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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的诈骗犯》形成并案的推理

□

李文

职业调解员的培养

———参加香港调解技能培训侧记

□

龙飞

几个月前， 笔者有机会参加了
香港和解中心（

HONG KONG

MEDIATION CENTER

， 直译应
为香港调解中心） 举办的高级调解
技能培训， 感觉到香港和解中心的
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与内地的培训
有很大不同。 香港在调解理论的系
统研究、调解培训方式的创新、调解
技巧的培训等方面， 给我们参加培
训的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培训理念———

职业、准司法性、资质认证
香港自

2009

年推行民事司法
制度改革以来， 非常重视调解方式
在处理各类纠纷中的作用。 目前全
港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香港律师
会、 香港和解中心、 香港测量师学
会、 香港建筑师学会等许多机构从
事调解服务， 各机构把调解培训作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2010

年香
港律政司的调解工作小组建议向香
港青少年介绍调解程序， 研究在中
小学课程中引入调解教育的可能
性， 研究把调解纳入法律学院课程
的必修科目中。据悉，目前香港大学
专业进修学校已经开设调解课程。

香港已经把调解培训当作一项职业
来做。

调解是一种准司法性行为，它
主要体现在对调解员的职业道德要
求上。

2010

年初，香港颁布《香港调
解守则》，规定了香港调解员的行为
准则。 要求调解员必须公平地对待
调解各方， 对任何和解协议的条款
不得有任何个人利害关系， 不得偏
袒任何一方； 调解员必须遵守保密

原则等。

在香港， 调解员必须取得资质
认证后才能开展调解业务。香港目前
有许多调解培训机构，他们有各自的
培训课程和评审标准，对培训合格的
调解员颁发各自的调解资质认证证
书。香港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应当设立
单一的调解员资格评审组织，确保评
审标准一致，建立市民对调解服务的
信心和维持调解的可信性。

培训课程———

体系完整、内容丰富
笔者所参加培训的授课机

构———香港和解中心，成立于
1999

年， 目前有大批专职或兼职的调解
员，许多调解员是建筑、测量、金融、

医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专业人士，

同时这些调解员也是培训老师。 香
港和解中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
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 比较规
范的培训课程。 该中心现与内地的
一些仲裁委员会、商会调解中心、法
院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香港高级调解技能培训的课程
包括基础理论、调解技巧、案例示范
和练习等内容。调解基础理论包括：

冲突理论、冲突与争议的管理方式、

ADR

的优势、和解的特点、不同形
式的和解（包括协议式和解、促进式
和解、治疗式和解、评估式和解等）、

和解的程序等基础理论。 调解技巧
培训是通过老师的模拟示范和学员
的案例实战演练来学习。 学员在技
巧培训阶段亲自参与每个具体案例
的调解过程， 在不同的案例演练中
充当调解员或一方当事人， 通过扮
演不同的角色， 运用不同的调解技
巧锻炼调解能力。

培训方式———

小班授课、案例教学
香港和解中心的培训通常采用

小班授课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灵活

方式，一般参加培训的人员为
20

人到
30

人左右。在案例教学时，主讲人和两
位辅助教员做完案例演示后， 学员们
进行分组练习，每组

4

人，每人分别担
任调解员、双方当事人、观察员等不同
角色。 每组有一个辅导老师，随时给予
具体的指导。 在调解开始阶段，老师强
调调解员做好调解的开场白很重要。

在开场白阶段，首先，调解员要说
明调解的性质， 对当事人双方自愿通
过调解解决纠纷的诚意给予赞赏，建
立一种积极乐观、 和谐祥和的调解氛
围，打消双方当事人的疑虑，取得信任。

其次，调解员要明确地介绍调解的自愿
原则和保密原则，讲明调解过程必须遵
守的规则，例如尊重对方、不得打断对
方谈话、不得向对方或调解员做出言语
上或身体上的人身和情绪攻击等。这些
规则的阐明，可以防止双方当事人在调
解过程中情绪激动发生争吵，也可以让
当事人明白调解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
的纠纷。

