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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公平正义， 作为法治社会追求的崇高
价值和人们梦寐的理想， 极具时代意
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更好
地理解并实现公平正义， 是值得思考
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以公平为基
本特征、以正义为最终价值的社会。公
平正义需要以法治为背景， 并反映法
治的科学内涵，在立法、执法、司法以
及法律监督各个环节中， 都应该有公
平正义的要求。 应该说我们对于法治
所提出的诸多命题， 其实质就是为了
公平正义的实现。

立法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权衡。

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
障，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曾经说
过， 法治的实现首先应该有一部制定
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公平正义的实现
应从立法开始给予关注。 在立法的内
容上，应该关注民生民情，关注预防两
极分化的法， 设计能够稳定社会秩序
的法。在立法中，应该对社会中的各种
利益给以必要的权衡， 使得“以人为
本”的思想和“和谐”的理念在立法中
落在实处。

执法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尊重。

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在于公平执

法。 但是，要做到公平执法，是需要许多
条件的， 尤其是执法者本身对于法律全
面、深入的理解及准确适用。由于中国传
统社会中执法机关本身是管理者， 是民
众的“老爷”、“父母官”，这样的传统落后
思想目前在我国很多公权力机关人员的
心中，依然占据一定地位，有限政府的理
念并没有很好地落在实处。 在法治国家
建设中， 如果各个公权力机关不能从实
现公平正义社会的高度上把握公权力的
性质，实现依法和谐运行，社会的公平正
义定难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对执法人员
给以必要的法律规制， 使得社会中民众
的利益得到重视， 让公平正义的价值得
到应有的尊重。

司法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把握。 在
群众眼中，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

也是公平正义能否实现的直接方式。 司
法就是通过审判活动使法律的正义价值
得到全面实现，在这个活动中，法官在其
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这就要
求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公正裁判，而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法官在查清案件事
实的情况下， 综合把握案件的实质、背
景、价值观念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具体
法律规则， 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依
法进行全面考量。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特
别是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法律公正
与社会公正发生矛盾或冲突时， 就要求

法官充分发挥司法技术水平， 找准各种
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平衡点，力求最大限
度地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在审
判活动中，还要注意对程序公正的保障，

充分关注到诉、辩、审三方的利益，要给
当事人充分的论述权利， 真正做到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公平
正义最终得到保障。

监督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保护。 今
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本身包含
着公平正义价值的内涵。国家之成型，是
人民意志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曰公共权
力存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那便是以人
民利益为本，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然而，

公共权力自其诞生起就存在着暴力性、

过渡膨胀等弊端， 如果不能很好地给以
限制，公平正义是无法得以实现的。而实
践告诉我们， 对于公共权力的最有效的
管束机制就是法律的监督机制。 没有监
督的审判易滋生腐败， 没有监督的执法
易走向暴政， 没有监督也就难谈公平正
义。 因此，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中，法
律监督是公平正义价值能否得到保护的
关键所在。

意识中对公平正义价值的理解。 党
的十七大报告的第四部分“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将依法
治国和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作为

今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奋斗目
标。报告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观念，要深
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由
此可以看出， 法治意识的培养是公平正
义观念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由于传统
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 在今天国人的意
识中，人情与公平正义经常混为一谈。因
此，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还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不仅需要公权力机关人员
对法治理念的提升， 还需要普通民众对
符合法治要求的公平正义价值的把握，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理想中
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
一个标准， 亦是人们评价社会政治文明
的一杆标尺， 更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
必然要求。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非
常关键的基础地位。我们相信，通过我们
的努力， 这个和谐社会的灵魂价值最终
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得到完美的构建，为
和谐社会的建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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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完美构建

程鸿勤孙梅

短评

微
言

大义
声音

上帝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送到
人间的天使，但天使的翅膀非常脆弱，人
世间的种种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
翅膀折断，让我们失足、跌落。 在詹红荔
审判生涯中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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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少年犯，他们也
都是天使，但他们或因缺乏家庭温暖，或
因缺少教育熏陶， 或因其他种种诱惑失
去了航向，飞错了方向，最终迷了途、折
了翼、断了翅。但幸得这位大爱法官的救
赎，为他们再次插上飞翔的翅膀，为他们
点亮希望的灯塔，让他们在逆境中重生，

在重生中自由飞翔。

在詹红荔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共产党员， 不论分内分外， 如果
需要， 都义无反顾。 一名人民法官， 不
论庭内庭外， 如果需要， 都责无旁贷。”

她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她用她
全部的生命和心血践行着“为大局服
务， 为人民司法” 的工作主题， 诠释着
“以人为本， 全心为民” 的公仆情怀，

