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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微言大义

观点

法治时评 ▷▷

短评

我们要科学区分“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制度”之间的差
异，紧紧抓住目前难得的改革机遇，以问题为导向，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制度新局面。

从人民陪审员制度到人民陪审制度
胡夏冰

敬请关注本报评论部微信公众
平台“司法评论”，微信号：sifapinglun。

像邹碧华那样
传播法治观念

张纵华

让惠民资金免于“雁过拔毛”
盛 会

合力防范诈骗“黑手”伸向农村
2014年以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綦

江区人民法院共审结诈骗案件36件，其
中 11 件发生在农村地区。骗子一旦得
手，易使无辜村民的生活陷入困顿，故而
应重视防范农村诈骗犯罪的发生。

诈骗“黑手”进一步伸向农村地
区，有其必然性。城镇化的加快推进，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少
村民转为市民，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农村空巢化现象也愈加突出，常
年生活在农村的多为中老年人和儿童，
且居住地相对分散。他们大多天性纯
朴、善良，加之防范意识、法律意识淡
薄，对经过精心包装和谋划的诈骗手段
往往难辨真伪。

不少村民被骗上当，固然有其性
格、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源还在于
其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对
常见的诈骗手段缺乏辨别力，依法维权
护利的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

防范诈骗“黑手”伸向农村，需要
形成工作合力，提升村民法制观念。除
了司法机关要依法及时惩治农村诈骗犯
罪外，所有执法机关都应按照“谁执
法、谁普法”的工作要求，把农村普法
当成神圣职责，让更多村民享受更加实
在的法律食粮。此外，农村基层组织要
主动学法、普法，为村民提供近距离、
针对性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让村民有
事问法、遇事找法成为习惯，合力让农
村诈骗“黑手”无所遁形。

——陈 云 邓金凤

惠民资金要真“惠民”，就必须
下大力气重点整治漏洞问题，坚决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把党的惠民政策变成人民群众
实实在在的实惠。

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
2014年，中央累计安排1191亿余元资金支
持农村危房改造。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
地方存在危房改造资金被基层干部非法侵
占的情况，国家惠民资金被“雁过拔毛”。

惠民资金被“雁过拔毛”，究其原因，
就在于在惠民政策的落实上还有不少漏
洞。比如，有的惠民政策不公开、不及
时、不到位，群众应得的实惠得不到、得
不全；有的惠民资金发放不公开透明，存
在跑冒滴漏问题；有的在惠民政策操作

上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等。
惠民资金要真“惠民”，就必须下大

力气坚决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把党的惠民政策变成人民群众实
实在在的实惠。

首先，要畅通信息公开渠道。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各级各部门要把公开
透明原则贯穿于惠民资金管理使用的全
过程，广泛宣传惠民资金管理使用政策，
让百姓知道惠民政策具体内容，让百姓明
白他们相应的权利，从而增强百姓的维权

意识。对惠民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情况，要
做到“政策公开、数额公开、对象公开、结
果公开”的“四公开”。

其次，要完善各种监管机制。要制
定和出台惠民资金公开备案核查等有关
制度，对资金使用公开、备案、资金运行、
核查抽查、责任追究等有关方面进行明
确规定。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纪检监察机
关监督、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网民网络实
时监督、群众舆论监督和业务主管部门
系统内监督的联动效应，坚决遏制各级

各部门和基层干部在惠民资金管理中
暗箱操作、截留、挪用、克扣等违纪违
规行为。

最后，要强化执纪问责力度。要
按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明确
党委主体责任，建立违反惠民政策规
定的责任追究机制，在惠民资金发放
通道架起一道通电的“高压线”。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加大
对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
度，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要想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问
题，除了认识上要进一步提高外，还
要坚持用法治的思维和办法。

据齐鲁网报道，近日，环保部主管的
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山东省德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德州晶华
集团振华有限公司污染大气的行为提起
公益诉讼，索赔近3000万元。该企业曾
因超标排放遭环保部点名批评。

中华环保联合会公益诉讼行动，是
在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
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
社会关注的问题，它深刻地影响着大众
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人们越来越亲身感
受到环境保护的重要。然而，由于长期
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
和发展观，为片面追求发展，不顾自然环
境的承受力，只求GDP增长，不重视环
境的保护，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要想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问题，还

