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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专 论

法 治 新 论

网络环境下司法公信的三维构建◇ 张智全

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法理思考

◇ 姚志坚

一、法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
的范畴

“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 ”林语
堂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洞识道出
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一
部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中国现代化

史， 是几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不断迈向
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历史经验已经表
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我们长期艰辛
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属性而言，现代
化的进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 缺乏法
治化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是
缺失了政治核心构件的现代化， 因而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法治化
构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另一维度，
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现
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

崛起又共同构筑了“中国梦”，在这个
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标

中，现代化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用“两个百年”的目标

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

景，目标更加具体明确。现代化的集结
号已经吹响，“中国梦” 逐渐勾勒得清
晰起来， 现代化也因此离我们越来越
近。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讨
论法院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是现实的、
必要的、紧迫的，而又是意蕴长远的。
法院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是司法
对现代化的积极响应， 是每个法院工
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今年4月，国
务院批准了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
规划》，要求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地区
五市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 城乡现代
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和
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
力将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导区、
现代产业集聚区、 城乡发展一体化先
行区、开放合作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
区和法治建设先导区， 走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符合苏南实际、体现时代特

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江苏省南京市作
为苏南地区的首位城市， 市委早就提出
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作目标。
“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区法院有条件
也有责任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做中
国法院现代化的先行者。 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于去年提出“现代化、服务型
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建设苏南现代化示
范区的规划不谋而合， 一方面体现了经
济社会现代化对法治的呼唤， 反映了现
代社会对平等、公正、公开司法服务的需
求，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院对现代化进
程的积极回应， 构建现代化法院的任务
也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二、 以法治思维指导现代服
务型法院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
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

家的理想模式， 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
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
院工作同样离不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

维， 法治原则同样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准
则， 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必
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 坚持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构建。 这是
因为在构建服务型法院过程中有太多的

可能、太多的诱惑导致我们迷失航向，违
背法治原则。 我们过去构建实践中的一
些偏颇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
偏袒一方的保驾护航、 实际是服务于局
部利益的服务大局、 满足不当诉求的信
访维稳，凡此种种，显然是对法治原则的
背离， 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法院
必须纠偏的。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最

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依法服务。所谓依
法服务， 就是要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
据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职责范围内的合

乎法律规定的司法职能和服务保障。 要
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赋
予的权限，严守法律的底线，才能获得人
民群众的认可和党委、政府的支持。而这
样严格依法服务的过程又是对法治原则

的最好诠释，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法
院宪法地位，增强全民法治意识，都是百
益无害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法治的确证。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还

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坚持执法
办案第一要务。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
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

一个个案件的处理、 一个个纠纷的解决
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 并由此衍生出司
法的被动、中立、公开等特征。因此，办好
每个案件、化解好每个矛盾纠纷，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是司法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
是司法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样式。
这是司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 是司法的
规律所在， 也是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
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讲政治、服
务大局， 最根本的就是要审理好自己手
中的案件。 我们务必树立执法办案是最
好服务的观念， 坚持以执法办案为基本
的和主要的服务方式。唯其如此，我们的
服务型法院建设才守住了法律底线，才
体现了司法规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
经得起法治思维的审视。

三、进一步彰显现代法院的服
务功能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当今世
界已进入到以自主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

时代， 司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和公众
关注的对象，司法者如何与时俱进，积极
回应公众关切，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
优化与社会和公众互动的效果也越来越

成为紧迫的议题。近些年来，法院为此做
了不少工作， 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
的努力。 以诉讼服务中心创设为代表的
便民利民举措正逐步显示出积极效应，
但诉讼难、 诉讼成本高仍然是公众的普
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数审判
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缺少对当事人应有的

关切和必要的指导帮助， 某些便民措施
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诉讼程序专业化、
技术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社会公众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 在诉讼
成为部分群众所不堪或不能的情况下，
很难有理由让其对司法做出正面的评

价。 我们在建设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
中有必要找准着力点， 要顺应时代的要
求和潮流，有针对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
作中的不足和难题， 进一步强化服务观

念，进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进
一步提升与社会沟通协调的工作水平，
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与公众渐行渐远的问

