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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一 案 一 议

同时犯罪与共同犯罪的辨析与认定

今 日 聚 焦

◇

刘静坤陈建军

【各方观点】

【案情回放】

欠缺犯意联络和协同行为的同时犯罪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法官评析】

析 疑 断 案

◇

刘军桑卫江
工伤保险赔偿不足———

受害人仍可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2008

年
9

月
20

日，黄登科（在逃）

与粟贵兵（另案处理）将被害人刘甲与
刘乙骗至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敏州路
左岸贵宾楼

278

房间。 当日
18

时许，被
告人刘海平、刘正波应黄登科之邀来到
左岸贵宾楼，后一起到邵阳市北塔区江
北广场一饭店吃饭。 期间粟贵兵称刘甲
与刘乙是在社会上玩的女人，黄登科即
提出将刘甲、刘乙分别带出去发生性关
系，刘正波、刘海平等人均表示同意。 饭
后，刘正波、黄登科将刘甲带至左岸贵

宾楼
278

房间，先后对刘甲实施了强奸。刘
海平、刘进明将刘乙带至大祥区雨溪镇松
坡公园一台阶处，刘海平强行抱住刘乙时
遭刘乙反抗。 此时有人从该处经过，刘海
平见此处不便，就和刘进明将刘乙带至公
园内一小山旁，刘海平欲与刘乙发生性关
系时，刘乙拒绝并咬伤刘海平手部。 此时
刘海平接到刘正波的电话称黄登科对刘
甲实施殴打并与刘甲发生了性关系，刘乙

此时也接到电话，并对刘海平谎称其
已经让班主任报警。刘海平不敢继续
与刘乙发生性关系，遂将刘乙送至邵
阳市凯天宾馆。

一审法院经审理以强奸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刘正波有期徒刑十二
年、判处刘海平有期徒刑四年。宣判
后，二被告人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
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驳回刘正波的
上诉，并改判刘海平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本案中， 因粟贵兵称被害人刘甲与
刘乙是在社会上玩的女人， 黄登科即提
出将刘甲、 刘乙分别带出去发生性关
系， 被告人刘正波、 刘海平均表示同
意。 二人随后分别伙同他人将二名被害
人带出， 意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因
被害人反抗， 被告人刘正波、 刘海平遂
着手实施强奸， 其中被告人刘正波系强
奸犯罪既遂， 被告人刘海平系强奸犯罪
未遂。 针对二被告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这一焦点问题， 一审法院、 上诉方及二
审法院存在不同观点：

一审法院： 被告人刘海平、 刘正波
的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 刘正波参与策
划并积极实施殴打、 强行与被害人发生
性关系等行为， 在共同强奸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 系主犯； 刘海平参与策划并着
手实施犯罪，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 系从犯， 应减轻处罚。

上诉方： 被告人刘正波上诉提出，

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原判量刑偏
重， 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海平上诉
提出， 其与刘正波实施犯罪的时间、 地
点及对象不同， 不能认定二人系共同犯
罪， 且原判没有采信被害人对其减轻处
罚的请求及谅解书不当， 请求判处缓刑
或免予刑事处罚。

二审法院： 上诉人刘正波、 刘海平
的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 其中， 刘正波
的行为系二人以上轮奸， 刘海平的行为
系犯罪未遂。 在强奸刘甲的共同犯罪
中， 刘正波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在强
奸刘乙的犯罪中， 刘海平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刘正波与刘海平虽均有与被害
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 但犯意不明确，

且系各自伙同他人分别实施犯罪， 犯罪
时间、 空间及对象均不同， 二人无共同
强奸刘甲、 刘乙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行
为， 其行为在主、 客观上均不符合共同
犯罪的构成， 不构成共同犯罪。 刘海平
犯罪情节较轻， 认罪态度较好， 确有悔
罪表现， 且得到被害人谅解， 综合本案
实际情况， 对刘海平予以从轻处罚并宣
告缓刑。

