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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6

井冈山大学教师学术造假探源

亿

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字显示，
截至2009 年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为186580658 辆。 其中， 汽车
托车94530658 辆，
， 摩
76193055 辆
挂车1201519 辆， 上道路行驶的拖
拉机14633456 辆， 其他机动车
国机动车驾驶人为
。 全
21970 辆
中汽车驾驶人为
， 其
199765889 人
。
138203911 人
750

井冈山大学日前对两名在国际学
术期刊学术造假的教师开除公职、 开
除党籍。 但是， 这一事件并未因为学
校快速坚决、 果断严厉的处理而结
束。 两名教师疯狂发表造假文章的动
机是什么？ 这种肆无忌惮的造假行为
为何未被学校及时发现？ 高校学术不
端行为为何屡禁不止？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日前赴井冈山大学进行了调查。

亿

地认真贯彻《 彩
， 各
2009 年
票管理条例》， 坚持安全运行、 健
康发展的方针， 年发行福利彩票达
到750 亿元， 筹集福彩公益金240
亿元。 对福彩公益金、 发行费加强
管理、 严格规程， 确保了资金安
全。
150

SCI

际学术
， 国
2009 年
12 月
19 日
期刊《 晶体学报》 官方网站发表社
论， 认为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
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从2006 年
到2008 年在这一刊物发表的70 篇论
文存在造假现象， 并作出一次性撤销
的决定。
体学报》 属于SCI 收录的
《晶
国际学术期刊。 这篇社论一公布立即
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知名学术打
假人方舟子介绍说， SCI 是“ 科学引
文索引” 的英文缩写， 是美国科学家
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 收
录发表在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论文的
相互引用情况。
获知两名教师涉嫌学术造假的消
息后，井冈山大学立即对两名当事人予
以停职调查，并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调查组成员、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院长方小牛告诉记者， 调查发
现， 《晶体学报》 反映的情况基本属
实， 但所涉及的70 篇文章系钟华一
人所为， 其中29 篇以刘涛为第一作
者的文章也是钟华代写的。
调查组介绍， 两位当事人的爱人
是同乡，平时两家联系密切，一次偶然
的机会， 钟华的爱人向刘涛的爱人表
示可以让钟华帮刘涛发表SCI 论文。
在得到刘涛的认可后， 钟华炮制的29
篇署名“刘涛”的论文陆续发表。
方小牛说， 调查组专家分析了钟
华发表在《 晶体学报， E 辑》 的文
章， 认为存在三种情况： 一类是伪
造、 篡改实验数据； 一类是学术不严
谨、 记录不准确造成的错误； 还有一
类文章实验数据是真实的。

万

国社会事务管理
， 我
2009 年
服务进一步规范。 各民政部门扎实
推进救助管理机构规范化， 全年机
构救助和街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人次。
150 万
93

短短两年疯狂炮制70 篇
论文

人

年， 围绕公安机关查禁
违法活动、 侦办刑事案件、 变更强
制措施， 重庆检察机关立案、 逮
捕、 起诉， 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等
司法权运行关键环节， 重庆先后查
办涉嫌受贿、 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
的司法人员达93 人。
2009

人 物

刘胜强
晚， 广东省深
2010 年
1月
3日
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胜强
与亲家陈某某在深圳市凯宾斯基酒
店海珠城美食会酒楼为子女举行婚
宴， 原定设90 桌酒席， 后增加至
晚婚宴连同服务费等其
， 当
108 席
他费用共计人民币492598 元，此费
用由亲家陈某某直接转账支付， 婚
宴所收礼金36000 元由男方收取。
深圳市公安局认为， 刘胜强为
其女举办大型婚宴， 虽未发现有借
机敛财及其他涉嫌违纪的问题， 但
已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其行为
违反了有关规定。 深圳市公安局有
关部门责成刘胜强作出检查， 就嫁
女设宴情况向机场公安分局党委做
书面报告。 由机场公安分局责成4
名驾驶公务行政车辆参加婚宴的民
警作出检讨，并予以批评教育、进行
整改， 民警所使用车辆按相关规定
补交费用。

学术造假屡禁不绝， 引人深思。 宋嵩制作
冈山大学学术委
， 井
12 月
28 日
员会认定钟华、 刘涛的学术造假事
实， 分别属于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
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中列
举的“伪造或篡改数据” “侵吞他人
学术成果” “未参加创作， 在他人学
术成果上署名” 和“ 未经他人许可，
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等学术不端行为
类型， 情节特别严重， 影响特别恶
劣。
根据相关规定， 井冈山大学决定
对钟华和刘涛作出“撤销造假学术成
果、 追回奖金、 解聘专业技术职务、
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等” 严厉处罚。

