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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律研修学者制度：推动司法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倪寿明

提高司法能力，确保公平正义，一刻也离不开司法理论的指导。法律研修学
者制度，对于推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深度融合，解决司法实践与司法改革中
遇到的种种困难，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法治时评 ▷▷
“天价”频出拷问商业诚信

郭敬波

常怀律己心
用好审判权

陈雅凌 瞿德雄

识破公款浪费的“隐身术”
潘铎印

“天价”频出拷问的是商业诚信与消
费和谐，“天价”让消费者如涉陷阱，如履
薄冰，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利益，还有
经营者的利益及地方政府利益。

到南京出差的外地人王先生在一家
美发店本打算简单理个发，没想到最后
花了 9600 多元钱才得以走出店门。原
来他遭遇了店家的“天价点痘”，工作人
员在王先生脸上一口气“点”了140多颗
痘，一颗痘59元。

“青岛大虾”事件到今天还余波未
平，而今又出现“南京理发”事件。这些
其实并非偶然事件或者个案，在网上百
度“天价”一词，搜索结果更是达到了
6000万余条的天文数字。“天价”不仅成
了老百姓热议的话题，也成了学术界讨
论的热点。“天价”看似只是个体事件，损
害的却是地方整体形象。

我国价格法实行宏观经济调控下由市
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并且市场上出现的“天
价”事件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而第三产
业恰好又是价格法最薄弱的区域，无论是
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还是制止
不正当价格行为都不涵盖“服务价格”。

另外，尽管如“青岛大虾”事件价格
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但因为
价格法只规定了违法主体，却没有规定
执法主体，出现“天价”事件之后，往往是
政府部门谁都不愿意管，导致消费者投
诉无门，也让一些经营者有恃无恐，使得
价格违法现象愈演愈烈。

“天价”之争不仅是数字之争，也是权
益之争，法律之争，完善价格法的相关规
定与市场价格规制，明确价格执法的责任
主体，才能从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杜绝层

出不穷的“天价”事件。当然，仅靠法律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价格毕竟是受
市场调节而不是由政府主导。

因此，抓住“消费合同”这个牛鼻子，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天价”的关注
不能单纯地集中于价格高低，还要从客
观上分析价格背后的成本，并关注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保护，只要“天
价”是明码标价，消费者消费前已经知
悉，消费者觉得高得合情，贵得合理，就
无可厚非。

当然，服务行业消费合同大部分是口
头合同，没有明确的合同文本，这也使得
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价格争议后往往各
执一词，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按照民法的
一般原理，对于价格告知的举证责任在于

经营者，经营者要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履
行了价格“告知义务”，否则，就逃不了
欺骗消费者的嫌疑，有关部门必须进行
严厉打击，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天价”频出拷问的是商业诚信与
消费和谐，“天价”让消费者如涉陷阱，
如履薄冰，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利
益，还有经营者的利益及地方政府利
益。在互联网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
代，经营者应当加强价格自律意识，
切莫存在让消费者“吃哑巴亏”的侥
幸心理；消费者也应当擦亮慧眼，在
消费之前还是多问清价格，适当地讨
价还价；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守住维
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底
线，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变相的更隐蔽的公款吃喝在一些地
方依然存在，要坚决摒弃吃喝风，严格惩
戒舌尖上的腐败，扎紧“公款吃喝”的篱
笆，刹住不正之风的衍生和蔓延。

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公布了对
15 家中央机关及央企的专项巡视情况
反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国务院扶贫办
反馈指出：存在公款吃喝并弄虚作假报
销餐费、无实质性任务出国、公车管理混
乱、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款吃
喝得到有效遏制。然而这类现象却并未
绝迹，变相的、更隐蔽的公款吃喝在一些
地方依然存在，正如中央第二轮专项巡
视公布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存在
公款吃喝并弄虚作假报销餐费等问题，
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
实版。公款吃喝并弄虚作假报销餐费等

问题无疑就是“权力躲猫猫”，这种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的衙门作风，是掩耳盗铃
式腐败。

