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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 如果一旦出现垄
断，最终受伤的是患者。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反垄
断行为的处罚，增加垄断企业的违法成本。如在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
疗器材有限公司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构成“垄
断”案件中，强生公司仅被判决赔偿50余万元。
这个数额强生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 难以起到
有效的惩罚作用。

———反垄断律师郝俊波说强力 “反垄断”，
消除“潜规则”。

厅官入户为何张口结舌

据报道，近日，东部某省一名厅长深入基层
调研，在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这位领导在问了
“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 等几个简单问题
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

一些地方官员，整天呆在机关里，平时根本
没有机会接触普通群众，既不了解他们的生活
现状，也不了解他们的现实诉求，慢慢地也就和
群众之间有了隔阂，甚至说和群众形成了两套
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面对群众的时候，除了
礼节性的寒暄几句，确实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可
聊，更别说深入地交流一番了。

官员面对百姓患上“失语症”的现象，其实
早已存在多年，只不过按照中央提出的走群众
路线的要求，一些常年不接触群众的官员，走入
基层调研，才把“失语症”问题之严重凸显出来。
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各地各级官员，领导干部
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不但要 “身
入”，更要“心入”，也就是要从心里关心百姓的
生活，关注百姓的疾苦；从心里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所求。

———苑广阔（广西桂林市旅游局法规科）

观点

声音 新媒体时代， 法官要做司法宣传者
诸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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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短评

法 官 之 声

扶贫“扶倒”扶贫官的警示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察机关， 近日

查处两起扶贫系列腐败案， 市县两级扶贫办官
员共计10人， 任职期间将贪污黑手伸向下拨的
扶贫项目资金，且涉案数额巨大。

毫无疑义，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国家投
放的扶贫资金， 对于扶贫工作的开展功不可
没 。 然而 ， 扶贫资金的管理却不尽如人意 。
由巴彦淖尔市检察机关查处的这两起扶贫系

列腐败案显示 ， 惠民生 、 得民心的扶贫资
金， 成了一些贪腐官员中饱私囊、 谋取暴富
的 “唐僧肉”。

随着这两起扶贫系列腐败案的揭开 ， 令
人瞠目的一幕幕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曰抱团
作案 。 案件线索呈放射状 ， 抓一个带一串 、
端一窝带一片。 检方短短一个月时间就立案
查处了巴彦淖尔市及五原县等8个两级 (市 、
县) 扶贫办的10名扶贫官员， 涉案总金额830
万元。 二曰吃拿卡要成显规则。 扶贫办手中
掌握着扶贫资金的划拨权， 于是一些人明码
标价进行吃拿卡要， 扶贫办层层吃 ， 各级官
员层层送， 甚至为了得到扶贫项目资金 ， 党
委开会， 集体研究行贿。 三曰虚列项目空手
套白狼。 一些地方政府层层落实如何套取扶
贫款项事宜……

扶贫领域的犯罪令人惊悚， 充分暴露出我
国扶贫制度失范的严重性。

首先，扶贫款流转缺乏透明度。扶贫款的流
动高度封闭，社会公众不知情，难监督。 正如一
位业内人士披露的， 扶贫项目可以给你也可以
给他，反正拨款、项目验收都是扶贫办说了算。
其次，对扶贫资金流转的审计和公示制度阙如。
扶贫资金的划拨多没有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依
然沿袭传统的层层下拨方式。在下发过程中，即
使遭遇层层截留、盘剥，也因缺乏相应的信息公
开，而无从查起。第三，“以小搏大”的思维作祟。
鉴于目前国家扶贫款的无偿性质， 很多地方和
单位均将其视为免费午餐不拿白不拿。 因此往
往满足于拿到就行， 哪怕支付相当比例的 “费
用”，也认为是以小搏大，在所不惜。 其结果，就
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分肥。

笔者这里想说的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只有确保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遏
制扶贫领域腐败的发生。

———陈 默（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为法治中国贡献青春
向 前

青年法官是法院的未来， 要坚定政治信
仰， 沉心静气， 实干苦干， 为实现法治中国
贡献青春。

三省吾身才能不断成长。 汤之 《盘铭》
曰：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离权力越
近的地方越需要道德， 离法律越近的地方越需
要良知。 青年法官要时时提醒自己、 思考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否妥当： 对待当事人的态度是否
谦和有礼， 是否坚守了法律的底线， 承办的案
子对当事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社会效果

