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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北京12 月12 日讯 ( 记者 罗书臻)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4 起近期核准死刑的
毒品犯罪典型案件。

3版

综上， 被告人关辉共购买冰毒约3445 克、 摇
头丸约1449 克（4200 粒）、 麻古约319 克（ 2200
粒）、 K 粉约113.2 克。 关辉将所购毒品藏在被告
人张少平、 陈琦等人家中， 伙同张少平、 陈琦分装
一、 被告人陈卫东等人贩卖、
毒品， 指使张少平等人取送毒品， 将毒品加价出
售。
运输毒品案
西安市给被告人李亮50 克毒品让其贩卖， 李亮 会面， 黄宪敏让童军祥试吸K 粉确认质量后， 市爱辉区陈琦的住处交给关辉冰毒约200 克、 麻古 法院认为， 被告人关辉、 张少平、 李菲、 曾
中旬， 被告人陈卫东与刘卫忠 将毒品带回渭南市贩卖未果。 同年8 月18 日， 向周浩购买6 千克K 粉。 后黄宪敏将其中部分 约145 克（1000 粒）。
宪民、 陈琦为牟取非法利益， 明知是毒品而贩卖，
2008 年
5月
驾车至广东省汕头市， 被告人王农力送陈卫东至 马重阳让李亮将该50 克毒品带回西安市， 马将 K 粉交给李群辉。 李群辉事后认为该批K 粉质 2005 年， 被告人关辉与被告人李菲约定向李 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关辉、 张少平、 李
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购得毒品后返回汕头。 后陈 毒品交给黄建民， 黄将毒品部分吸食， 部分出 量较差， 将K 粉存放在黄宪敏处， 请黄宪敏代 菲购买毒品， 李菲又向广州市的“ 春哥” （ 在逃） 菲贩卖毒品数量巨大， 社会危害性大， 应依法惩
卫东、 刘卫忠驾车将毒品运回上海贩卖。 案发 售。
订购毒品。 “春哥” 将毒品藏在旅游鞋内通过货运 处。 在共同犯罪中， 关辉出资购买毒品， 组织、
为加工、 出售。
后， 公安人员在陈卫东租用的上海市松江区的一 同月19 日， 被告人马重阳在西安市购得 同年5 月初， 被告人李群辉再次打电话向被 公司发送至黑河市， 关辉安排被告人张少平等人将 指挥多人贩卖毒品， 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应当
处别墅内查获甲基苯丙胺5717.16 克、 氯胺酮 500 克毒品， 次日将毒品卖给黄建民。 黄将部分 告人黄宪敏求购2 千克高质量的K 粉， 黄宪敏 毒品取回。 2005 年10 月至2006 年8 月， 关辉向 按照其所组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张少平积
啡因3.15 克、 大麻0.64 克、 尼美西 所购毒品出售， 部分藏于住处。 25 日17 时许， 又向被告人周浩求购。 5 月3 日， 周浩在黄宪敏 李菲汇款共80 余万元， 购买冰毒约2250 克、 摇头 极参与毒品犯罪， 系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
、 咖
11.22 克
泮0.18 克。
公安人员在黄建民住所将黄和前来购毒的林某等 的租住处将2 千克K 粉卖给黄宪敏， 黄宪敏与 丸约1035 克（ 3000 粒） 、 麻古约174 克（ 1200 全部犯罪处罚。 陈琦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可依
同年6 月上旬， 被告人陈卫东与刘卫忠再次 人抓获， 并在该住所内和林的身上查获咖啡因 赵国静将其中1 千克K 粉卖给李群辉。 次日下 粒）。 2006 年10 月初， 关辉多次同李菲联系购买 法减轻处罚。 据此， 对被告人关辉判处并核准死
驾车至汕头市， 被告人王农力将二人接至陆丰市 19 克、 含有海洛因的毒品83.9 克。
午， 公安人员抓获黄宪敏、 赵国静， 缴获黄宪敏 1000 克冰毒。 李菲向广州市的“ 阿宇” （ 在逃） 刑， 对被告人张少平、 李菲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
甲子镇。 陈卫东购得毒品后， 与刘卫忠、 王农力 同月20 日晚， 被告人马重阳伙同被告人李 随身携带的冰毒2.19 克、 麻古0.64 克和赵国静 订购冰毒。 “ 阿宇” 将1000 克冰毒藏在旅游鞋内 执行， 对被告人曾宪民、 陈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携带毒品驾车返沪进行贩卖。
亮驾车前往四川省成都市购买毒品。 24 日18 时 随身携带的K 粉5.34 克、 大麻花2.88 克， 并在 通过货运公司发送至黑河市。 同月24 日， 张少平 十五年、 二年。
同月20 日， 被告人陈卫东指使被告人刘卫 许， 马重阳在成都市以23 万元购得21 包毒品。 黄的租住处查获K 粉7068.84 克、 冰毒406.2 按照关辉的指使到黑河市建波配货站取毒品时被抓 上述4 起案件中被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的罪犯
忠、 王农力携带毒资款一百万元至陆丰市甲子镇 次日13 时许， 马重阳和李亮在返回西安途中被 克、 摇头丸220.4 克、 麻古565.69 克、 大麻花 获， 公安人员当场缴获冰毒995 克。
陈卫东、 马重阳、 黄宪敏、 关辉日前被执行死刑。
交给毒贩。 刘卫忠购得毒品后携带毒品返沪， 并 抓获， 公安人员从车内查获甲基苯丙胺20 包， 763 克、 大麻籽12.99 克等毒品。
按照陈卫东的要求， 将毒品送至陈的女友赵雪敏 净重976 克； 含有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的毒品1
法院认为， 被告人黄宪敏、 周浩、 李群辉、
住处。 赵雪敏受陈卫东指使， 将其中近300 克甲 包， 净重82 克。
童军祥、 赵国静为牟取非法利益， 明知是毒品而
基苯丙胺售出。 案发后， 公安人员在赵雪敏的住 法院认为， 被告人马重阳、 李亮为牟取非法 贩卖， 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黄宪敏贩卖
处查获甲基苯丙胺987.97 克。
利益， 明知是毒品而贩卖、 运输， 其行为均已构 毒品数量大、 种类多， 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同月22 日， 被告人陈卫东乘飞机至汕头市， 成贩卖、 运输毒品罪。 被告人黄建民为牟取非法 用，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周浩、
被告人王农力开车将陈接至陆丰市甲子镇。 陈卫东 利益而贩卖毒品， 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 马重 李群辉贩卖毒品数量大， 亦应依法惩处。 鉴于李
购得毒品后， 与王农力携带毒品乘长途汽车返沪。 阳贩卖、 运输毒品数量大， 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群辉归案后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表
中午， 公安人员在沪杭高速公路上将陈卫东、 要作用， 系主犯， 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 现， 可依法从轻处罚。 童军祥、 赵国静在共同犯
24 日
王农力抓获， 并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3545.83 克。 处罚。 马重阳曾因盗窃先后被劳动教养和判处刑 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可依法从轻处罚。 据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卫东、 王农力、 刘卫忠为 罚， 但仍不思悔改， 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贩卖、 此， 依法对被告人黄宪敏判处并核准死刑， 对被
牟取非法利益， 明知是毒品而贩卖、 运输， 其行为 运输毒品罪， 主观恶性深， 人身危险性大。 黄建 告人周浩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对被告人李
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告人赵雪敏的行为 民贩卖毒品数量大， 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 对其 群辉判处无期徒刑， 对被告人童军祥、 赵国静均