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其原因是权力监
督不到位、监督流于形式，监管机制不完
善，为“变相”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还在于
惩处不力，造成腐败问题治标不治本。公
款吃喝、弄虚作假报销餐费警示我们，虽
然在中央反“四风”的高压下，一些部门的

“三公经费”确实有所减少，但不是“三公
经费”数字小，公款消费就真的少了，而是
数据公开的背后还藏有许多猫腻。

庸俗的吃喝风，吃坏了党风政风，
吃坏了社会风气。公款吃喝、奢靡浪费

是典型的“败家子”行为，对我行我
素、屡禁不止、弄虚作假的公款吃喝行
为须“零容忍”，管住“好吃”官员的
口要用制度划出“红线”，把公款大吃
大喝的官场陋习纳入法治进程，既让官
员明底线、知进退，又让惩治滥用公款
的行为有法可依。要强化问责力度，各
级政府在惩治“舌尖上腐败”要有断腕
的决心和严肃的铁律，让爱吃偷吃的官
员丢位子、掉官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各级领导干部须树立艰苦奋斗的事
业观和生活观，把勤俭节约作为政德标
准，不搞排场、不破标准，事事简朴、处处

节约，带头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打好刹住公款浪费的“攻坚战”，各级党
政机关要严格执行财经法规，规范财政
预算制度，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
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严格各项监督检
查，做到三公消费上无漏洞、无暗箱、无
浪费，坚决遏制铺张浪费之风和“嘴上
腐败”，切实维护党政机关的良好形
象。强化监督，强化人大、审计、纪委等
监督职能，高悬“不敢公款吃喝”的利
剑，狠刹吃喝浪费的不良风气，将公款
吃喝纳入党员领导干部问责体系，纳入
法律惩处范围，违规必惩，震慑“公款吃
喝”等奢侈浪费行为。

自古圣贤之言学，咸以躬行实践
为先。现代亦同理，理论源于实践并
推动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并提升理
论。具体到司法审判领域，提高司法
能力，确保公平正义，一刻也离不开
司法理论的指导。司法实践中遇到的
种种难题，司法改革中遭遇的种种困
惑，需要司法理论给出合乎逻辑的解
决方案。反之亦然，司法理论要创新
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司法实践的丰富
资源，一刻也离不开司法实践的可贵
探索。

法律研修学者制度，是最高人民
法院遵照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基本
原理，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搭
建的人民法院与法律院校及法律科研
机构的良性互动交流平台。这一平台
的构建，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要求，充
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深谋远虑，充分体现了最高
人民法院落实中央部署、推动司法改
革的坚定决心，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周
强院长推动公正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新
发展。认真落实这一创新制度，对于
推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深度融
合，解决司法实践与司法改革中遇到
的种种困难，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是

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司法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目前正在全力
推进中。随着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步入

“深水区”，一些新的改革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不断呈现出新特点、产生着新问
题、形成新的“硬骨头”。司法改革发
展到今天，遇到的困难就像一筐螃蟹，
抓起一个又牵起另一个。司法改革所涉
及的利益关系看似错综复杂、环环相
扣，各种问题看似盘根错节、头绪难
理，其实质还在于思想认识跟不上，理
论创新跟不上。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
这场回避不了的大考，我们必须从政治
高度深刻认识司法改革、坚决拥护司法
改革、积极支持司法改革、自觉投身司
法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奋发有为，不
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如果不能
在司法理论与实践创新上有新突破，司
法改革就将失去重要的支撑力。

应当看到，近些年来，我们对推动
司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
坚实的新步伐，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
果，促进了司法能力与司法水平的新提
高。但总体上看，司法理论与实践互相
融合的层次还比较低，范围还比较窄，
程度还比较浅，特别是缺乏有组织的管

理和有效率的运行机制，融合工作的执
行力度也远远不够。今后，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此前建立的法院与法学院校双向
交流机制，以及刚刚建立的法律研修学
者制度，还有法学家挂职和法科学生实
习制度，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将
逐步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精准化、高
效率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丰富融合形
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也
就是要实现法院和法学院两大系统的资
源贯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体制隔离、
互不相通、低效发展的状态，在落实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
下，形成更有效的司法理论与实务工作
的协同创新能力。