……法律在更多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术规范的运
用， 同样也是良知的考验， 因此， 要处处反
省， 才能不断成长、 强大。

个人自律是青年法官成长的必修课 。
《中庸》 说：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
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
子慎其独也。” 一个人独处， 在无人看见的地
方要警惕谨慎， 在无人听到的时候要格外戒
惧。 青年法官工作时间不长， 由于物质条件
的限制， 客观上来说容易受到外界的不正当
诱惑。 所以在独处的时候更应严格要求自己，
防微杜渐。

让事业成于坚忍。 《大学》 说： “知止
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
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就是要做最好的自
己， 使自己止于最美的舞台， 同时知道自己
所处的位置， 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定位。 作为
法官， 当你穿上法袍的那一天起， 就该知道
固守清贫是对自己的要求， 捍卫法律尊严，
保障人民人身财产安全是自己的使命。 事业
成于坚忍， 毁于浮躁。 身处平凡的岗位， 只
要勤勤恳恳、 锲而不舍， 就会成就不平凡的
业绩， 就会绽放耀眼的人生光彩。 青年法官
的成长尤其需要沉淀， 宁静才能致远， 厚积
才能薄发。

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子曰： “逝
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青年法官要发扬只争
朝夕、 不舍昼夜的精神， 把学习作为一种责
任、 一种追求、 一种境界、 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过硬的专业知识， 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同时要向身边的优秀法官、 审判专家学习，
提高综合素质， 努力成为 “专家型、 复合型
人才”。 还要向案件本身学习， 不断提高应对
复杂局面、 处理疑难问题的自信心。

（作者单位：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历来以职业裁判者身份出现，主要职能是惩罚犯
罪和定分止争。但在新媒体盛行和司法公开的双重语境下，法官主持的以
庭审为核心的司法活动具有了司法宣传的功能外延， 而作为司法权最重
要的施行者———法官，也被赋予司法宣传者这一新身份。

在今年 5 月召开的全国法院新
闻宣传工作会议上 ， 周强院长指
出 ， 新媒体时代 ， 要突出工作重
点， 创新传播形式， 切实提高人民
法院新闻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 要将司法公开与司法宣传紧密
结合， 通过司法公开不断回应公众
关切，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提升
司法公信。

传统媒体时代， 案件通常要等
到判决生效后， 再由法院专职宣传
人员和大众媒体介入宣传， 法院宣
传案件的自主选择性强。 案件当事
人对舆情的影响要通过传统媒体的

推波助澜才能完成， 酝酿周期相对
较长。 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阶段， 正
值社会转型时期， 新类型案件、 疑
难复杂案件增多， 当事双方矛盾冲
突尖锐， 案件审理难度大， 法官在
审判业务和司法作风方面稍有不

慎， 便可能被当事人点燃舆情。 由
此， 不管是正面宣传报道还是负面
舆情应对， 司法宣传的起点已直接
跃至审判乃至立案环节， 而这些环
节的主体———法官， 便不可避免地
要参与到司法宣传工作中来。 从这
个角度来讲 ， 法官处理案件的过
程， 同时也是司法宣传的过程， 因
此， 在司法实践中， 广大法官实际
上同时履行案件裁判和司法宣传的

双重职责。
新媒体时代，法官的审判活动

走入民众视野，审判过程就是对特

定人群进行司法宣传的过程。 新媒体
迅猛发展的语境下，几乎人人掌握信
息生产和发布权，人人都成为潜在的
舆论领袖，所以法官审判活动面对的
当事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

当事人，而是一个个潜在的信息发布
平台和舆情引发点。 案件当事人及利
害关系人成为司法宣传第一受众，其
诉讼参与过程即是司法公正见证和

感知过程。 倘若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
不满，往往会利用微博等自媒体在审
判的任何一个环节第一时间发布信

