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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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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司法司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规范司法鉴定收费
许 辉

如何处理好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
——以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为视角

丁相顺

要让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裁判活动，司法体制改革的专业化目标与司
法民主化目标的关系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
来观察司法裁判的职业化改革与民众参与的理论问题。

短评

心理因素对于助推贪腐的作
用很大，贪者与不贪者的区别似
乎就在于有无贪念、有无侥幸、
有无心理失衡。

截至今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专题栏目《忏悔与剖析》已经推
出3年。3年间，该栏目不定期晒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
案件，通过剖析案情及违纪违法者的
心灵忏悔，给党员干部以深刻警醒。

侥幸是贪腐者的共同心理。“我
粗浅地认为，收受红包礼金行为比较
隐蔽”。的确是很隐蔽，因为“你知
我知，成本低，风险小”。但岂不知

“纸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
莫为。既已违纪犯罪，迟早也是要受
到法纪制裁的。

大部分贪官都是受过正规的高等
教育的，有的学历还很高，属于高智
商；非但如此，还极善与“老板们”
打交道，极善与领导、同事相处，到
处留下好名声，可谓无人不夸无人不
赞，属于高情商。由此可见，官员为
贪图钱财而自毁政治前途必然有一个

渐变的过程，有一个复杂的激烈的长期
的思想斗争过程，有一个被权色钱财

“围猎”的过程，有一个思想逐渐滑坡、
邪念逐渐滋生、私欲越发膨胀的过程。

实际上，对贪腐产生侥幸心理的过
程也是一个自我迷失、不断丧失政治免
疫力、政治底线、自我约束的过程。一
名党员干部一旦失去自律、自戒、自我
克制的能力，势必极易被迅速腐化。当
然，在这个过程中，他律即组织监督的

缺位也是重要因素。
反腐是一项艰巨复杂系统的工程，

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永远处于进
行时。强化廉政教育，促使党员干部增
强自律意识，培育正确的权力观、群众
观、利益观，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公仆
意识，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当政治本色
固然至关重要；但构建严密的防腐拒变
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同样重要。

落马官员的贪腐：侥幸与渐变
伍 果

为创新非机动车违法治理点赞

河南郑州交警日前创新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形式，让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者现场答
题，建议其在朋友圈发出倡议，并签署承诺
书，其个人信息被采集纳入诚信系统。交警
此举目的是，希望通过“三教育一采集”活
动，对交通安全教育日常化。

郑州警方将2017年定为“道路交通秩序
综合整治年”，交警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形
式值得鼓励探索，同时还要处理好交通违法
行为转发朋友圈事前征得同意、一定期限无
再次违章行为依职权主动删除诚信记录等。

因城市道路机动车拥挤现象突出，交
警治理交通违章主要以机动车处罚为主，
而对非机动车违章以口头警告居多，导致
一些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者对其违章行为没
有引起足够重视。

交警执法以法律为依据，这是原则。交
警建议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者自愿在朋友圈
发出倡议守法建议，确实对其本人或朋友都
起到宣传交通安全的实际功效，这是在口头
警告基础上的延伸。签署承诺书，将非机动
车交通违法者的个人信息被采集纳入诚信
系统，对于督促违法者遵守交通规则具有倒
逼功能。创新交通安全教育形式比单纯的口
头警告更有普法效果，应当鼓励进行探索。

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也要注意处理
好强制教育与自愿引导的关系。毕竟交警
执法处以口头警告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让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者现场答题以增加安全
常识并无问题，而将个人交通违法行为转
发朋友圈并未明确法定，须征得违法者同
意，且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者的个人信息
被采集纳入诚信系统应当有期限限制，参
照失信被执行单位的两年较为适宜，即凡
两年没有再次违章行为即应依职权删除，
而不必申请删除，以督促违法者强化交通
安全意识，增进社会整体诚信守法。