疯狂学术造假的背后

井冈山大学认为， 两名教师丧失
起码的学术道德是发生这起学术造假
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据调查组介绍， 钟华和刘涛是学
校分别于2004 年、 2006 年引进的硕
士， 2009 年12 月15 日， 钟华获得
高等学校副教授专业技术资格， 学校

没聘其为副教授， 目前两人的所聘职务
均为讲师， 科研任务都不重。
调查组成员、 井冈山大学工学院院
长肖冠云说， 发生这样的学术造假事
件， 是年轻教师名利思想作怪。 作为年
轻教师， 钟华和刘涛过于重视名利， 导
致道德沦陷， 丧失了高校教师应有的自
律、 诚信的品质和严谨的科研态度。
据调查组介绍， 在被问及为何发这
么多文章的问题时， 钟华的解释是， 自
己发现篡改数据能通过《 晶体学报， E
辑》 的自动检测程序， 于是一发不可收
拾， 疯狂地伪造、 篡改数据。 但校方以
经办人出差为由未向记者提供调查组的
原始记录和钟华、 刘涛本人的情况说
明。 调查组认为钟华如此造假是因为失
去了理智， “走火入魔” 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井冈山大学校
长张泰城强调， 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涵
就是实事求是，学校对学术造假、篡改数
据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 钟华和刘涛两
名教师学术造假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但记者调查发现， 这起学术造假的

“问题桥” 频现的背后

原因并非仅限于此。 据2006 年1 月1
日起执行的《 井冈山学院科研工作奖
励办法（试行）》 （2007 年井冈山学院
更名为井冈山大学）， 凡被SCI 收录的
学术论文每篇奖励5000 元， 同时附加
奖励1000 元（含网络版）。
记者在一份被井冈山大学认定为
公示版的《 2007 年论文奖励汇总表》
上看到， 钟华和刘涛分别有39 篇和28
篇发表在《晶体学报， E 辑》 的文章上
榜。 按照井冈山大学的规定， 钟华和
刘涛分别可以获得19.5 万元和14 万元
的奖励。
对此， 井冈山大学副校长曾建平
解释说， 由于2007 年学校调整了奖励
方法， 钟华所有造假论文实际得到的
奖励只有3.2 万元。 而刘涛的专业是控
制理论和工程， 因论文内容不属于其
专业研究范围， 按学校规定未予奖励。
记者采取多种办法联系钟华、 刘
涛， 均没有成功。 他们到底获得了多
少奖励， 真正的动机一时无从得知，
但自井冈山大学调整论文奖励办法，
体学报， E 辑》 每篇文章又要收
《晶
元的费用后， 2008 年以来， 钟华
150 美
只在《 晶体学报， E 辑》 发表1 篇文
章。
一些高校教师认为， 这从一个侧
面说明， 钟华在《晶体学报， E 辑》 疯
狂炮制论文， “ 就是奔钱和名去的” 。
倘若没有学校高额的奖励制度的存在，
两位当事人的学术造假行为或许不至
于如此疯狂。
高校鼓励学术研究， 奖励科研成
果， 无疑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项制
度为何会成为学术不端者进行学术造
假的诱因呢？ 记者调查发现， 如今，
一些高校纷纷把SCI 引入科研评价体
系， 将其与职称评定、 科研经费、 职
务晋升等挂钩， 论文被SCI 转载的越
多， 成就越大。
业内人士坦言， 刘涛作为控制理
论和工程专业的教师， 与化工领域的
科研根本沾不上边， 却一年内发表了
近30 篇晶体结构的文章。 对于这种异
常现象， 井冈山大学学术委员会众多
资深专家竟然一路绿灯， 个中缘由值
新华社）
得深思。
（据