息，制造舆论。 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多，却是舆情
源头，他们的 “民意 ”虽是 “小范围的
民意”，却是与本案“联系最密切的民
意”，在可信度的选择上，公众必然会
有所倾向，其他知名媒体和影响力人
物的介入和“被借助”，往往使得舆情
迅速扩散升温 ，从而引发 “大范围的
民意”，或影响司法审判 ,或破坏司法
公信，甚至还会对我们法官带来严重
的身心伤害。 所以法官在处理个案过
程中，不能忽视与每一位当事人的良
性沟通，他们既是法官化解矛盾纠纷
的对象，更是法官身体力行进行司法
宣传的对象。

在司法公开的当下， 法官的审判

活动主动走入民众视野， 审判过程就
是对不特定大众甚至全社会进行司法

宣传的过程。 在 7 月初召开的全国高
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 周强院长再次
强调司法公开， 要求各级法院不仅要
敞开大门， 还要创造利用好多元的司
法公开载体； 不仅要公开庭审过程和
结果， 还要公开裁判依据和理由； 不
仅要公开审理案件， 还要公开其他审
务工作。 依法公开、 主动公开、 全程
公开， 让司法审判进入一个透明化、
阳光化的时代， 这将极大压缩谣言和
误会产生的时间和空间， 相信一次次
的 “有目共睹” 会带来更多 “众口一
词”， 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的共鸣
和公正客观的评价。

如果把庭审和裁判文书在互联网

等新媒体上充分展示， 法官业务能力
和司法作风置于不特定大众审视的眼

光下 ， 我们的法官准备好了吗 ？ 北
京、 上海、 广东、 河南等法院已做了
积极探索， 网络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
上网正成为这些法院司法公开的一种

常态。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则专设司法公开窗口， 把辖区每天庭
审案件的视频即时选看和回拨点看遥

控器交给群众， 把公平正义的感知机
会和渠道主动创造给了民众。 展示自

信、 积累公信， 这需要勇气和决心。
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最好的司

法宣传， 相信， 只要我们长期坚持，
必然会带来司法公信的提升。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要更好地进

行司法宣传 ， 还需在案件庭审和裁
判文书等审判核心元素中 ， 有意识
增加新闻传播的色彩 ， 符合新闻传
播规律， 才能实现最优的传播效果。
比如在庭审中可以有意识的强化本

案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 ， 因地制宜
开展以案释法 ； 刑事案件审理中 ，
有意识增加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

绪所带来的得失分析 ； 民商事案件
审理中 ， 关于商业诚信和守法经营
等问题能多一些说理 ； 在裁判文书
中 ， 能根据实际案情带来的警示和
启示适当融入司法建议 ， 让民众通
过阅读裁判文书不仅了解该案情况，
也能对生活中类似问题和行为增加

有益的参考指引和规则防范 。 通过
这些新功能的延伸 ， 可以使每一个
看似事不关己的案件增加与受众生

活上的关联性 、 情感上的接近性以
及对未来行为的可预期性 。 这样的
司法公开 ， 才不流于形式 ， 才广接
地气， 老百姓才愿意接受。

（作者单位：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

如何惩治“十包烟之腐”
孙春牛

日前，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起诉一名香港
公共屋■互助委员会前主席， 因其涉嫌借一
名保安人员的工作岗位调配之机， 收受十包
香烟。

因为区区十包烟 ， 涉嫌犯罪被起诉 ，
甚至将来可能还会面临失去公职 、 锒铛入
狱的处罚， 这让一些国人感到惋惜 、 感到
很冤 。 也许有人会认为 ， 如此小题大做 、
兴师动众， 耗费司法资源 ， 没有必要 。 但
笔者认为， 香港廉政公署既然决定依法起
诉他 ， 想必这十包烟也许本身价值不菲 。
退一步说， 即使这十包烟的价值不大 ， 廉
政公署此举， 显示的是打击贪腐的恒心和
贯彻法治的决心。 所以， 如此 “小题大做”
很有必要。

小贪和大贪， 贪的数量不同， 但实质相
同， 性质相同， 对风气的危害相同。 并且，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 大多数官员的贪腐之路
皆是从小腐、 小贪开始， 以至于到最后一发
不可收拾。 正是基于此， 我们才要 “苍蝇”
和 “老虎” 一起打， 要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 类似 “十包烟之腐” 的 “苍蝇”，
腐蚀了公务人员的肌体， 损害了政府机关的
形象， 必须要打， 狠狠地打。

