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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组合拳出击执行难
辛士俊 罗 宁 蔡梅风

地处原中央苏区的江西省赣州市两级法院，早在2014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就打响了
向执行难宣战的第一枪！全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执行难’难在哪里？”“如何为‘执行难’把脉点穴？”这些问
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责任担当为己任，本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从“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
协助执行难求，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根源中频出奇招，逐一破解，有效树立了司法尊严与权威，切实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赣州法院深刻认识到，执行工作
越深入，遇到的难题就越多，规避执
行的花样也会不断翻新。如果不敢创
新、不敢变通、不敢创造性开展工
作，仍然运用老办法解决问题就可能
出现手段失灵的现象。为此，全市法
院坚持创新执行机制，拓宽执行思
路，为执行工作增动力、添活力。推
行执行监督员制度，就是推进执行创
新的一大标志。

于都县委、县政府对法院执行工
作下发文件，为该项工作开展提供了
经费、人员保障。让执行监督员在案
件执行前协助法官进行调查摸底工
作，在执行中因势利导开展调解工
作，在执行后进行释法明理和劝说引
导工作。充分发挥其了解当地风俗习
惯的优势，充当执行“好助手”，据
悉，2015 年于都法院试点该制度以
来，共协助执结案件 82 件，涉案标
的额387.95万元。

邀请人大代表、监督员参与执行

工作，对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有
力推进执行工作公开、公正、阳光、
透明。2015 年 6 月 23 日，会昌县法
院在执行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时，
邀请2名监督员全程参与，促成双方
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场
履行完毕，不仅使该案顺利执结，而
且促成双方握手言和。

在抓执行工作时，赣州法院坚持
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的原则，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有重点地开展了涉
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案件、涉民生案
件、5万元以下小标的额案件、涉金
融债权案件等专项执行活动，带动了
执行工作的整体推进。特别是对5万
元以下小标的额案件，采取“三定一
包”，动员基层干部协助做好工作、
专门对小标的额案件集中曝光等措
施，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赢得了
当事人和广大社会群众的赞誉。1个
案例入选全国法院涉民生执行十二大
典型案例。

“过去，执行工作只有法院一家单
打独斗；现在，有 20 多个部门和单位
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来，问题自然就会迎
刃而解了。”赣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马玉福在部署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时
说。

2015年7月，赣州市在原有的工作
基础上，出台了新的《全市执行工作联
动协调机制工作办法》。新的工作办
法覆盖公安、检察、银行、国土、车
管、宣传等联动协调单位 29 家，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赣州银行监督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赣南日
报社、赣州广播电视台等9个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明确提出对于拒不履行协助
义务或联动职责的成员单位通报其上级
主管单位和纪委、组织部门，由相关部
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初步形成了
以法院为主体、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

“大执行”工作格局。
2015 年 9 月 25 日上午，赣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法院在执行一起物权保护纠
纷案件过程中，该区公安、城管、检

察、街办等部门派出干部近400人，协
助法院顺利执结案件。会昌县人民法院
在执行一起返还垫资款纠纷案中，涉案
标的额122万余元，被执行人曾某有能
力履行而多年外出规避执行，拖欠长达
18 年之久。在会昌县公安局网上追捕
系统的协助配合下，很快找到了被执行
人，终于顺利执结。于都县、石城县人
民法院与公安局、检察院建立了打击拒
执犯罪联动协助机制，成立工作专班，
开辟专门办案通道，使打击拒执犯罪工
作常态化、体系化。

对不依法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赣
州法院也敢于动真碰硬，大胆采取处罚
措施。如赣州中院在执行过程中，某县
房管局、某市市场管理局不依法协助查
封房产、冻结股权等义务，阻碍执行，该
院果断对该两单位都给予了罚款处理，
两单位很快履行了协助义务。某县交警
支队无正当理由拒不协助法院依法查封
被执行人车辆，使执行工作受阻。赣州
市交警大队依法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了严肃问责。执行联动机制在赣州
市真正地“联”起来、“动”起来了。

强化联动 执行工作形成巨大合力

“对‘老赖’心慈手软，就是对群
众利益的极大漠视，就是对司法权威
的自我贬低！”赣州中院院长郭玉元在
执行工作调度会上指出。赣州法院这
几年打击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特
别是对规避执行和抗拒执行的失信被执
行人，果断采取罚款、拘留、强制审计
等执行强制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迫使其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法律义务。2014年7月以来，赣州
法院共司法拘留 1401 人，其中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94人，已判刑34人。

石城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时，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黄
某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洋坑塘麦
岭区 88 号的“德帝雪糕批发部”的全
部财产。但黄某在未经法院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将法院查封的全部财产转
让给他人，得款 46 万元，仅归还申请
执行人熊某 5 万元，其余借款本息至
案发时仍未归还。石城县法院以非
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判处黄某有期
徒 刑 一 年 零 六 个 月 。 黄 某 出 狱 后 ，
多次与申请执行人熊某协商还款事
宜，并主动协助法院到东莞市办理
车辆理赔手续，用以归还借款，现该
理赔款已执行到位。