书写着“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
始干” 的不悔人生。

除此之外，她坚持为
20

多所中小学
校上法制课，连续举办了三届“青少年模
拟法庭大赛”，制作了

100

多幅“流动法
制宣传展板”， 推出了“互动式法制教
育”、“社区心理辅导”、“

QQ

在线” 等一
系列法制教育的组合模式。

2007

年，她
开通了延平区青少年维权热线，

4

年来
已接到求助电话

1800

多个，在詹红荔的
疏导和心理干预下，有

12

名问题少年重
返课堂，

4

名在犯罪边缘徘徊的少年走
向正道，她被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等
一系列感动社会的善举。 她坚持把司法
温暖送到人民群众心坎， 总结出了一套
传承爱心、关心他人、回馈社会、情铸和
谐的“爱心接力”帮教工作法。 在她的怀
抱里， 一群又一群折了翼的天使被插上
爱的翅膀再次飞翔。这样一位兢兢业业、

大爱无私的“法官妈妈”绝无愧于时代先
锋之荣耀。

———刘姣丽中国法院网

●网络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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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审判少年犯，红荔法官是典范。

调教感化皆堪重，修复新生新理念。

一份情感一份爱，庭前庭后多善言。

始终奉行人为本，不愧法界优秀官。

———胡杰一新浪博客
爱心，热心，耐心，信心，是一个很有

心的好法官。

———

luwei017.

东南网
我觉得叫詹妈妈比叫詹法官更亲

切。

———公子不闲东南网
办案讲良心、讲公正，老百姓才能理

解法官、相信法官。

———生生世世新浪网
“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深。”詹红荔为我们树立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 她所做的并不是我们遥不
可及的丰功伟绩， 而是在工作上多花一
分心思，对失足少年多给一分温暖，在明
辨是非黑白的同时， 努力让那些年轻的
生命看到人生的多彩。 案件多、责任重、

矛盾纠纷复杂， 这是基层法院法官每天
面对的压力。 然而， 詹红荔法官不言乏
力、 不言放弃地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做得
更好， 让司法的关怀惠及民生的点点滴
滴，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法官的使命、

责任和情怀。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
野。 ”人民群众满意与否，是检验我们工
作最好的风向标。 作为与人民群众关系
最密切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 应该努
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 建立起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的
感情桥梁， 最大限度地获得人民群众的
理解与支持，赢得最为广泛的群众信赖。

———刘洁中国法院网

为折翼天使插上爱的翅膀

观点

立法保护见义勇为有利于道德重建
近段时间以来， 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见

义勇为人员及行为成为广东、 贵州等多个
省市人大的立法热点， 并有安徽等地已付
诸实践。与此相对应，是否应以立法形式保
护见义勇为也成为网民讨论的焦点， 赞成
这一立法举措的有之， 反对的声音也很激
烈。 反对者认为， 见义勇为是道德层面的
事，鼓励见义勇为应该靠道德手段。笔者以
为，立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不仅可以弘扬
社会正气，鼓励更多的人去见义勇为，而且
也有利于道德的重建。

作为礼仪之邦， 传统文化向来注重道
德的约束力量。但当前，道德滑坡却是不争
的事实：很多企业、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干
起了商业欺诈、 制假售假的勾当； 在彭宇
案、许云鹤案等典型事件的“示范”下，一些
人抛弃了见义勇为的传统道德，反而将“各
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糟粕奉
为明哲保身的经典。 这些都是道德滑坡的
明证。

只要生活中仍然存在“英雄流血又流
泪”的现象，法律就不应强制公民去见义
勇为。但这种极端利己主义及冷漠的看客
心理，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
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背道而驰，无疑是不
正常的。 这也是小悦悦事件后，公众及社
会反思的最多之处。既然道德滑坡，甚至道
德沦丧已经成为现实， 既然构建和谐社会
需要良好的道德规范， 开展道德重建就成
为了我们面临的不二选择。 公民对道德问
题的关注、讨论、发酵，国家对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视， 都将推进道
德重建进程。 但笔者以为， 道德重建的基
础，首先是要让整个社会的公民有是非、善
恶、对错的观念，明白什么是道德的、应该
提倡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应该被唾弃的。

只有有了明确的认识， 才会有对道德规范
的实践。

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及
见义勇为者的权益， 在保护见义勇为行为
及见义勇为者的同时，会明确向社会、公众
传递这样一种信号： 见义勇为是一种政府
鼓励并保障、符合社会需求、能得到公众赞
誉、值得付出一定代价而为之的高尚行为，

因此， 保护见义勇为的立法有利于弘扬正
气、净化社会风气，有利于道德的重建。

———周明欣（河南省夏邑县会亭镇人
民政府）

现行法律责任让网络造谣者承担的成
本实在太低了。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李乐平认为，针对网络谣言，行政处罚手
段不外乎警告和罚款， 与大多数情况下网
络谣言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不相匹配。 从
民事法律层面而言， 网络谣言的侵权只是
一个新现象，而不是新的法律问题。 但是，