是要坚持用法治的思维和办法。必须完
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对
一切违犯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坚决予
以惩处。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朝着这方
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新修订后的环保
法法律条文从原来的47条增加到70条，
增强了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有
专家认为，修订后的环保法有可能成为

现行法律里面最严格的一部专业领域
行政法。当然，再严格的法律，也必须
有严格的执行才有效力。而要将现行
法律运用好，除了行政专业执法部门
要努力外，社会组织和公众也都必须
积极参与其中，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
的良好氛围。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
最好办法莫过于拿起法律武器，通过
公益诉讼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环保公益诉讼开启“以法治污”
梅香生

时刻绷紧治“官赌”这根弦
近日，贵州省纪委通报了 5 起党员

干部参赌涉赌问题。虽然参与赌博的党
员干部只是少数，但其危害之烈、影响之
大，不容忽视。

“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
败德者，亦莫甚于博”。赌博就如同毒
品，一旦染指，深陷其中便无法自拔。“官
场赌风”危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更潜藏
着诸多公权力的“腐败暗道”。

众所周知，赌博并不仅是以运气搏
金钱的游戏，更多的考量着人的欲望。

“欲如海，不遏则滔天”，近年来，尽管中
纪委、中组部三令五申，要求“严禁党员
干部参与赌博”、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参与
赌博。一些地方也相继开展一系列的专
项治理、重点整治，并且也屡有官员因为
参与赌博而丢官落马。但是，官员赌博
之风，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甚至有
些官员还嗜赌成性。

“官赌”连带着贪腐，在狠抓作风建
设、重典治腐的今天，为了严肃党纪国
法、端正官场风气，为了保证党员干部队
伍纯洁性、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还需
时刻绷紧“治官赌”这根弦。唯有加强在
思想上引导，在监督上着力，在惩治上从
严，才能逐渐营造出“不敢赌”、“不想赌”
的良好氛围，“官赌”蔓延之风才有可能
真正得到遏制。

——祝建波

近日，《人民法院报》第四版刊登的
“庭前独角兽”系列讲座短小精悍、发人
深思。“庭前独角兽”是邹碧华的博客
名、微博名和微信名，在中国法院网点
击播放相应的讲座视频，这位新时期公
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形
象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行诚为法官典范，学堪为后辈之
师！我们学习邹碧华精神，还应当向他
学习如何有效地传播法治观念。卢梭
曾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并
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
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
观念以心灵为终极载体，每一个法官都
是传播法治观念的媒介。作为法治观
念的传播者，理应通过娴熟的庭审驾
驭、透彻的文书说理、易懂的普法讲解、
细致的案例撰写等方式，让法治观念渐
入人心，如此才能早日实现全民知法、
懂法、信法、守法。

有效传播法治观念，需要夯实理论
基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使法治观
念传播契合形势、符合实际。只有具备
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才能知大局、识
大势，明要领、懂规律，才能具备较强的
洞察力，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全
面分析问题、统筹解决问题。要加强法
学理论学习。法律是经验的艺术，法学
理论总结、提炼着法律实践的精要之
处，实践不断推动法学理论的更新和深
入发展。学好用好理论能够在法治观
念的传播中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有效传播法治观念，需要拓广社会
知识。法治国家的建设涉及社会结构的
全方位、各领域，有效传播法治观念，需
要将法律实施与各行业各阶段的实践有
机结合起来。法律是刻板的，法律实施
是生动的。法治观念的传播，不仅要把
法律的篇章节条款项转化成案例形式，
让不同职业身份的人获得基本认知；还
要让他们在纵向上触碰立法背景，在横
向上触及不同案件背后法律方法的差异
生活经验的差异、利益衡量的差异，以及
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比对
剖析，形成立体的法治观念。

有效传播法治观念，需要掌握丰
富实例。传播法治观念是一个与批驳
相反观念、修订相异观念同时进行的
过程，它比写论文、写评论难度可能还
大。不仅需要严密的逻辑建构，同时
需要更为丰富的实例支撑。邹碧华在
讲座中提到了如何说服别人的问题，
完全用理论未必服人。因为不具备同
样的理论背景，有的人可能会反感用
理论说话。特别是当人到了一定年
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之后，
生硬的文字宣导、空洞的语言说教很
难对其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形成冲击。
这更需要用事实做论据、用实例讲道
理。从对方熟知的领域选取素材，来
证成一个抽象的观点，以其他学科领
域典型或新颖的实例为辅，在此基础
上或层层深入、或抽丝剥茧，最终求得
受众对法治观念的认同和接受。

