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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最大限度保护境外公民合法权益

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遇害，北大
访美留学生章莹颖遭绑架失踪，福建姐
妹在日本遇害……近年来，随着中国留
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媒体曝光的增多，在
海外遇袭、失踪甚至遇害的案件频频进
入大众的视野。

由于社会政治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
的差异，各国在解决刑事管辖权范围问
题上遵循的原则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国
家的刑法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
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的司法机关就不能有所作为。如果按
照我国刑法规定我国有管辖权，犯罪地所
在国又同意将作案人引渡，各司法机关依
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处理即可。当年糯康等人在湄公河上绑架
杀害我国13名同胞，其最后在老挝被抓
获，因我国与老挝早已签订有引渡条约，
便将糯康等人引渡回国，并顺利对其进行
了公正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除引
渡条约外，我国还可与他国签订含有刑事
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按照相应的条约约
定和他国互相进行刑事司法协助，内容一
般可以包含调查取证、送达刑事诉讼文
书、通报刑事诉讼结果、移交物证书证等
法律和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司法协助事
宜，对案件进展起到较大助力作用。

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同其他国家签订
国际司法协助条约及引渡条约的力度，
为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依法打击侵害海外中国公民犯
罪活动、保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是中国
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应该进一步
加强我国与外国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力
度，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公民在境外的
合法权益。 ——朱忠保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要
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
新要求。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历史性变化对人民法院工作带来的
影响，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
衡、保障群众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更多新要
求，成为人民法官亟待研究与破解的
重大课题。法官要密切关注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的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健全确保公正
司法的制度机制，创新司法为民措施。

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增
强“八个本领”的要求，大力推进法院
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
提升法院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笔者认为，在
此基础上，法官必须做到忠诚履职、必
须增强服务意识、必须筑牢法纪“防火
墙”、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付诸实
践、见诸行动，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目标。

新时代背景下，法官必须忠诚履
职。人民法官要把承办的每起案件办
好，把处理的每件纠纷处理好，把承担
的每项任务完成好，就必须忠实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树立“忠诚、
为民、公正、廉洁”的价值观，把审判质
量作为生命线、审判纪律作为高压线，
发扬政治坚定、崇尚法律、坚持原则、
清正廉明的精神，把服务意识作为衡
量领导干部是否成熟的“一杆秤”，作
为检验法人民法官思想行为的“一把
尺”，作为反映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

“一面镜”，经常称一称、量一量、照一
照，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思想素
质、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培养良好的
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自觉抵
制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

必须增强服务意识。“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缺乏服务大局意识，工
作中不仅会顾此失彼，而且会犯方向
性错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围
绕大局履职尽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就是要求人民法官胸中都
时刻装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行为才不
会失范，责任心才能增强，案件才不会
误判。否则，冤假错案的高发多发必
将给法院带来不良或恶劣影响，进而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影响法院的整体
形象，给党和国家的声誉带来损害。
审判连着公平正义，审判连着党心民
心，审判连着法律权威，如果法官不主
持公道、不惩恶扬善、不维护和谐稳
定，公众对社会不满，对法律失去信
心，社会和谐稳定就会受到影响。

必须筑牢法纪“防火墙”。对人民
法官来讲，守法遵纪是做好审判工作
的前提。人民法院是最讲纪律、最讲
法律的地方，政治纪律、廉洁纪律，人
民法官必须坚决遵守，否则受伤的是
个人，受损的是集体。必须筑牢法纪
这道“防火墙”，把纪律作为行动准
则，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折
扣、履行程序不走样，坚决维护纪律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无数事实证明，对
纪律心存敬畏，就会得到纪律的保护，
对纪律置若罔闻，就会受到纪律的惩
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

有特权，纪律约束无例外，人民法官既要
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又要在小事
小节方面严守规范，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廉政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以及各项
规章制度，成为遵纪守法、严于自律的模
范。

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宋代包拯铁
面无私，千古传颂，在人民群众中有好形
象；焦裕禄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深受群众爱戴，其精神被大力弘扬。
坚持走群众路线，法院工作力量在群众、
营养在群众、依靠在群众，要善于从群众
的意见中寻求化解矛盾的智慧，善于运
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明、信得过、靠得住
的方式解决纠纷，善于做好不同利益群
体的和解工作，拉近司法机关与群众之
间的距离。积极探索司法为民的有效举
措，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人民
掌好权、用好权，维护法院的良好形象，
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总之，在新时代背景下，法官就要有
捍卫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坚守为国家、
为社会、为人民群众尽心办事、依法裁判
的信念，努力成为法治理念塑造者、法律
传统信守者、法律秩序缔造者、法律实施
领航者、法律正义维护者。