在确定争点阶段， 调解员要善于
总结归纳出双方的争议焦点， 而且要
促使原本对立的当事人的内因转化，

从争议中找出双方意见一致的地方，

即共同基础。 这个共同基础是为下一
步提供积极谈判的基础， 促使双方保
持愿意继续调解的状态。 在解决问题
的谈判阶段中，双方有可能陷入僵局，

这时调解员需要准确地分析冲突，果
断地决定进入个别会议。 通过“背对
背”的个别会议，调解员给当事人一个
发泄情绪的机会， 让他们披露各自的
隐忧， 了解他们各自的谈判底线以及
不愿让对方知晓的信息， 重新估量双
方利益的平衡点。 调解员应当调动当
事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让当事人正
确表达他们的想法和需求， 积极提出
各种解决方案， 确定下一步调解的症
结所在。

在练习过程中， 每组的教员会针
对每位学员扮演的角色， 对其进行个
别辅导，指出每人存在的问题，具体指

导运用何种技巧处理调解中的难点。

这种个别辅导的方式针对性很强，可
以让每个学员得到锻炼， 从实战演练
中切实提高调解能力。

技巧培训———

形式多样、注重细节
一个优秀的调解员应当是防止纠

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守门员、 纠纷解决
的推动者和社会矛盾民情的温度计，

还应当是和谐沟通的建立者、 社会资
源的扩充者。所以，他应当具备灵活思
考、洞察他人价值观的敏锐性，保持冷
静自信、 思维缜密、 不偏不倚的中立
性，具备友善、亲和的态度和适当的幽
默感，能够控制局面、迅速判断、快捷
地理解争议。 这些素质的培养不是一
朝一夕能够达成的， 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锤炼、不断磨合。

调解技巧是调解员在调解中调
和、化解矛盾，有效及时地解决争议的
技能、 策略与方法， 具有明确的目的
性、 随案的灵活性与很强的实用性等
特点。 它是涉及心理、法理、语言、逻
辑、 教育等多学科领域的一门综合艺
术，具体包括沟通技巧、促进技巧、换
框技巧、充权技巧、谈判技巧、总结技
巧、最好最差方案的选择技巧、僵局处
理技巧等。

笔者在培训中感触较深的是沟通
技巧中的聆听及提问技巧的训练， 这
两项沟通技巧是决定调解成功与否的
基础。 在聆听技巧的培训中， 老师讲
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三只熊” 的故
事， 提出一些故事中的问题， 学员们
对同一问题的答案往往各不相同。 这
说明仔细、 准确的聆听， 是正确判断
纠纷症结的关键。 关于提问技巧的培
训， 老师讲授了调解员应当掌握的各
种问题类型， 并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
问题的提问技巧以及不同的效果。 通
过反复训练， 学员们基本掌握了开放
性问题、 封闭式问题、 阐述式问题、

澄清式问题、 假设问题、 探究问题、

反思问题、 刺探问题等问题类型的基
本提问方式。

如何处理僵局也是学员们在技巧
培训课程中感觉收获较大的内容。 因
为许多学员在案例演练充当调解员角
色时， 经常遇到当事人双方意见分
歧、 僵持不下的局面， 如何破解僵
局， 学员们感觉无从下手。 老师通过
模拟调解讲解了四种处理僵局的方
法： 一是处理实质僵局的技巧。 调解
员让当事人抛开立场， 以利益为中
心， 把议题分成子议题或者打包处
理， 强调问题不解决的成本代价等；

二是处理程序僵局的技巧。 调解员通
过召开个别会议， 找出双方的问题，

重新评估现场安排， 总结进度， 鼓励
当事人继续调解； 三是处理情绪僵局
的技巧。 调解员要考虑改变谈判主
角， 改变当事人的情绪； 四是探索新
的解决方案。 调解员要寻求新的思考
方式， 可以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 重
新评估当事人追求的目标、 需求及优
先次序， 重申调解的本质注重解决争
议， 而不是找出对错等。

