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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攻坚要有点
“痴劲”

微言大义
观点

范登峰
网购
“限塑”事关环保大计
电商物流业飞速发展，数以百亿计
的塑料袋包裹污染不可小觑。国家发展
改革委日前表示，将研究制定在电商、
快
递、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
解塑料包装使用的实施方案。
我国早在2008年6月1日就开始实施
“限塑令”
，
禁止生产、
销售、
使用超薄塑料
购物袋；
在所有超市、
商场、
集贸市场等商
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
袋。
9年多过去了，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近两年，电商、
外卖行业塑料包装使
用量日益上升。
统计显示，
2016年，
我国仅
快递业塑料袋使用量就达到 147 亿个。
网购少用塑料袋，个人小事关系环
保大计。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要从供需两端双向推动“限塑令”在
电商物流领域的实施。
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发
文，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提出到 2020
年，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提
高到 50%。不少电商企业也开始探索从
源头上使用绿色包装，共享快递盒将在
全国十几个城市投入使用。快递企业也
在加大采购可循环的包装用品的力度。
要让“限塑令”显效，在“限”
字之外，
还要大力研究可重复利用、循环使用的
包装物或可降解、降解速度更快的环保
产品，来代替无处不在的塑料袋，
降低环
保包装生产成本。包装生产企业应顺势
而为，加大生产和市场投放。
政策引导、
消费自觉、替代品研发和
生产供给三管齐下，才能让“限塑令”达
到预期效果。
——高 敬

翻山越岭办案执行，背烂 10 个背
篼，磨坏 37 副背绳，骑坏 5 辆自行车，
遍迹 16 乡 169 个村。暴雨落汤鸡的狼
狈，野狼围攻的惶恐，脚板血泡的疲
惫，妻子重病交不起 3 万元住院费的
泪水，没有让他趴下，
却像千年翠柏笃
定专注，23 年一直没挪窝。正是这种
“痴劲”，成就了“全国最美法官”郭兴
利攻坚克难的灿烂辉煌。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
工，艺痴者技必良。”清代文星蒲松龄
的千古名言昭示，因于痴劲，才能甘
于寂苦，用心专一，成就惊世伟业。执
行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堡垒，
“蜀
道难于上青天，执行难于攀蜀道”。惟
有痴迷奋劲，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的
战略目标。
痴劲是崇拙尚愚的笨劲。
“唯天下
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痴劲彰显
的是笨功夫，
不投机取巧。
有了这种至
拙磨砺，滴水可穿石，铁棒可磨针。被
执行人难找，
执行财产难寻，
协助执行
难求，攻克这一世界级难题，
尤需从愚
处做起的苦干精神。
国学大师钱穆云：
“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
是能人肯下笨劲。”贾岛打磨“独行潭
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呕心沥血
三年，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
感 慨 万 分：
“两句 三年得 ，一吟 双泪
流。”曹雪芹谈及创作《红楼梦》时说：
“字字看来都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痴 劲 所 至，
“笔落 惊天地 ，诗成 泣鬼
神”。
执行如为文，
有了
“板凳一坐十年
冷”的执着苦劲，
才能在惩治失信被执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痴劲是悟通智慧之本，是醒辨
方向之道。追寻执行攻坚的万紫千红，切不可忽视痴劲甘露的浇灌滋润。
痴劲是崇拙尚愚的笨劲，是久久为功的韧劲，是抓铁有痕的实劲。

行人的战役中，
拿出扛鼎之作。
“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
肯下笨功
夫 的 人 太 少 ，所 以 成 功 者 只 是 少 数
人。”胡适警语道出，时下有人醉于巧
力、
捷径，
以为失信被执行人上了黑名
单，便大功告成，缺乏跟踪执行的笨
劲。须知巧力、捷径的获取，靠的是长
年累月拼搏拙功。钱钟书云：
“ 越是聪
明人，
越要懂得下笨功夫。”
大巧若拙。
“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自憾“我被聪明误一生”的苏轼，以此
明志，希望孩子愚鲁一些。多一分笨
劲，
少一分伪聪明，
破解执行难指日可
待。笔者所在的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以
“凌晨出击、
午夜蹲守、
早晨堵被窝、
晚
上堵牌桌”的笨劲，潜心执行，今年上
半年执结案件同比上升 60.4%。
痴劲是久久为功的韧劲。
“三年不
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只要人间有案件纠纷，执行彩篇就永
不断章。
这种痴劲是坚持不懈的韧劲，
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 古之立大事
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
之志”。有“韧”者事竟成。马克思潜心
研究 40 年，终成科学巨著《资本论》。
钱穆倾尽毕生心血，才成 1700 万言的
国学鸿著。
诺贝尔研制炸药，
经历数千
次失败。爱迪生发明电灯验证了上万
次。
执行理同科研，
执行路上种种艰难
险阻，
是
“灭顶石”
还是
“垫脚石”，
关键