为有效落实这一创新制度，推动司法
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法院与法学院都
应树立一体化发展的观念，增强借力发
展、协同创新的意识。这是调动法学理论
与实务部门两个积极性的内在要求。当
然，这个一体化是基于理论与实践互动关
系基础上的一体化。法学家要借助参与
实务研究，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法院
要借助于法学家的研究能力，解决司法
实践的难题。在这方面，法院应当更加
主动、更加积极、更有作为，不仅要在

发展战略研究方面，更要在工作规
划制定、司法政策统筹和重大改革
论证方面，引进法学家们参加专项
研究活动，丰富司法研究渠道，开
拓司法研究视野，及时地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作
为法学家，有机会在新的平台上直
面中国司法与审判的最现实和直接
问题，则要发扬攻坚克难精神，把责
任扛在肩上，勇于并善于解难题、啃
骨头，将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直接服务
于审判实践。法学家们在解决司法实
务问题的同时，还应不断修正、补
充、创新理论成果。这一点，无疑是
法学家们所渴求的，法官们也是乐见
其成的。大家共同的愿望都是，进一
步推动法学理论成果及时转化为实践
成果，促进法学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
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依法
治国战略的全面落实。

我们相信，法律研修学者制度
的认真实施，将在司法理论与司法
实践两个层面上，不断形成新认
识，开辟新境界，打开新局面。人
民法院报和人民司法杂志，欢迎并
期待法律研修学者提供更多、质量
更高的应用法学研究新成果。

基层岗位遇冷需政策增温

2016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
束。不过，仍然有2000余岗位竞争比不
足 3:1；同时还有 158 个岗位“零报考”。
据悉，这158个职位中有80个来自西部
边远地区，无人报考岗位多是县级以下
基层职位。

改变国考报名岗位冷热不均现象，
不能寄望于考生提高觉悟，关键要靠出
台政策进行引导。具体来讲，门槛高的
应适当降低，尤其是艰苦基层地区更应
不拘一格选人才。与此同时，还需通过
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加大
干部选拔向艰苦基层地区倾斜等举措，
让服务于艰苦基层人员得实惠有奔头。

必须得承认，艰苦基层地区的确环
境差条件苦。但也必须要看到，越是艰
苦越能砥砺人的品质，越是基层越能增
长人的才干。因此，考生与其千军万马
争过独木桥，还不如眼睛向下看身子往
下沉。把思想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
发挥在会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
上，那艰苦基层地区也是一个前景无限
的巨大平台。

当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究竟该
如何择业，也必须要有个正确的定位和
适度的预期。客观认清当前就业形势，
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专业特长、实际能
力、性格气质等综合确定，才是明智的做
法。即使所报的岗位地处偏远条件艰
苦，相信同样可以书写出彩人生。

——武西奇

落实党纪条例不能有空窗期

自《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后，从
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企业，上上下下掀
起了学习热潮。但是在个别地方或部门
中，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原先的《中国共
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尚未废止，
而新颁布的实施还有两个多月的空档
期，不用费力也不必心慌；还有的干部认
为新旧法规交替还有足够的过渡期、离
实施还有个缓冲期，存在观望部署、等待
培训的思想，折射出一种空窗期心态。

每一部法规的出台，从颁布到实施，
都给公众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准
则与条例这“两项法规”亦是如此。而上
述少数单位和个人的这种空窗期意识，
是反“四风”未除尽的残留，是以往那种

