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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从严治院主体责任
骆 言

各级人民法院务必高度重视从严治院管警的重要性，进一步落实主体
责任，突出问题导向，找准补齐短板，落实好“一岗双责”，始终把从严治院、
从严管理贯穿于人民法院工作的全过程，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着
力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
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
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
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
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新形
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党内监督的主要
内容是遵守党章党规和国家宪法法
律，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民主集中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党
的干部标准，廉洁自律、秉公用权，
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
等情况。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
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积极推动从严治院主体责任
落实，着力强化对司法权力运行的监
督，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涌现了
一大批邹碧华、黄志丽式的好法官、好
干部。但与此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
奚晓明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教训
深刻，“六难三案”等不正之风和“吃拿
卡要、冷硬横推、庸懒散拖”等侵害群
众利益和伤害群众感情的行为仍时有
发生，特别是少数干警法治信仰不强，
司法作风不正，违背职业道德，违反党
纪政纪甚至徇私枉法，队伍建设还存
在着不少短板和薄弱环节。各级人民
法院务必高度重视从严治院管警的重

要性，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突出问题
导向，找准补齐短板，落实好“一岗双
责”，始终把从严治院、从严管理贯穿
于人民法院工作的全过程，积极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着力促进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

落实从严治院主体责任，首先要
严格落实“一把手”的第一责任。十
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委（党组）在
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
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 （党组成
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
督职责。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应具有“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担当，牢固树立严管就是厚爱的理
念，做到既挂帅，又出征；既抓业
务，又带队伍；既管好自己，又领好
班子；既重业内，又重业外，决不让
任何一名干警在队伍建设中掉队。一
是要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章和《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等党规党纪，带头将规矩纪律刻
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中。二是要切
实增强从严治院、从严管理的紧迫
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以上率
下、当好标杆，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
子，敢于在管理上动真碰硬，敢于向

“四风”和腐败现象亮剑，敢于寸土不
让严查“六难三案”等侵害群众利益、
伤害群众感情和损害司法公正的行
为，全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执纪
问责。三是要善于精细化管理，注重
日常教育和源头预防，坚持从每一个
细节入手，从每一件“小事”管起，盯
牢“关键少数”，看好“全体多数”，扎
紧制度笼子，管住权力运行，切实防止
裁判不公、司法不廉、作风不正、行为
不端等问题发生。

落实从严治院主体责任，关键在
严格落实领导班子成员的直接责任。
队伍好不好，关键看领导；制度灵不
灵，关键在执行。十八届六中全会强
调，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
格监督结合起来，促使党的领导干部
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
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因此，落实从
严治院主体责任，不能停留于会议讲
话、文件印发的层面，不能以例行签
一纸责任状了之，作为“关键少数”
的每一名领导班子成员都应自觉认领
责任，在各自岗位上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在团队中体现思想引领、压力
传导等关键性作用。当前，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领导班

子必须围绕改革目标任务，结合司法权
力运行规律及队伍建设和法院工作特
点，确保监督不越界越轨、管理无盲区
死角。一方面，要善于站在长远和全局
的高度看问题、想对策，把严格监督当
成分内事，与“一把手”一起积极探索
谋划治院管警的新方法、新举措；另一
方面，要主动把清单上的主体责任转化
为工作中的直接责任，不当“甩手掌
柜”“老好人”，既善“种花”又敢“种
刺”，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发
现并给予批评教育、约谈提醒，真正把
分管的人和事管起来，把纪律规矩立起
来、严起来。

落实从严治院主体责任，根本在严
格落实部门负责人的具体责任。全面从
严治院，重在责任落实。落实从严治院
主体责任是人民法院确保司法公正、树
立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彰显司法
权威的一项具体工作，必须坚持一级抓
一级，切实发挥各个层级责任主体的监
督管理职能。当然，这也是由人民法院
司法权力配置比较分散、审判权力运行
相对独立及队伍建设要求较为严格等实
际所决定的。由于法院中层干部在单位
中处于承上启下重要位置，是推进和落
实法院党组决策的重要环节和有力保
证，因此，确保从严治院、从严管理主
体责任得以落地生根，在很多具体工作
上需要由部门负责人这一“关键少数”
来抓落实。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房产信息泄露靠法律“补位”

日前，深圳警方调查涉案企业发现，
其中有数十万条无法解释合法来源的公民
房产信息，内容甚至精确到业主门牌号码、
面积。对于公民个人房产信息的非法泄露、
售卖、使用，已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

