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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责任制如何推进
邵海林

邹碧华精神与追求法治梦想
王建平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邹碧华精神研讨征文邹碧华精神研讨征文

邹碧华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审判事业的无私奉
献，生动诠释了新时期优秀法官的崇高品格：以善良之心和聪明才智，尽毕
生精力，在崇尚规则、坚定法治信仰下砥砺前行，力推法律共同体建设，践行
为人、为法官、为院长、为法律人的法治梦想。

婴幼儿配方乳粉应参照药品管理
刘国信

污染费改税亟须破除部门利益掣肘
余明辉

完善审判责任制，应找准问
题的突破口，找准路径方法，厘定
审判主体，明确审判责任，建立合
理的责任追究机制。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
审判责任制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完善
审判责任制事关审判权力的科学运
行，事关司法活动的公正高效，是全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要认真落
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改革的部署，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充分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推动建立科学完善的审
判责任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确保严格公正司法。”

当前，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正在
全国不少法院进行试点，已经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着审判责任不
明、审判主体不清、审判责任追究机制不
力不当的问题。笔者认为，推进审判责任
制改革，建立合理有效的审判责任制度，
应当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厘定审判责任的主体。进行审判责
任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厘定并规范
审判主体，只有明确了审判主体，审判
责任才不至于流于形式。一是明确让院
长、庭长进入裁判组织，而不再像以往
那样靠听汇报、审批等方式“把关”案
件。二是明确院长、庭长不得就案件实
体处理直接否定或变相干预合议庭的
意见，对统一裁判标准的尺度担起责
任，以避免出现在裁判责任追究时“乱
打板子”的现象。三是完善合议庭责任。
要以保障合议庭完整行使审判权为基
本价值取向，排斥任何外部组织、人员
对合议庭审判权行使的不当干扰。特别
是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取消或限制合
议庭之外的人员或组织对案件审理的
干预或分权，最大限度地将案件裁判权
完整赋予合议庭。四是规范院长、庭长、
审委会的审判管理职责。采取旁听庭
审、列席合议、参加法官会议等方式对
合议庭进行适度监督。落实院长、庭长
办案制度，倡导审委会委员参加合议庭
审理案件。

明确审判责任的范围。明确审判
责任就是要在准确把握裁判权力和审
判责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弄清审判
责任追究的范围。审视一些法院在审
判责任制改革方面的实践，笔者认为，
审判责任制改革应该建立在权责一致
的基础上，坚持可评价原则，将责任追
究主要限定在法定的程序性的不规范
司法行为上，对于不可评价的因素应
当不予追究，避免单纯以案件裁判在
实体上的对错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
当然，从维护司法的形象和尊严出发，
法官在审判之外违反司法职业道德的
行为也应当成为监督制约的对象，同
样要符合可评价的要求。

建立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审判
责任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监督制约保
证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因此，对审判权的
监督应当有完善的机制。笔者认为，首先
应给予法官充分的职务保障，这是法官
职业特点的需要，也是法官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的需要。其次，对于法官的追究应
依照公正程序进行，为了保障对法官责
任追究的公正性，实行法官责任追究应
制定科学、公正的追究程序，如对处理期
限、法官的申辩权和申诉权等作出具体
明确的规定。总之，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
完善应本着既要对法官的违法失职行
为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又要注意不损
害法官行使职权的原则进行。只有这
样，才能为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党把领导一个法院的任务交给
我，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了。我的角色
要求我必须把推动我国法治事业的进
步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有实实在在把
这种使命感融入自己的内心，才有可
能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邹碧华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院长时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邹碧华在长宁法院任职期间，笔者
时任该院研究室主任。作为事必躬亲的
学习者和实践者，有幸见证了他生命中
最丰富多彩和最令人难忘的华丽篇章。
邹碧华“公正为民、敢于担当、勇于创
新、崇法尚德”的精神中，聚焦审判和追
求卓越的法治梦想几乎涵盖了“邹碧华
精神”的主要领域。这种精神既是全国
法院的宝贵财富，更是全社会崇尚法治
的象征。诚如他生前所言“人生的价值
就在于体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发
扬光大。