有效传播法治观念，需要法律人薪
火相传。法治观念的传播，不仅需要立
法者、司法者、执法者通过法律的实施
对当事人、对社会加以引导、教育，还需
要对后辈进行引领和带动，让更多人自
觉有效地传播法治观念。邹碧华深入
浅出地倡导“为梦想活着”、“为社会创
造价值”，用生动的讲解把个人努力和
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不仅
用“你就是你的时间”，更用自己的行动
握紧了时间，留下了美丽的生命轨迹。
学习邹碧华精神有效传播法治精神，需
要我们法律人一代代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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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决定》）在
部署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时，提出了
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民陪
审员制度”，另一个是“人民陪审制
度”。《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人民陪
审员制度”、“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
度”。从人民陪审员制度走向人民陪
审制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陪审
制度”，这两个概念虽然只有一字之
差，但其基本内涵和制度功能却存在
着重大区别。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正面
临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刻
理解和准确把握《决定》关于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的精神和要求，不断深化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
民陪审制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参
与司法制度，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本性质不同。人民陪审员
制度是公民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它
是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理念
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在人民陪
审员制度下，公民是否参与陪审案件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其应尽的
法律义务。因此，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公民是否担任人民陪审员由其本人提
出申请，或者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
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本人同意的
情况下，向基层法院推荐，法院不得强
迫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公民申请辞
去人民陪审员职务的，法院应当提请
同级人大常委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
务，法院不得要求人民陪审员继续履
行陪审职务。人民陪审制度则不同，
它既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也
是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凡是具备

担任陪审员条件的公民都应当享有参
与案件审理的权利，国家应当保障每
一个公民的陪审权利；同时，对于应当
参与案件陪审的公民，如果没有正当
理由拒不参加案件审理，法律应当规
定对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保证
人民陪审制度得到顺利实施。因此，
在人民陪审制度下，法律既要为公民
行使陪审权利提供充分保障，同时又
要对不依法履行陪审职责的公民进行
必要惩罚。

二是选任程序不同。在人民陪审
员制度中，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需要经
过严格的正式任职程序。一般做法
是，基层法院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人
口数量、地域面积、民族状况等因素，
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基层法院会
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
陪审员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合
格后，基层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
人选，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经人
大常委会任命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
为五年。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的
人民陪审员，是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正
式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它如同职业
法官那样，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司法
权。人民陪审制度中的陪审员选任程
序则不同。在人民陪审制度中，陪审
员的选任强调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
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海选”。法院根
据陪审案件数量，提出陪审员候选人
的名额，由地方人大或者公安机关从
选民名单或者户籍名单中随机抽选出
符合条件的陪审员候选人，法院以此
为基础制作陪审员候选人名册。当案
件审理需要陪审员参与时，法院在当

事人在场的情况下，随机抽选出参加
案件审理的陪审员。人民陪审制度中
陪审员的选任不需要通过正式任命，
陪审员也没有固定任期，法院每年（或
每2至3年）抽选一次。陪审员选任的
这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正是人民陪审
制度的魅力所在。在人民陪审制度
下，有的陪审员候选人可能没有机会
参与陪审，但同一个陪审员通常不会
多次参与陪审。一个陪审员一年陪审
案件几十件甚至数百件的现象在人民
陪审制度中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体现意志不同。在人民陪审
员制度中，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
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人民陪审员是合
议庭中与其他组成人员法律地位平等
的一员。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
可以是 1 人，也可以是多人。无论人
民陪审员的人数是 1 人或者多人，人
民陪审员在参加案件审理过程中，都
是代表公民个体发表对案件事实和法
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而不是具有公共
性的评议意见。然而，人民陪审制度
则不同，它是表达的是具有公共民意
性质的大众意愿。因为人民陪审制度
的价值追求在于提高司法的透明度，
反映人民正当的法律情感，增强人民
对司法的信赖。这种价值追求主要是
通过陪审形式的特殊安排来实现的。
在人民陪审制度下，陪审员应当是 3
人以上的复数，而不可能是1人或者2
人。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再
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意志，而是具有广
泛代表性的社会民意。因此，人民陪
审制度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和表达社
会公共意愿。

