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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做合格法官 为人民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青年法官论坛发言摘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官，是代表
国家行使司法裁判权，惩罚犯罪，定分
止争，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的
职业群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我
想，一名合格的法官，应当符合四个方
面的标准：

一是应当有把握方向，坚定信仰的
定力。法治信仰是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实
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的信念，是法官
群体树立自信和职业尊荣感，保持定力
和正确方向的思想源泉。对于法律人而
言，能够在最高法院这个广阔的平台上
把我们所学的法学理论和对于法律的理
解体现在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和每一起
案件中，影响并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
这是人生何等之幸事，我们没有理由不
去倍加珍惜！对于最高法院的法官而
言，党需要我们坚定忠诚，保持正确的
立场和方向；群众需要我们认真负责，
不仅审理好最高法院的案件，更重要的
是指导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审理好案件；
法律需要我们深刻理解正确适用法律规
定，通过实际工作彰显法律尊严，维护
宪法法律权威。

二是应当有敢于坚持原则，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的魄力。作为裁判者，必须保
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善于独立思考，敢

于坚持原则。法官职业的最大魅力就在
于拥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判断，独立作出裁
判的权利，这一点是法院与律师职业、与
公安、检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最大的区
别。为了保障法官独立，中央和最高法院
制定了防止外部人员和内部人员过问干
预案件的制度，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诉讼法规定的合议制，保
障法官在审判组织内部，无论职级高低，
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为独立判断提供了
法律依据。同样，有权必有责，保障法官
独立行使审判权，意味着法官要慎重行
使，要有能力行使，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
判，让裁判者负责”。

三是应当有勤于钻研，精通专业的
能力。法学素养和实践经验是法官的立
身之本。一名合格的法官，要通过刻苦
钻研积淀法学素养，要通过一个个精雕
细琢的案件积累丰富实践经验，不断提
升适用法律，驾驭庭审的能力。要尊重
当事人主体地位，及时回应和依法保障
当事人正当诉求，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实现。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某些场合
往往直接代表了最高法院的形象和中国
法官的形象，因此，应当不断地学习、
钻研、创新，向专家型法官学习，努力
把自己培养成专家型法官。

四是应当有坚守底线，自我约束的
自制力。合格的法官，应当具有公道的
品格、高尚的人格和鲜明的底线意识。
在审判工作中恪守司法礼仪，平等尊重
当事人，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做
到客观、中立、理性、公允，坚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法律底线、纪律
底线、道德底线，自觉约束业外活动，
维护法官群体的良好形象。

合格的法官，既要志存高远，更要
脚踏实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
庄严的庭审，公正的诉讼程序，说理严
谨的裁判文书中体现和推进。因此，我
们应当本着对每一起案件负责的态度，
沉下心来研究案情和法律适用，在发生
利益冲突时慎重思考，反复权衡，努力
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做合格法官要四面着力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长 刘小飞

刑事法官办案的六字秘诀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长 刘为波

我想从一名刑事法官的视角，就
心态、意识、能力三个方面谈谈法官
如何办理案件。三个方面的要求，我
把它概括为六个字：无我、多疑、权
衡。

无我。“无我”在传统文化里面
又叫“无心”，要求心无挂碍、心无
旁骛、心无杂念。刑事法官的首要任
务是探寻事实真相。强调无我，这是
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心无
挂碍滞障，才能开放心胸去接近事实
真相；心无旁骛杂念，才能排除干扰
守住事实真相的底线。做到“无
我”，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去先见。
抛开一切先见执念，不先入为主，不
简单类比，努力发掘案件的特殊不同
之处。二是不偏执。不选边站，平等
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特别是要认真对
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三是善
倾听。要虚心诚意地去听取不同意
见。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阅卷也是
一种听，看卷的重点应放在原汁原味
的证据材料和庭审笔录，而不能是加

工裁剪后的审理报告。
多疑。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叫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先
生研究历史很有建树，这大概是其治
史心得。办案子和做历史研究有很多
共通之处，都是从有限的证据碎片中
去做整合判断，都要求一分证据说一
分话，目的都是还原事实本来面目。
大胆假设强调的是问题意识，能够在
他人不疑之处生疑，办案子通常也是
一个起于疑问终于无疑的过程。问题
意识的养成，我想可以从三个层面渐
次深入：一是严肃对待控辩双方提出
的问题。对于已经指出的疑点，要一
一回应，不能见疑不疑、安之若素，
更不能揣着糊涂装明白。二是重新归
纳问题。问题有轻重主次之别，不能
事无巨细、多端寡要。要学会梳理概
括，剔除枝节性问题，提炼出关键的
实质性问题。三是敏锐地提出新问
题。恰当地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既
需要经验累积，更需要独立思考。此
外，法官阅卷时要尽可能多打几个问