——郝绍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
启动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这轮
改革的着眼点是尊重司法规律，强
化司法裁判活动的专业化，推动法
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
化建设，增强职业化的主审法官在
司法裁判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司
法裁判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提出“广
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
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
道”。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
革试点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
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正在推
进和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让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
裁判活动，必然涉及到人民法院行
使审判权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
的专业化目标与司法民主化目标的
关系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司
法裁判的职业化改革与民众参与的
理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同样
是东亚国家的日本和韩国都开始建
立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改革。2004
年，日本国会通过《关于裁判员参加
刑事审判的法律》，以及与此相关的

《部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建
立了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裁判员制
度。2007年，韩国通过了《关于国民
参与刑事审判的法律案》，在刑事诉
讼中建立了更加接近英美国家的民
众参与司法形式——陪审制。中日
韩三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大
致有以下差别：

在民众参与案件范围方面，我
国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于影响较大
的刑事、民事、行政一审案件，以及
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
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
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一审案
件。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和韩国的陪
审制度仅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并
且在韩国，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是否
采用陪审形式，取决于当事人（被告
人律师和检察官）的申请。

在民众选任方面，我国人民陪
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
化程度，经基层法院院长提请同级
人大常委会任命，实行任期制。各基
层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名单
制，每个案件的人民陪审员由法院

从该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日本采取
的方式是从所在区域选民名单中随机
抽取，案件审判结束，其参与司法的任
务随之完成。韩国采取的也是案件担
当制，民众参与人数依案件情况而定。
同时，日韩两国的检控方、辩护方都参
与民众的选任过程，通过提问和观察，
排除那些可能对己方不利的候选人，
控辩双方有权对若干名候选人无条件
加以排除。

在民众与职业法官的功能分担方
面，我国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关系是

“参与—协作”模式，人民陪审员参加
合议庭审判案件，尽管新的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只限
定在参与事实认定方面，但总体上，中
国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
立行使表决权，与法官的权力大体相
同，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日本的裁判员与法官的关
系是“参与—制衡”模式，裁判员与法官
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案件评议不是
采取简单的多数决原则，最终的裁决意
见必须包含和体现法官的意见。韩国的
陪审员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不负责量
刑，陪审员作出的评判对法官仅有劝告
效力，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法官如果
不采纳陪审员作出的决定，必须说明理
由，韩国的陪审员与法官的关系是一
种“分工—制衡”模式。

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制度，
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以司法职业化为前提。二战
后，日韩两国司法都走上了职业化、精
英化道路。通过严格的司法考试选任
的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成为诉讼
程序的主角。以日本为例，司法呈现出
由职业检察官起诉、职业法官决定的

“精密司法”状态，职业法官、检察官垄
断诉讼制度的整个过程，注重审前调
查，忽视庭审作用，刑事案件的有罪率
超过99% ，但即使这样也出现了一些
冤案，从而引发民众对完全由法律职
业家主导的刑事司法的强烈不满。在
此背景下，日韩建立民众参与司法裁
判制度，通过加强精英化的法律家阶
层与民众的合作，打破高度科层化、精
英化的法律家集团垄断刑事起诉、裁

判的封闭司法状态，赢得民众对司法
的了解和信任，同时减轻法律家的责
任。

二是审慎设定公众参与程度。如
前所述，日韩公众参与司法仅适用于
重大刑事案件，且民众并不能享有和
法官相同的权力，其作出的决定要受
到法官的制约，对案件并没有最终决
定权。相比而言，我国人民陪审员参与
的案件类型更多，从制度设计看对案
件有最终决定权（在人民陪审员意见
占多数的情况下）。《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试点方案》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
和承担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降
低了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扩大了人民
陪审员参审范围，“实行人民陪审员不
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
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
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提
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这样
的改革措施方向，实际上较改革前，缩
小了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职能。
但由于对“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指代不
明，在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
问题的前提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
与、决定案件事实，多大程度上可以在
司法裁判中发挥司法民主的作用，仍
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三是注重程序保障。民众不是法
官，在参与司法的制度设计上，要考虑
其非职业化、不专业、缺乏身份保障的
特点。日本为了保障裁判员制度的实
施，对刑事诉讼法作了修改，强化了审
前程序，法院要参与庭审前的整理程
序，对证据和争点进行充分整理，双方
在法庭上只就在庭审前整理程序中提
出的证据和争点进行争辩，从而大大
提高了审判效率，确保案件能够集中
审理，方便民众参与。为了保证国民参
与司法的质量，韩国建立了集中审理
制度，扩大庭审前的证据开示范围和
力度，强调对案件实行集中开庭审理。