一、站高望远，聚焦审判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他的

悼文《别了，碧华兄》里写道，邹碧华
曾对他说：“最高法院法官一定要多
跑基层，多接地气，千万别把基层法
官视为司法蝼蚁，你们出台的小小一
个举措，都可能涉及千千万万基层法
官的利益。”事实上，在基层法院担任
院长的经历，使得他早已将对审判规
律的不懈探索、将直面问题的勇气与
担当深深根植于他的法治梦想中，并
在院长岗位上付诸实践，直至对他后
来推动上海法院司法调研、司法改革
和信息化建设等影响较大的工作，夯
实了基础。

还记得2009年2月，邹碧华在看到
《人民法院报》刊登最高人民法院重点

调研课题招投标启事后，要求我们大胆
申报。在他看来，这些课题都是最高人
民法院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反复筛
选出来的，他们需要通过调研，掌握第
一手资料，以便为决策作参考。基层法
院遇到的情况最多，积极申报，意义重
大。同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课题中
标单位名单，长宁法院递交的《关于反
规避逃避执行问题的调研》榜上有名，
成为全国法院第一家独立中标的基层
法院，可谓是“历史性突破”。经过艰苦
努力，最终铸就了6万字的课题报告，其
中一些研究成果被最高人民法院2011
年5月出台的《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
行为的若干意见》所吸收。

通过调研，帮助基层法官解决审
判难题，是邹碧华一贯的工作作风。此
后三年，我们又连续三次中标最高人
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创造了基层法
院参加最高人民法院课题招投标活动
的历史纪录。不仅如此，他主持长宁法
院工作短短四年半间，法律出版社出
版了由他独著或者担任主编、副主编
的专业书籍就有六部。他就是这样脚
踏实地地追逐法治梦想，不怕艰苦，攻
克艰难，给我们留下了比工作成绩更
重要的法治遗产并将世代相传。

二、助推共识，传递审判思想
邹碧华作为“学者型法官”，在法

律界有口皆碑。可以说，他本身就是法
院系统对外传递新时代精英法官形象

的最好“名片”。他生前最得意之作《要
件审判九步法》，对于法律从业人员培
养法律思维方法和提高法律适用能力
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对于法官和律
师研究法律适用的内在规律，把握审
理案件的科学方法，提高司法技能和
效率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邹碧华多年潜心研究审判方法的
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给法官“量身定
做”一套实用的裁判方法，他对于推动
法律职业群体运用共同思维、共同寻
求法律真相的愿望几乎与此同时萌
发，透露出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雏
形。要件审判九步法中“争点整理”方
法的适用，关注到如何控制审判中可
能出现的非理性情形，尽可能使律师
的代理声音能够被倾听，这是构建法
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石，也为
长宁法院《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
的出台奠定了理论基础。

邹碧华面对现实总是比较客观理
性。他曾告诫笔者“要善待律师，善待当
事人，善待媒体”。2014年11月23日，应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邀请，笔者参加了民
商事专业委员会2014年年会。会上，笔
者聆听了邹碧华以《司法改革背景下，
如何构建法律共同体》为题做的演讲。
他提出的“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代表
着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官对律师的尊
重程度则代表着社会的公正程度”观
点，引起了全场共鸣。笔者深深地体验

到，成熟的法治社会，需要成熟的法律职
业共同体，藉此凝聚全社会的法治共识。
法律职业共同体只有注入了新的活力，才
能融入到祖国的法治建设中。

三、追求卓越，创新审判管理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

新者胜。博学谦和的学者风范，敢于担当
的领导才能，宽容真诚的人文情怀，邹碧
华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许
多法官和当事人，也为人民法院的各项
改革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从优秀走向
卓越的燃灯者。邹碧华曾经对笔者说过，
他来法院工作前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
阅读了许多世界管理学和心理学名著。
在他倡导下，“时间管理”、“权重管理”、