号，带着问题阅卷，边阅卷边设问边求
证，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阅卷的效率和效
果。

权衡。法官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做判
断、选择。判断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断是非；二是判优劣。不同的人、不同
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可能是不
同的，且各有其道理。怎样找到一个客
观、公允，能为多方接受的处理意见，
这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反复权衡
利弊得失，并找到适恰的切入点。可以
说，法官的能力集中体现为判断力。判
断力的正确养成，需要注意三点：一是
深刻认识到裁判意见是倾向保守的。在
罪与非罪问题的处理上，尤其要慎重、
稳妥。二是善于平衡协调不同利益关
系。办理刑事案件要时常面对形式与实
质、逻辑与经验、法律与政策三对关系
的紧张矛盾，如何确保裁判意见既符合
法律法理，又不悖于经验常识、公共利
益，这需要在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
主义两者之间找出最佳的平衡点和融合
点。三是重视不同知识的日常学习和综
合运用。“功夫在诗外”。良好的判断力
离不开专杂结合，既要精于专业，熟稔
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方法，更要厚
植根基，注意各方面知识的平时点滴积
累，不断充实完善个人知识结构。

我们法院青年干部，有一个共同的
梦想，那就是法治梦想。这个法治梦想，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个法治梦想，源于我们所处
的伟大时代。周强院长曾经多次鼓励我
们青年干部要在伟大的时代浪潮中卷起
属于自己的浪花。我们的浪花就是为实
现法治梦想而努力奋斗。

一是牢固树立服务审判的思想意
识。实现法治梦想，要有具体行动，要
和具体的工作岗位紧密结合。我们每一
名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青年干部，都要
将树立服务审判、服务法官的思想意
识，与远大的法治梦想紧密联系起来，
时时都要有为审判服务、为法官服务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具体的工作中处处
都要体现出为审判服务、为法官服务的
要求。

二是切实增强服务审判的职业尊荣
感。司法行政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的司法行政
工作可以增强审判工作质效。可以做个
简单比较，就单个法官来讲，即使再努

力，办理案件也是有限的；但若一项司法
行政工作做好了，可以发挥很大效用，影
响的不是一个法官，而是整个法官队伍、
整个审判工作。我们司法行政部门的青
年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法院的司法行
政工作一样是大有可为的，一样是发挥
青春才华的重要舞台，司法事业的“军功
章”里也一样可以铭刻我们的奉献。我们
必须定位好自己的价值坐标，切实增强
服务审判、服务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和自
豪感。同时，我们也要树立大局观念、担
当意识、奉献精神，勇当为审判工作服务
的“幕后”英雄。

三是努力提高服务审判的质量和水
平。我们司法行政部门的青年干部应该
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断提
高服务审判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
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

探索审判工作、法官职业的规律和特点，
充分了解审判如何运行、法官如何工作、
法官的所思所想所为以及法官的实际需
求。徐家新主任曾向我们政治部的青年
干部提出，要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切实提
高服务审判的水平。我们必须树立创新
的理念，坚持与时俱进，不能总是沿用老
套路、老办法。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积极
参与和支持司法改革，不当看客，勇当先
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司法改革的重大
意义，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和院党组的
部署，对涉及的利益安排要有正确的认
识，特别是要从服务审判的大局出发，正
确看待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另一方面要
勇做司法改革航船的青年水手，甘当“燃
灯者”，积极建言献策，立足自身岗位，为
司法改革贡献力量，在推进司法改革中
展现青春风采。

奉献青春热血 实现法治梦想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人事部三处处长 李家军

一、足够专业、规范，是合格法官
之基

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
工作经验，是合格法官的起码要求或
形式要件。审判权是公权力中较为特
殊的权力：一则其性质是判断权，任务
是定分止争，需要法官在两造对抗中
发现事实并作出判断，而非依赖既定
事实作出命令，提供管理或服务；二则
其通过独任审判、合议庭评议、赔委会
决定、审委会决议等模式运行，并非上
令下行模式。为确保审判权依法并良
好运行，在专业方面对法官提出明确
的、更高的要求，无疑是最有效的策
略。至于具体标准，一是静态方面，即
足够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足够丰富
的实务工作经验；二是动态方面，即体
现审判权运行的司法行为、司法程序

