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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2004

年，河南省焦作市郭某因
做生意向河南省博爱县杨某和河南
省新乡县朱某各借款

20

万元。

2009

年
4

月，朱某向河南省新乡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郭某还款。

在法院审理期间， 三人私下商定郭
某偿还朱某

30

万元，朱某从法院领
回

30

万元执行款后， 付给杨某
15

万元，并约定若逾期不付款，违约金
为

5

万元。之后，朱某为杨某出具了
欠据， 并按照约定到新乡法院与郭
某调解结案。 但朱某领款后反悔，认
为其得款项

30

万元依据的是法院
调解书， 三人私下的债务转让协议
因显示公平而无效， 拒不向杨某付
款。 杨某遂向法院起诉朱某要求按
协议履行义务。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朱某向杨某付款

20

万元。朱某
不服提出上诉，

2010

年
1

月， 二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债务转让合同， 是当事人以合
同的形式将其应履行债务进行转
让， 接收转让者既可以是无偿接
收， 也可以是有偿接收。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规定， 当
事人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第八条规定， 依法成立

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本案
中的债务转让属于有偿转让， 朱某
并不是无偿接收了郭某的债务， 而
是郭某先行对朱某进行补偿后由朱
某代替自己向杨某清偿债务， 并约
定了违约责任。 但是收到款项后，

朱某考虑到自己对郭某的债权已经
有

20

万元， 加上利息、 讨债费用等
损失， 从债务人郭某处受偿

30

万元
并不为过， 如果再向杨某支付

15

万
元， 自己会有较大损失。 为了追回
前期放弃的权益， 其选择了反悔违
约， 这种行为既损害了另一方的利
益， 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在新乡法院的调解书上， 由于
杨某非该案当事人， 并未写明朱某
应向新债权人杨某付款， 朱某对自
己所得款项的理解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 当事人自行签订的协议同样
具有法律约束力， 各方也应当诚信
履行。 根据三方的约定， 郭某愿意
和朱某调解结案， 并多付朱某

10

万元款项的目的， 就是想把自己对
杨某的

15

万元的债务转移给朱某，

朱某收到郭某支付的
30

万元后，

应将其中的
15

万元付给杨某， 否
则将会面临

5

万元违约金的惩罚。

本案中， 三方签订的该债务转让协
议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也没有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
情形。 本案中三方当事人在特定的
情况下， 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债
务转让协议， 该协议体现了三方的
权利和义务， 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 朱某在享受权利后， 拒
绝承担义务， 认为该合同的显失公
平、 效力低于法院的调解书而拒绝
履行是违背法律规定的。

综上， 本案债务转让协议合法
有效， 朱某应按协议约定向杨某付
款。

（作者单位：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
法院）

本案债务转让

协议是否有效

◇

杨永康

一 案 一 议

利用网络视频组织淫秽表演的行为如何定罪

今 日 聚 焦

◇

朱和庆刘静坤
【各方观点】

【案情回放】

网络犯罪应注意辨析罪名并依法认定共同犯罪

【法官评析】

析 疑 断 案

◇

陈捷
民办幼儿园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认定

2008

年
9

月， 被告人郑立与被告
人戴泽焱商议合作建立视频聊天网
站， 并要求被告人刘峻松制作

FLASH

视频聊天软件。

11

月，三人共同建立
www.27by.com

、

www.ud99.com

视
频聊天网站。

12

月
10

日，被告单位重
庆市聚乐网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刘峻松）、 重庆彩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戴泽焱）、 重庆访问科
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立）签订
《视频聊天项目合作协议》， 约定由后
两个公司合作经营视频聊天网站，并
负责网站的日常运营及管理， 重庆市
聚乐网络有限公司负责视频聊天系统
的开发及持续维护更新， 并有权分享

自行推广全部收入的
65%

。 此后，郑
立、戴泽焱、刘峻松在原有网站

www.

