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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在法官遴选工作完成后，以入额
法官为核心，组建审判团队办案，建立
新的审判权运行模式，落实办案责任
制，是当前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审判团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
判组织。审判团队与审判组织，一是性
质不同。审判团队是优化审判资源配
置的组织模式,是由审判组织的法官
和审判辅助人员组成的办案集合体，
兼具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性质；而审
判组织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行使审
判权的组织，包括合议制和独任制两
种组织形式，是承担审判责任的主体。
二是人员构成不同。审判团队既包括
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组成的合议庭成
员、独任制的独任法官，也包括合议
庭、独任制法官之外的审判辅助人员，
主要是配置在合议制、独任制审判组
织下的数量不等的法官助理和书记
员；审判组织的人员构成就是具有审
判案件资格的合议庭法官和独任法
官。三是运行机制不同。审判团队的运
行主要是在团队负责人指挥、协调下
推进与审判相关工作的开展。由于审
判团队内嵌入了合议制或独任制审判
组织，所以兼具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
性质。在运行中，作为相对独立的办案
单元，以审判组织为核心运行，遵循合
议制、独任制原则，对诉讼案件进行审
理和裁决；作为相对独立的管理单元，
团队负责人对团队的审判工作实行管
理，但不属于层级管理，具有审判团队
自我管理的性质。审判组织则是依据
合议制、独任制原则运行，依法决定所
审理的案件。

审判团队与审判组织存在联系。
一方面，审判团队是合议制、独任制审
判组织的载体，审判团队是围绕合议
制、独任制两类审判组织形式组建的，
通过审判团队组织架构给合议制和独

任制审判组织配置办案所需要的法官
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为此有
合议制审判团队和独任制审判团队的
称谓；另一方面，合议制、独任制审判
组织是嵌入审判团队内的审判责任主
体，承担者审理案件的核心业务和责
任；审判辅助性工作由审判团队中的
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承
担，保障审判组织中的法官全身心地
投入核心业务之中。

组建审判团队是审判权运行机制
的创新，其核心价值是保障法官能够
全身心地投入到审判案件的核心业务
中，提升审判质效。具体来讲：一是更
加科学地配置审判资源。从参与审判
的人员结构上看，由原来的审判组织
的单一法官＋书记员办案结构，改革
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团队办
案结构。二是对审判工作进行细化分
工，科学配置团队内部职权结构。将审
判工作细分为审判核心工作、法律辅
助性工作和审判事务性工作。审判核
心工作主要是主持、参加庭审和决策
裁判，由法官负责；法律辅助性工作，
主要是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
交换、庭前调解、办理财产保全和证据
保全措施、委托鉴定、评估等，在法官
指导下由法官助理负责；审判事务性
工作主要是庭前准备的事务性工作、
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
宣布法庭纪律、审判记录工作、整理、
装订、归档案卷材料等，在法官指导下
由书记员负责。三是实现审判团队自
我管理。一方面，审判团队的建立使审
判主体与管理主体同一，逐步弱化和
改变以审判业务庭为管理单元的层级
化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审判团队作为

相对独立的办案单元，是落实“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的组织
保证。审判团队的建立，促使庭长改变以
往以听汇报、审批为主的监督个案的行
政化监督模式，转而通过在审判庭范围
内建立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和法官会
议机制，以此防止和解决审判团队建立
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

作为审判组织的载体，审判团队应
围绕法定的审判组织来组建，分为独任
制审判团队和合议制审判团队两类。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
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
干意见》）第4条对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
的基本模式作了明确规定，即“由一名法
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必要的
辅助人员组成的审判团队，依法独任审
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
他案件”。对于合议制审判团队的组建模
式，《若干意见》只明确了两点，一是嵌入
审判团队内的合议庭审判组织一般应随
机组成，即“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受理案件
的类别，通过随机产生的方式，组建由法
官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
庭，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和依法由合议庭
审理的简易程序的案件”。；二是审判团
队成员一般应相对固定，即“案件数量较
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组建相对固定
的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根据司法改革试点法院的经验，笔者认
为，合议制审判团队的标准配置应为“1
名（审判长）＋2 名（普通法官或人民陪
审员）＋N名（辅助人员）”模式，即一个
合议制审判团队嵌入一个合议庭，即法
官（包括人民陪审员）人数配置一般为3
名。但考虑到因种种客观原因，有的法官
临时缺席，无法组成合议庭办案，可以考