题，从而不断拉近群众与司法的距离，不
断提高社会和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满

意度。
笔者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二十世纪后

半叶以来， 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以简化诉
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 、促进民众接近
司法等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动向 ,把它
概括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
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尽管表述方式和
分析进路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这种改革
潮流或趋势。 所以，强调现代司法的服
务功能，并借此来排解传统司法给民众
造成的疏离感，让民众接近司法(正义)，
从而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无疑是现
代各国的司法共识。 从这个角度说，我
们现在讨论服务型法院建设，不仅一点
不老套 、一点不过时 ，反而是充满了现
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笔者主张把构
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不断

拉近民众与司法距离的举措上， 也正是
据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言以蔽之，
通过强化服务功能， 不断迈向法院现代
化。

有学者认为， 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正
遭遇着来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

力，这是中国法治的特殊精神处境。我们
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 同样
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 在南京这样东部
发达地区城市打造现代服务型法院更是

如此， 因为我们已经面对着以 “诉讼爆
炸、诉讼迟延”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诉讼
病”症状。 如果说前者是中国问题，后者
则是地方特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
识。但我们无需彷徨，因为这未尝不是我
们的历史机遇。 我们必须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前瞻未来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现

的现代性问题， 进而注意利用传统资源
中一些与后现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

(比如强调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以及调
解制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现
代化法院制度之间的耦合。显然，我们有
必要依托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现代化”的
现代化。 诚如是，这便是中国道路、南京
经验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司法公信力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
司法权威能否真正树立。 随着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 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优
势， 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中国的基本国
情和社情民意， 全面塑造了当今中国
的政治生态和执法环境， 越来越深刻
地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建设。

当前， 司法权威没有真正树立已
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种不尽人意的
现实语境， 面对网络环境给司法公信
建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现行
法制框架下， 积极强化人民法院司法
公信的三维构建， 对进一步树立司法
权威、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民主
与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首先， 要充分认识网络世界的广
泛性和集群性特点， 强化司法民意沟
通。只有充分尊重和回应民意，司法活
动才能真正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

可，司法公信力才能真正得以提升。在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应着眼

司法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要通过与网民
的在线交流、 开通博客和微博直接倾听
公众意见等形式， 第一时间及时汇集和
倾听社情民意。 尤其要从网民的 “牢骚
话”、“诉苦话” 甚至是骂声中捕捉民意，
认真对待他们对司法公正的切身感受。 在
此基础上，积极发挥网络的引导、交流和服
务功能，“面对面” 地回应网民关切的问题，
释疑解惑，充分满足其对司法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的行使，凝聚其对司法公信的价
值认同。近年来，河南、浙江等地不少法院通
过与网民的良性互动， 收到了公众了解
司法、认同司法的良好效果。

其次， 要充分认识网络世界的开放
性和高效性特点，强化司法公开工作。司
法公开是根治司法腐败、 提升司法公信
力的重要路径之一。 面对网络社会开放
性和高效性对司法公信力的挑战， 只有
完善网络环境下司法相关信息的公开

化、透明化，才能切实保障公民对司法的
知情权和表达权， 进而引导公众增强对
司法公正的信心。要针对网络的开放性、

交互性等特点， 坚持扬长避短、 为我所
用，实现立案、审理及执行等环节的逐步
公开。 实践证明， 借助网络推进司法公
开， 不仅可以全面掌握公众感知司法公
正的真实、及时之原始信息，而且还可以
强化司法主体与公众的互动， 建立起有
效的民意沟通，“聚合” 起正确认知司法
公正的强大正能量， 从而助推司法公信
建设实现良性发展。近年来，人民法院相
继推出了司法文书上网、 开通庭审直播
等制度，不但创新了司法公开的载体，而
且也有效促进了司法公正， 提升了司法
公信力。

再次， 要充分认识网络世界虚拟性
和夸大性特点，强化网络舆情应对。众所
周知， 网络舆情具有虚拟性和无限放大
的虚夸性等特点， 并呈现出周期越来越
短、燃点越来越低、规模越来越大、互动
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如果引导失范，势必
产生负面效应。 因此，要坚持抢占“制高
点”， 第一时间开展网上舆情应对工作，
第一时间发现敏感苗头、 落实事件处置

主体、发布准确信息、回应网上质疑，尽
量压缩小道消息和谣言传播的空间；要
坚持快速联动，齐抓共管，迅速了解事件
的真实情况，统筹指导舆论应对，并尽快
进行网下处置，消除炒作舆源，防治以讹
传讹的蔓延；要强化舆情监测预警，通过
实时监看舆情从中捕捉危机信息和苗头