四是陪审职权不同。在人民陪审员
制度中，人民陪审员除不能主持开庭审
判活动和撰写法律文书外，与职业法官
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人民陪审员参加合
议庭评议案件时，有权对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独立行使表决
权。合议庭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表决。
因此，公民在被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后，就
会像法官那样，从事诉前调解、文书送
达、参与执行、法制宣传、司法咨询、涉诉
信访等事务性工作。这实际上是人民陪
审员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人民勤务
员、国家公务员等思维方式的具体体
现。但是，人民陪审制度中陪审员的职
权则明显不同。陪审员只负责参与审理
事实认定问题，不参与审理法律适用问
题，更不会从事前面提到的诉前调解、文
书送达、参与执行、法制宣传、司法咨询、
涉诉信访等与案件事实认定无关的活
动。在参与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陪审
员可以与法官共同认定案件事实，也可
以单独认定案件事实。陪审员单独认定
案件事实时，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
官具有参考效力，法官如果没有采纳陪
审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说明理
由。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实行陪审员
决定案件事实，法官决定法律适用问题。

总之，四中全会《决定》已经为人民
陪审员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全面深
化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要
科学区分“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陪
审制度”之间的差异，紧紧抓住目前难得
的改革机遇，以问题为导向，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制度新局
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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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京维永诚空调制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因转账支
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12252645、票面金额 22000元、出票人
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
未填、签发日期为2015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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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日 科 化 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3130005129314647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60100元、出票人福
建集友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泉州银行漳州分行角美支行、到期日为贰零壹伍年零贰月零
伍日,背书人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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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
一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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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骏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共计七张

（ 票 据 号 码 ： 3060443011175605、 3060443011175619、
3060443011175620、 3060443011175607、 3060443011175609、
3060443011175614、3060443011175616；票据类型：普通支票；出
票人：广州市骏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开户行：广发银行广州华
南支行；出票人银行账号：128013512010000861；票面金额、收款
人均未填写；无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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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欧沅松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广州新塘

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90005325481276，票面金额为
141482元，出票人为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欧
沅松机械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支付银行为兴业银行
广州新塘支行的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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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启晨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27026680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3日，出票人为华润新鸿基
房地产（无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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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本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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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非凡一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汇票号：31300051 33323063、票面金额人民币 45万元、
出票时间 2014年 8月 28日、到期时间 2015年 2月 28日、出票人
名称：武汉双驰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武汉非凡一品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汉口银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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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廊坊市康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41080、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出票时
间2014年3月27日、到期时间2014年9月27日、出票人名称：随
州市神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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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州市鑫诚彩钢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3080005394141925，出票日期：2014年1月17日，出票人：武汉钢铁
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招行武钢支行，出票金额：25

万元，汇票到期日：2014年7月17日，收款人：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
化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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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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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华诚医药有限公司因遗失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银行承兑汇票 2张，票据号码分别为 4020005126260424 和
4020005126260434，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00元，出票人均为
江西宜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均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
公司，均直接由收款人背书给最后持票人安徽华诚医药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均为2015年2月5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15年8月5
日，出票银行均为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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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因遗失宜黄县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1 张 ，票 据 号 码 为
402000512626044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出票人为江西
宜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公司，背
书人依次序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公司，阜阳市恒顺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五征分公司，道依茨一汽
（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
机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
8月 5日，出票银行为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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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黄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付 琴 因 遗 失 交 通 银 行 本 票 一 张 ，票 号 为
3010327220383670，票面金额为6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
19日，出票人为付琴，收款人为付琴，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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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远大阀门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10400052 24060134、出票人为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
厂、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鞍山园林路支行、收款人为鞍钢民企冷轧第二福利厂、出
票日期 2014年 10月 17日、到期日为 2015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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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照新时代电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受理并公告。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 31300052/26532517，票面金额壹万元，付款银行日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0月 23日，出票人全称山
东艺成装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日照市东港区兴商
建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日照新时代电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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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煤机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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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5324441679，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出票人为山东东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临沂亿金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
期为2014年12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11日。持票人为申
请人。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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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丰能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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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0051 21570520，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出票人为临沂市盛源塑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新锦华贸
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4年12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11日。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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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省和雅实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出票人
为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省和雅实验科技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莒南支行，编号00100062/20713749，
票面金额为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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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申请人榆林市
榆阳区丰大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31000051/24130960，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100000 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4年 8月 7日，汇票到期日是 2015年 2月 7日，出票人
为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治市弘展工贸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遗失，向我院申请公示催告，我院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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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思昱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汇票一张