看有无执行韧劲。
耐得住
“衣带渐宽终
不悔”的坚忍之苦，受得下“三更灯火
五更鸡”的长久煎熬，就能抵达“心心
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
必举”
的胜利彼岸。
“千年老窖万年糟，
酒好全靠窖泥
老。”执行攻坚的美酒飘香，有赖持之
以 恒 的 沉 潜 发 酵 。世 上 没 有 唾 手 可
得、一劳永逸的执行。即便是阳关大
道，亦是荆棘小路开拓而成；即便风
和日丽，瞬间可能狂风暴雨。只有枕
戈待旦、永不停步，才能在山重水复
疑无路时，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任
何 急 功 近 利 、心 神 浮 躁 只 能 有 害 无
益。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夫”，执行成功的偶然性，存在于“众
里寻他千百度”
“为伊消得人憔悴”
、
的
久搏必然性中。韧劲不是一朝一夕的
美艳，
而是血脉连着人民、
同频共振黎
民百姓冷暖的理想信念；韧劲不因一
时未能坐果而乱了阵脚，
不因
“精彩世
界”
而神迷目眩，
而是终生挺起公平正
义的民族脊梁。
痴劲是抓铁有痕的实劲。
“空谈误
国，
实干兴邦”
。执行法律再好再全，
最
终要靠人真抓实干，靠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实劲，一步一个脚印去落实
到位。实从“言出行随”中来。荀子云：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
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言善，身

行恶，国妖也”。执行实劲，当敬其宝、爱
其器、除其妖。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
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
思主义都没有。中办、国办印发了推进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建设意见，内含
11 类 37 项措施，吹响全面宣战号角。高
头文件需要躬身实践。切记久居上头容
易忽略下头；身在里头难以观到外头；
习惯口头可能疏于手头；停在纸头到不
了心头。只有实劲托底，干字当头，知行
合一，
执行攻坚才能落到实处。
有的人
“怕砸碗就不洗碗”，
甘于
“维
持会长”
，在执行工作中，
“平平安安占位
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
年年如此老样子”
。这种人为地把
“干净”
与“干事”对立起来，有悖执行工作转作
风、治积弊、促实干的初衷。
“道虽迩，不
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
执行攻坚是
一堂
“赶考”
，坚守
“三严三实”，
摒弃个人
的“小九九”，才能交上兑现公平正义的
优秀答卷；是一场
“寂冷长跑”，
耐得十年
寒窗苦，方有金榜题名时；是一次“神秘
探险”
，
披荆斩棘，
愈挫愈勇，
才能登上巅
峰，
一览美景。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痴劲是悟通智慧之本，是醒辨方向
之道。
追寻执行攻坚的万紫千红，
切不可
忽视痴劲甘露的浇灌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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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聘任制公务员产生鲶鱼效应
日前，山西省人社厅公布，经国家公
务员局批准，
该省决定面向全国，
为山西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西省大数据产
业办公室，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2 名，
年薪 30 到 40 万元。这是山西省首次试水
聘任制公务员。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公务员职业相
对稳定，虽然大多数公务员能够做到切
实履职、积极作为，但是也确有少部分公
务员一定程度地存在惰政、懒政、
消极作
为与不作为现象，妨碍民众获得更为优
质的政府服务。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如
果能够破除公务员职业的铁饭碗，增加
公务员职业的不稳定性，则会有利于促
使广大公务员更为切实地履行职责，在
更大程度上减少惰政、懒政、消极作为与
不作为现象，让民众获得更为优质的公
共服务。
据报道，根据有关规定，
聘任制公务
员聘任合同期满或者聘任合同约定的终
止条件出现，
聘任合同即行终止。
聘任机
关根据工作需要、考核结果和聘任制公
务员本人意愿，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
部门批准，聘任合同期满后可以续聘。
而
如果相关聘任制公务员不能胜任工作需
要，表现不佳，就可能不被续聘。这样也
就可以促使聘任制公务员们为了能够续
聘选择更好地工作。
正因为如此，人们期盼当前部分地
方招录聘任制公务员的做法，能够产生
鲶鱼效应。即在招收部分聘任制公务员
基础上，逐步扩大实行聘任制公务员的
人群范围，比如，
可以将那些工作长期表
现不佳，考核等级常年较低的公务员，
纳
入聘任制公务员管理，乃至实行新人新
办法，对新招录的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
制管理，以破除公务员的铁饭碗，
促进公
务员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让民众享受到
越来越优质的公共服务。
——魏文彪