“绩效管理”、“集约化管理”、“可视化管
理”、“信息化管理”等要求常在中层干部
管理中被运用，从而为上海法院司法改
革注入了新鲜的元素。

这是一个用学者思维和专家能力来
解决法院问题的先行者。在执行“裁判权”
与“实施权”两权分离的总体理念下，他创
造性地推出了全市法院首个“执行流程管
理信息系统”，执行流程改革经验入选

“上海市依法治理十大优秀案例”。
这是一个勇于打破常规担当使命的

开拓者。他让研究室自主研发了“信访管
理信息系统”，并要求我们充分尊重当事
人的每一封来信、每一个来访和每一次
来电，让当事人感受到正义的温暖，避免
和减少越级上访，从而化解了大量矛盾，
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一灯如豆，星火燎
原；一楫击水，千帆竞渡。只有让每一种
力量在追求法治梦想的共同理念下凝聚
共识，才会形成全社会迈向公平正义的
巨大合力。

完善无偿献血机制缓解血荒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近年
来，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我国人口献血
率仍未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供血紧张
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国民献血率过低，民众缺乏献
血热情，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
面，很多人缺乏血液相关知识，对献血存
在误解，仍然误认为献血会伤害献血者
的身体健康，所以不愿意献血，甚至阻止
亲属献血。另一方面，社会上有不少人对
我国现有的献血制度不满意，认为无偿
献血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献血者是无
偿献血，但用血时却很不方便，还要花高
价购买，甚至自己无偿捐献的血液被血
站的人员浪费，乃至卖血牟利。所以，很
多人拒绝参与无偿献血，甚至抵制无偿
献血。

然而，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满足
临床用血需求，缓解血液紧张状况，弥补
供血缺口，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道德风险
就拒绝无偿献血。当然，要提高国民献血
率，激活人们的献血热情，除了依靠弘扬
道德风尚、呼吁和激励人们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之外，首先，要完善无偿献血制
度，透明无偿献血机制，让人们准确知道
自己无偿捐献的血液的流向，保障人们
无偿捐献的血液确实用于病人身上。其
次，完善临床用血制度，尤其是临床用血
的价格定价机制，详细公开用血账单，让
人们清醒地看到用血过程不存在非法牟
利现象。再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大血库，
方便全国范围内及时调血、用血，缓解

“用血荒”。最后，要方便献血者异地用
血，改变过去那种献血者先有偿用血后
报销用血费用的麻烦程序。

——何 勇

要让污染税真正实现其应有的
控制污染之目的，着力破除环保等
部门在费改税这一问题上的利益掣
肘，无疑是亟须解决的基础工作。

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
了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共同起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
中，环保税的税额标准与即将被其取代
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基本一致。

毫无疑问，取消排污费，改征环境
保护税，对纠正此前征收排污费养人、
排污费征收不力，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归并推进我国费改税工作，逐步建立我
国统一的环境税体系等，都具有重大的

根源治理和象征等意义，值得肯定和期
待。

我国环境税征收之路走得可谓崎岖
而艰难，而这其中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
就是部门利益的掣肘。如今，诸如环境税
立法前后的相关利益重置和平衡问题，
是不得不考虑的直接现实和亟须破解的
问题。

一方面，费改税后，以往环保部门的
既有利益消失，但诸如人员超编、人员经
费需要自筹等现实问题依旧存在。这时

候，如果不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及时处
理和消化，相关的环保部门及工作人员
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引发新的收费或执法混乱。

另一方面，费改税后，企业污染程度的
认定无疑是税务部门污染税征收的基础和
根本依据。但问题是，税务部门并不是污染
认定和监管的专业部门，也不可能为此再
专门成立一个类似的污染认定机构。也就
是说，税务部门要及时足额征收污染税，就
必须与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污染专业认定