江某与蒋某一同前往彩票销售
现场试试手气，由于人很多，江某不
愿意往里挤， 于是交

10

元钱给蒋
某，说如果中奖了大家按比例分享。

而蒋某自己也拿出
20

元钱，挤进去
用
30

元钱购买了
6

张彩票。 之后蒋
某将其中的两张彩票交给了江某，

没有想到的是， 在江某手中的彩票
居然中了一等奖———奖金

50

万元。

江某领取了奖金后， 蒋某即找到江
某要求按出资比例分享奖金， 但江
某否认按比例分享奖金的约定并不
同意将中奖奖金分给蒋某， 为此二
人争执不下，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
按照比例分享中奖奖金。

本案中奖的彩票奖金应归谁所
有？在审理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
见认为， 彩票是江某委托蒋某购买
的，蒋某只是帮忙买一下而已，蒋某
不能分享江某的中奖奖金； 第二种
意见认为，彩票是合伙购买的，而且
蒋某自己也出了资金购买彩票，该

6

张彩票应当认定为江某与蒋某共同
所有， 不能因为形式上由江某持有
的彩票中奖而认定为奖金全部归江
某所有， 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江
某与蒋某合伙购买的彩票所得的中
奖奖金。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分析如
下：

首先， 本案江某与蒋某系共同
去购买彩票， 它不同于江某单独委

托蒋某为其购买彩票的单纯委托情
形， 江某与蒋某共同出资购买彩票
更符合合伙购买彩票的情形。 其中
江某交给蒋某

10

元钱代为购买彩
票，而蒋某自己也拿出

20

元钱，总共
购买了

6

张彩票，虽然事后蒋某将其
中的两张彩票交给江某持有， 但该
分配彩票的行为是一种随意性的行
为， 江某与蒋某之间并没有特别的
指定或者约定某张号码的彩票归谁
所有等等。 尽管后来由江某持有的
彩票中了奖， 但由于江某与蒋某共
同出资合伙购买彩票的事实已经存
在，而所出资金属于种类物，所要购
买的彩票也没有特别指定，为此该

6

张彩票认定为江某与蒋某共同购
买、 其所有权及中奖的期待权认定
为江某与蒋某共同拥有比较合宜。

其次， 虽然蒋某不能证明曾与
江某约定按比例分成的事实， 但彩
票是一种射幸合同凭证， 彩民购买
了彩票即获得了射幸中奖的权利，

彩票尚未开奖， 这种权利只是一种
期待权。射幸合同，就是指合同当事
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
个机会， 他有可能获得远远大于所
支付代价的利益， 但也可能没有利
益可获。 彩票的这种射幸性质是由
中奖事实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不确
定的特点所决定的， 而且从理论上
来计算， 购买彩票中奖的机会应当
具有一定的概率， 即购买的彩票越
多，中奖的概率越大。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的约定，共同出资购买的彩票，

中奖奖金则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分配
比较符合常理。

综上，笔者认为，该奖金应该按
照江某与蒋某的出资比例来进行分
配， 蒋某应当享有该笔奖金的三分
之二的金额。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
法院）

【案情】

张某为河南省焦作市某公司职
工， 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拓展训练， 公
司与某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 旅行
社利用某风景区进行拓展训练， 张某
在拓展训练时受伤。 张某所在公司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对张某进行了赔偿。

因工伤保险赔偿不足，

2010

年
5

月，

张某提起诉讼， 要求旅行社和风景区
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职工在工作期
间受到伤害， 职工在获得工伤赔偿的
同时是否还能向用人单位或侵害人要
求人身损害赔偿， 这个问题在司法实
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能选择一种单
一赔偿。 工伤保险立法是从民法领域