“发文等上级指示、执行看个人情绪”机
关旧陈病的再复发。切不可等闲视之。

日前，中共中央就“两项法规”的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要求把党的纪律和各
项要求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心上。刻印一语重千钧。廉洁自律
准则就是宣言书，负面清单就是六大禁
令。绝不容学习贯彻踏步走的行为、法
规实施磨合中的现象发生。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两项法规”
的遵守执行者，又是监督维护者，谁都不
能拿法规实施的“过渡期”“缓冲期”来填
补自己的空窗期。要做“两项法规”学习
的宣传员、廉洁思想的播种机。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要在
贯彻实施上下更大功夫，绝不能只是嘴
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牢记“四
个必须”“八条规范”，要做到真学、真懂、
真用，做到知行合一、融会贯通。要以研
学、苦学的劲头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实现
新旧法规交替的无缝对接。

法规落地刻不容缓。要主动抛弃空
窗期心态，自觉融入法规学习宣传中，做
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做贯彻实施的模
范。让“两项法规”入脑入心，让“两项法
规”落地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柏建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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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柴河信
用社申请执行（2013）海商初字第107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海法执字第402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决
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

郭庭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柴河
信用社申请执行（2013）海商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海法执字第385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决
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海林市人民法院

刘雪涛、谢云山：本院受理执行申请执行人杨文华、胡瑞祥
与你们债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7)君执字
第40-10号、第40-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查封、拍卖被执
行人刘雪涛所有、登记在刘辉名下房产权证号为159473的房屋
一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另定于公告
期满后3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选择评估机构和拍卖机构通知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放弃权利。 [湖南]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胡文巧：我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白玉兰与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你在大邑县大安路6666号35栋1号
402.47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为 366.5万元。现向你
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你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四川]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张仕清、何玉群：本院受理付耀扬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恩执字第186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由你们履行生效的（2011）巴州民
一初字第 71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偿还付耀扬借款 41
万元及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觉履行给付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对属
张仕清所有的位于原巴中市恩阳区恩阳镇公路二街24号营业用
房面积 84.326平方米、住宅面积 273.754平方米的财产进行评

估、拍卖。选择评估机构的时间为自觉履行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节假日顺延），来本院摇号抽取，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并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川]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

李长城：本院受理方周、焦玉侠、方雨彤三人申请执行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丽执字第
171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李长城所有的暂存
在天津市东丽区东明存车场肇事车辆（牌照号为冀B92108的绿色
斯太尔牌重型半挂牵引车一部、冀BAM61挂的绿色仙达牌重型普通
半挂车一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到本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仍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陆联化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对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津南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1日对坐落在天津
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双桥）宝源路28号的天津市陆联化工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厂房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市金鑫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第九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市金
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2014）一中执字第 305-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凌硕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津南中心支行与天津凌硕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正盛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
司对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欣发路3号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已作
出正盛估乙评报字 2015第 28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李小刚、李明英、韩宗萍：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昆明市
禄劝矿业有限公司、李明华、李明英、韩宗萍、李小刚、禄劝红渡
铁矿洗选厂、禄劝皎平铜选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
法委托云南银瑞祥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双
龙乡野鸭湖山水假日城(AB区)58幢1-3层B室、昆明市盘龙区双

龙乡野鸭湖山水假日城(AB区)136幢1-3层B号、昆明市盘龙区
双龙乡野鸭湖山水假日城(AB区)20幢 1-3层 1号进行了市场价
值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银瑞祥房评报A字(2015)06—795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
院按法律规定提交书面异议，逾期不提交，视为对《房地产估价
报告》无异议。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东方电力机具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波
科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企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
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本院已依
法作出（2014）甬鄞执民字第2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公司名
下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柴家村的房地产及机器设备、办公
电器、家具、苗木、报废车辆等财产。经本院委托评估，宁波海德房地
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甬海德（2015）评字第F07051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上述房地产合计市场价格为233619000元，变现
价格为186895200元；宁波世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甬世资评
报字[2015]第152-1号评估报告载明上述机器设备、办公电器、家
具、苗木、报废车辆等财产的市场价格为1721448元，变现价格为
1377242元。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甬鄞执民字
第23-9号执行裁定书及宁波海德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
出的甬海德（2015）评字第F0705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宁波世铭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甬世资评报字[2015]第152-1号评估报告
书。如你公司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十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债务的，本院将依照法
律规定，公开拍卖上述财产。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百仁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300051/
22794727，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整、出票人为东风商用车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十堰分公司的银行