（作者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记者 4 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 全民阅读立法
已列入 2013 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 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
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目前， 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
作小组已草拟了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初稿。

立法推动全民读书，必须的
刘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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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的出台对于培养社会阅读风尚无疑具

有重要作用，但是如何变“要我读”为
“我要读”，将读书“活动”变成持续性
的日常“生活”，变成像吃饭、睡觉一样
自然而然的习惯， 让读书在人们的生
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让读书成
为每个人的“刚性需求”，还需要其他
方面工作的跟进，否则，仅靠立法救不
了“丢掉”的书。

在宣传上，要让“书生”的形象好
起来。由于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百无一
用是书生 ”、“文弱书生 ”、“穷书生 ”、
“酸秀才”等贬低读书人的短语，这些
说法固化了人们对读书人的认识，现
实生活中也常用“书生气”来形容一些
不知变通的人， 还有体力劳动者因读
书被讥为“文不文、武不武”的，这说明
国人对读书人的偏见之深， 观念的改
变之难。 要通过各种评选、宣传活动，
大力树立读书人的正面形象， 大力宣
扬通过读书改善生活、 改变命运的优
秀事迹， 让大家都认识到读书是通往
更广阔天地的窗口， 认识到阅读能力
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硬通货”。 让读书
光荣、学习美好成为大家的共识，让每

个人都羡慕读书人、争当读书人。
在引导上，要让购书的指引多起来。

让人懂得应该阅读只是第一步， 还要教
人如何买书。 现在各种媒体教人如何理
财、 如何烹饪、 如何插花之类的栏目很
多，很多电子、汽车产品的厂商也经常召
开新品发布会， 让大家充分了解新品的
新功能、新特点。 但是有关如何购书、如
何选书的节目则可以说是空白， 专业的
书评人极少， 能作为购书指引的高水平
书评也不多。 很多人能够分清真钱与假
币，但是对盗版与正版书却不会区分，对
于区分古籍的不同注译本、 外文书籍的
不同中译本则几乎没有概念。因此，国人
买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很大
一部分是跟风阅读， 还有很多人是因为
看了某场电影觉得意犹未尽而去买原

著。出版社和媒体要加大对购书的指导，
让大家知道该如何选书，该选什么书，让
大家都掌握辨书、选书的技能，让大家知
道很多书买了“就是值”。

在用人上， 要让学识的权重大起
来。 读书的吸引力大不大，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读书人到底过得好不好。要通过
完善更加科学的就业评价体系，让爱读
书、会读书的人找到更好的饭碗；要通
过健全更加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让坚
持读书、持续充电的人能有更好的施展
才华的舞台， 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
度，让知识型人才过上更好的生活。

只有上述工作做到位了， 才会让
民众在考虑是否要换“苹果五代”的时
候，去多买几本书，让书成为民众的刚
性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
省委员会）

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率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

力的强弱，以及全社会的总体文明
程度和创造能力。 许多国家都把全
民阅读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措

施，通过国家行为、法律行为鼓励、
倡导全民阅读。 如美国，几乎每一
位总统都提倡阅读，阅读推广俨然
是美国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早
在 1998 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阅
读卓越法》， 并在中小学教育法第
二章中加入有关阅读方面的条文。
以法律的形式规范、 引导阅读，这
是史无前例的。 与之配套，美国联
邦政府的教育经费连年提升了

40%。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
中还决定增加联邦政府用于儿童

早期教育的财政拨款。 根据美国政
府财政预算 ， 美国教育部将资助
“阅读是根本”非营利组织和“写作
工程”在提高全美读写能力方面所
开展的各种活动。

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

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
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 一个不
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不读
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许多国
家都把阅读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用尽各种办法推动全民阅读。 在新
加坡，医院会教新生儿父母“如何读
书给婴儿听”。 这是新加坡政府的
“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运动。日
本参众两院还通过立法———《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规
定读书活动的理念，明确国家、地区
和公共团体在读书活动中的责任。