（号码为 ，出票日期2015年1月6日，汇票到期日2015
年7月6日，出票人华和重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
市路桥横行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12580.30元，收款人温州思昱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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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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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24日（总第6273期）

申请人北京京维永诚空调制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因转账支
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12252645、票面金额 22000元、出票人
北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
未填、签发日期为2015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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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日 科 化 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3130005129314647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60100元、出票人福
建集友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泉州银行漳州分行角美支行、到期日为贰零壹伍年零贰月零
伍日,背书人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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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
一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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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骏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共计七张

（ 票 据 号 码 ： 3060443011175605、 3060443011175619、
3060443011175620、 3060443011175607、 3060443011175609、
3060443011175614、3060443011175616；票据类型：普通支票；出
票人：广州市骏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开户行：广发银行广州华
南支行；出票人银行账号：128013512010000861；票面金额、收款
人均未填写；无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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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欧沅松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广州新塘

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90005325481276，票面金额为
141482元，出票人为增城市奔马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欧
沅松机械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支付银行为兴业银行
广州新塘支行的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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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启晨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27026680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3日，出票人为华润新鸿基
房地产（无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华润建筑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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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本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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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非凡一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汇票号：31300051 33323063、票面金额人民币 45万元、
出票时间 2014年 8月 28日、到期时间 2015年 2月 28日、出票人
名称：武汉双驰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武汉非凡一品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汉口银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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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廊坊市康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30200053 23641080、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出票时
间2014年3月27日、到期时间2014年9月27日、出票人名称：随
州市神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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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州市鑫诚彩钢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3080005394141925，出票日期：2014年1月17日，出票人：武汉钢铁
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招行武钢支行，出票金额：25

万元，汇票到期日：2014年7月17日，收款人：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
化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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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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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华诚医药有限公司因遗失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银行承兑汇票 2张，票据号码分别为 4020005126260424 和
4020005126260434，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00元，出票人均为
江西宜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均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
公司，均直接由收款人背书给最后持票人安徽华诚医药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均为2015年2月5日，汇票到期日均为2015年8月5
日，出票银行均为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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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因遗失宜黄县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1 张 ，票 据 号 码 为
402000512626044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出票人为江西
宜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公司，背
书人依次序为宜黄县鸿盛工贸有限公司，阜阳市恒顺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五征分公司，道依茨一汽
（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
机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
8月 5日，出票银行为宜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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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黄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付 琴 因 遗 失 交 通 银 行 本 票 一 张 ，票 号 为
3010327220383670，票面金额为6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
19日，出票人为付琴，收款人为付琴，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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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远大阀门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10400052 24060134、出票人为鞍钢附企冷轧金属制品
厂、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鞍山园林路支行、收款人为鞍钢民企冷轧第二福利厂、出
票日期 2014年 10月 17日、到期日为 2015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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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照新时代电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受理并公告。该票据记载：汇
票号码 31300052/26532517，票面金额壹万元，付款银行日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0月 23日，出票人全称山
东艺成装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日照市东港区兴商
建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日照新时代电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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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煤机综机设备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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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5324441679，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出票人为山东东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临沂亿金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
期为2014年12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11日。持票人为申
请人。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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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丰能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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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0051 21570520，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出票人为临沂市盛源塑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新锦华贸
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4年12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6月11日。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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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省和雅实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出票人
为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省和雅实验科技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莒南支行，编号00100062/20713749，
票面金额为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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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申请人榆林市
榆阳区丰大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31000051/24130960，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100000 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4年 8月 7日，汇票到期日是 2015年 2月 7日，出票人
为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治市弘展工贸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遗失，向我院申请公示催告，我院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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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思昱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汇票一张

（号码为 ，出票日期2015年1月6日，汇票到期日2015
年7月6日，出票人华和重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
市路桥横行支行，汇票金额人民币12580.30元，收款人温州思昱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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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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