通 过 定 制 彩 铃 、微 信 曝
光 ……让老赖无处遁形，从根本
上来说就是挤压失信者的生存空
间，让其得到惩戒。
11 月 9 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
区人民法院利用微信朋友圈可以投放
广告的功能，将首批 19 名拒执“老赖”
的信息推送到三门峡市辖区十万名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内，这是一项有针对
性的“精准曝光”计划。有记者从该院
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是三门峡市法
院 系 统 首 家 采 用 此 种 方 式 曝 光“ 老
赖”。
在此之前，该院还曾实行定制
“老
赖”彩铃、执行悬赏保险等多项举措，
试图挤压“老赖”
的信用生存空间。
不管是三门峡当地接收到这条信
息的网友，还是外地看到这则新闻的

对失信围追堵截 让诚信无处不在
苑广阔
网友，都不禁感叹：原来曝光“老赖”信
息还可以这么操作！感叹之后就是佩服
与点赞了，这样一项针对“老赖”的“精
准曝光”计划，不但让“老赖”们在微信
朋友圈无处遁形，而且对当地所有的市
民网友，也是一种警醒，毕竟谁都不愿
意让自己欠款不还的事实被公之于众，
尤其是公之于亲朋好友、单位领导、同
事或者是生意伙伴们面前。这不但会大
大降低自己的社会评价度，也会给自己
的工作、
生活和事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而这恰恰是当地法院对
“老赖”
们在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江西鸿伟阀门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面号码为4020005128177749、出票日期为2017年9月7日、到期日
为 2018 年 3 月 7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5 万元整、出票人为安徽
九洲方圆制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中心，收款人为长春惠利制药装备有限公司）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5 个
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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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壮志物流有限公司不慎灭失付款行为合肥科技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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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壮志物流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40200051 24209514、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到期日为2017年5月23
日、出票人为合肥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金红叶纸业（湖
北）有限公司、背书人为金红叶纸业（湖北）有限公司、金红叶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阜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运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最后持票人为上海壮志物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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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生彩因遗失银行转账支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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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生彩。二、公示催告
的 票 据 ：银 行 转 账 支 票 ，票 面 金 额 为 33500 元 ，票 号 为
“01595128”。出票人为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行政处生活管理科，
收款人为兰州天优百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人为中国建设
银行兰州大教梁支行，持票人为吴生彩。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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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桥鼎灯饰门市部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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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从失信者变成守信者。
守信获益，
失信受
损，
只有当公众认识和接受了这样的价值理
念，
社会信用体系才有望建立，
“信用社会”
才有望真正来临。
而实践也证明，
这样的理
念和方式，
确实是卓有成效的，
有
“老赖”
在
定制彩铃的压力之下，
很快主动联系法院
还款，
以便尽快取消
“老赖彩铃”。
为此，我们希望全国更多地方的法
院，或者是其他政府机构、
社会组织，
能够
像三门峡市这家法院一样，
在社会诚信建
设上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善于使用新的
技术手段和方式来惩戒失信、
引导诚信。

给“有偿归还”定个标准

有必要规定“有偿归还”标
准，只有明晰了权责边界，将“拾
物索酬”纳入法律轨道，
“ 有偿归
还”才会更具操作性。
湖北省武汉市民王女士（化名）乘
坐的士时不慎遗失手机，拾到者主动
联系索要 500 元报酬，双方约定在闲
鱼网交易。11 月 8 日中午，王女士拿到
手机后不愿再出钱，向“闲鱼”发起退
款申请，而拾到者坚决不同意。为此，
双方僵持不下。
一直以来，拾金不昧被誉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甚至成为衡量人们
道德素质的一个标准，自然而然，
“有
偿归还”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但必须承
认的是，如今的“拾物索酬”虽然不容
于以往的道德叙事，
但并不违反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112
条明确规定：
“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