应当足够规范。
二、足够忠诚、廉洁，是合格法官

之魂
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利益，忠

于宪法和法律，是合格法官的“硬杠
杠”，也是重要品质之一。合格法官必
须是理想信念十分坚定，积极拥护党
的大政方针，时刻牢记司法权是为了
谁、服务谁，始终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放在心头的法官；必须是以树立和维
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己任的法官；必
须是始终将司法民主摆在重要位置，
自觉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建议的
法官。“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一
旦法官不廉不洁，必将对司法的公正
形象和公信力造成巨大伤害。因此，
恪守法官职业道德，足够廉洁自律，也
是合格法官的重要品质之一。

三、足够睿智、坚毅，是合格法官之
命

今天，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迈步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征程之中。为这样一个大国
崛起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必然需要一个
睿智而又坚毅的法官群体。睿智的核心
要义有二：一是富有时代精神和国情意
识，能够将矛盾纠纷放在更高层次上加
以认识、分析和解决，妥善处理政治和法
律、道德和法律、立法和执法、域外经验
和我国国情、法律政策与地方实际等重
大关系，确保执法办案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是富有人文精神和悲天悯人情怀，能
够本着司法为民的宗旨，不断改进司法
工作，改善涉诉群众的司法体验，能够上
得了法庭、下得了基层，关心涉诉群众的
疾苦，让司法工作充满温度。坚毅的核
心要义也有两点：一是有坚定的法治信
仰和司法自信，带头守法尊法；二是有相
当的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始终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顶得住来自方方面面的
压力。

合格法官的条件与品质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助理审判员 徐 超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我想，应
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理想、有情怀，做有责任与有
担当的合格法官。合格法官都是怀揣法
治梦想，具有法官情怀的人。所谓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一名合格的法官，应当是
一名有信仰的法官。说到信仰，我头脑中
总会浮现出雪山之下，经幡飘动，那些虔
诚的一步一匍匐的行者，在别人眼中，他
们是苦行僧，在他们自己心里，他们是充
实幸福的朝圣者。法官就是法治道路上
的朝圣者。只有有理想、有情怀，才能无
怨无悔地付出，才能不迷失方向。

第二，勤学习，爱思考，做拼搏奋进
的合格法官。法官的能力是在具有一定
法律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通过长
期的学习、试验、试错、梳理，以及理论与
实践，经验与知识彼此交织造就的。只
有勤学习爱思考才能写出力透纸背的判
决，才能流畅地驾驭庭审。法官不能拒

绝裁判，而社会生活却又复杂多变，因
此，功夫在法外，不能就法言法。法官要
有丰富的学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
必须善于学习。

第三，慎言行，远诱惑，做清正廉洁的
合格法官。一个合格的法官应当注意自
己的社交圈和社交活动。交友不慎会严
重损害司法形象。法官在职务上的表现
或在职务外的交往、活动、言谈，应尽力
避免让社会公众产生合理怀疑。法官还
要存敬畏心不忘本。“吃百姓之饭，穿百姓
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要
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第四，享天伦、接地气，做有血有肉
的合格法官。先做人，后做法官。讲人

伦，守孝道，做散发人性光辉的法官。在
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温暖之前，
先让家人感到温暖。接地气主要是指热
爱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每天有个好心
情，才能热情地投入工作。

第五，强身心、健体魄，做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合格法官。法官的工作强度很
大，爱惜身体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
负责，更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做法官还需
要有强大的内心。在物质之外，在功名之
外，人总要有一些精神追求，才不枉为人。
而这些恰恰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法官必
须要有强大的内心，作为法治的朝圣者，选
择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少有人走的
路沿途往往遍布绝美的风景。

从五方面努力做合格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 王毓莹

要服务好审判工作中心，书记员
等司法辅助人员就要做到崇法治公、
厚德为民，“十心十意”地为审判工作、
审判人员做好辅助工作。

所谓“十心”是指：
忠心：必须要忠于党、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公心：必须坚持对法律和
事实负责的原则，秉持公心而养浩然
正气。平心：要学会平心静气地将梦
想融入寂寞而勇敢的坚持和不懈的努
力之中。责任心：辅助人员的很多工
作都需严谨细致，要用高度的责任心
为群众谋福祉。细心：辅助人员工作
上细小的差池有可能对案件的审理造
成破坏，要细心地在一点一滴中践行

司法的神圣。热心：对待当事人要热
心，坚决反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的不良作风。耐心：在协助审执人
员完成工作过程中要保持耐心。虚
心：要时刻保持一颗谦逊之心、进取之
心。恒心：在工作方式方法和技巧、法
学知识的学习积累上要做到持之以
恒，努力做到“闻道广博，术业专攻”。
信心：对司法事业的前景要充满信心，
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要有信心和毅
力去战胜。