法官必须忠诚履职、必须增强服务意识、必须筑牢法纪“防火墙”、必须
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付诸实践、见诸行动，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以忠诚履职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文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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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高消费”不予减刑凸显法治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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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执行不能”：
退出与恢复双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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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执法者当成为守法的标杆
潘铎印

执法者当成为守法的标杆，
执法者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公正
而有力地执法，才能让社会大众
信服。

据媒体报道，11月15日，宁夏银川
执勤民警发现一驾驶员没有随车携带
灭火器，对其开具处罚决定书。此时，被
罚驾驶员发现警车同样没放置灭火器。
16日，宁夏银川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

“知错能改”通告，对被查未带灭火器的
警车驾驶员也处以50元罚款。

对涉事交警进行处罚的做法，意
义不容小觑。法治的本意之一就是执
法者应当守法，执法者不守法，权力必
然被滥用。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奉法者强则
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如果执法者
一边执行作为社会衡器的法律，一边
将自己超脱于法律之上，则无法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体现不出执法者
对法律的尊重。

其实，作为执法车辆的警车，为满足
特殊执法需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授权
赋予了某些特殊权力，如现行的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警车、消防
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
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
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
和行人应当让行。”不过，这里只是说警
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可以不受限制地行驶，不包括“警
车可以不放置灭火器”这种情况。不可否
认的是，当下国内执法者不守法的现象

绝非个例。践行法治，执法者必须先学会
守法，正人先正己，这本是一个古老的常
识，如果执法者不能守法，即使有良法，
也会被虚置，成为摆设。

执法者当成为守法的标杆。交警没
带灭火器对涉事交警进行处罚的做法，
显然是执行相关交通法规的应有之义，
这既是对所有交警一个警示，也是向公
众表达一个态度：法律面前没有交警和
市民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行为之分。执
法者也是法律的敬畏者，更是法律的严
格遵守者。在公众场合执法时，执法者的
行为更应成为守法的示范，法律的尊严
和威严，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执法部门和
执法者的行为而体现出来的，执法者只

有严格守法，才能公正而有力地执法，才
能让社会大众信服。作为执法者必须严
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履行公职时尤其
是执法过程中更要守法，带头维护法律
的尊严，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做秉公执法
的表率，才能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
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社会维护法律的尊
严。

建设好法治中国，就必须让法律的
发展根植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一起成
长，与时代共同进步，当严格执法、公正
执法、执法守法照进现实，成为最好的普
法教材，才能唤起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
意识，法律的力量就会像影子跟随着身
体一样跟随着每一位公民。

类似的贪官狱中“高消费”不
予减刑案例将成为常态，民众将
会从身边的一起起真实案例中，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治的公平和
正义。

近日，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信息网公布了福建省泉州市
委原常委、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的
刑事裁定书。其中显示，服刑中的骆国
清，在身负200万元财产刑的情况下，
月均消费人民币394.29元，存在超标
准消费问题。法院认为骆国清未能积
极履行财产刑的刑罚，未能消除犯罪
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所以驳回了
其减刑申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曾经一
段时间，司法机关在减刑、假释、监外
执行等方面管理不严，一些落马的高

官及其亲属常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
取隐瞒、造假等违规违法手段办理减刑、
假释、监外执行手续，导致了不少司法腐
败案件发生，民众对此也深恶痛绝。如
今，国家在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方面
有着严格的制度规范和约束，贪官在服
刑期间如果想要减刑、假释或监外执行，
就得和其他的普通犯人一样，必须达到
硬性的条件要求，才能被司法机关裁定
批准。

骆国清，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200万元。但其在
被提请减刑时，只缴纳了28万元，还欠

172 万元。而骆国清在狱中月均消费
394.29元，在外界看来似乎并不高，甚至
有点“寒酸”，怎么就属于“高消费”了呢？
殊不知，监狱对罪犯提供了基本生活保
障，完全能满足罪犯的生存需要。这就是
说，罪犯在狱中即使一分钱不花，也能
够“吃饱喝足”。而罪犯在狱中额外的消
费标准，全国有一个参照性标准是每人
每个月 220 元左右。显然，按照这一标
准，骆国清月均消费近 400 元也就属于