构成贩卖毒品罪。陈卫东、王农力、刘卫忠贩卖、运 判处死刑， 可不立即执行。 李亮曾因故意犯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输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惩处。 在 判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 系累
共同犯罪中，陈卫东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应 犯， 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鉴于其在共同犯罪中起 四
告人关辉等人贩卖毒品案
、 被
当按照其所组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王农力、 辅助作用， 系从犯， 可依法从轻处罚。 据此， 依
刘卫忠积极参与毒品犯罪，亦系主犯，均应按照其 法对被告人马重阳判处并核准死刑， 对被告人黄 2004 年夏， 被告人关辉在黑龙江省黑河市
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赵雪敏系从犯，应依法减 建民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对被告人李亮判 购买摇头丸约241.5 克（700 粒）。
轻处罚。鉴于刘卫忠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同年8 月， 被告人关辉指使被告人张少平到
处罚。 据此， 依法对被告人陈卫东判处并核准死
广东省珠海市从“阿贵” （在逃） 处购买摇头丸
刑， 对被告人王农力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对 三
约113.2 克。 张少平
）、 K 粉
34.5 克（ 100 粒
告人黄宪敏等人贩卖毒品案 约
、 被
被告人刘卫忠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对被告人赵
将毒品藏在月饼盒内邮寄给关辉的女友陈琦， 由
被告人黄宪敏自2007 年11 月开始在浙江省 陈琦转交给关辉。 2004 至2005 年间， 关辉还从
雪敏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温州市区贩卖K 粉等毒品， 并先后雇佣被告人 “ 阿贵” 处分4 次购买摇头丸共约138 克（ 400
二、 被告人马重阳等人贩卖、 童军祥、 赵国静为其送毒品、 收款。
粒）。 “ 阿贵” 将摇头丸藏在微波炉内通过货运
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 原本熙熙攘攘的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活动室内一
， 随
12 月
9日
下子安静起来。 这是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深入开展构筑和谐校园活动， 排演法制情景
告人李群辉向黄宪敏求购5 公司发送给关辉。
， 被
2008 年
4月
运输毒品案
千克K 粉， 黄宪敏即与被告人周浩联系。 黄宪 2006 年9 月， 被告人关辉与被告人曾宪民 剧《篮球场风波》 首演时的一幕。 虎丘法院把法制宣传形象化、 艺术化、 生活化， 将在全区开
下旬， 被告人马重阳在陕西省 敏、 李群辉、 童军祥到温州市一宾馆房间与周浩 约定向曾宪民购买毒品。 同月末， 曾宪民在黑河 展法制情景剧巡演。
2008 年
7月
寿晓婷 沈宇亮 摄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四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件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 完成明年经济工作各项任务， 要紧
二、 推进发展现代农业，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
给。 强农惠农的思想认识只能增强不能削弱， 强
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农惠农的政策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小。 要千方百
这条主线，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切实
计确保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 稳定粮食播种面 紧密结合， 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要强化节 业困难人员、 退役军人就业工作， 保障劳动者权 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逐步完善个人所得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
积， 增加农业生产补贴， 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 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完 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 税制度， 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 断上来， 统一到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决策部
价， 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力度， 落实 善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 进一步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提 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 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 署上来，编制和实施好“十二五”规划。要深入开展调
袋子” 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 发挥市场作用， 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 增强企业 高统筹层次、 完善转移接续办法等方面取得新进 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查研究， 科学研判发展趋势， 准确把握社情民意， 切
“米
认真搞好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和全社会节能减排内生动力； 加强重点节能工程 展， 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 建立 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
实摸清发展潜力、 优势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全管理， 确保群众吃上放心食品。 要着力加强农 建设，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 加快低碳 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城乡居民低保标 六、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拓展国际经济 症结，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社会发展
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农村水利、 电网和危房 技术研发应用； 加强重点流域、 区域、 行业污染 准正常调整机制。 要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 合作空间。 要正确把握国内外发展环境， 有效发挥 难题提供科学依据。要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紧密结合
改造、 环境整治投入力度， 继续推进农村公路、 治理， 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落实控制温室气 重点改革， 突出抓好健全基本药物制度和加快公 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坚持出口和进 创先争优活动，加强各级干部学习培训，深入推进学