机构充分融洽地合作，比如专业人员的转
移、消化，业务的无缝对接等。

要让污染税真正实现其应有的控制
污染之目的，着力破除环保等部门在费
改税这一问题上的利益掣肘，无疑是一
项亟须解决的基础工作。比如税务与环
保部门如何有效协作联动问题，费改税
后环保部门遗留的人员超编、经费不足
的消化、转移和供给问题等。此外，还要
考虑通过监督问责，强力监督环保、税务
等部门及时切实履职。

“公司执法”让法律蒙尘

为缓解日趋严重的车辆违停现象，
云南省马龙县成立了一家交通服务公
司，由该公司认定县城内的违停车辆，并
用标有“综合执法”的拖车强制拖车。据
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属私人运营，法人代
表系马龙县城管局一名中队长的妻子。
当地知情人士称，该公司拖车收取的费
用与城管局按八二比例分成。

众所周知，行政执法主体才是行政
执法活动的承担者。具体到城市违停车
辆管理，除了负有行政执法主体意义的
交通和城市管理部门，其他任何部门和
组织都不具有执法权限。

出现在马龙县的“公司执法”，显然
违反了上述行政执法主体规制，一方面，
这个私人公司根本就没资格成为法律委
托组织，地方城管局也没有委托的权力。
另一方面，其具体“执法者”不是公职人
员，而是企业聘请的员工。无论是哪一方
面，他们都没有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资格。

原本是执法部门做的事，站立在前
头的却为私人公司，个中原因不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执法部门不作为或是乱作
为，毕竟违停车辆认定和处理是一个棘
手事，交由公司来做，省心、省事、省力，
还能做大做强一个公司，致富一些人。二
是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利益关联，该公司
拖车收取的费用与城管局按八二比例分
成，倘若还要深究下去，难说没有其他利
益关联。

法律是严肃的，其执法权必须掌握
在公权力手上，岂能交由私人公司代劳？
城市违停车辆管理原本是执法过程，本
应是执法部门的分内事，在马龙县却只
见“公司执法”，不见公权力执法。八二比
例分成，这只会使公权力和法律蒙尘，威
严大打折扣。

——张绪才

将婴幼儿配方乳粉参照药
品的注册管理，是适应中国国
情和发展阶段的质量安全监管
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质量安全屡受诟病，信任缺失成为普遍
现象。最近，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更将
婴幼儿配方食品作为特殊食品监管，力
求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建立起覆
盖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与监管制度，从根
本上保障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

根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于
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管理将实行全过程
质量控制，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

企业应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
全过程质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
食品实施逐批检验，保证食品安全”。乳
业专家宋亮表示，乳粉生产的产业链条
长、需要添加的辅料及营养添加剂较多，
加强全程监控，并实施逐批检验，可以最
大限度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在强调全过程质量控制的同时，新修
订的食品安全法也明确提出：“不得以分装
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禁止婴幼儿配
方乳粉以分装方式生产，一方面可以直接

消除分装环节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可以
鼓励国内的生产企业集中力量提升研发能
力和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保障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质量安全，可谓是一举两得。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我国市场上婴
幼儿配方乳粉还存在配方过多过滥和设
计不严谨等问题。针对此类现象，新修订
的食品安全法将婴幼儿乳粉产品配方由
原来的“备案制”改为“注册制”，这就意
味着，婴幼儿乳粉企业配方变化需要到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并提交配

方研发报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学性、安
全性的材料，并经监管部门审核通过、领
取相关生产证后才能生产。