当学术研究
成为赚钱工具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学院主管科研的
副院长邹勇文说， 一些高校为追求大学
排名，提高学校知名度，单纯追求论文数
量， 唯“SCI” 是从， 纷纷出台重奖措施，
这些做法客观上诱使一些学术素养不高
的教师急功近利，走向极端。
由于《晶体学报，E辑》刊物被SCI 收
录， 论文发表后还可以获得数额不等的
奖金，因此，这份刊物迅速成了国内一些
高校教师学术研究投机取巧的“终南捷
径”。2009年12月19日，《晶体学报，E辑》
发表钟华、刘涛学术造假的社论后，方舟
子专门进行了一次检索，结果发现，这期
刊物290 篇文章， 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
就达到134篇。
方舟子说，现在高校“研而优则仕”，
行政化趋向明显。 发表论文多，就代表学
术成就大，自然得到奖励多，职称晋升快，
提拔重用的机会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
高校教师不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现象层
出不穷， 由此还衍生出购买者-中介-枪
手-出版机构等一条龙的“产业链”。
张泰城表示， 井冈山大学将认真吸
取钟华、刘涛学术造假事件的教训，进一
步加大对师生的学术规范教育， 对科研
工作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杜绝学术不
端行为再次发生。
江西省人大常委、资深学者温锐说，
这一学术造假事件给一些高校浮躁的学
术研究氛围再次敲响了警钟。 井冈山大
学学术打假的态度值得肯定， 但学术造
假并非个别，如果没有科学的考评体制，
高校学术研究不端行为就难以从根本上
杜绝。
专家认为， 当前国内一些高校办学
纷纷走研究型大学之路，这本无可厚非，
但有的高校片面追求论文数量， 特别是
文的数量， 偏离了高校“ 教书育
SCI 论
人” 这一基本要求， 这种做法亟待修正。
同时加强教师品德修养、提高师德水准，
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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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刚刚在全国人大常 计部门，如果工程监理有问题，由于徇
“豆
”工
邹伟蔡玉高
如何？ 记者就此询问昆明市政府副秘书 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把关不严； 设计 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新增规定： 私而没有进行正常的监理， 也要承担
“广
告客户认为, 有传播效应
的报纸就是好的报纸。 因此, 广告
长和丽川时， 他表示， 安监部门的调查 单位对桥梁栏杆设计考虑不细； 相关管 “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 责任。
从南京的“桥粘粘” 到上海的“桥 结论还没有出来， 网上流传的所谓“原 理单位在建设、 验收过程中管理不严。
多的报纸就是好的报纸。 本报总编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建设单位与施工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土木
上海河南路桥事故， 也暴露出这一 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 建设单位、 施 工程系教授陈肇元坦言， 一个“豆腐
辑说: 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 塞塞”， 再到昆明的“桥垮垮”， 在2010 因” 只是猜测， 缺乏根据。
年元旦前后近一个月内， 一些地方“问
建设中的昆明新机场规划总投资 领域许多共性问题。 “施工人员不按图 工单位赔偿后， 有其他责任人的， 有 渣” 工程的成因往往是复杂的， 除了
报纸。”
东清远日报总编辑潘伟 题桥” 事件频发。 人们质疑， 这些吞噬 230 亿元， 如此大的项目， 应该有严格 纸施工， 严重违规作业， 现场监管中存 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
—— 广
技术因素， 还可能存在开发商违规招
在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新年献词引 无辜生命、 损害政府形象的“ 豆腐渣” 的工程设计、 施工、 管理和监理体系。 在严重漏洞， 教训深刻。” 章曾焕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 标、 层层转包等问题， 甚至还有官商
工程监理被认为是确保质量最重要 任贾东明表示，按照新增的这一规定， 勾结、 非法牟利的种种“ 黑幕”。 我
发了争论， 媒体学者展江表示这句 工程， 为何频频发生？ 它们是如何闯过 但1月5日记者采访张美兰等多名受伤工
话太雷人了， “用马克思的话， 报 一道道监管门槛的？ 今后如何防止“问 人时， 均表示“施工前， 我们没有接受 的一道防线， 应贯穿工程建设始终， 却 如果一个住宅小区内的楼房倒塌造成 国建筑物设计规范规定的安全性与耐
过相关培训。” 一些工人坦言， 他们半 为何成了形同虚设的“ 筛子”？ 业内人 人员伤亡和损失， 开发商作为建设单 久性设置水准要求偏低， 也是原因之
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 题桥” 事件再次发生？
昆明新机场配套引桥垮塌事故发生 年前才来到机场建设工地， 之前没接触 士向记者透露， “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安 位，建筑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应承担连 一。
者。 我们政府要求政治家办报也提
全投入大幅缩水， 安全管理人员待遇和 带责任。
倡监督， 没有让不惹麻烦。 任何时 后， 有关部门至今未作出解释， 导致公 过大工程。
有关专家呼吁， 防止“ 豆腐渣” 工
气”
南京的“桥粘粘” 事件的发生， 同 地位低下， 导致一些建筑工程的监理环
—— 天
候都不能抹杀了报纸舆论监督的职 众对事故原因产生多种猜测—“
们还规定了，如果有其他责任 程需要多方联动。“法律毕竟只是最后
“我
说、 “ 赶工期” 说、 脚手架“ 偷工减 样让人们看到事故隐患无处不在。 南京 节成了摆设， 事故怎能不高发？”
能。”
人的， 在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赔偿之 一道防线，而生命只有一次。 ”
料” 说、 “不按图纸施工” 说等等。
市建委在对汉中门大桥栏杆立柱开裂事
新华社）
（据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
面金额：25000 元，出票日期：2009 年12 月11 日，收款人： 票到期日为2010 年4 月14 日， 出票人为诸城市曙光车桥
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无， 背书人： 未填写），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诸城市奇工机械有限公司，票面金
申请人浙江华电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汇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额为50000.00 元，经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营口圣泉高科
票（ 用户名称浙江华电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汇票支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材料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付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杭州高新支行， 银行汇票
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２０10 年1 月11 日（总第4512 期）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浙
票面金额为贰万元整，出票日期2009 年 申请人浙江省乐清树脂厂因遗失一份中国农业
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00292864， 其
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浙
，持
票人浙江华电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出票 银行商业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为2009 年7 月24 行为无效。
10 月
20 日
申请人北京宏龙红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转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申请人如东南兴织布厂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 帐支票1 张（出票人：北京佳美佳鞋业有限公司，持票人： 的行为无效。
人浙江华电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国电物资集团 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0 年2 月1 日、 发票号码为
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山
