元
整、票面号码为02395515、收款人为云南省开远市气象局、背

书人为云南省开远市气象局、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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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开远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信纺织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阳支行 （原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 于
2014年12月26日签发的编码为4020005125796264号的银行承
兑汇票 （票面金额150000元，出票人杭州森迪伞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日信纺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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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7月1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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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宽达拼线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衙前支行 （原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衙前支行）
于2015年1月9日签发的编码为4020005125849177号的银行承
兑汇票 （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杭州尚帛进出口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尚翔纺织品有限公司，背书人浙江正凯集团有
限公司） 被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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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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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禾合实业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义盛支行（原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义盛支行）于
2015年1月21日签发的编码为4020005125844622号的银行承兑
汇票 （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杭州万兴减速机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禾合实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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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
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8月5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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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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