沼气建设； 把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体排放行动目标， 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 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 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有效、 口并重、 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努力拓宽国际 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正确的政绩导向和用人导向。
点， 多方筹集资金， 切实增加投入； 严守耕地保 际合作。 要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增强区域发 价格合理、 方便可及， 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 经济合作途径，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要增创外 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群众观点， 求真务实， 真
护红线， 着力提高耕地质量， 加快中低产田改 展协调性， 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 性质， 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要 贸竞争新优势， 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 加快加工贸 抓实干， 艰苦奋斗， 不务虚名， 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
造， 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要加快转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强化政府责任， 调 易转型升级， 优化进口结构， 扩大进口规模， 发挥 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 加强对中央关
变农业发展方式， 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 等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积极支 动社会各方面力量，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 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监督检查， 确保各
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 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加大对革命老区、 民族地 度， 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 大力发展公共 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 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
提升农业，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促进农业 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扶持力度； 加快制定法 租赁住房， 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 逐 高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 节能环保等领域和中西 会议强调，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
生产经营专业化、 标准化、 规模化、 集约化。 律法规、 配套政策、 考核体系， 确保国家主体功 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 部地区， 积极稳妥扩大金融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坚定信心、 锐
三、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增强经济发 能区规划落到实处。 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合 系。 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要深入实施“走出去” 战略， 探索新的投资合作方 意进取， 着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
展协调性和竞争力。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理确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 产业布 群众工作，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 式， 注意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
谐稳定，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要调整 局、 开发边界， 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 新、 公正廉洁执法，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健 会议指出， 在明年经济工作中， 各方面要切实 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 王刚、 王乐泉、
全信访工作责任制， 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 把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使经济增 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
优化需求结构， 增强消费拉动力， 重点提升居民 体化、 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
消费能力、 改善居民消费条件、 培育新的消费热 四、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创新社会管理机 制， 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 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潮、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俞正声、 徐才厚、 郭伯雄、
点； 以优化投资结构为重点， 提高投资质量和效 制。 “十二五” 开局之年， 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 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源环境相协调， 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 在转变 薄熙来、何勇、令计划、王沪宁、路甬祥、陈至立、李建
益； 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揽子计划与 实实办几件实事。 要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 重 矛盾； 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加大扶贫开发工 中谋发展。 各地区一定要从本地实际出发， 按照科 国、 梁光烈、 马凯、 孟建柱、 戴秉国、 王胜俊、 曹建明、
二五” 前期投资项目衔接工作； 严控投资产 视发展学前教育， 完善高中和职业教育， 扩大涉 作力度； 加强安全生产，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学发展观的要求， 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更加注重增 杜青林、 陈奎元、 钱运录、 孙家正、 万钢， 以及中央军
“十