的特殊侵权责任演变而来的， 同时也是
社会保障立法领域的重要支柱。 工伤保
险天然成为兼具侵权责任和社会保障责
任的“集合体”， 针对遭受的伤害， 当
事人只能在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这
两个方面进行选择， 一旦选择其中一种
责任， 就排除另外一种责任的适用， 然
后进行单一赔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双份赔偿。 人
身损害赔偿是一种私法上的民事责任，

工伤赔偿是一种公法上的行政责任， 两
者性质不同， 不能相互取代， 用人单位
或工伤保险机构不能因为职工获得了人
身损害赔偿而减轻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即当事人在工伤保险和人身损害赔偿这
两个方面可以重复进行赔偿， 受害人得
到的是双份赔偿；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差额赔偿。 即发
生工伤事故后， 当事人可同时主张人身
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给付， 或者当事人
在工伤保险和人身损害这两个方面进行
衡平选择一种赔偿方式， 然后以另一种
赔偿方式作为补足加以赔偿， 但其最终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不得超过其实际
遭受损害所造成的损失。

【评析】

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 理由如下：

1．

工伤保险属于劳动法调整范畴，

因而工伤赔偿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一般
特征。 人身损害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损
害赔偿范畴， 具有民事侵权赔偿的一般
特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

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或者因工
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

或者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机动车事故伤
害的， 都应当认定为工伤， 在上述情况
下， 即使是第三人侵权引起的也应当认
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中并没有规定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救济方式， 针对工伤保险往往难以
补偿劳动者的损失的现状， 将社会保障
和民事赔偿结合起来实现人身损害赔偿
对工伤保险的补充符合我国法律保护劳
动者的立法精神， 工伤职工有权同时选
择两种救济方式，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张某已得到了工伤保险赔偿， 仍有
权向侵权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2．

民法基础理论规定了侵权损害赔
偿原则为全部赔偿（而不是全额赔偿），

即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 损
失多少， 赔偿多少。 受害人或其近亲
属如果可以获得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
赔偿的双份赔偿的话， 那也就是可以
从中谋取超过实际损失的利益， 明显
与民法的全部赔偿的原则相违背。

3．

该案涉及违约责任之诉与侵权
责任之诉的竞合选择， 选择权在于受
害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
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 财产
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
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
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这是
我国立法中对出现责任竞合时应如
何处理所作出的明确规定。 本案中
张某选择了侵权责任之诉， 受诉法
院应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确
认相关当事人的赔偿责任， 并根据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 然后与
工伤保险赔偿范围与标准进行比较，

针对差额部分作出裁判。

（作者单位：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温县人民法院）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
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
犯罪。 一般认为，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
具备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和客观上的
共同犯罪行为两个必要条件。当然，根据
部分犯罪共同说， 二人以上虽然实施了
不同的犯罪， 但当这些不同犯罪之间具
有重合的性质时， 也可以在重合的限度
之内成立共同犯罪。

就典型的共同犯罪成立所需具备的
两个必要条件而言， 共同的犯罪故意主
要是指各行为人之间必须存在关于共同
实施特定犯罪行为的故意和犯意联络。

共同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各行为人在犯
意联络的基础上共同实施相应的犯罪行
为。如果欠缺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则不成
立共同犯罪。 这也是实践中区分共同犯
罪与同时犯罪的主要根据。

1．

被告人刘海平与刘正波欠缺共同
犯罪故意和犯意联络

共同犯罪故意的成立不仅涉及单个
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而且涉及各个
犯罪行为人的合意。实践中，对共同犯罪
故意的认定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内
容： 一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
志因素， 二是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犯意联
络。具体言之，共同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是指各行为人对本人和他人共同实施的
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共同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即各行为人在
认识到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决