虑一个团队配置4名（含副庭长）法官。
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办案担任审判长，副
庭长不参加合议庭时，由资历最深的法
官担任审判长。根据减少管理层级的改
革目标和要求，一个审判团队内一般不
应嵌入两个及其以上合议庭。否则，实质
上等于增加了管理层级，不符合审判团
队减少管理层级的价值定位。审判团队
内的法官和法官助理一般应是相对固定
搭配，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固定搭配，
有利于在办案过程中法官助理熟悉了解
法官的办案思路和方法，能动地发挥法
官助理的参谋、助手作用；另一方面，法
官可以较系统全面了解法官助理的工
作，有助于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开展工作，
培养提升法官助理的办案能力和素养。

有关审判团队的组建模式，尤其是
中级法院审判团队的组建模式，还有待
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总之，要探索多种
团队组合模式，不搞一刀切。总的原则
是：要坚持以入额法官为核心，以减轻入
额法官事务性工作为原则，以优化审判
团队工作效能为目标，形成团队内各类
人员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提升审判质
效。

《若干意见》并没有明确规定中级人
民法院可以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只是
笼统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受理案件
的类别，通过随机产生的方式，组建由法
官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
庭，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和依法由合议庭
审理的简易程序的案件。案件数量较多
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组建相对固定的
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创新运行机制 提升审判质效
陈 荣

组建审判团队是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创新，其核心价值是保障法官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到审判案件的核心业务中，提升审判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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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微言大义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观点

法治时评 ▷▷
净化朋友圈广告，还需法规发力

许 辉

让庭前会议为审判
实质化“减负”

罗霄悍

公众号“刷量”，依法治理莫缺位
吴 江

短评

法律规定已经明确，但执行的
难度显而易见.不少网络广告以“软
包装”的形式逃避监管,朋友圈发广
告考验职能部门的监管能力。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一
个多月了，仍存在着不少死角：微商广告依
然任性刷屏，挤占朋友圈空间；邮件广告常
驻个人邮箱，严重干扰用户体验；自媒体广
告披着“鸡汤”外套，令读者防不胜防。

有时碍于朋友情面，帮忙在朋友圈
转发广告，看似平常，但转发广告的行
为，无形中使自己变成了广告法意义上
的广告发布者，需要对自己的广告发布
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广告法和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来

看，广告发布者能否发布广告，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
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以及禁
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任何人不
得发布；第二类是医疗、药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
健食品广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
广告审查机关进行审查的特殊商品或者
服务的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发布；除此
之外的就属于第三类。由此可见，发布第
一类广告或未经审查发布第二类广告，

均属违法行为，都将面临处罚。
对第三类商品或服务发布广告，即

使无需审查，但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否则，也将面临处罚。对此，《互
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规定，
广告发布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的，
依照广告法第 61 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
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就是说，对一般人
而言，朋友圈转发广告虽不至于面临上
百万元的处罚，但轻则责令改正，还将面

临罚款并非危言耸听。
法律规定已经明确，但执行的难度

显而易见.不少网络广告以“软包装”的
形式逃避监管,朋友圈发广告考验职能
部门的监管能力。目前，我国互联网广告
监测中心已投入试运行，为互联网广告
监管执法提供资料采集、违法证据固定、
监测信息发布、结果汇总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希望职能部门运用先进的技术
设备和手段，通过个案处理进一步净化
朋友圈广告。