如何确定侵权者，证据链的固定、证明责任
的承担、赔偿数额的确定，将会带来一系列
新的难题。

健全挽救机制，让违纪违法者改过自新
经验表明， 在反腐倡廉建设过程中，

处理人并不是越多越好、越重越好，必须
坚持辩证思维， 综合考虑政治和社会影
响，努力使违纪违法者改过自新。为此，纪
检监察机关应注重健全挽救机制。 一方
面，对于一般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性质比
较轻微、有悔改意愿和表现的党员领导干
部尽量促使他们悔过自新，防止小错酿成
大错，起到悬崖勒马的作用。另一方面，对
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在严格依法处理之
后，应注意做好教育感化工作，使其改过
自新，重新融入社会。

———徐敬业（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

讲话显素质，话风即作风，言语见心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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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
故发生后，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
讲话失误，引发网民嘲讽。还有一些领导
干部，在与群众对话中经常出现“雷语”，

譬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老百姓就
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等等。“如果思
想腐化语言，语言也能腐化思想”。 这些
伤害群众感情、违反为人做官的原则，因
而受到人民的痛斥。

语言作为工具，对于我们之重要，正
如骏马对骑士之重要。 讲好一席话需要
一个人有入木三分的分析力， 深刻准确
的判断力，高屋建瓴的概括力，简洁生动
的表达力。人有一双能讲话的嘴，此功能
弱不得。如果领导干部讲话功能弱化，必
然会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党的形象。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演讲家。 革
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面对艰苦的环境、复
杂的局面、生死的考验，灵活运用讲话的
艺术， 积极宣传革命道理， 提高群众觉
悟， 为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是著名的演讲家。

如今，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文牍主

义有了滋生的环境。 少数领导干部发言
仰仗“秀才”捉刀，习惯“拐杖化生存”，不
重视直接的沟通说服， 讲起话来官腔官
调，既无文采，也无智性和高度。 一旦脱
离文稿，便不知所措，漏洞百出，“雷语”

不断。

有人给个别领导干部画了一幅画
像：“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
难群众说话， 说不下去； 与青年学生说
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
去”。 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上下都在用
什么语言，说什么话，想听些什么。 如果
用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与人交
谈，就会让人生厌。看来，不学会讲话，不
知道讲什么，不明白群众想听什么，就意
味着无法沟通， 无法沟通就意味着政策
主张无法得到贯彻， 无法贯彻就会带来
隔阂甚至冲突。

一席好的讲话像一把钥匙， 能使人
开拓思路，走出迷津；如一块磁铁，能凝

聚人心，鼓舞士气。 对领导干部来说，讲
话绝不是一件小事。 “三寸之舌，强于百
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领导
干部经常需要做群众工作， 讲话是一种
有效工具，善于把事情和道理讲清楚，能
打动人、感染人、说服人，才可以实现动
员、组织、宣传和说服群众的目的。

新的历史条件下， 新情况新问题随
时发生，再加上网络微博、手机短信等新
媒体的资讯“倒逼”，迫切需要领导干部
具备与群众或网民直接沟通的能力，以
便及时达成新共识、引领新方向，进而赢
得民意、赢得人心。否则，不会讲话，言语
不当，就会背离党的舆论方向，还可能被
恶意炒作，引发思想混乱，造成不可挽回
的损失。

华罗庚说
:

“聪明在于学习
,

天才在于
积累。”找回讲话功能，善于学习是根本。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 用思想包装的语言
才闪光。没思想的语言必然苍白无力，没

有新思想的语言只能是老生常谈。 只有主
动学习，更新思想，才会有真知灼见，才能
言他人之未言。 一些大学校长作的开学和
毕业演讲，专家学者进行的各种学术报告，

深受人们喜爱，主要原因是他们观点新颖、

思想锐利、知识丰厚。

讲话是一门综合艺术， 专业培训十分
必要。现在，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都建立了
新闻发言人制度。 这些新闻发言人代表党
的声音、党的形象，应从语言、逻辑、修饰、

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专业的培训， 以避免
语出无力、语出歧义、语出伤人，适得其反。

讲话离不开受众， 掌握运用群众语言
很关键。现在，新闻单位正在开展“走基层、

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各级领导干部也不
妨来个“走基层、改话风”，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学习群众的
语言，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真正让自己的
语言透出泥土味，讲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讲话显素质 话风即作风