有限公司山东物资配送中心）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06377923、 票面金额为2000 元、出票人为华仪电气股 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北京宏龙红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申请人烟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通达电器开关厂、付款行为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01209043、金额：20 万 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行， 出票人帐号： 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中国农业银行乐清支行营业中心），于2009 年12 月15 元、出票人：中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票行：华夏银行 0200011409006534078，票据号码：BE/02 48595602， 票面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G/O A/1 02514540 的中信银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北京和平门支行、收款人：上海紫光机械有限公司、持 金额：82600 元， 出票日期：2009 年12 月26 日， 收款人： 行文登支行，付款人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烟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票人：如东南兴织布厂、背书人：南通佳 纺织有限公 无， 背书人： 未填写），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09 年5 月20
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司、 出票日期：2009 年11 月16 日、 汇票到期日：2010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浙
申请人重庆市万州区亚联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因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年5 月15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该汇票号码GA/01 的行为无效。
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
票日期是2009 年11 月27 日， 出票金额 申请人绍兴红蜘蛛纺织绣品有限公司因银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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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41491 ， 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东]文登市人民法院
[山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
是100000 元，出票人慈溪市龙山镇大雁电机厂，帐号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古县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行GA/01
申请人烟台市牟平区盛达电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申请人简成明因丢失银行转帐支票1 张（ 出票 04608571 丢失， 票面金额20 万元， 出票人洛阳通泰农业 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
款人湖州市练市永恒电磁线厂，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汇票号码为GA/01
201000044495972 ， 收
帐号1105080801201000053151， 付款行慈溪合行龙 11112022、 金额为20000 元、 申请人为绍兴红蜘蛛纺 人： 北京黄村大自然办公用品商店， 持票人： 简成明， 机械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C/O B/1 03213832 的中国农
山支行， 行号402332501015， 背书人湖州市练市永恒 织绣品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绍兴恒信合行营业部、 收 付款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黄村支行兴城分理处，出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业银行文登市支行，付款人文登市威达机械有限公司，收款
电磁线厂，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款人为长乐东港纺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09 年8 票人帐号：0903010103000000073， 票据号码：G/0E/2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人文登市威达散热器材有限公司，后又背书给申请人，出票
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月5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27779153， 票面金额：3005 元， 出票日期：2009 年12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日期2009 年9 月21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利害关系
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月18 日， 收款人、 背书人： 未填写）， 向本院申请公示 权利的行为无效。
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河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行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 GA/01 04604250 丢失， 票面金额30 万元， 出票人洛阳鼎 利的行为无效。
东]文登市人民法院
[山
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浙
申请人新余市华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申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信御安药业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申请人江苏双宏化工有限公司所持由日照市农行东港
申请人宁波大榭开发区新纪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 区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票号CB/01
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该汇票号码GA/01 记载： 汇票号码为GA/01 04364728、 金额为200000
票日期是2009 年12 月29 日， 出票金额 元， 出票人为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中设 申请人北京德嘉惠龙不锈钢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00661617， 金额5 万元， 出票人为山东惠艺绣品有限公司，
03710384， 出
是50000 元， 出票人宁波杰欣纸制品有限公司， 帐号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为绍兴市商业银行城南支 转账支票1 张（出票人： 北京德嘉惠龙不锈钢有限公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收款人为日照钰恒绣品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自
201000059004031， 收款人为申请人， 帐号 行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司，持票人：北京德嘉惠龙不锈钢有限公司，付款行：北 申请人营口圣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款行慈合行龙山支行， 行号 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京农村商业银行黄村支行团河分理处， 出票人帐号： 票一张， 号码为GB/01 02580488， 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 依法缺席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7334110182600011874， 付
背书，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0903050103020003375，票据号码：GE/02 27813511，票 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签发日期为2009 年10 月14 日，汇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402332501015，未
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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