2015 年，赣州法院有 5 个案例入
选全省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十大典型案
例；1个案例入选全国法院打击拒执犯
罪十大典型案例。于都县法院打击拒
执犯罪经验受到了江西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周萌的肯定，并被省高院在
全省推广。

重拳出击 使执行工作“虎口长牙”

当前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
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破解执行难问题
的一把利器。赣州法院充分运用信息技
术手段，对被执行人行迹跟踪和财产实
施全面查控，使失信被执行人无处可
逃，执行财产无法藏匿。

近几年，赣州法院在执行信息化应
用上有了长足发展，先后与赣州银行、
赣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点对点”网络
执行查控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机制
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诚信惩戒机制，完
善电子印章系统。同时，正在加快推进
全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截至目
前，全市 19 个县 （市） 区法院全部实
现了执行网络“点对点”和“总对总”

查控。仅 2015 年一年，全市法院共进
行网络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 48.86万
次，冻结银行账户 2399 个，2016 年上
半年查询 48.05 万次，冻结银行账户
2679个。“现在有了网络查控系统，我
们在网上就可以向各大商业银行发出查
询申请，看看全国有没有被执行人开户
的信息，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力
和物力。”石城县法院执行局局长邓勖
强说起执行信息化所来带来的便捷，感
触颇深。

赣县人民法院通过“点对点”网络
查控系统，实现与 20 家银行机构和交
警等部门的网络对接，执行法官足不出
户即可查找被执行人名下的存款、房

依托网络 向失信者布下“天罗地网”

产、车辆等信息。2015年，该院通过
网络查控平台向银行发出账户查询申
请 2645个，查询到账户 2420个；向车
管部门发出查询申请261次，查询到车
辆221辆。该院执行二庭副庭长赖远
明算了一笔账：这些信息量，如果按照
传统的两人一组一天跑四家银行查询
计算，大约要行车近10万公里，耗油近
8万元。如今依托网络查询平台，执行
成本实现零公里数、零耗油量。

全市法院对执行案件实行一案

“四查”“三清”的工作模式，即每一
个执行案件都必须查询被执行人财
产、存款及去向等情况，积极利用网
络查控机制以及财产申报、强制审计
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发现和控制被执
行人的财产；摸清案件存在问题和关
键，理清案件解决方案，定清案件执
结时间、方式。新的工作模式，让执
行法官运用执行信息化手段的主动性
更强，执行查控的准确性更高，执行
速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是信
用惩戒的一种重要举措。失信被执行
人一旦被纳入“黑名单”，就意味着
他们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
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将受到严厉的信
用惩戒。日常生活中，乘坐飞机、高
铁、动车一等座、列车软卧、在金融
机构办理贷款、信用卡等活动将受到
严格的限制。

谢某因做生意向朋友借款 9 万
元，后因生意受挫就玩起了“失
踪”。朋友无奈之下把他告上法庭，
经安远县人民法院判决后，被执行人
谢某仍然通过躲避、耍赖等各种方式
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2015 年，
谢某想申请一笔贷款，迟迟没放下
来，到银行咨询后，才知道自己在 3
月份已被列入“黑名单”，录入全国
征信系统。谢某只好主动到法院履行
义务。2014 年以来，赣州法院共将
35280名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先后通过赣州法院网、

《赣南日报》等媒体公开曝光6632人

次；与市文明办等联合坚持每季发布
一期“诚信红黑榜”，将典型失信被
执行人列入“黑榜”。

石 城 县 法 院 在 门 口 建 设 大 型
LED 电子显示屏，循环公示曝光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充分发挥“聚焦
镜”“曝光台”的作用，提高执行的
影响力和威慑力，被最高人民法院授
予“有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示范法院”。章贡区、兴国县等地法
院，在闹市区商场 LED 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老赖”信息，产生了强烈
的威慑效果。

除了执行黑名单的信用惩戒手段
之外，还有限制消费、限制出境、报
告财产令、悬赏执行、强制审计等执
行措施。截至目前，针对失信被执行
人，赣州法院已经适用限制高消费
1025人次，限制出境491人次。这些
信用惩戒措施对于“老赖”的震慑作
用非常明显，2016年1月至今，曝光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已经有 2353
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
了义务。

信用惩戒 让“老赖”寸步难行

改革创新 为执行工作增动力添活力

强化联动 执行工作形成巨大合力

出台了新的《全市执行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工作
办法》，覆盖公安、检察、银行、国土、车管、宣传等联动协

调单位29家，初步形成了以法院为主体、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的“大执行”工作格局

重拳出击 使执行工作“虎口长牙”

对规避执行和抗拒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果断采取罚款、
拘留、强制审计等执行强制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迫使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2014年7月以