公众号靠刷量刷出“皇帝新
装”，要想脱下，除平台对虚假账号
尽到监控与清除职责外，法律治理
也不应缺位。

据咨询机构统计显示，短短三年内，
微信公众号刷量市场规模从215亿元升
到 378 亿元，八成营运类公众号有过刷
量行为，一些大号的平均真实阅读量只
有显示阅读数的三成，泡沫在数轮循环
中越吹越大……浏览量、阅读量，成为一
个重要指标受到广告商和投资人的青
睐。

当粉丝量、阅读量可以兑现为真金
白银，相比耐下心来潜心运营，积累真实

读者与受众，通过刷量等捷径披上“皇帝
的新装”，已成为不少公众号迅速催肥之
路。而刷量交易需求的强劲，不仅成为一
门生意，更催生出一条互联网造假产业
链。

应该说，公众号刷粉刷量，并非微信
平台的独有现象，微博、直播大号中购买
关注、转发、评论、点赞，早已不是什么秘
密。就连推特、脸书等西方社交媒体平
台，同样难以杜绝这类灰色交易。这厢花

点小钱刷粉刷量装点公号门面，那厢从
商业机构获得不菲的广告代言收益，再
购买更多的粉丝数、阅读量等活跃度指
标，社交媒体平台也显得活跃度十足，这
似乎是多赢之举。

然而，虚假数据下的虚假繁荣，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不刷量的内容经营者
难以生存，对于平台生态的破坏与透支，
更是常识。这也是为何，包括脸书在内的
平台不断寻求“道高一丈”，对虚假账号

进行识别与清理。不仅如此，尽管购买虚
假粉丝和阅读量尚无法律限定，但一些
律师注意到公众号造假已涉嫌商业欺
诈，以虚假的粉丝数与阅读量获得的广
告与商业收益，对广告主的权益造成故
意侵害，没有理由逍遥法外。

基于此，公众号靠刷量刷出的这件
“皇帝新装”，要想脱下，显然不能仅靠自
觉，除平台对虚假账号尽到监控与清除
职责之外，法律治理也不应缺位。

开好庭前会议，为庭审实质
化“减负”，将审判事务性工作纳
入到庭前会议范畴，让法官在庭
审中能够直击问题焦点。

近日，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
要完善庭前会议程序，对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的案件，健全庭前证据展示制
度，听取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
等方面的意见。

深化庭前准备程序，在庭前准备
程序中消除可能造成审判中断和拖延
的因素，利用程序的灵活性形式，缩短
正式审判的期限，能够进一步加快普
通程序案件审理的进程，从而实现庭
前准备程序保障庭审公正，加强审判
实质化的价值。综合来看，庭前会议可
发挥四大功能：

一是发挥证据开示功能。2012年
刑事诉讼法第39条，增加了辩护人申
请调取证据的权利。庭前会议能够解
决申请调取证据问题，有利于保证庭
审的顺利进行。为避免庭审诉讼突袭，
或者因提交新证据而造成的诉讼中
断，庭前会议应固定证据范围，除新发
现的证据外，在庭审中原则上不提交
新的证据。

二是发挥非法证据排除功能。实
践中，部分被告人在审判中以其供述
系非法取得为理由，要求法庭先行调
查，导致诉讼的拖延、中止。在庭前会
议中，法官如果能够询问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就能
保障庭审质证的顺利进行。

三是发挥整理争议焦点功能。为
实现审判实质化，法官在庭审前对争
议焦点进行整理实属必要。在庭前会
议中，法官可以听取公诉方的指控要
点，然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指控
要点进行辩论，双方可以进行有限的
辩论。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没
有争议的事实不再进行实质性的调
查，对双方争议较大进行重点审理。

四是发挥程序性前置解决功能。
实践中，案件在进行实质性审理之前，
涉及管辖权异议、回避问题、公开与否
等程序性问题的审理上，极易让庭审
产生间断，进而影响审判的实质开展。
因此，在庭前会议中，可将这部分程序
性审理问题前置。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庭前会
议就效力上较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其
功能更多偏向于让法官对与审判有关
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缺乏必
要的强制约束性。对庭前会议已达成
共识的问题，可能在庭审中进行再次
辩论，引发庭前会议的效力虚置，同时
也造成庭审的低效率。因此，应明确庭
前会议的效力：凡经庭前会议决定的
事项或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具有法
律约束力，协议、裁决在庭审中的法庭
调查前宣读，庭审中不得再行提出。