当然， 在整个调解过程中， 调解
员注重细节的习惯也很关键。 有时细
节决定成败。 所以， 在整个培训过程
中， 老师一直强调调解员要注重细
节， 例如， 调解员在不同场合的坐姿
和肢体语言应有所不同， 面对双方当
事人时， 调解员的坐姿不要总倾向其
中一方， 眼神也要时常兼顾到双方，

显示对双方的同理心， 以获得当事人
的信任； 在个别会议时， 调解员则可
以对一方当事人的遭遇或不幸表示关
心， 身体可以稍倾向对方； 在进行个
人会议时， 调解员应当尽量给双方均
等的时间， 如果让一方当事人在外等
待时间过久， 容易让对方当事人猜
疑； 在陷入谈判僵局， 双方当事人都
沉默时， 调解员起身给双方倒杯咖
啡， 打开窗户等， 都是缓解僵局的细
节技巧。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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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粒沙都很渺小，每一片雪
均很轻飘，然而，当滚滚的黄尘累
积， 便能积攒起侵天蚀地的力量，

人们遂怀着畏惧的心情谓之为瀚
海；人们也明白，当漫天的雪花飞
舞，玉树琼花堆砌之间，江山也会
随之易色，一时万物澄澈，唯其独
尊。 小与大之间，华美转身，一沙一
雪，令人悚然动容。

沙与雪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
散乱，当然，也可称之为自由。 它们
不受约束地翩翩起舞， 营造自己独
特的世界， 在自我律动的节奏中发
现自己，无需斧斫，成就完美。 上可
傍明月， 下可落沟渠， 荒丘野岭可
依，朱阁豪门可入。 无微不至，无孔
不入，不卑不亢，无古无今，意态自
若，印象天成，洋洋洒洒，蔚为壮观。

沙与雪，让我不禁联想到有关
法律的知识。

我一贯相信，有关法律的知识
就如散乱的沙雪，在零散中逐渐形
成秩序。 法律知识的搜集、提取、系
统化、典籍化的过程，并不会对该
知识本身以及该知识滋养下的法
律秩序本身增加多少成色，其作用
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的传播路径和
人们对知识的心理需求中。 原因在
于，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它
产生于实践、应用于实践，离开了
实践它便无一日能够存活。 不像艺术，可以为欣赏而
存在，为艺术而艺术，它有着与其本身浑然一体的存
在价值。 法律不然，它不是我们供奉的对象，不可以束
之高阁，为知识而知识，为法律而法律。 不能应用的规
范，不可称之为规范。 当然，偶有例外，如孟德斯鸠这
样夸誉拿破仑法典，说它像文学作品一样耐读，我们
称之为法律的文学化。 而换个视角，从诵读的角度说，

孟翁眼里浮现的一定不是法典，而是美文。

零散， 是实践的特质， 同时也是法律的特质。

零散， 代表着法律原本的、 鲜活的生命形态， 是法
律生长的不竭源泉。 具体而言， 零散即个案， 通过
个案的解决， 发现和创制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 法
官是最先发现法律的人。

在历代圣贤中， 有两位是我最崇拜的， 一位是
孔子， 一位是苏格拉底， 这两位长者在中西思想史
中， 均属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在教育界的贡献也
是古今两望， 翻查其思想传承谱系， 其门徒和再传
弟子中涌现了诸多圣贤级的人物。 在知识传播方面，

孔子和苏格拉底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均主张并
践行“述而不作” 之道， 难能可贵， 但这也正说明
其对知识的理解达到了世所难及的高度。 恰如老子
所言： “道可道， 非常道。” 能够明确表述出来的知
识， 一定不是一般性的知识，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且不说凡是表述都会有偏误）。 很多知识是仅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 口述让人觉悟就够了， 用笔写下来
不仅显得多余， 也失去了本真。