性问题、加快舆情分析研判，为启动应急
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从而构建起完善的
网络舆情监管系统；要坚持交流合作，大
力强化司法机关与互联网管理部门、主
流网络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以便第一
时间了解舆情，掌握主动权，抓住有效时
机，遏制恶意炒作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等
负面舆情的蔓延；要坚持互动疏导，及时
组织力量，积极介入网上讨论，进行权威
评论，有针对性地进行情绪疏导，引导网
民理性地发表对司法公正的见解， 而不
是“一边倒”地进行“拍砖”、“吐槽”式的
情绪宣泄。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
主题征文公告

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一些严重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中央领
导同志对此高度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结合当前我
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治水平亟待提高的状况, 中央
综治办、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会决定
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为主
题举办大型系列活动, 促进我国未成
年人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推动有
关部门和责任主体全面严格落实法律

义务 ,宣传未成年人法律制度 ,引导广
大青少年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繁
荣未成年人法治研究。 大型系列活动
包括主题征文、制度创新事例征集、地
方调研、 中央部门座谈会、 高峰论坛
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
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全国妇联、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作为支持单位。

为了确保系列活动开展富有成

效，特举办“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
障”主题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投稿须知
1.字数在5000至10000字之间。 注

释体例采用页下注。 首页脚注写明作
者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码、通信地
址、邮编、E-mail地址。

2.征文请发至wcnrfz@163.com，电
子文档名称为作者姓名+论文标题。

3. 征文截止日期 ：2013年9月10
日。

二、选题指引
选题指引目录请登录 “中国长安

网 ”、“法制网 ”、 “中青网 ”、 “中国法院
网”、“正义网”、“中国法学会网”、“中国
法学创新网”等网站。建议作者针对但不
限于选题指引目录展开。

三、评审与奖励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

专家匿名评审。届时发布评审规则，经过初
评、复评、终评和学术不端检测，确定一、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论文，颁发荣誉证书。

2.邀请部分一 、二等奖作者出席拟
于今年11月份在京举办的 “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法治保障论坛”、 担任报告人，主
办单位提供交通、食宿费用。

3.根据组织有效稿件的情况 ，评选
出“优秀组织奖”单位若干名。

4.颁奖仪式在论坛开幕式上举行。

四、成果转化
获奖论文将公开结集出版。 对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 将报送中央有关部门供
决策参考。

组委会办公室： 北京市西四南大街兵马
司胡同63号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 邮编
100034。

联系人：肖志威
联 系 电 话 ：13581790425，66517773

(兼传真)。
网址：http://www.lawinnovation.com/

中央综治办

共青团中央

中国法学会

培育高尚人品 提升法官形象
◇ 谭 逖

近年来 ，各地法院对 “提升法官
形象 ”提得比较多 ，有些工作取得了
实效 ，而有些却剑走偏锋 ，结果适得
其反 ，群众不满意甚至反感 ，认为是
“只顾形象不讲实质 ”。 身为一线法
官，笔者对此感受颇深。 人品是形象
的内核与本源，形象是人品的外化与
延伸。 人品决定官品，法官品质决定
司法质量 ， 司法质量又影响法官形
象。 因此，培育高尚法官人品是提升
法官形象的决定因素。 笔者认为，在
培育高尚法官人品上应扎扎实实做

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深刻教育，提高人品。
人品有先天的因素，但主要是后

天的因素， 后天的因素主要靠教育。
教育要注重追求实效和创新方式，不
能热衷于开大会、学文件、做笔记、写
心得，那样只会滋长“文山会海”的形
式主义和华而不实的慵懒之风。应该
从方式上把上课式教育 、 探讨式教
育 、谈心式教育 、比赛式教育等结合
起来 ，从功能上把引导型教育 、提高
型教育、感化型教育、劝导型教育、警
醒型教育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教
育工作真正做到深入人心。要特别注
意防止把教育活动与业务工作当成

“两张皮 ”，应做到相互渗透 ，有机统
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二是要深入考察，鉴别人品。
识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

是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现象

往往纷繁复杂，人品往往良莠难分。 如
何才能实现对人品的深入考察与鉴别？
最关键的是要真正走好群众路线。 “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是真正
的老师”，对法官进行评判，群众最有发
言权。考察时应深入到法官的服务对象
即群众中去倾听民意，辩证地听听案发
地居民、村民及刑事案件被害人 、民事
案件胜败诉双方的意见，扎扎实实开展
案件回访。同时，要注意做到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透过现
象看本质，拨开云雾见青天，达到“不畏
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境界。