意共同实施犯罪行为， 希望或者放任共
同犯罪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如果
犯罪行为人未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 或者即便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
有社会危害性， 但对自己的行为并非
持故意的态度， 就不能认定其具有共
同犯罪故意。相应的，共同犯罪的犯意
联络则是指各行为人关于相互协同实
施特定犯罪行为的意思沟通， 这种意
思沟通可以采用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
进行，其实质上是指各行为人共同实施
特定犯罪行为的“合意”。这种犯意联络
并不要求各犯罪行为人完全按照预期
的计划或者方案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各
犯罪行为人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
程中不断改变预期的计划或者方案，以
便更好地实现预期的共同犯罪目的。共
同犯罪行为人必须对共同犯罪具有故
意，但如果各行为人之间欠缺相互协同
实施特定犯罪行为的意思沟通，则不构
成共同犯罪，只不过是同时犯，各行为人
作为单独犯只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承担责任。

本案中， 当粟贵兵称刘甲与刘乙是
在社会上玩的女人时， 黄登科即提出将
刘甲、刘乙分别带出去发生性关系，被告
人刘正波、 刘海平等人均表示同意并分
别伙同他人将二被害人带出去意图发生
性关系。 此种情形下不能认定被告人刘
海平与刘正波具有共同的强奸犯罪故
意，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刘海平与刘

正波事先并无明确的强奸犯罪故意。 被
告人刘海平与刘正波事先不具备共同强
奸犯罪的认识和意志因素。 在粟贵兵称
刘甲与刘乙是在社会上玩的女人时，被
告人刘正波与刘海平等人即认为在社会
上玩的女人就可以随便与之发生性关
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被告人刘正波与
刘海平对黄登科提出将被害人分别带出
去发生性关系的建议表示同意， 虽然被
告人刘海平与刘正波均有与二被害人发
生性关系的意图，并就此达成合意，但并
无证据证实二被告人存在强奸二被害人
的故意， 亦不能推定二被告人存在强奸
二被害人的故意。其次，被告人刘海平与
刘正波没有就共同实施强奸犯罪进行犯
意联络。 被告人刘正波与刘海平系在分
别伙同他人将二被害人带出去后， 在意
图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时因遭被害人反
抗而产生的强奸犯罪故意，可见，二被告
人的强奸犯罪故意是分别形成的， 也是
在不同的时间形成的。同时，被告人刘海
平与刘正波系分别伙同他人将被害人带
走，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针对不同的侵害
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行为方式，并无协
同实施强奸犯罪的意思沟通和具体行
为。如二被告人意图共同实施强奸犯罪，

选择相同的时间、 地点更加便于犯罪行
为的实施。期间二被告人虽有电话联络，

但仅是相互询问对方的进展情况， 并非
进行意思沟通， 故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共
同实施强奸犯罪的合意。

2．

被告人刘海平与刘正波欠缺协同
犯罪行为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共同犯
罪的成立除需具备共同犯罪故意之外，

还要求各行为人在客观上具有协同行
为。各行为人基于犯意联络，通过相互协
作和配合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 共同实
现预期的犯罪目的，才成立共同犯罪。各
行为人的协同犯罪行为彼此联系、 互相
配合，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与犯罪
结果之间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 黄登科提议将二被害人分
别带出去发生性关系， 后被告人刘正波
与黄登科将刘甲带至左岸贵宾楼， 并采
取暴力和威胁手段对刘甲实施轮奸。 被
告人刘海平与刘进明则将刘乙带至松坡
公园并着手对刘乙实施强奸行为。 此种
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刘正波与刘海平
具有共同强奸的行为，理由如下：首先，

从犯罪事实的构成要素上看， 被告人刘
正波与刘海平实施强奸犯罪的时间、地
点及侵害对象不同， 各自独立形成一个
完整的强奸犯罪事实。其次，从共同犯罪
必须具备的协同行为上看， 被告人刘正
波与刘海平各自实施的强奸犯罪之间不
存在相互联系和配合。 被告人刘正波与
刘海平系分别伙同他人实施强奸行为，