桑林峰

文化之于法院， 其发展的主体在于
法官。 法官直面群众， 与人民群众密切
联系，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法院的形象甚
至是司法的形象。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就
是要紧密围绕法院的功能和定位渐次展
开， 在引导中突出职业特色， 在激励中
形成良好意识， 在陶冶中贴近法官生
活， 在塑造中成就骄人业绩， 随着忠
诚、 为民、 公正、 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
值观的弘扬与传递， 人民法官的集体形
象将羽翼渐丰， 生生不息。

忠诚是良好的品质。 审判权的实现
和运转有赖于法官的裁判。 在这一过程
中所体现出的个人人格、 职业道德等，

都渗透着属于法官这个群体的文化气
息。 因此， 良好的法院文化对法官人格
升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忠诚于党和
国家， 忠诚于人民与法律是这种人格升
华中必备的要素。 有了它， 我们就能在

为民司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在公平正
义的天平上摆准砝码。

为民是行为的准则。 人民法院最重
要的职责是定纷止争， 妥善处理各种矛
盾。 每一次裁判的背后、 每一份文书的
背后， 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明辨是非的
智性、 持天下平的理性， 还应有为民分
忧的感性和从善如流的悟性。 在社会司
法需求增加与法院司法资源供给相对不
足的矛盾下， 需要法官更多地用心去审
视自己的使命， 用言行去唤醒民众对正
义和公平的认同。 有了根深蒂固的为民
理念， 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就会少一

分机械的法律适用， 多一分对于法律后
果的考量， 更好地承担起法官的社会责
任。

公正是善良的期盼。 法律之所以为
世人所敬仰， 正是因为其中具备了公平
正义的实质要素， 无论平之如水抑或触
不直而去， 所体现的都是公平。 公平正
义是司法事业的追求目标， 也是法官个
体与司法氛围的追求目标。 缺少了公
正， 法文化建设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
义。

廉洁是切实的保障。 在开放、 透
明、 信息化条件下， 执法活动越来越成

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司法
不公不廉容易引起民怨。 而彼此的信任取
决于坦诚的行为， 滋长于真心的交流。 司
法公信力的培养需要增强以公开促公正、

以透明保廉洁的意识， 需要不断提高司法
的透明度， 大力推进司法的民主化。 当审
判权运行全程置于可见、 可控的监督之下
时， 我们就有了最大限度防止司法恣意与
司法腐败的后盾， 获得的信任就会越来越
多。 因此， 廉洁是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
一环。

（作者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 代院长）

在文化建设中融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

王秋良

申请人兰州科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不慎遗失票号为
00177335

的银行转账支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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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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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示
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甘肃
]

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亿华普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转帐支

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号
00550652

， 票面金额、 出票日期无， 出票人、 持票人为南京
亿华普节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
京铁心桥支行

,

帐号
03233108901040008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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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马斯德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东麒麟支行转账支票壹张， 号码为
1040323100716051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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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伯林顿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1363676

， 票面金额
100000

元， 出票人苏州新晨化纤有限公
司， 付款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 收款人吴江市宏益化
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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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宁市赛宇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0624884

， 票面金额
200000

元， 出票人徐州苏宝塑料实业有
限公司， 付款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 收款人徐州国
富塑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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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健伦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
30100051 20166133

，票面金额
5

万元，出票行无锡交
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10

月
13

日，出票人江阴市华富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收款人江阴市新华
富染整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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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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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凤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武进支行出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20809869

，票面金额
1150000

元，出票人常州亚强塑胶有限公
司，收款人常州市浩逸化工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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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0500053 20743799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
港源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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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0500053 20743797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
港源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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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0500053 20743796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
港源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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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30500053 20743798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港源焦化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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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0500053 20743800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
港源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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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30500053 20743804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港源焦化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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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30500053 20743794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港源焦化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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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港源焦化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
30500053 20743795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票到
期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一万元整，出票人为太原
港源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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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溪市华能电器厂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慈溪
市周巷支行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10300052/21373096

、 出
票日期

2011

年
6

月
24

日、 出票金额
10 000

元、 出票人宁波
新大地轴承有限公司、 收款人慈溪市永安磨具磨料有限公司、

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慈溪市周巷支行、 背书人慈溪市永
安磨具磨料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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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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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兴市庆丰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汇票号码为

10500053 20536552

，出票日
2011

年
9

月
15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出票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收款人无锡市同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经背书，被背书人、持票人
均为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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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受理了申请人景德镇市昌江区再
生资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招商银行南京江宁科
学园支行汇票壹张（号码为

02895083

， 出票人中电电气（南
京） 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支付人招商银行南京江宁科学园支
行， 收款人江西景德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

,

票面金额
200000

元）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作出（

2011

） 江宁催字第
28

号民事
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对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江苏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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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11

月
18

日（总第
5143

期）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