27by.com

的基础上，又建立了
www.

love65.com

、

www.love31.com

、

www.56vn.com

等网站并进行推广，

上述网站均指向郑立管理的同一个后
台数据库。 被告人何佳、张戎（系重庆
访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分别负
责招募并管理专职、兼职女主播小姐。

网民在上述网站上注册成为会员后，

须充值
2

元进入聊天室与女主播聊
天，然后在网站上充值购买

K

币（虚拟
货币

1∶100

），按照女主播的要求用
K

币购买虚拟礼物， 根据虚拟礼物价值
的大小观看女主播不同程度的淫秽表
演。截至

2009

年
6

月，通过上述网站注
册用户记录达

5703830

条，进入聊天
室的网民向郑立、 戴泽焱在网站上提
供的银行账户汇款达

232320

笔，金
额达

14931089.39

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以组织淫秽表演
罪判处

3

个被告单位罚金
100

万元、

80

万元和
50

万元， 判处
5

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五年、五年六个月、五年、三年、二年
六个月，另对各被告人判处数额不等的
罚金刑。 宣判后，刘峻松、何佳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作出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按照
协议和分工， 建立多个视频聊天网站，

并组织人员通过上述视频聊天网站进行
淫秽表演， 通过网站注册会员在网站上
充值购买虚拟货币来谋取非法利益， 其
行为究竟构成何罪， 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的情形； 被告单位重庆市聚乐网络有限
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是否与其他被告单
位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 如果构成共
同犯罪，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在共同犯
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认定。 对上述争
议焦点， 有如下观点：

公诉方： 三被告单位通过签订《视
频聊天项目合作协议》， 由被告人张戎、

何佳负责招募女主播， 采取一对一收费
型聊天室形式在网络视频上多次进行淫
秽表演活动， 从中牟利， 且持续时间
长、 观看人数多、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被告人郑立、 戴泽焱、 刘峻松、 张戎、

何佳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 上述三被告单位和五被告人的行
为均已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 且情节严
重。

辩护方： 被告单位重庆市聚乐网络
有限公司辩称， 其在提供

FLASH

软件
时， 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 不构成共同
犯罪， 该公司客观上没有参与策划、 组
织等经营活动， 情节轻微， 不应以犯罪
论处； 被告人戴泽焱辩称， 其行为并未
达到组织淫秽表演罪中的情节严重情
形， 且系从犯； 被告人刘峻松、 张戎和
何佳均辩称系从犯。

一审法院：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
行为均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 且系情节
严重，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各被
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

且不宜区分主从犯。

二审法院： 上诉人刘峻松、 何佳
与原审被告人张立、 戴泽焱、 张戎及
原审三被告单位组织以牟利为目的，

按照协议和分工组织淫秽表演， 均构
成组织淫秽表演罪， 且系情节严重。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

且均系主犯。

1.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以牟利为目
的， 利用网络视频多次组织淫秽表演的
行为，依法应认定为组织淫秽表演罪，且
情节严重。

组织淫秽表演罪追究的是淫秽表演
组织者的刑事责任。 该罪的客观方面包
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组织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策划表演过程， 招募、 管理表演
者，提供表演场地和设备等行为，如果仅
仅进行淫秽表演，缺乏组织行为，不构成
该罪。二是淫秽表演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性交、手淫、口淫、诲淫性的裸体和脱衣
舞表演等关于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
的淫秽性表演行为，如果组织进行表演，

但表演的内容不包含淫秽性内容， 也不
构成该罪。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的是淫秽
物品传播者的刑事责任。 以牟利为目的
利用互联网、 移动通讯终端传播淫秽电
子信息，符合特定情形的，也以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 该罪的客观方面
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传播行为，二是
传播的对象为淫秽物品， 包括淫秽电子
信息。

组织淫秽表演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罪同属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但
两罪在主体和客观方面存在着本质差
异。 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关注点在于组织