从审判模式来看，我国刑事审判
模式仍属于“一步到庭”模式。近年来，
我国大力强调对控辩双方的权利保
护，不断细化证人、鉴定人、警察出庭
作证等一系列制度，这必然增加审判
的负荷，所带来的诉讼投入与日俱增。
因此，开好庭前会议，为庭审实质化

“减负”，将审判事务性工作纳入到庭
前会议范畴，让法官在庭审中能够直
击问题焦点，真正做到“诉讼证据出示
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
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
庭”。

开车玩手机必须“点刹”

如今，不少人吃饭走路睡觉甚至
连开车的时间都在玩手机。然而，
危 险 往 往 就 在 低 头 那 一 刻 发 生 ，

“开车低头族”的危险性尤其不容
忽视。广东广州交警持续加大对妨
碍安全驾驶行为的执法力度。交警
表示，开车时看手机或讲电话，驾
驶人的反应时间会比正常情况慢，
很有可能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酿成
惨剧。以 60km/h 的车速进行换算，
低头看一眼手机，耗时3秒差不多相
当于盲开 50 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刹车至少约需 20 米，再快的反应速
度都很悬。而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时速
达到120公里，3秒钟车辆已向前盲
行100米。

据公开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
年，全国简易交通事故 656.3 万起，
其中因分心驾驶而导致的 309.9 万
起，占 47.22％；一般以上交通事故
中，因分心驾驶而导致的共 74746
起，占37.98％，造成21570人死亡，
76984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4.58亿
元。另有调查显示，68％的司机有过
开车打电话的行为。而相关研究表
明，接打电话时人脑反应比酒驾时甚
至还要慢30%，年轻司机的反应速度
仅相当于 70 岁的老年司机。可以
说，开车玩手机无异于玩命，这种不
文明的危险驾驶陋习，已经成为一种
比“酒驾”“毒驾”更危险的安全隐
患。

但开车玩手机的违法现象依然屡
禁不止。究其原因，缘于违法成本太
低，处罚力度还不够。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等 30 位代表联名
递交议案，建议“修订法律、升级管
理手段，加大开车打手机处罚力
度”，对开车时接打手机实行扣 6 分
处罚，并考虑将其与酒驾违法行为一
样入刑。笔者以为，这样的建议值得
有关部门考虑。

同时，开车不玩手机，是对他人
生命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生命的珍
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文明行车的
理念铭记于心，让开车不玩手机像开
车不喝酒一样，成为一个常识，成为
一道底线，如此，才能营造更为安全
有序的交通环境。

——盛人云

立法净化“儿童空气”

环保部日前发布《中国人群环境
暴 露 行 为 模 式 研 究 报 告 （儿 童
卷）》。该报告认为，我国儿童面临
传统型和现代型健康风险的双重压
力。“传统型环境健康问题指由经济
发展水平和不良基础设施所致的污染
带来的健康问题；现代性环境健康问
题指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带来
的污染所致的健康问题。”北京师范
大学程红光教授解释说。

对于空气污染，相信每个人都不
陌生，其所带给人们的严重危害，已
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
对于儿童遭受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
却长期以来缺少公众的关注。

消除儿童所面临的室内空气污
染，不能仅仅止于一份报告的出台，
而是应该强化制度设计，从源头上找
到解决思路。由此，确有必要考量立
法层面的不足和短板，真正做出针对
性的完善和补强，用法律净化儿童周
围的空气。