包括日韩两国在内的各国司法审
判实践表明，在民众参与司法的两大
功能（司法功能和政治功能）中，司法
功能的发挥是第一位的。只有充分发
挥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司法功能，才
能充分体现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政治

功能；只有建构保障民众充分有效参与
的制度和程序，才能彰显其政治意义，
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兼顾职业化与民主化：

一是坚持职业化目标优先。司法人
员的职业化和独立程度越高，民众的参
与才越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职业化
不够，民主化也就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考虑到我国司法的职业化程度还不够，
对广泛地赋予民众司法裁决权要采取
审慎态度，防止不恰当地夸大民众在司
法裁判中的作用，特别要防止依靠扩大
人民陪审员的规模、增加人民陪审员数
量的方法来解决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
不足问题。

二是丰富民众有序参与司法的形
式。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是民众享有的
最大程度的司法民主权，但绝不是唯一
的民主形式。要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多
样化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合理形式，建立
包括专家委员、司法调解委员制度等民
众参与司法形式，发挥民众了解社情民
意、对某些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专业特
长，量民众之力参与司法。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需要
考虑三个方面：

首先是转变观念。要弱化人民参与
司法的政治意义，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司法功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制度建
构和功能发挥，要服务于司法裁判公
平、公正的目标。

其次是通盘考虑。既要合理设定民
众选任的方式、方法，适用范围，针对民
众的特殊诉讼程序，参与民众的权利、义
务，也要合理考虑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
裁判的民众之间的关系，例如人民陪审
员与法官的关系，人民陪审员与案件当
事人的关系，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与义务，
人民陪审员与工作单位的关系等等。

再次是参考借鉴。实际上有 55 个
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民众参与司法裁
判形式，我们要对包括日本、韩国等各
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特征和规律
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积极吸收借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反诈骗离不开个人信息保护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反诈骗中心首次
集中对外发布反诈骗“大数据”，披露今年
第一季度，厦门全市电信网络新型诈骗警
情成案1880起，涉案总金额2403.2万元。

厦门市一个季度发生了一千多起电信
网络新型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
万，从此可以看出骗子诈骗行径的猖獗和
对受骗民众造成的影响。

骗子的卑劣诈骗行径屡屡得逞，有人
认为是骗术高明，天衣无缝，有人认为是受
骗者遇事不够冷静，给了骗子可乘之机，但
骗子能够屡次得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
民个人信息泄露。正是由于诈骗分子掌握
了受害人的部分或全部个人信息，才会编
造出看似没有漏洞的骗局；受害人也正是
因为骗子对自己个人信息了如指掌，才会
被牵着鼻子走，轻易相信骗子的谎言。

如今，“冒充查案”、“冒充客服”这类精
准定位诈骗已经成为当今主流诈骗手法，
并且屡试不爽，案件高居不下，充分说明了
个人信息被犯罪分子掌握所带来的社会危
害。

如今翻看互联网，有价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的网站不胜枚举，通过微信、QQ出售
公民个人信息的打广告者也为数不少，保
护好公民个人信息真的很难吗？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真的遏制不住吗？既
然公民个人信息被骗子们利用，在整个诈
骗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部
门就应该主动出击，重点关注一下公民个
人信息外泄问题，及时斩断公民个人信息
外泄、买卖的链条，因为诈骗与反诈骗的博
弈不能只有防守的盾牌，还要有锋利的长
矛作利器。