行为和淫秽表演行为， 且追究的是淫秽
表演组织者的刑事责任， 而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的关注点则在于与淫秽物品相
关的传播行为， 且追究的是淫秽物品传
播者的刑事责任。

本案中， 三被告单位基于合作协议
设立视频聊天网站， 按照协议经营与管
理网站， 进行系统的开发和持续维护更
新，并提供固定办公场所和上网电脑；被
告人张戎、 何佳负责组织招募和管理女
主播， 并约定女主播的收入分配方式和
额度， 其行为显然属于分工明确的组织
行为； 各被告人招募的女主播利用一对
一收费型聊天室方式在网络视频上进行
各种内衣秀、脱衣秀、丝袜秀、自摸秀或
者用性玩具模拟性交动作等表演活动，

其行为显然属于淫秽表演。 故上述各被
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组织淫
秽表演罪。

通过网络视频组织淫秽表演，是网络
时代组织淫秽表演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

伴随着娱乐场所管理的规范化，传统类型
的组织淫秽表演犯罪很容易遭到查处，而
通过一对一收费型网络视频方式组织淫
秽表演， 仅针对网站付费会员提供服务，

由于表演者和观看者处于不同的场所和
空间，更加具有隐蔽性，因此颇受违法犯
罪分子的青睐。 无论是传统的现场面对面

式淫秽表演，还是借助网络媒体的视频面
对面式淫秽表演，均为淫秽表演的表现形
式，均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

通过网络视频组织淫秽表演，观看
者观看的实际上是表演者表演行为的
视频电子信息，因此，有观点认为该行
为系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由于通过
网络视频的表演行为与观看行为系同
步进行，且表演者的表演内容要视观看
者在网站上充值购买的虚拟礼物价值
而定，因此，尽管观看者实际上观看的
是表演者的视频电子信息，但表演者这
种即时性的同步表演行为应被视为表
演行为，而不应被视为传播（作为淫秽
物品的） 淫秽电子信息的传播行为，因
为后者通常是以既有的淫秽电子信息
为传播对象。

本案中，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以牟
利为目的，通过网络视频组织淫秽表演，

尽管采用的是一对一收费型聊天室方
式，但面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网民公众，

极有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同
时，本案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注册
用户数量和涉案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严
重危害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显
然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2.

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以牟利为目
的，按照协议和分工组织淫秽表演，依法

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的区别不在于
犯罪构成， 而在于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
事实的差异。一方面，各行为人必须具有
共同的犯罪故意，即“意思联络”；另一方
面， 各共同犯罪行为人必须在犯罪过程
中存在配合和协作，即“行为合作”。

各行为人“意思联络”的认定是司法
实践中的难题。在复杂共犯的场合，各行
为人需要按照相应的分工从事特定的行
为， 单个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并不构成犯
罪， 但各行为人的行为结合起来则构成
犯罪。因此，各行为人的意思联络和行为
合作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 必须结合起
来加以分析。

实践中， 共同犯罪人通常以主观上
没有犯罪故意或者共同犯罪故意为由，

否认犯罪或者共同犯罪行为。 由于犯罪
活动总要外化为客观的行为并产生特定
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行为人的犯罪行
为及结果推断其主观认识和各行为人之
间的意思联络。 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
明，需要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客观分析，不
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为客观、准确地认
定犯罪主观方面， 既要分析各行为人的
犯罪行为及其结果， 又要分析各行为人
在犯罪之前的准备行为和犯罪之后的后
续行为；既要认真分析各被告人的供述，

又要全面调查其他证据材料。

本案中， 被告单位重庆市聚乐网络
有限公司与其他被告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后，明知后者从事组织淫秽表演活动，仍
然负责相关视频聊天软件的开发以及持
续维护更新，并且建立自有推广渠道，分
享自行推广收入的利益， 应认定为组织
淫秽表演罪的共犯。 被告单位重庆市聚
乐网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峻松作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也应认定为组
织淫秽表演罪的共犯。