——刘建国

申请人四川中天丹琪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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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四川
中天丹琪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
号3050005327892519、票面金额493172.87元、出票人北京时代华
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责任公司、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岳阳
供电分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
公司，签发日期2016年6月28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为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17年 1月 13日。四、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年 1月 13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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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鼎越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因所持银行转账支票一
张遗失（票号30501130 05422872；金额80 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
7月19日；出票人北京首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付款人北京首建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北京鼎
越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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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州顺达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汇票为
10200052-22330986银行承兑汇票[出票金额人民币壹拾叁万贰
仟叁佰肆拾捌元整、出票日期2016年5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6
年11月23日，出票人厦门亨东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厦门嘉
辰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支付人工商银行厦门翔安支行]，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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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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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浪拜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将票号为
1020004420159508的银行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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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保定浪拜迪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为1020004420159508，出票
日期为2016年7月1日，票面金额为4000元，付款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开发区支行，出票人为保定浪拜迪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持票人保定浪拜
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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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安县玉翔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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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005220441889，金额为20万元，出票人为义马煤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背书
人为申请人，到期日期2016年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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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开发区疆扬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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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005127477573，出票人为惠升管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宿豫支行，收款人为宿迁荣升
塑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
26日，到期日期为 2016年 7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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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迪瑞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
号码31400051/25624722，出票人江苏嘉隆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收款人阜宁县阳泰商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6月15日，汇票
到期日2016年12月15日，票面金额人民币50000元，付款行江苏阜
宁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2016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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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告至2016
年12月30日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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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钟楼区荷花可鉴电子元件商行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申请
人 钟 楼 区 荷 花 可 鉴 电 子 元 件 商 行 。票 据 号 码 ：31400051

30009611，面额100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7月22日，出票人江
苏浩峰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华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出票行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自公告之日起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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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卫星（钟楼区荷花可鉴电子元件商行业主）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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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30800053 96730584，金额为1127583.81元整，出
票日期2016年8月29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2月28日，出票人江
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招商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收
款人常州双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3月
28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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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卫星（钟楼区荷花可鉴电子元件商行业主）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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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10500053 23450880，金额为 150000元整，出
票日期 2016年 8月 30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 2月 28日，出票人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江苏常宝普莱森钢管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
3月 28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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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农垦盐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 10200052/245005595，出票日期 2016 年 1 月 22 日，
出票人中粮肉食（江苏）有限公司，收款人中粮饲料（东台）有限
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圆整，汇票到期日 2016年 7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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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东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康高新健杰科技有限公司因一份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票号为 30300051 24061818，出票日期为 2016年 7月 13日，
出票人为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
78720188000087784，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出票金
额为 500000元，收款人为陕西天行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账号
为806070001421008526，开户银行为长安银行安康分行，汇票到
期日 2017年 1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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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
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公告期至2017年2月13日。公告届满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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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因持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乐
山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号31000051 23685952，出票日
期2016年5月4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11月4日，金额人民币25360
元整，出票人为乐山市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成都天台山制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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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宜 良 红 狮 水 泥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号 码 为
3030005123759705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出票人中铁昆明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捌拾
玖万元，出票日期 2016年 8月 24日，到期日期期 2017年 2月 24
日，支付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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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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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宜 良 红 狮 水 泥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号 码 为
3030005123759707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出票人中铁昆明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壹佰
万元，出票日期2016年8月24日，到期日期2017年2月24日，支

付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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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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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路桥升旭垫片厂（普通合伙）因所持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月 28日，汇票到
期日为2016年7月28日，出票人为富士特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
农业银行台州市路桥区支行，汇票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收款人
为台州市路桥升旭垫片厂（普通合伙），该汇票由出票人交付给申
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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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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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博美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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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深圳博美柯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100051
24046779，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海宁联丰东进电子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江西欧美亚电子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嘉兴
海宁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
22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四、自公告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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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冠星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有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3200005123217024，出票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出票日
期为2015年6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2月25日，出票人为新
昌县玛莎歌荻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新昌浦发村镇银行营业部，收款
人为杭州蓓斯纺织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杭州蓓斯纺织有限公司、吉林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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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裁定或判决。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新昌县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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