“高消费”了。因此，检察机关认为，骆国
清财产刑数额巨大，在仅履行部分财产
刑的情况下，存在超标准消费，且骆国

清捕前系副厅级干部，因受贿给所在单
位及地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其不能
积极履行财产刑判项，建议裁定不予减
刑。最终其减刑被法院裁定驳回。可以
说，这是一次正义的裁定，也警示极少
数官员，违法犯罪、贪污腐化必将受到法
律的严惩，任何的侥幸或企图法外施恩
都是徒劳的。

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
完善，类似的贪官狱中“高消费”不予减
刑案例将成为常态，民众将会从身边的
一起起真实案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法治的公平和正义。

只有保证“执行不能”的退
出与恢复双向顺利通行，才是处
置“执行不能”的长久之策，也
才能真正体现出区分“执行不
能”对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实
现的关键意义。

执行相比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对于审判而言，法律关系再复杂最
终也能顺利审结，而对于执行而言，需
要以真金白银来兑现，有的案件纵使
穷尽一切手段也无法执行，因为这类
案件本身就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
即是我们俗称的“执行不能”案件。

“执行不能”并非法院不执行，而
是确实执行不了，它的存在大大降低
了当事人的获得感，削弱了法院的司
法公信，是阻碍执行攻坚的一大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工作纲要》中明确了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四个基本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无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的程
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
行等相关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的问题基
本解决”。这一目标其实即是应“执行
不能”案件而设，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是要有效分区“执行不能”与“执行
难”，即要将究竟哪些属于无财产可供
执行案件区分出来，破除人民群众“执
行万能”“不能执行兑现就是法院懈
怠”的习惯性思维，这对于基本解决执
行难目标的实现很关键。

因此，一方面，必须要加大执行宣
传，努力展示法院执行攻坚所付出的
艰辛努力，逐步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
与认可。另一方面，要避免复杂案件被
刻意归入“执行不能”当中，也要避免
法院在“执行不能”案件上空耗精力，
建立健全“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机制
和恢复机制。

要保证程序的规范完整。即使是
“执行不能”案件，也不可能在拿到案
件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切忌不能将有
难度的案件直接划分为“执行不能”的
案件。执行人员从立案后拿到案件发
出执行通知、财产报告令，到查询财
产、走访调查、有部分财产进行处置，
再到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并送
达等，整个办案流程，必须保证程序的
规范性和完整性，缺一不可，该做的工
作必须做实，该用的措施必须穷尽。只
有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将无可供
财产执行案件的办理形成一套规范、
完整的模式和机制，方能将其认定为

“执行不能”的案件及时退出。
要做好申请执行人工作。执行人员

必须在扎实规范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与
申请执行人沟通交流，要让申请执行人
能够设身处地的感受到法院的努力，明
白案件不能执行的实质原因，是暂时无
法或者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

当然，在“执行不能”案件退出后，
法院不能完全抛开不管了，否则不仅会
寒了申请执行人的心，而且会严重削弱
司法公信。因此，对于已终结本次程序
结案的“执行不能”案件，法院必须要建
立单独台账，定期进行财产查询，一旦
发现有财产，就要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
申请恢复执行。只有保证“执行不能”的
退出与恢复双向顺利通行，才是处置

“执行不能”的长久之策，也才能真正
体现出区分“执行不能”对于基本解决
执行难目标实现的关键意义。

扶贫方法“抄”不来

近日，湖北当阳官方网站发布了一
则宣传当阳市国土资源局扶贫工作的文
章，但文题却为《灌阳县国土资源局多举
措助推精准扶贫工作》，除部分时间、数
字上略有出入，绝大部分内容包括投入
资金和修路里程均与11月6日广西灌阳
在广西国土资源厅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文
本一致。

这一抄，既暴露了一些地方扶贫工
作庸懒散，只求“过得去”，又暴露了扶贫
方法浅尝辄止。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吹糠见
米”的关键期，可谓捷报频传。然而，少数
地方扶贫工作方法却简单粗暴，或者“东
施效颦”，看见别人用此方法助力贫困户
脱贫了，于是也模仿着做；或者，外出“考
察”一番，觉得别人的脱贫经验不错，照
搬照抄，盲目搞“拿来主义”。殊不知，“南
橘北枳”，既不因贫困户而异，又不因地
制宜地扶贫，不仅会大量浪费扶贫资金，
而且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反而成了脱贫
攻坚的“绊脚石”。

精准扶贫五年来，在党中央的全面
领导下，我国扶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不仅使得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也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
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但剩下的多是