被告人张戎负责招募和管理专职女
主播， 其收入为固定工资加专职女主播
的提成或专项提成； 被告人何佳作为被
告单位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负责联系兼职女主播代理，均为组织
淫秽表演罪的具体组织者， 均应认定为
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共犯。

上述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
中按照协议和分工从事特定的行为，积
极参与组织淫秽表演犯罪， 在共同犯罪
中均起主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主犯，并结
合其他犯罪情节作出相应的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

案情
]

原告承包了被告举办的民办幼儿
园后，指被告行为违约并诉至法院，请
求判决被告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

被告辩称，双方签订的《幼儿园承包经
营合同》无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被
驳回。 经查：双方签订的《幼儿园承包
经营合同》约定，原告按月向被告支付
承包费； 被告将幼儿园所有资产交给
原告使用，同时，幼儿园的有关经营证
照、权证等文件资料一并移交；原告对
幼儿园享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及办学
权，财务独立，但被告有权对原告的经
营进行监督； 幼儿园所有教职员工由
原告聘用， 但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被
告原有员工。

[

分歧
]

审理中，本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被告向原告让
与的不仅是财产经营权， 而且是教学
自主权。 本案的承包经营与出租办学
资质并无实质区别， 因而涉案合同违
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

应为无效。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承
包经营与出租办学许可证、 擅自改变
举办者的行为不同，涉案合同有效。

[

评析
]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列举了民办学校的八项行为，若有其一
行为，将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
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其中，第二项为擅自改变民办学
校举办者，第七项为出租办学许可证。

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促进民办学校教
学质量的提高、 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
康发展为目的， 上述两项行为背离了这
一立法目的而应被认定无效。 因此涉案
合同的效力如何， 受制于本案的承包经
营行为与出租办学许可证、 擅自改变举
办者的行为有无不同。

1.

承包经营学校与出租办学许可证的
区分。 办学许可证的出租，出租的标的仅
在于办学的权利能力、资质。 出租人以此
坐收租金，教职人员的素质、教学质量能否
保持应有水平等，皆在所不问；而承包经营
当中，由于转移的只是财产经营权，故而举
办者仍具有控制、协调、监督等权责。 将办
学许可证及教学设施移交由承包人使用、

管理， 只是为了便于承包人行使经营权。

故而，二者的区分标准之一是举办人是否
放弃对合同相对方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的权利，或不履行监督义务。

本案中，被告按约定对幼儿园具有监

管职责，涉案幼儿园的教学场所及设施没
有因承包而发生变化。 此外，法院还查明
包括园长、 校医在内的教职员工队伍，也
未因承包而变动。 这种教职队伍、教学场
地与环境等教学条件基本不变并强调幼
儿园举办人监管职责的承包模式，使得幼
儿园的教学质量并不会因实际经营者的
变更而下滑。 显然，涉案承包经营行为与
出租办学资质行为不同，此种承包经营并
不违背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

承包经营学校与擅自变更举办者
的区分。承包经营，移转的仅是财产经营
权，承包人对学校财产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及依据发包人的授权依法处分的权
利， 发包人仍为所有权人； 而变更举办
者，对学校的所有权则一并让渡，举办者
不再拥有对校产的所有权。 双方通过合
同意欲移转的对象， 即合同之标的物是
辨明二者的关键所在。

本案中， 所有权并不在双方约定

的“承包”标的项下，被告只是将幼儿
园的财产及经营所需证照交由原告占
有、使用并从中收益，原告并没有取得
上述标的物的处分权能。因此，涉案的
承包经营行为与擅自变更举办者亦有
不同。

综上所述，涉案《幼儿园承包经营合
同》应为有效合同。当然，实践中，也有常
见情形是合同虽然载明“发包人对承包
人负有监管之责， 承包人应接受发包人
的合法监督”，而实际上发包人只是把办
学许可证当“摇钱树”；合同当中虽然没
有载明买卖学校所有权， 而所有权却暗
中易主。对此类情形，可援引合同法第五
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目的”而确认合同无效。