颇为类似， 在“述” 还是“作” 的问题上， 判
例法系与成文法系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判例法，

突出了案件不同的个性， 且该个性完全由法官揭示，

赋予了法官从事裁判活动的内心荣誉感和使命感，

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法。 成文法， 忽视了案件的个
性、 法官的能动作用以及规则自身的发展， 不利于
树立司法的权威， 优点是便于学习、 有利于司法的
统一。 两大法系各有利弊， 判例法， 无疑更符合法
律的实践性要求， 但多少跟不上现代社会的节奏，

对司法者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 成文法， 僵化呆板，

经常挂一漏万、 止步不前， 不能有效地规制社会生
活， 但其清晰简明、 易于普及， 使得信息传递更具
效率。 然而， 法律是不断长成的事物， 它不可能拥
有恒久不变的内在逻辑， 过度体系化只能伤害到法
律和社会本身。 我相信， 体系完整的“作” 远不如
零敲碎打的“述” 来得可靠。 袖里乾坤， 沙中世界，

亦可完美。

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 成
文法自古以来， 尤其是在近现代法律移植过程中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其功绩应该肯定， 但作为法
官， 我们应该看到其局限性， 在案件急速增长的
当今， 我们应更加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 在个案
中发现法的踪影、 体会法的
精神、 追逐法的梦想。 如
此， 壮阔之沙海、 浪漫之雪
国， 当不期可至。

（作者单位： 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

（一）

近日闲读日本短篇小说《敦厚的
诈骗犯》， 讲的是一个本是可怜的、使
人同情的人，一个失业的演员，出于无
奈的目的，以几乎不被料想的方式，持
续地对一个理发师的公然逼迫、挑衅、

激怒———并暗自利用他的故事。

说是敦厚， 也不是平常所指的敦
厚；说是诈骗，也不是很确切，还有平
常所说的敲诈之意， 且未经审判也不
可说是某某犯。不过，这确实是一桩很
离奇的诈骗与敲诈。

这是一篇情节巧妙的小说。 一个
理发师开车不慎， 出了人命， 肇事逃
逸，此幕恰被后来的诈骗者目击。他隔
三岔五地找上门来， 层层加码地向理
发师“借钱”，双方处于挟持与摆脱的
状态。 理发师不堪忍受这样变本加厉
的折磨，在为诈骗者修面时，终于难抑
冲动，以剃刀刺向了他。

结果是意外的。 这个诈骗者在弥
留之际，向理发师交待，让理发师对外
说是他自己动了身体才导致死亡的。诈
骗者并按照事先的整体计划，通过一封
提前写给理发师的遗书，道出了诈骗的
原委，且把之前所“借”之钱如数奉还。

他无法谋生，只好谋死，他谋杀了
自己。他另有所图，他侵犯的对象，不仅
是理发师，更是保险公司。 这个预料之

中的“意外事件”，使他窘迫的家庭在他
身故后得到一大笔人寿保险的赔付
金———这似乎是整个故事的包袱所在。

从小说看， 保险公司不会想到这
次理赔的惊人底细； 看不出作案动机
的警方，将此案定性为过失，也没有深
究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反常之处。 双方
当事人都可谓涉险过关。

（二）

也许诈骗者确实是一个只能走向
绝路的人，一个困顿的敦厚人，甚至还
可以说是彬彬有礼的人。 他在穷途末
路的时候实施机巧的、残酷的打劫，索
取相应的、用于自己家庭的生存资本，

他确实涉嫌触犯了刑律。方式很特别，

假他人之手，牺牲自己生命。后果很严
重， 不仅骗取不当利益， 还促使理发
师，在悚然之下故意杀人。

在整个小说中，有一个环节是比较
清楚的， 就是人对法律的趋利避害，对
刑罚不由自主的畏惧，小说中，似乎所
有的情节都与这样的心理有关，又似乎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纠结，有权