法律是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依法行
政的前提。当前任务之急是建立以个人
信息权为基础的房产信息保护法，保障
个人房产隐私、保护人身财产。立法应当明
确规定相关主体收集个人房产信息的权限
和范围，明确哪些个人房产信息可以被收
集；个人房产信息收集后，应当有专人保管
和负责；明确违法行为惩处细则，对信息泄
露者应当视其情节轻重，追究其法律责任。

任何人不得非法获取个人房产信息，
更不得非法出售或者提供个人房产信
息，对信息泄露者应当视其情节轻重，追
究其法律责任。作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
行政，加大对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和从
业人员的监管力度，加强房地产信息泄
露的源头监管，开展全方位的督查，对于
在房地产流通环节出现的信息泄露问
题，给予严厉打击。

归根到底，对于房产信息倒卖这种
产业链的违法行为，应当从源头治理。既
要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法律宣传，做好业
主房产信息安全管理，净化房地产风气，
又要加大违法处置力度，进行违法处理，
打击电话和短信等网络诈骗和骚扰，确保
个人房产信息安全。除此之外，应当对监
管工作失职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法律

“补位”必不可少，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可
以更好地规范个人信息管理，防止个人
房产信息的非法泄露和被利用。

——田 影

“发帖讨薪”也是治“老赖”的正当手段

酒店厨师小王在多次讨要工资无果
后，在网络上发表了批评欠薪酒店的帖
子，获得社会广泛关注。酒店迅速与小王
解决了劳资纠纷。但没过多久，酒店以名
誉侵权为由将小王告上了法院。

这起名誉侵权案的一大看点，是“老
赖”们对自身名誉维护的极其矛盾的畸
形心态。作为生意人，他们很注重名誉，
了解名誉的品牌效应，甚至还有依法维
护名誉权的法律意识。但是在商业伦理
上，他们又唯利是图，无视他人合法劳动
权益，拖欠员工工资。都是为了那一点利
益，进财看重名誉效应，散财则不惜自毁
名誉。这种不顾名誉严重侵害他人劳动
权益的“老赖”，才是全社会应当群起攻
之的过街老鼠。

因此，这起名誉侵权案的最大看点
也就毫无争议了。对待不要名誉的“老
赖”，我们也不必再尊重他的所谓“名誉
权”。我国法律在众多领域建立了社会征
信体系，支持晒“老赖”，支持曝光违法犯
罪，这些举措，是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保驾
护航，对扬善惩恶的公道正义的维护，对
社会诚信风气和公序良俗的呵护。你恶
意欠薪，我发帖维权，正是这样一种法律
精神的体现。与违法行为做斗争，面对侵
权不再忍声吞气，凸显了公民积极维权
的可喜进步。

当然，发帖讨薪必须在行为正当前
提下进行，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只要不虚
构事实，不恶意诋毁，注意把握言论自由
的界限，这样的维权方式就应当得到法
律支持。法治时代，如果事事诉诸法律，
必使司法不堪重负。公民的法律意识提
高了，懂得用法了，这正是社会法治建设
的一大目的，“发帖讨薪”就是公民知法
用法的最好范例。而公民依法维权的自
觉，更是社会法治进步的最大推动力。

——范 军

法治时评 ▷▷
如何保障劳动者休假权

吕好玫

落实带薪休年假，仅靠劳动
者维权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得到
公权力的大力支持，保障劳动者
休假权的落实。

据报载，杨先生在四川省绵阳市
一家企业工作四年后提出辞职，并当
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两年没休年假，
杨先生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按日工资
收入的300%支付两年21天的年假工资
13902.11元。经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一审、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有
了终审结果：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判决公司向
杨先生支付13902.11元。

入职四年，两年未休年假，这是一
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莫说在企业工作，就
是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这样的干部、职
工也不在少数。可是很少有劳动者去依

法维护。而今，杨先生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后，还向法院起诉讼司，维护自己的合法劳
动权利，还敲响了保护劳动者休假权的警
钟，值得用人单位深思。

2008 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
出台为劳动者每年享受5天到15天不等
的带薪休年假日提供了足够的法律基础。
可是现实是，“不敢休”“不准休”仍然屡见
不鲜，不少劳动者的休假权仍然“写在纸
上”。据2013年初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有
超六成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年假。究其根
源，关键是单位领导不批准休年假，谁休年
假就算谁旷工，就要扣工资、扣责任制奖
金。因为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永远