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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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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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德力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300051/2279930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湖北三
环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汉双鸥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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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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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德力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300051/2279930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湖北三
环汽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汉双鸥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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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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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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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票人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票号为30600051 21386516，付款
银行为广发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出
票日期为2015年10月1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14日。自公
告之日起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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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牡丹江国泰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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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
天津市天开高压电力成套技术有限公司，票号为 31000051
24838651，付款银行为浦发浦泰支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23日。自公告
之日起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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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永一腾飞阀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丟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出票
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票号 30900053
27033010，票面金额15000元（壹万伍仟元整），出票日期2015年5
月14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11月14日，出票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收款人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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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能电池（芜湖）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为 31000051/25753715，票面金额为 5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5年8月19日，到期日为2016年2月19日，出票人为浙江省长
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兴天畅电源有限公司，出票银行
为浦发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人天能电池（芜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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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6
年3月5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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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达通（贵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的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28日，到期日为2015年9月
10日，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盐支行营业
部，号码为10200052/25027989，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人为
海盐东海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嘉兴久康电器有限公司，后背书
给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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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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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为
10300051/23958012、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3月21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康康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兴化市天龙卫生塑料厂、出票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台州市玉环县支行营业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自公告之日
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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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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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敬畏，筑牢“严以律己”的
思想防线；手握戒尺，恪守“严以律
己”的行为规范；慎独慎微，接受
“严以律己”的全面监督。

审判权是人民法官对有利益冲突
的矛盾纠纷进行居中裁决的判断权。
其具有国家公权属性、又与利益密切
相关，因此，人民法官一定要严以律
己，对权力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时
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主动接受
全面的监督，以确保做到公正司法、
为民司法。

心存敬畏，筑牢“严以律己”
的思想防线。思想是人的灵魂，是
行动的先导。人民法官手握司法权
力，决定他人的财产利益归属、夫
妻子女离合、自由生死去向，因此
往往成为腐败侵蚀的对象。一些法
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法官宗
旨意识薄弱、思想观念低俗、放松
放纵自己，为图安乐享受和一己私
利，假借手中的司法权大搞权钱、
权色交易，最终都落得个锒铛入
狱、身败名裂的下场。前车之鉴，
人民法官一定要心存敬畏，筑牢严
以律己的思想防线。作为法官，要
知道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自己
肩上的责任重大，对自己要高标
准、严要求。对党纪国法要有敬畏
之心，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持
服务宗旨、坚守基本底线，做人不

“妄为”、有权不“任性”，常怀律己
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
德，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做派
公正司法、为民司法，以赢得群众
的理解、信任、尊重与支持。

手握戒尺，恪守“严以律己”
的行为规范。严以律己，不仅要内
化于心，更要外化于行。首先，坚
持事实法律根据，做到公正司法。
人民法官裁判案件不能从自己的主
观好恶和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出
发，而应该严格遵行“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标准，做到
公正司法。其次，廉洁自律，要能
忍受住清贫寂寞。作为对利益纠纷
进行裁决的人民法官，必须廉洁自
律、洁身自好，否则本应居中裁判
的法官，不可能再做到客观中立和
公平公正。再次，做好表率，担当
起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和文明风尚的
引路人。法官必须要时刻注意自己
的言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表率，
并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教育、感
化、影响其他人，成为社会文明风
尚的引领者。

慎独慎微，接受“严以律己”的
全面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
督。人民法官更是要谨言慎行、慎
独慎微，严格要求自己，接受社会
各界的全面监督。首先，主动接受
当事人的监督。法官在拿到案件后
要全面了解案情和当事人的真正诉
求，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保障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接受当事人的
询问、质疑和监督，并做好答疑解
惑和裁判说理工作。其次，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人民法官要通过司法
公开三大平台和借助新闻媒体的力
量予以积极回应，依法做好解释相
关工作。再次，密切配合纪检监察
工作。纪检监察是对公职人员的自
我警示、监督与约束，也是关爱同
志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