衡。

法律在这个故事里， 也再次面临
着它宿命般的遭遇。 法律自然不能让
所有人都服从， 在法律的对面总是那
么多的触犯。理发师躲猫猫，诈骗者钻
空子。前者焦虑地回避着法律，在惩罚
面前他没有诚实起来的能力； 后者也
在焦虑地利用着法律， 不过他的决绝
似乎掩盖了这样的焦虑， 但是他的轻
松必定是假的， 即使他确实在努力提
高演技。这位演员在暗算着借刀杀人，

杀的是他本人，他自愿如此。尽管他自
愿如此，却不是合法的，或者说是需要
加以审判的。他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

更是未被察觉到的嫌犯。

小说结束时， 读者得知理发师不
仅继续对前一件交通案逍遥法外，对
后一件更严重的杀人案， 也从罪里脱
身。这是诈骗者的特别成全？是一般人
性的合谋？ 是法律的疏漏？

情节是奇特的，秘密的，涉及的道
理也似曾相识。 这篇被归类为推理小
说的作品， 其事件上的来龙去脉也并
没有明显的推理。车祸，失业，受逼迫，

寻短见，这些祸不单行的遭遇，以及演
化出的交通案，敲诈案，杀人案，骗保
案，也都在正常的发案范围内。即使是
数案交织在一起，使其变得罕见，也算
不上是单纯的侦探之作———环环相扣
的推理性， 也许主要还是栖身于作品
提供的心理暗示里， 运行在其内在的
因果关系里。一册化为小说的卷宗，在
其精干的篇幅里， 诸多事实得以“并
案”审查。

（三）

当然，还有一种阅读法（也许更常
见），重点不是讲法律的，是说这篇小
说通过一个敦厚者的不幸遭遇，揭
露———也控诉了一个社会的不合理。

不过，又有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
律与社会的关系确实太铁了， 无论是
在什么情况下， 几乎都是不可能掰开
的。 从往昔到如今，从历史到现实，法
律与社会总是构成一股结结实实的合
力———对于这个故事来说，也是如此。

社会性诚然是法律的重要属性。

一切法律都因人而生，又都在社会里。

社会产生法律，法律体现社会。通常来
说， 法律是为了人更好地在社会里生
存，而社会同时也对人造成重重压力，

这样的压力有时候也是被法律所保护
的———且并不都是有益的。 压力会使
人尤其是个人谋求以各种方式躲避、

排斥甚至对抗法律，如反向的阻力（如
并非没有价值的疼痛），可能伤及法律
的躯体，也会损及社会的完整，这包括
了社会在功能、形象、责任上的完整。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老鼠与猫的战争，

这样的矛与盾是由来已久的。

违法者与法律及社会开始并不是
天敌， 后来形成两端， 各执一词的两
端。 责任与问责也都在这样的两端。

是的，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
样的法律。不过，有时在法律里更显分
量的，又是人性———也与社会性很近。

人性是法律的背景，又是法律的动机，

决定了法律的出处与归宿，不过，社会
性与人性，都不被法律所重合，也无法
被法律即时地、 全面地反映与表达出
来。这也是自然的状态，是法律与社会
及人之间的空隙与张力。

法律常表现为一门哲学， 此时它
又是如此具象地涉及了社会学，于是，

那个苦思冥想的演员， 那个四下躲藏
的理发师，自然就身在其间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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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依法受理申请人大连隆丰船务
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
称：申请人所有的“锦川

1

”轮于
2011

年
3

月
5

日在大连湾和尚
岛码头

6

区进行货物装载过程中发生翻沉。 “锦川
1

”轮登记为
445

总吨，从事国内海上运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
《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 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
限额的决定》的规定，申请人请求对全部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
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基金数额为

83 500

特别提款
权及其自

2011

年
3

月
5

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 凡与
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 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
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自公告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向
本院办理海事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
基金中受偿。 特此公告。 大连海事法院