日本文部科学省定的 “日本中小学
生读书活动计划”，即是全方位的指
导大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 旨在通
过阅读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早在 1972 年，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就号召“走向阅读
社会 ”；1995 年 ， 又把塞万提斯
（1616 年） 的逝世之日和莎士比亚
（1564－1616）的诞辰和逝世之日（4
月 23 日）定为“世界读书日”。 研究
表明 ，有什么样的阅读环境 ，就有
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从知识获取力
量 ，从经典汲取智慧 ，从文明启迪
创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
间的竞争，除了 GDP 之外，越来越
多的表现为科技进步、知识创新能
力的竞争。 但是，与国际社会尤其
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无论在人均
阅读数量、阅读习惯还是在阅读设
施及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

距，这将严重制约我国文化国际竞
争力的增强。

通过立法， 规范和保障全民阅
读，这个必须有。

（作者系河南省南阳市法律职
员）

立法救不了“丢掉”的书
甘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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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新鸿基瑞程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银行汇票一

张，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年 7月 12日，票
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10200044 20002812，金额为 200000 元，出
票人为申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内蒙古诚信招标代
理有限责任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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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中嘉博锐科技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08060588、票面金额无、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
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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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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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因转账
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 票号 1040113007982064、 票面金额
3120 元、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
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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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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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瑞普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
票据记载：票号 1050113009404456、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票人
北京铂豪精材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同申请
人、签发日期 2013 年 7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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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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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拉萨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因转账支票丢失，该
票据记载：票号 09248892、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申请人、持
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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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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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遵化市大老峪九鑫采石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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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天津市天重江天重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8 日 ;汇票号为 31300052 21714068;票面金额为
100 万元;出票银行为哈尔滨银行天津和平支行;收款人为天津
市共赢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后经过背书转让，最后由河北
津西钢铁集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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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抚州致远工贸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该票据记载：票号 3010005121863087，
票面金额 60000 元整，出票日 2013 年 3 月 27 日，到期日 2013
年 9月 27 日，付款行为芜湖交行，出票人博耐尔汽车电气系统
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德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背书依次转
让给让海帅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抚州致远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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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现已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 该票据记载 ： 票据号码 3010005122029430， 票面金额
20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2年 9月 6日，出票人新野县立兴棉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南嘉达棉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
行南阳分行。 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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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盐城天际建安集团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3563290，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浩锋织造有限公
司，出票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收款人吴江市兴天豪
纺织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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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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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盐城天际建安集团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3569774， 票面金额 100000 元， 出票人吴江市恒杰化纤纺织
厂，出票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收款人吴江市明晓织
造有限公司， 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14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2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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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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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亚飞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因其所持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东安支行的银行汇票遗失， 票号 10500043
20057969，票面金额 80000元，出票人江苏亚飞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收款人海南省电力物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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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亚飞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因其所持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东安支行的银行汇票遗失， 票号 10500043
20057970，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江苏亚飞电线电缆有限
公司，收款人海南省电力物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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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上海亿盈工业控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 32000051 20961857，票面金额 26000 元，出票人扬
州市白鹭塑料工艺厂， 收款人扬州天鹰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13 日， 出票行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集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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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迪冉郸城制药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清算中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30900053
25104135， 票面金额柒仟伍佰圆整， 出票日期 2013 年 6 月 24
日，出票人国药控股徐州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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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福瑞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因财务人员保管不善，
不慎将开户行乌市商行长江路支行票号为 GB/01-02619572，金额
200000元，出票日期 2009年 12月 22日，出票人为乌鲁木齐春雷
工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浙江海利士电器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丢失。 申请人上海福瑞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予以受理，现在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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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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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开户银
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兵团分行乌鲁木齐城西支行营业处；账
号：30705601040004288；票号为 1030005224386156；出票人为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款人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
有限公司；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27 日。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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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龙湾金泰鞋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号码为 10400052 22933860，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3年 06月 18日，汇票到期日 2013年 12月 18日，出票人浙
江东日进出口有限公司， 收款人温州市龙湾金泰鞋业有限公
司， 出票行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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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受理了申请人郑州优尼特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826395、
面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 出票人为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海安县合力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7日）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依法
作出（2013）崇催字第 002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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