三是要深情重用，激发人品。
笔者在调研中总结出一套简单公

式 ：（1） 人品好+能力强→公正廉洁 ；
（2）人品差+能力强→极其腐败；（3）人
品好+能力差→平平庸庸；（4）人品差+
能力差→腐败无能 。 箭头后面的是结
果，也是形象。可见，人品对形象是定性
因素 ， 而能力对形象则主要是定量因
素。 鉴于此，把人品好兼能力强的法官
用到重要岗位是何等重要! 这样可以让
组织和领导省心，让广大群众放心，让直
接服务对象舒心，让公平竞争者安心，让
走歪门邪道者死心。同时，会对法官队伍
起到很强的风向标作用， 通过激发优秀
人品的魅力焕发队伍活力， 通过焕发队
伍活力提高队伍整体战斗力， 最终提高
司法产品质量，成功铸造良好形象。

（作者单位： 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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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军：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景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 本院对查封你所有的黑 BJ0999 号奇
瑞轿车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书，该车辆经
评估定价 38，000.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如对司法鉴定书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定于
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204 室选择拍卖机
构（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将进入拍
卖程序。

[黑龙江]克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作出(2013) 朝法特清算初字第
04726-1 号裁定书， 依法受理了北京适达天普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
因北京适达天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人员下落不明， 财产状况
无法查清，已构成无法清算，经清算组申请，本院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裁定终结北京适达天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程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朝英申请宣告廖国华死亡一案，经查：廖国华
（男，汉族，1940 年 6 月 14 日生）于 1997 年 7 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廖国华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

银行承兑汇票，于 2013 年 6 月 10 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受理并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3030005121010659，出票日

期为 2013 年 4 月 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9 日，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 出票人为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收
款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背书人为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山东方明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自公告之日至 2013 年 10 月 9 日，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判决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增城杰星服装辅料厂因遗失广州农村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沙 埔 支 行 的 支 票 号 码 为

3140443009998731，票面金额为 24542 元，出票人为广州市傲
凡服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州市增城杰星服装辅料厂 ，持
票人为申请人， 支付银行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沙埔支行的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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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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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诉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广东]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梅 州 泰 华 电 路 板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3020005322190719 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916000 元，出票人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
格力电器（芜湖）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珠海分行 ，出
票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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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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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蒋建民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

3130005126604119；出票日期：2012 年 12 月 3 日；出票人：惠阳
金利金印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惠州市金诺贸易有限
公司；付款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金额为
人民币：100000.00 元；汇票到期日：2013 年 6 月 3 日；最后被背
书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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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票

号为 30900053/25924989，面额为 20 万元整，出票人为武冈市
康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收款
人为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2 月 27 日。 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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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一百五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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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顶山市中通万博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号码为 30800053 93600015，票面金额为 9 万元整，出票
人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沙黎明液压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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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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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江宁市政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遗失江

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金证一份，股东账号
为 3201880101706000010393、 股金证号码 400006215、 金额为
6160000、企业代码为 72609453-6、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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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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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景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金证一份 ， 股东账号为
3201880101706000010424、 股金证号码 400006216、 金额为
6160000、企业代码为 78712790-1、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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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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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江苏紫金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金证一份 ， 股东账号为
3201880101706000010262、 股金证号码 400006214、 金额为
6160000、企业代码为 75688909X、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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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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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景山置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金证一份 ， 股东名称为南京景
山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账号为 3201880101706000009809、股金
证号码 400006209、金额为 6529600、企业代码为 74538967-
1、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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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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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股
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翅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股金证一份，股东账号为 3201880101702000164439、股金
证号码 400034383、股数为 246400、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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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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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祝瑶瑶（祝摇摇）申请宣告高霞叶（高侠叶）失踪
一案，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依法作出（2013）蓝民特字第
0000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高霞叶（高侠叶）失踪。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陕西]蓝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伟昊混凝土

有限公司遗失的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山支

行转账支票壹张（票据号码为 3140323100552558，出票人江苏
中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天元分公司， 收款人南京伟昊混
凝土有限公司， 出票行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山支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肆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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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作出（2013）江宁催字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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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立秀申请宣告李文兵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李文兵仍
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依法作出
（2013）皋西民初字第 18号判决书，宣告李文兵失踪。 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甘肃]皋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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