——张 健

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应尽快制
定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加强收费
管理，同时引入相应的制约机
制，形成多方发力的大管理格
局。

近日，司法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司法鉴定收费管理的通
知》，要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抓紧制
定、科学制定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加
强司法鉴定收费专项管理，加大处罚
工作力度，严厉惩处乱收费行为。

司法鉴定是不少民事诉讼得以有
效进行的基础，规范司法鉴定费用、
杜绝“天价司法鉴定”现象，是减轻
当事人诉累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司法鉴定管理
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司法部等相关部门正在抓紧落实。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军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明确表示要从
源头上解决“天价鉴定费”问题。但
要规范司法鉴定收费，既要地方司法
行政机关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收费标
准、加强收费管理，也要引入相应的
制约机制，形成多方发力的大管理格
局。

从国家层面而言，规范司法鉴定
收费的态度坚决、行动也有力。首
先，是将收费标准交由省一级统筹。
以前，司法鉴定收费是全国一盘棋，
参照的是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关于印
发 《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 的通
知。但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
题的决定，以及2016年3月国家发改
委专门下发的通知，自2016年5月1
日起原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收费管理
办法被废除，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应于2016年5月
1日前制定出台本地区司法鉴定收费
标准。其次，加大了治理力度，光去
年一年就在全国撤销了132个鉴定机
构、4400多鉴定人的资格。

但与此相比，省一级的配套工作
良莠不齐。时至今日，有部分省份连
自有的司法鉴定收费标准仍未制定，
这一基础条件都不具备，规范司法鉴
定收费管理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希
望尚未制定的省份严格按照此次司法
部办公厅通知要求，在今年6月底前
完成，当然，前提是必须确保质量。

收费标准明确后，严格管理才会
真正产生实效，如果失之于宽、失之
于软，那“天价司法鉴定”仍然难以
有效杜绝。这就需要明确专门的管理
机构，对外公布监督投诉电话，畅通
外部监督渠道，发现一起就要查处一
起，对不规范收费的鉴定机构和鉴定
人员必须严惩不贷。

此外，作为其他诉讼费用的一
种，司法鉴定费用应最终将由败诉方
承担或由当事人分担。在以往的司法
实践中，曾出现鉴定费用应与争议标
的倒挂的现象，让当事人难以接受。
如曾有媒体报道，霍先生妻子骑车与
一小型客车发生碰撞，手镯破碎；经
鉴定机构鉴定，玉镯价值在1.5万到
2 万元之间，但鉴定费却高达 2 万
元。最后法院依法判决玉镯损失和鉴
定费均由被告负担。规范这类鉴定收
费，除了在标准上应予以明确外，还
要杜绝不必要的鉴定项目，应有条件
地赋予对方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防
止一方提出的鉴定申请人为加重对方
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湖南青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青锋能源有限公司、石燕、罗
新俊、曾深露、王雄辉、罗贞顺：本院受理湖南双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湖南青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青锋能源有
限公司、石燕、罗新俊、曾深露、王雄辉、罗贞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6）湘1321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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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双峰县人民法院

杨宏：本院受理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执行通
知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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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南明伟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临湘市鸿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易建、刘忠华、李岳荣：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兴湘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 0104执 621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责
令你自动履行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给付和其它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陈华军：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湖南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纠纷执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湘0723执569号执行通知书及责令被执行人申报
财产状况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自动履行
（2016）湘0723民初35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偿还申请执行人湖
南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80 000元及相应
利息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熊云丹：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李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0723执45号执行通
知书及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2016）湘 0723 民初 914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偿还申请执行人李辉借款本金 200 000元、违约金