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法律保护，必然导
致权大于法，每个劳动者只会成为用人单
位的一个棋子。殊不知，带薪休年假是应该
由用人单位主动安排的，是用人单位强制
的义务，而不是必须由劳动者提出才能启
动；如果用人单位不主动安排补休，也不
支付报酬，不仅得不偿失，还涉嫌违法。

法学家耶林说：“一切权利的前提，
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劳动者
只有主动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向侵犯
自己权利的用人单位说不，才能保障自
己的带薪休假权。可是，在要带薪休年假
还是要饭碗面前，劳动者没有平等的博
弈能力，只能乖乖地选择后者。因而落实

带薪休年假，仅靠劳动者维权是不可能
的，还必须得到公权力的大力支持，保障
劳动者休假权的落实；否则，公权不给
力，“不敢休”“不准休”还会涛声依旧。鉴
于此，笔者认为，为保障劳动者有休假
权，具体需要地方政府的多种权利救济。
一方面把带薪休年假写进劳动合同，用
合同保障劳动者休假权；另一方面发挥
工会的监督作用，为劳动者力争休假权。
另外，把带薪休年假纳入劳动监察范围，
落实司法救济。对不依法安排劳动者带
薪休假的，勒令其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
的，可启动司法救济，依法追究用人单位
的责任。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科技创新应兼容并蓄
郝绍彬 丁 懿

法院科技创新应注重与优秀
传统文化相融合，坚守司法为
民，提升司法质效，体现司法规
律。

10月21日，中央政法委举行第四
次百万政法干警学习讲座，邀请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进行讲解。
马云从互联网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全
球格局的变化和未来社会治理的趋势
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描绘了大数
据时代的巨大变革，以及大数据在社
会治理领域应用的美好前景。

司法审判对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
以及司法人员培养运用大数据分析、解
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行动自觉，是提升
司法工作适应人民群众对诉讼需求的客
观要求。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上，推动科技创新，不仅是对科技本身的
探索及应用，更是思维的创新和文化的
创新。法院科技创新应注重与优秀传
统文化相融合，坚守司法为民，提升司
法质效，体现司法规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与价值
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朴
素辩证的为民思想，如“民惟邦本”“国
将兴，听于民”等民本思想影响至今。
法院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
明确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导向，需要察
民声顺民意，时刻坚持把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摆在首要位置，使科技创新的
成果更加便民利民，直接服务于诉讼
当事人，以更好地提高司法公信，树立
司法权威。

科技创新，永远不会一蹴而就，既
要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广度和深
度，善于吸纳和借鉴，又要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韧性与毅力，不轻
言放弃，更要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以文化为
支撑，指导科技创新全过程，充分运用
互联网思维、信息化手段，启迪智慧、
开阔视野、激发活力。通过培育数据文
化，准确把握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
术，更好地服务司法管理，参与社会治
理；通过“互联网+”司法，依托法院司
法公开、司法拍卖等平台，将科技融入
法治，更好地服务审判执行工作；通过
鼓励和创新司法新媒体、自媒体发展，
以新闻发布、庭审直播、法官说法等形
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讲好法治
故事，传播法治好声音。

科技创新没有边界，但科技创新
同样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法院科技创
新，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从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去伪存
真，由表及里，有的放矢。注重将法治的
远景构想与司法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
和把握社会主义司法规律，畅通司法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使优良的司法服务
落地生根；注重知与行的有机结合，不假
创新之名搞花架子和面子工程，不贪大
求全和做表面文章，尽可能量力而行、适
时而为，使投入一分则得一分之功，前进
一步则有一步之效，实现向科技要效率，
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的初衷。

我们还要看到，科技创新实质是
对固有思想、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与
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新时代
的政法干警，应当具有创新思维，主动
作为，不断学习新理念，掌握新技术，
适应新发展，触类旁通跨界融合，以思
路决定出路开辟发展道路，把司法创
意变为为民现实，努力实现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司法目标。

家暴举证难，难在了哪里？
靠个人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家
暴举证问题，亟需引起社会重
视。

今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
施行，这是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的首次专
门立法。11月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年来
家庭暴力的认定和处理情况。自2014年
1月至2016年7月，北京各级法院审结
的婚姻家庭类二审案件中，当事人主张
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只有10%的案
件被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认定率
低的原因是当事人举证不充分。