“硬骨头”“钉子户”。这些，需要每一名扶
贫干部积极思考，多动脑筋，制订出一套
适合地方实情的扶贫工作方案。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
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各级扶贫干部
必须勠力同心，既相互学习交流，又独树
一帜，大胆创新，这样才能开创各地脱贫
攻坚新局面，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
宏伟目标。 ——李长安

张忠远、张凯、田春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诉被告张忠远、被告张凯、被告田春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据法律规定，向你们
送达（2017）京0115民初17377号案件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转入普通程序裁
定、保全裁定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8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卓光建、姜冬英、中融诚咨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17）京0115民初20595号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据
法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阳光伟业无限建材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出票人为北
京阳光伟业无限建材有限公司的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1张下落不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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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北京
阳光伟业无限建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北京农商银行转账
支票、号码15263920、出票日期未填写、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北京
阳光伟业无限建材有限公司、持票人北京阳光伟业无限建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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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御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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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
古镇御美灯饰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060443015900027，付

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御美
灯饰厂，票面金额3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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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褚贵炎因持有的普通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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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贵炎。二、公示催告
的票据：号码3070443031450824，付款行平安银行中山东凤支行，
出票人高川，票面金额156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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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湖北远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面号码为
31300052/21425310号、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5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淮滨县恒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淮滨县和顺发展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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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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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陆鑫烽炉料有限公司因于2017年9月23日被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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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陆鑫烽炉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的票号：3130005230669273，出票日期：2017年5月9日，出票人全
称：河南中轴股份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600410020000001189，付款
行全称：洛阳银行焦作分行，收款人全称：河南中轴福源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账号：1709029019200003385，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环城
东路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7年
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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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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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枝江市江南塑料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不慎烧毁，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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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市江南塑料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0583615584452N。法定代表人肖仁龙。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汇票票号1040005227357943，票面金额
5万元，出票人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账号576857546411，付款
行中国银行三峡枝江支行。收款人枝江谦泰吉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账号42201338201050032249，开户行枝江市建行营业部。出票日
期2017年5月5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1月5日。持票人枝江市江南
塑料厂。三、申报权利期间：自2017年11月2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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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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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枝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枝江市江南塑料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不慎烧毁，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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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市江南塑料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0583615584452N。法定代表人肖仁龙。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
据为银行承兑汇票，汇票票号1020005225538057，票面金额15万元，出
票人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807073009022170983，付款行
中国工商银行三峡枝江支行。背书人枝江谦泰吉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账号1807073019020160658，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三峡枝江支行。
出票日期2017年6月9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2月9日。持票人枝江市
江南塑料厂。三、申报权利期间：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18年1月6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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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枝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州新信制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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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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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新信制动系统有限
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10300052 26872457，面额为143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14日，出票人为常州汉威机车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常州汉德机车工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州市新北农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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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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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滨湖区胜瑞机械加工厂于2017年11月6日因遗失出票人为
无锡金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无锡新金鑫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据号码
为10300052 27498040、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
18日、票据到期日为2017年7月1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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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航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因遗失出
票人为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亚太安信达铝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据
号码为10300052 26409545、票面金额为1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
5月23日、票据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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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震旦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支行于2017年4月20日出具的银行汇票1份，票
号为90400041／20997742，申请人为苏州震旦科技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国网新疆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到期日为2017年5月20日，出票
金额为2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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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苏州分
行于2017年7月6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号为31300051／
44195627，出票人为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来安县
金石采石有限公司，到期日为2018年1月6日，出票金额为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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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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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鑫福铸锻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因遗失出票

人为无锡大昶重型环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无锡明琛锻件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凭证号码30900053
27145911、票面金额为5万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12日、票据到期日
为2017年11月1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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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诚宏信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放置车内不慎被盗，丢失
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为30300051 22648643、出票人为辽宁福鞍矿山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
鞍山分行、收款人为鞍山城通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4月13日、到
期日为2017年10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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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西诚宏信商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
的票据号码为30300051 22648643、出票人为辽宁福鞍矿山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鞍山分行、收
款人为鞍山城通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4月13日、到期日为2017
年10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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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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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
00100061 21004374，金额为：150000.00元。出票人为盘锦嘉鼎置业有
限公司，出票行中国交通银行盘锦分行，收票人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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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双龙石油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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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
告。一、申请人石家庄市双龙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二、30800053
94336645，出票日期：2017年4月27日，到期日期：2017年10月27
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青海新隆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出
票人账号：972900004010701，付款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
分行，收款人：甘肃天元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兰州银行
金城支行，账号：7028746199690012。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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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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