另外，对于非合同当事人而与该合同
有利害关系的受教育者而言，合同效力如
何，均不影响其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
十二条之规定，通过请求审批机关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责令合同双方限期改正等来
救济自己的权利。 公法责任应否承担绝不
能与合同是否有效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

申请人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

55207283

、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31

日、出票人北京
市电气工程学校、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同申请人、票
面金额

1610.00

元）丧失，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
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军博顺商贸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

03167891

、签发日期
2010

年
8

月
17

日、出票人北京
一诺工贸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
金额

12000

元）丧失，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中誉叉车配件经营部因
遗失佛山市兴涛美铝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5

日发
出给佛山市南海区大沥中誉叉车配件经营部的中信银
行佛山南海支行支票（号码：

GG/0204178417

，金额
7793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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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佛山市禅城区壹木酒业商行因遗失佛山市

南海区桂城街道财务结算中心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发
出给佛山市禅城区壹木酒业商行的佛山市南海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平洲信用社支票（号码：

GG/0247392654

，

金额
4695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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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佛山市禅城区东源五金塑料厂因遗失佛山

市南海大沥雅基铝型材厂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发出给
佛山市禅城区东源五金塑料厂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大沥支行支票（号码：

EG/0223342943

，金额
47088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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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深圳市达兴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佛山

市南海杰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发出
给深圳市达兴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海盐步支行支票（号码：

CG/0256200129

，金额
8945.6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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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长武新源洗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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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90115

，出票人为新乡市护神特种织物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广发新乡开发支行，收款人为石家庄市环
城生物化工厂，收款人开户银行为汇融银行于底支行，出票
日期

2009

年
8

月
2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0

年
2

月
25

日，

出票金额
5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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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耀业机械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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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71901

，出票人为新乡市荣
泰电器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新乡银行劳动路支行，收款
人为鹤壁市博尔汽车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
鹤壁市商业银行长风支行， 出票日期

2010

年
7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1

月
26

日，出票金额
2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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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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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01 00217519

（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人全称十堰市太和医院，付款行
为建行十堰三堰支行，收款人全称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
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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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苏州市富田纺织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海宁市美特尔纺织布艺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
人、持票人均为江阴市南方不锈钢管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常熟辛庄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0274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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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受理了缙云县仙都塑料
制品厂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由中行盐城阜宁支
行营业部签发的票据号码为

DB/01 05651884

， 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13

日，

出票人为江苏天泰电站阀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阜宁县
华盛石化机械厂， 经背书转让给缙云县仙都塑料制品
厂。 现申请人以该银行承兑汇票于

2010

年
8

月初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立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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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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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阜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淮海药业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华东三

省一市银行汇票一张遗失，票号为
02254485

，出票时
间为

2009

年
11

月
27

日， 票面金额为
77685.14

元，出
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虹光支行，出票
人为兴化市楚水大药房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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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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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市瑞盛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丢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GB/01 03193770

，签发行潍坊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签发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16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1

月
16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惠旭汽
车零件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诸城市泰丰物资有限公司，票
面金额为

80000.00

元， 持票人为申请人即芜湖市瑞盛汽
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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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鸿科机械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EA/01 02071591

，签发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签发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28

日，汇票
到期日为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盛和机械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诸城市圆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为

200000.00

元，经背书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东莞
市鸿科机械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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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鸿科机械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GB/01 03183554

，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诸城支行，签发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3

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0

年
12

月
13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金祥机械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诸城市金惠源工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50000.00

元，经背书转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东莞市鸿科
机械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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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城县凯诺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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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CB/01 03201451(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1

日，出票行
为莱芜市农业银行莱城区支行， 票面金额为叁拾万元整，

出票人为莱芜市大全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昊宇车
辆有限公司

)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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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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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

日（总第
473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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