家庭暴力，一直是横亘于家庭关系
和社会关系中的一堵墙。据调查显示，在
二亿七千万个中国家庭中，有24.7%的

家庭存在家暴，遭受家庭暴力的大多数为
女性，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才报警。这
些忍辱负重、忍无可忍的受害者如果拿起
法律武器维权，往往因难以举证而“落败”。
看来，如何消除家庭暴力这个久远而隐秘
的社会之痛，依然任重道远，依然需要全社
会认真思考，探求解决之道。

家暴举证难，难在了哪里？我们不妨
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来
看。反家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家庭
暴力往往发生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具
有隐蔽性、施暴长期性和后果严重性等特
点，受害者取证困难，证据成为受家庭暴

力侵害的公民维权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同时，虽然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
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
民法院应当调查”，但依职权调查取证不
是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责，司法机关仅在特
定的情况下，才会依职权调查取证。

靠个人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家暴举
证问题，亟需引起社会重视。在这方面，
广东走在了前列。据报道，广东省法院系
统就形成了审理家事案件的特有审判模
式。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婚姻
关系是否无效的案件、夫妻共同财产难以

查清的案件、收养关系是否成立、亲子关
系案件等，法院积极介入，加强依职权进
行调查取证，力求查清案件事实，体现客
观真实。司法机关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
基础来自司法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在
自由、正义、秩序的法律价值位阶中，其正
义价值更符合司法的人民性。

破解家暴举证难亟需法治救援，当
前，各级司法机关都在开展司法为民、巡
回办案活动，为查清事实，很多司法机关
都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这种做法既得
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也赢得了公众的
好评。

家暴举证难在哪里
盛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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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合肥灵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振曜，身份
证号码：34010319681207257X）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据号
码为10300052/24602280，出票人为甘肃翁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票
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15日，收款人为甘肃奔
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票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昌河西堡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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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永昌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
为3130005142102817，金额为423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30
日，付款银行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为贵州斯瑞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怀化龙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为最后
被背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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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昌永富实业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丢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该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为润华安阳医药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贰万玖仟捌佰元整、票据号码为30800053 96947450、付
款行为招商银行安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河南益众医药有限公司、
出票人为南昌永富医药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5
日、到期日为2016年7月5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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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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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海县西店云龙金属彩色氧化厂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该票据票号为31400051/2599855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沭阳县宏新木业制品厂，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16日，收
款人沭阳县通发木业板厂，付款行江苏沭阳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
心，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6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已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示公告。至2016年12月1
日前，该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间届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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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河南尚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 遗 失 编 号
31300051/42171340，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吴江市裕立化
纤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中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苏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6年 8月 9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2月9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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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省东沿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8332482，出票金额200000元，出票人吴江市荣华建材经营服务
有限公司，收款人吴江市盛泽镇旺胜五金建材经营部，付款行吴
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2016
年3月31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9月3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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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茂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持有华夏银行常州分
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被盗，票号3040005122603610，票面
金额50000元整，出票人江苏茂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6年7月29日，收款人溧阳市苏盛劳务承包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年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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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瑞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因遗失银行
汇票1份（申请人为江苏瑞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票人为宁波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号码为 10300051/
23688854、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2日、到期日为2017年1月24
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430361.02元，出票银行为农行北仑支行
塘湾分理处、收款人为宁波志敏机械有限公司、最后持有人为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2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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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高科磁电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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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科磁电有限公司。二、公示
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 2016
年2月1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8月1日，出票人台州市上岛机电
有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路桥卖芝桥支行，汇票金额
人民币100000元，收款人东阳市金氏电子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
款人背书转让给申请人）。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6年 10月
10日起至2017年1月9日止。四、利害关系人应在上述期间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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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杏晖贸易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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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杏晖贸易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30200053 26083211，出票日期
为2015年12月25日，出票人为浙江耀光纺织品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中信银行绍兴轻纺城支行，收款人为绍兴县大和红旗纺织
厂，出票金额为1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25日，背书人
为绍兴县大和红旗纺织厂、绍兴越然纺织有限公司、上海德福伦
化纤有限公司、四川东方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广州
市杏晖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
2016年 10月 18日起至 2016年 12月 16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内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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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东方化工厂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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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东方化工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
号码为31600051 20999350，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8日，出票人为
诸暨恒达电机维修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行，收款人
为浙江八汇建筑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7
年2月8日，持票人为嘉兴市东方化工厂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2016年10月18日起至2016年12月23日止。四、自公告
之日起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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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隽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中国工商银行余杭支
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灭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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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52/23524576，票
面金额17520元，出票人杭州捷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意
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马达分公司，票据到期日2015年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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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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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137640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