申请人宁波方圆风机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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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盛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出票日期：

2011

年
7

月
14

日， 汇票号
30300051 20118721

， 票面金额：

30

万元，出票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收款人为邢台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分公司，后经过背书转让，最后由
宁波风机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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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商工贸有限公司因丢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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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天津市玉成达钢管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25

日，汇票号
30300052 20031376

，票面
金额

10

万元，收款人天津市坤亨工贸有限公司，后经过背书转

让，最后由隆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持票人
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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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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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天津文化用品商贸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
农业银行天津和平支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汇票号
10300052 20280428

，票面金额
1000008

元，收款人
为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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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强宇自行车厂因丢失
11

张转帐支票， 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 票号

01291304

；

01291313.14.17.25

；

01477936.38.39

；

01477941.42

；

01477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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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襄阳南车电机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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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记载：票号为
3190005120138510

，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票
日期

2011

年
10

月
13

日，出票人安徽汇联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账号
1761201021000269208

， 收款人舒城诚信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账号

000000612003800000210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六安舒城
支行，付款单位徽商银行六安分行清算中心，背书人南阳防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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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
]

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鸿达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厦门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思明信用社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为
40200051 20759350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4

日，汇票
到期日为

2012

年
4

月
14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
人为中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厦门亿中信商贸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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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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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惠雅商场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支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该票据
记载：票据号码为 ，票面金额为

4

万元，出票人为佛
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海平洲支行， 持票人为佛山市南海区惠雅商场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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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同昌纸品有限公司因大同城支票

1

张（票据
号码

00824920

，金额
7892

元，出票人为清远市建益彩印有限公
司、支付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北门支行）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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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无
效。

[

广东
]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广生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为
40200051 21115033

，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27

日， 金额为
54000

元， 出票人为河北爱普医药药材有限
公司， 付款行为深泽县联社营业部， 收款人为石药集团河北
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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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深泽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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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31000051/20058428

， 金额
5

万元， 出票人为巩义市恒盛铝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河南广
泰铝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运营作
业中心， 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11

日， 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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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盛世万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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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31300052/20728476

， 金额
10

万元， 出
票人为安阳市恒河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为连云港澳邦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 出票日期

2011

年
8

月
12

日， 到期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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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宿迁经济开发区陈辉建材经营部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该票据
票号

31400051/20676987

，金额
30000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9

月
16

日，出票人张家港市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恩
凯福轴承厂，付款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 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行为无效。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龙湾沙城艾特夫烟酒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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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予公告。 该票据票
号

31400051/20669299

， 金额
500000

元， 出票日期
2011

年
7

月
6

日， 出票人张家港保税区荣恒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张家
港市天翔机械有限公司， 付款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 持票
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 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接受北京融富成科技有限公司和
北海融富海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发表公告如下：

2008

年到
2009

年间，部分人员以我委托人名义，在不具备
任何开发、销售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设定了“融富港湾（海湾）”

项目名称，对外签订所谓“内部认筹协议书”、“ 商品房买卖意向
书”等，收取所谓购房款项。 上述协议书、意向书等文件属无效
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为妥善处理上述遗留问题，律师已经接受委托，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

月
14

日、

2011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4

日两次集中办理了“购房款项”清退事宜。

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保护无辜受害者的权益，北京市致尚
律师事务所将依据委托最后一次集中办理上述款项的清退事宜。

申请清退购房款项的人员， 应当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以
前，持“内部认筹协议书”、“内部认筹申请表”、“ 商品房买卖意
向书”、“内部认筹卡”、收款凭证、身份证件等资料到北京市致
尚律师事务所进行申报、核实和领取款项。

2011

年
12

月
11

日以后， 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
都将不再办理上述退款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
2011

年
11

月
9

日
附： 联系方式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601

电话
010 51266899

联系人龚晓菲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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