所谓“十意”是指：
大局意识：“一切服从大局，一切

服务大局”，把保障审判机器正常、高
效运行的意识落实到每个审执案件的

辅助工作中。廉洁意识：要将法律、纪律
转变为高度的自律。服务意识：应当主
动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配角”作用，
保证法官专心审判，保证法院诉讼活动
顺畅进行。奉献意识：在工作中要有乐
于吃苦，默默奉献的“老黄牛”精神；要有
不计得失，认真负责的“螺丝钉”精神。
站位意识：辅助人员的工作在整个审判
活动中处于辅助地位，对自己的定位要
准，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团队意
识：要充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合力
意识，工作中做到互相信任协助。独立
意识：辅助人员应当灵活运用所掌握的
职业技能，依法独立处理职责范围内与
审判活动有关的各种事务。创新意识：要
适应时代的变革，拿出新举措，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效率意识：要通过具体工作的
及时完成促进诉讼整体活动的高效完
成。忧患意识：要有一种危机感，时刻不
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审判服务工作的“十心十意”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书记员 张伯娜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汇票号码：31300051/34422310，出票人：湛江市万邦药业
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340001201900000491，付款行：广东南粤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盛新城支行，收款人：佛山创美药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账号：105101512010009512，收款人开户银行：广东南
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长平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陆拾捌万
元整，出票日期：2016年 3月 24日，到期日：2016年 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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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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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市南方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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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1300051 33364777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票据出票时间为
2016年3月9日、到期时间为2016年9月8日、出票人名称为：武
汉市南方药品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为：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付款行名称为：汉口银行江汉支行、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一张，申报权利的期间为汇票到期之日六十日，利害关系人应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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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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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30200053 25627198票面金额人民币 5万元，票据出票
时间为 2015年 3月 5日、到期时间为 2015年 9月 5日、出票人名
称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为：北京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账务中心、
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一张，申报权利的期间为汇票到期之日六
十日，利害关系人应在公示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
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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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爱创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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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30200053 22414550 票面金额人民币 56000元，票据出票时
间为2012年10月15日、到期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出票人名
称为：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为：华北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账务中心、申请人为
最后持票人）一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在公
示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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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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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100051／23672123 号银行承兑汇票
(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票人全称东
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十堰分行，收款人全称
湖北正奥汽车附件集团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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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3月 16日受理了申请人戴丽梅的公示催告

申请，对其被盗的本票一张［票据号为 1050327222021692，出票
日期为2016年3月14日，金额为430000元，付款人为戴丽梅，收
款人为宋红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作出(2016)苏0113民催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戴丽梅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魏县诚新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一张，汇

票票号为 30100051/24762657，出票人为亚洲富士长林电梯（新
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贝恩科电缆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为 150000元，付款行为交通银行新余市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
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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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宿州市中矿注浆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因1张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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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为 31300051 33791199，出票金额为
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为山东祥佳煤炭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肥
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
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07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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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天河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票号为
31300052/29148921）的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密凤城支行的
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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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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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口市泓源模塑有限公司持有（票号为 31300052/

28529720）的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密支行的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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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昌邑市都昌街办鹏程废品收购站持有（票号为
20300052/20395694）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密市支行的承兑汇
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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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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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朗宇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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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30500053 26952833，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
人为临沂茂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俊乔商贸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临沂商城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12月 2日，到期日为 2016年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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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申请人煤科集

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因所持你行出具的票号为 31000051/
25132953，票面金额为贰拾万元（200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月 13日，汇票到期日是 2016年 7月 13日，出票人为长
治市聚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马堡煤业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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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清徐二轻华美电器商城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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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编号 10400052 24010357，出票日期 2016
年 1月 15日，汇票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出票人阳泉天元家
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营业部，汇
票到期日 2016年 7月 15日，收款人大原美菱电器营销有限公
司，后经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清徐二轻华美电器商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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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门峡康瑞药业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汇票号码为30200053(25025236).出票金额为六万元整，出票人：
山西新宝源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三门峡康瑞药业有限公司，付
款行：中信银行大同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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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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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乡县鑫海化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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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90005327567611，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人为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背书人为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新乡县鑫海化工厂，
支付银行为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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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佳木斯东风农业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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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华北路支
行，票号 30800053 95334511，票面金额 100000 元（壹拾万元整），
出票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汇票到期日 2016 年 5 月 6 日，出票人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新疆波曼机械制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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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招商银行杭州萧山支

行于 2016年 4月 14日签发的编码为 30800053/96775429号的银行
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19516.20元，出票人药药好（杭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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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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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