将婴幼儿配方乳粉参照药品的注册
管理，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质
量安全监管方式。一方面，可以确保进口
品牌的安全，降低代工带来的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提高乳粉品牌的市
场准入门槛，从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推动婴幼儿乳粉的配方升级，保证婴幼
儿的健康成长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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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理学电企仪器（北京）有限公司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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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5年 5月 28日，票据记载：出票
日期为空白，票面号码为10401130 13303495，票面金额为空白，
出票人为理学电企仪器（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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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金发利旺达不锈钢制品经营部丧失转账支票一
张，于2015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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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票据记载：出票
日期为 2015年 5月 29日，票面号码为 10201130 39192052，票面
金额为4900元，出票人为北京晶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北京金发利旺达不锈钢制品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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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出票行上海农商银行青浦支行，号码为9040004122035403，出票
日期2015年5月11日，付款日期2015年6月11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00元，出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洪泽县收费管
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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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出票行上海农商银行青浦支行，号码为9040004122035404，出票
日期2015年5月11日，付款日期2015年6月11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00元，出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洪泽县收费管
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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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出票行上海农商银行青浦支行，号码为9040004122035405，出票

日期2015年5月11日，付款日期2015年6月11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20,000元，出票人上海晟农温室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洪泽县收费管
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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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广（福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
票票码30900053/26336321、票面金额 10万元、出票人灌篮少年
（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晋江市量兴鞋材彩印有限公司，
付款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出票日期2014年12月
18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6月 18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
为：晋江市量兴鞋材彩印有限公司、东南电器（福建）有限公司、福
建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华广（福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于
2015年5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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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力的行为无效。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沂源县春霖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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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500053/24678531，出票人为郑州迪圣建材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郑州卡沃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付款行
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文化路支行，出票日期2014年3月14日，到
期日期 2014年 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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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市交行沙新支行
签发的票号为 3010005124760421、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27
日、到期日为2015年5月27日、出票金额为300000元、出票人为
新余市人民医院、收款人为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背书转让人
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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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百盛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金坛市贝斯特汽车内饰件厂，收款人为金坛市永佳海绵

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丹阳市百盛电器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
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
月 18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4034700，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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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苏州亿旭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普克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坤
明涂装厂，持票人为苏州亿旭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8 月 7 日 ，票 面 金 额 为 20000 元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26475664，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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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洛阳合叉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 31300051/23877388、面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出票人
为南通金凤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永辉建材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为 2015年 5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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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沈阳福泰斯商贸有限公司持有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丢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1300051
35606692，面额人民币30,000元，出票人沈阳市博凯五金工具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辽宁隆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银行
吉林银行沈阳分行，出票日期 2015年 2月 3日，到期日 2015年 8

月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予以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 8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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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市于洪区欣盛达建材租赁站因丢失银行转账支

票一张，票号31402130 00672463，面额人民币36,000元，出票人
沈阳市沈河区鑫梓沅办公用品商行，收款人沈阳市于洪区欣盛
达建材租赁站，付款银行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河
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5年7月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予以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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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兰星荣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绵阳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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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号 为 31300052
25416741、金额为20万元、出票人为四川省三台三角生活用纸制
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绵阳市正彩包装印业有限责任公司、最终
持票人深圳市兰星荣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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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华区宏顺汽修部因遗失由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宁海

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30500053/22447352、
出票日期2014年10月29日、到期日2015年4月29日、票面金额
65274.72元、出票人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佳琪塑胶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宁海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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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捷美斯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由宁海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40200051/
22950224、出票日期 2014 年 10 月 10 日、到期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票面金额30 000元、出票人宁海县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收款
人宁波通诚格力电器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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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受理了申请人温州市鸿德纸业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汇票，号码为 10400052
25964429，出票日期为贰零壹伍年伍月壹拾伍日，出票人为温州
崇坤印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温州市鸿德纸业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银行苍南县支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玖拾万元整，汇票到
期日为贰零壹伍年壹拾壹月壹拾伍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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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贰零壹伍年壹拾壹月叁
拾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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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嘉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因持中国工商银行湖州
吴兴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编码 10200052/
23635264、票面金额10万元、出票人为湖州安达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收款人苏州嘉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5月18
日，到期日 2015年 11月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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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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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高度纸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1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
码为1040005225923135，出票金额为人民币484259元，出票日期
为2015年5月8日，出票人为浙江弗莱制冷剂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银行衢州市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永康市鹰鹏化工机械
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11 月 8 日。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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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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