600 00 元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丁绍华、王爱秀：本院执行的朱遂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1202执恢55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偿还借款2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2017）湘 0124执 636号 蒋志强：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湖南
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2009）宁民初字第 2735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
0124执 636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 3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缴纳案款 61837.4元
（利息计算至 2009年 12月 31日止，后段利息照章计算）；（2）承
担案件执行费827.56元；（3）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算交纳
迟延履行金。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
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2017）湘 0124执 637号 袁淑兰：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湖南
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2015）宁民初字第02803
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湘
0124执 637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3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缴纳案款82847.04元
（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25日止，后段利息照章计算）；（2）承担
案件执行费 1142.71元；（3）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算交纳
迟延履行金。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
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苏韩飞：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高振均与你股权转让纠纷执行
一案，本院裁定拍卖你名下的车牌号为湘A3HR81奔驰GL350白
色越野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通知等
执行文书。责令你及时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联系，自传
票送达之日起3日内到执行局领取后续相关执行文书，并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第2个星期一下午15时（遇法定假日或特殊情况调

整）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摇珠选择评估机构，望你准
时参加，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选择机构的权利。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张平华：本院受理陈海凤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413
办公室随机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将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同
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等有关事宜
的通知。自本公告期满3日起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事宜。逾期
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李基恒：本院受理袁桂琴诉你金钱给付执行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苏海琴：本院依据作出的(2015)府民初字第02054号民事判决
书，执行你与贺斌租赁合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陕0822执766号执行裁定书及房地产评估报告。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府谷县人民法院

陈爱军、冯美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赵永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西安恒达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登记在
被执行人冯美玲名下的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芙蓉东路99号中海国
际社区御湖公馆9幢22901室房屋一套(预售证号为2012133、合同
号为Y12108692)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西安恒达评字(2016)Y239号
估价报告(评估价格为206.57万元)。现予公告送达西安恒达评字
(2016)Y239号估价报告、执行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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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内，向府谷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重新评估申请书。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府谷县人民法院

府谷县金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张建忠：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

人冯兰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西安恒达房地产价格
评估有限公司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张建忠名下的位于西安市高新区
电子西街2号86幢41502室房屋一套(产权证号为1075102007-
51-1-86-41502-1)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西安恒达评字(2016)Y232
号估价报告(评估价格为116.50万元)。现予公告送达西安恒达评字
(2016)Y232号估价报告、执行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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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内，向府谷县人民法院提出书面重新评估申请书。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府谷县人民法院

云南银健食品有限公司、赵键：本院受理的云南桃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依法立
案执行。现根据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云 34执 12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查封财产予以强制执行。同时，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办理上述案件评估机构选择、评估报告领取、拍卖
等执行过程中有关事项的通知。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到本院，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自行承担
相应法律后果。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湘潭毅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中国银行湘潭市九华
支行2016年6月2日开出的出票人湖南创新机电技术开发有限
公 司 ，收 款 人 湘 潭 市 江 南 凌 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票 号 为
10400052/23922652，票面金额为 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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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春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因将商业承兑汇
票壹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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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00100061 26034187，汇票金额为
378，922.30元，付款人长春京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6年 7月 26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 1月 26日，收款人长春世
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付款人开户银行浦发银行长春分
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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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春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因将商业承兑汇票
壹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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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00100061 26033295，汇票金额为 70160.08
元，出票日期2016年7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月25日，付款
人长春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长春世联兴业房地产顾
问有限公司，付款人开户银行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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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春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因将商业承兑汇票
壹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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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00100061 26035212，汇票金额为 10，866.92
元，出票日期2016年7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月26日，付款
人吉林省万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长春世联兴业房地产
顾问有限公司，付款人开户银行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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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雨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本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号
码为1020317221185034，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2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5万元，本票申请人为上海雨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安邦（上海）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上海雨良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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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佐明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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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票号为31000051 26307515，付款银
行为浦发天津分行营业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拾捌万玖仟伍佰元
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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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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