朋友圈进行“精准曝光”的初衷所在。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挤压失信者的
社会信用生存空间，给他们带来更大的
道德和舆论压力，迫使他们能够幡然醒
悟，
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
也承担自己的
道德责任。实际上该院除了通过微信朋
友圈推送“老赖广告”之外，还曾经实行
过定制“老赖”彩铃、执行悬赏保险等多
项举措，
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过定制彩铃、微信曝光……让
“老
赖”
无处遁形，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挤压失信
者的生存空间，
让其得到惩戒，
付出代价，
然

祝建波
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
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拾
得人的
“拾物索酬”
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
的。当然，有失主遭到对方“漫天要价”，
一样是可以选择用法律手段维权的。对
此，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倘若有人捡到东
西不归还，
根据造成的结果不同等因素，
追究起来，
可分犯侵占罪、
盗窃罪和诈骗
罪三种。
也就是说，
“拾物索酬”
一旦越过
红线，
好事就可能变成坏事。
近些年来，各地之所以经常曝出有
关
“拾物索酬”
的新闻事件，
究其原因是，
物权法规定的所谓
“必要费用”
，
目前仍缺
乏一个明晰的执行标准。
我们不妨以此案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中山市古
镇桥鼎灯饰门市部。
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3080443094659414，
付
款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
出票人广东秦粤物流有限
公司，
票面金额6964元，
收款人中山市古镇桥鼎灯饰门市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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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皓东灯饰配件加工部因持有的普通支票2
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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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中山市古镇皓东灯饰配件加工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66569101、66569120，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古镇支行，出票人中
山市古镇皓东灯饰配件加工部，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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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南山区唐楻世家照明灯饰厂因持有的普通支
票 1 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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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深圳市南山区唐楻世家照明灯饰厂。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号码 04255045，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古镇支行，出票人朱玉伟，票面金额 19849 元，收款人深圳市
南山区唐楻世家照明灯饰厂。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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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江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31400051/30553805，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苏州市三良
喷织厂，收款人为吴江市盛泽镇哲新纺织品经营部，付款行为吴江
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7年
5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1月1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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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旭成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 1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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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进行一下探讨，
如果失主王女士觉得
这500元的报酬不尽合理，
那么合理的
“价
位”
究竟在哪？
是否该与失物的价值挂钩？
或者说又应该占怎样的比例？
此外，
在本案当中，
王女士在成功拿
到手机以后却又反悔，以对方索要报酬
的行为涉嫌敲诈勒索和整个过程态度不
好为由申请退款，
这不仅是一种失信的行
为，
站在拾得人的角度来看，
更是对他人
的一种欺骗、
一种愚弄，
在一定程度上也
会鼓励那些拾到他人财物，
愿意有条件归
还的人，
倾向于
“占有”财物，这对整个社
会的道德文明的建设，
显然也是不利的。
因此，
笔者认为，
在我们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有必要发
布法律细则或司法解释，
统一规定
“有偿
归还”
标准，
只有明晰了权责边界，
将
“拾
物索酬”
纳入法律轨道，
“有偿归还”
才会
更具操作性。只有拾得人利益表达有章
可循、
失主给予报酬有据可依，
双方才会
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同时，这也会消除
一些无谓的社会争议。
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对获酬权的肯
定，就是在用激励的方法来培养公民的
德行。毕竟，物归原主，弘扬助人为乐精
神；有偿归还，
体现知恩图报美德。
当然，
倘若拾得方执意拾金不昧不要报酬，那
么更是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尊重。