来，赣州法院共司法拘留1401人

依托网络 向失信者布下“天罗地网”

全市19个县（市）区法院全部实现了执行网络“点对点”和
“总对总”查控。仅2015年一年，全市法院共进行网络查询被执

行人银行存款48.86万次，冻结银行账户2399个，2016年上

半年查询48.05万次，冻结银行账户2679个

信用惩戒 让“老赖”寸步难行

失信被执行人一旦被纳入“黑名单”，就意味着他们在
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
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将受到严厉的信用惩戒。日常生活中，
乘坐飞机、高铁、动车一等座、列车软卧、在金融机构办理贷
款、信用卡等活动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改革创新 为执行工作增动力添活力

全市法院坚持创新执行机制，拓宽执行思路，为执行工作

增动力、添活力。推行执行监督员制度，就是推进执行创
新的一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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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裁定受理南通永安纺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的关联企业南通永安纺织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南通永安纺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9月10日前，向南通永安纺织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启东市人民中路811号中国银行
大楼西座六楼；邮政编码：226200；联系电话：13813741121、
0513-83115173）申报债权。南通永安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南通永安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 9
月22日下午15时在启东市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请各位
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
案，因有部分债务因少数债权人至今未办理清偿手续，而未能在
批准的重整计划执行期内清偿完毕，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据此向本院申请将债务人陕西均利（国际）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监督期限延长至
2016年12月31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
十一条之规定，于 2016年 6月 15日作出（2010）宝渭法破字第
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陕西均利（国际）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和管理人的监督期限延长至2016年
12月31日。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喜 得 龙（中 国）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505007593593775）、丁冬冬（350582198211280515）、林
水盘（350582196812300519）：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黄黎芬与被
申请人喜得龙（中国）有限公司、丁冬冬、林水盘民间借贷合同纠
纷案，案号为[2016]泉仲字 94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
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附件、仲裁指南、选定仲裁员函，请
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答辩、举证、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翌日，本会将依据

《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员，请你7日内来
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10月31日15时30分在本会第

二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我会将于 2016年 11
月 7日作出[2016]泉仲字 943号裁决书，请你方自裁决作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8月2日

王华勇：本院受理原告邓礼树诉被告王华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保全结果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告知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10月17日下午14时30分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遇法定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本院蛇口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陈海宁、陈金亮、许晓儿：本院受理的原告罗嗣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不落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本院定于2016年11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第133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王碧瑜：本院受理原告海口中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

你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2016）琼 0106民初 6387号民事裁定书、（2016）
琼 0106民初 6387号民事裁定书之一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日上午8时3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海南华诚纺织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力生与被告

你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加
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 11月 3日下午 14时 30分在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代龙、赵旭莲：本院受理原告聂玉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孙红革：本院受理原告王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16)豫0102民初292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韩承三：本院受理原告呼敬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我院受理原告吉林炭素有限公司与

被告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2016）吉0202
民初 1729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李丽伟：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本溪市平安车业有限责任公司平
安运输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忠碧、欧阳兴云申请宣告欧阳建军死亡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欧阳建军（欧阳建军，男，汉族，1987年4月23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650121198704230010，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
湾街北一巷 155号）于 2003年 6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欧阳建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邱高同申请宣告邱森林死亡一案，经查：邱森林，男，
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重庆市荣昌区人，户籍地重庆市荣昌
区峰高街道千秋村6组189号，邱森林于1999年外出务工，2006年
8月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邱森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荣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文敏、陈卉华、廖瑜申请宣告廖勇死亡一案，经查：
廖勇(公民身份号码510230196601120013)，男，汉族，1966年1月12
日出生，重庆市大足区人，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黉门
巷31号供销社家属院二单元15号。于2001年8月21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五棵松饭店附近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发出的寻人公告，公告期
已满。现依法宣告：廖勇死亡。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临沂圣亚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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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7040，出票金额为人民币伍
万元整，出票人为山东鲁鹏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梁山彩虹印
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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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0月22
日。自公告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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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

码为31000051 25538733，签发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诸城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5年 6月 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12月9日，出票人为山东大源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
东大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200 000.00元，持票人为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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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汾市益恒康建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叁张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号码：4020005223052445，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2016年1月15日，到期日2016年7月14日，出票人临汾市康
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汾市益恒康建材有限公司；号码：
4020005223052449，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出票日期2016年1月
15日，到期日2016年7月14日，出票人临汾市康居物业服务有限
公 司 ，收 款 人 临 汾 市 益 恒 康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号 码 ：
4020005223052583，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出票日期2016年1月7
日，到期日2016年7月4日，出票人临汾市康居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收款人临汾市益恒康建材有限公司；付款行均为尧都农商银行
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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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凯丰端商贸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壹张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汇票号码为4020005223054209，票面金额为壹仟万元，出票日
期2016年5月18日，到期日2016年11月17日，出票人山西同世达煤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金舜阳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尧都
农商银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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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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