侵害的对象不同， 各自的强奸行为彼此
独立、分开进行，不存在互相利用、补充、

分工和配合等关系。再次，被告人刘正波
与刘海平各自的强奸犯罪行为与对方的
强奸危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 被
告人刘正波伙同黄登科将刘甲带至左岸
贵宾楼并对其实施轮奸的行为与刘甲被
轮奸这一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
果联系， 而被告人刘海平的行为与该危
害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同理，被告人刘正波的行为与被告人
刘海平实施的强奸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
果之间也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联系。

综上， 被告人刘海平与刘正波在主
观上没有共同强奸故意， 客观上也没有
共同强奸行为，故不构成共同犯罪。作为
同时犯罪， 二被告人只对自己所实施的
犯罪行为承担责任。 二审法院维持一审
对二被告人的定罪和对被告人刘正波的
量刑， 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刘海平系犯罪
未遂，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且
得到被害人谅解， 对被告人刘海平予以
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是妥当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中奖彩票

奖金归谁所有

◇

王卫国

申请人厦门中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
光大银行厦门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号码为
GA/01 01179937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29000

元，出票日
期为

2010

年
11

月
10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2

月
10

日、收款人为湖北康派克冰淇淋生产有限公司、出票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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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桂林市时通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因其遗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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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号码

CB/01 03012507

，出票人：桂
林市时通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吴县市联合益豪贸
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农行象山支行营业部，票面金
额：

50000

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9

月
18

日，经背书后
目前持票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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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
]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亨太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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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4647771

，金额
50

万
元，出票人为濮阳市华翔光源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靖江天龙化工有限公司， 付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
票日期

2010

年
7

月
12

日， 到期日
201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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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南京润健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民生银行华
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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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AA/01

03207251

， 票面金额
5000

元， 出票日期
2010

年
10

月
11

日，申请人南京润健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宜兴市招
投标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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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联优织造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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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EA/01 02014062

，票面金额
37500

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10

月
20

日，出票人苏州联
优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烟台宋和宋科学技术应用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吴中支行，付款日
2011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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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宝应县奇雨纺织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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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AA/01 10821356

， 票面金额
8000

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5

月
12

日，出票人苏州市华
盛鞋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出票行江苏东吴农
村商业银行横泾支行，付款日期

20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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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省风台县淮峡化工有限公司因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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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BB/01 03315197

，票面金额
100000

元，付款行中国
工商银行吴江支行， 出票人吴江市吉玛达化纺有限公

司，收款人吴江市宝盛纺织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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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华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因所持中国

建设银行银行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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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EA/01

00010326

， 票面金额
1

万元， 出票日期
2009

年
7

月
6

日，票据申请人无锡市华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无锡
开发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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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华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因所持中国

建设银行银行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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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

EA/01

00010427

，票面金额
15000

元，出票日期
2009

年
11

月
24

日，票据申请人无锡市华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收款
人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无锡开
发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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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市东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因不慎遗

失晋商银行并州支行签发的票号为
GK/02 01957237

的转帐支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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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钟公庙支行因所持

成都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簇桥支行银行承兑汇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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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GA/01 05620041

，金额为
100

万元整，付款人为四川龙工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龙
工（中国）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28

日，付款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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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海

支行因所持上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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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GA/01 02068184

，金额为
20

万元，

付款人为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佛山市
顺德区中威电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28

日，付款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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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市新航工具有限公司因持有的编号为

GA/01 0343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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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票人为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成都顺
航轮机制造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成都市新航工具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出票行为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会计清算部，编号
为

GA/01 03437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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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伟邦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因其转账支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08557658

，票面金额空白，出票
日期空白，出票人杭州伟邦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收款人
杭州江伟不锈钢有限公司，持票人杭州伟邦五金工具有
限公司，付款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乐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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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良纺纺织品有限公司因所持的浙江杭

州余杭农村合作银行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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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为

GA/01 05754068

，票面金额
55

万元，出票人杭
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良纺纺织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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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新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所持的交行

杭州余杭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号码为

GA/

01 08984385

，票面金额
133

万元，出票人杭州正翔起重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新锐机械制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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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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