申请人济南市天桥区浩宇摩托车经营部因银行承兑汇票1张（编
号：31300052/30008589；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出票金额：
20000元；
出票人：
潍坊万港经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
潍坊银行火车站支
行；收款人：潍坊市广坤物资有限公司；持票人：济南市天桥区浩宇摩
托车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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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4日（总第71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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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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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旭成商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承兑汇票号码为
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40200052 21854254、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23 日、出票人为威
申请人烟台开发区诚信铁木包装制品厂因遗失出票人为烟台
海戴家渔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威海鑫晟渔具材料有限公司、付
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烟台开发区诚信铁木包装
款银行为威海农商银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 3 万元、到期日为
制品厂，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 年 6 月 22 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10 月 28 日起
支行，汇票金额为357281.64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汇票
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到期日为 2017 年 10 月 27 日，汇票号码为 1030005222313923 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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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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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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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效。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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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禹州市森亚板材销售部因1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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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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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的票号为31300051 45174466，出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
申请人龙口市新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烟台美丰机
人为菏泽金霸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菏泽市牡丹区胜鸿家电经营
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龙口市新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信银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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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烟台分行账务中心，
汇票金额为50000元，
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2
2017年9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3月20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4月11日，汇票号码为302000532623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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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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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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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为无效。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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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吉林市飞亚科技照明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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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通辽市明宇型砂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龙口海盟机械
申请人：吉林市飞亚科技照明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通辽市明宇型砂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烟
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40200052/21768568、票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
台分行账务中心，汇票金额为11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16
元、出票人为临沂市国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请
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1月10日，
汇票号码为3020005324735841
人、付款期限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
10 月 12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 70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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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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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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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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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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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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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办案 确保质效
邓金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狠
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
出实招、求实效，勇于攻坚克难，以
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狠抓落实，是做好新时代人民法院工
作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当前法院执法办案任务繁重而艰
巨，“部分地区、部分案由案件数量
增长幅度较大”，并在短期内难以改
变。完成全年办案目标任务，满足群
众对公正高效司法的需求，关键要把
抓落实放在重要位置，继续瞄准目标
出实招、保质效、敢担当，以执法办
案实绩体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实效。
咬定目标出实招。狠抓落实，就
要以问题为牵引、以目标为导向，保
持对策的针对性、有效性。面对繁重
的办案任务，需要驰而不息抓好有限
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既要确保司法
资源配置优化、调动充分、用足用
好，又要在个案办理中，在公正的基
础上，尽量节省司法资源、提升诉讼
效率。对利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办
理的简单案件，要严格办理期限，真
正做到“简案快办”。对社会力量参
与调解、协助执行等工作要建立常态
化机制，保证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可
持续参与法院工作。要完善落实电子
送达、委托送达等机制，努力破除送
达难对审判效率的制约。要着力提升
审判辅助事务集约管理、服务外包水
平，真正减轻法官、司法辅助人员事
务性负担。在推进信息化与审判工作
深度融合上要大胆投入，积极推广使
用智能审理、智能语音识别等技术成
果，切实推进审判智能化、高效化。
精益求精保质效。质效是案件的
生命，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内在要
求。办案任务越繁重紧迫，案件质量
越可能出现瑕疵，就越需要像工匠一
样一丝不苟、脚踏实地。要养成精益
求精的品格，从个案抓起，向细节发
力，力争把每一起案件打造成精品
案。要提升统筹办案的能力，对开庭
审理、接待当事人、制作法律文书等
工作，在时间上要统筹安排、紧而有
序，不能忙而慌、忙而乱。要增强裁
判的公信力，做到裁判文书精雕细
琢，裁判说理充分透彻，判后答疑清
楚明了。要突出审判管理的针对性，
以系统思维及时研判审判运行态势，
动态解决制约审判质效的突出问题和
短板，更好促进和保障执法办案中心
工作。
凝心聚力显担当。法院是一个整
体，人员分类不分家，员额法官、司
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虽然岗位
不同、职责各异，但都是法院大家庭
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彼此各尽其
责、协力配合，才能筑牢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要以舍我其谁
的责任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定
目标，克难攻坚，聚精会神抓办案，
不能有缓一缓、松一松的懈怠。要加
强审判团队建设，明确法官、法官助
理、书记员职责，建立完善促进团队
成员紧密协作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
制。要落实立、审、执相互衔接配合
的责任，促进义务人及时履行义务，
实现案结事了。要推进法官、司法辅
助人员业绩考评科学化，以科学的考
评导向激励干警履职尽责、敢于担
当，凝聚执法办案智慧和力量，扎实
有效推进案件办理。

申请人济南元信力经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汇票
号 码 31300051/42669744、 31300051/42669694、 31300051/
42669685、出票金额均为壹拾万元、出票日期 2017 年 7 月 24 日、汇
票到期日 2018 年 1 月 24 日、出票人滕州市天长气体有限公司、收款
人山东鲁化天九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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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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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口市龙孚工贸有限公司因丢失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承兑汇票 1 张，号码为 31400051 29899901，出
票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28 日，出票人为龙口市天工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账号为 906010607014205000148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
汇票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龙口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口市龙孚工贸有限公司因丢失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承兑汇票 1 张，号码为 31400051 29899900，出
票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28 日，出票人为龙口市天工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账号为 906010607014205000148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
汇票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龙口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荣成宏秀山磁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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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荣成宏秀山磁业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2 29440626、出票日
期为2017年9月1日、出票人为青岛麦格耐特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荣成宏秀山磁业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青岛银行威海分行、出票金额为
2万元、到期日为2018年3月1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1月
8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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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