长质量和效益， 更加注重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 切 委委员陈炳德、 李继耐、 廖锡龙、 常万全、 靖志远、 吴
能过剩行业， 防止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要调整 农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理，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五、 加大改革攻坚力度，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不可盲目追求高速度。 要坚持“立足当前、 着眼长 胜利、许其亮。
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改造 量。 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升传统制造业， 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要、 拥有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转变。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 远， 综合施策、 重点治理， 保障民生、 稳定预期”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
核心技术、 重视创新、 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 支柱性产业。 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把促 革。 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的原则， 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辅之以必要的行 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党中央有关部门、
业， 提高产业集中度； 加快壮大服务业规模， 全 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多渠 节取得突破。 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努 政手段， 全面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工作， 保持物价总 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中央管
面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切实 道开发就业岗位， 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要积极推进财税、 金 水平基本稳定。 要加强财政、 货币、 投资、 土地、 理的部分企业负责人， 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人
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推进产学研 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村转移劳动力、 城镇就 融、 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革， 加快建立 贸易、 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形成政策合力， 保持 出席了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
据号28807013、签发日期2010 年12 月2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55677.54 元） 丧失， 于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 要求宣告该票据
2010 年
12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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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陶庆军（北京京六水建材营销中心）因转账支票（票
据号129130979941、签发日期未填、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
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未填） 丧失， 于2010 年12 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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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效。
申请人北京千百画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发日期2010 年11 月30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
60381255、 签
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未填） 丧失， 于2010 年12
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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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千百画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发日期2010 年11 月30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
60381254、 签
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未填） 丧失， 于2010 年12
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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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千百画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发日期2010 年11 月30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
60381251、 签
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未填） 丧失， 于2010 年12
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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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千百画数码快印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发日期2010 年11 月30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
60381253、 签
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票面金额未填） 丧失， 于2010 年12
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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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裕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因持有的票据号码为
票人为北京裕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票
C/0E/2 24184996， 出
行为中国农业银行顺义区支行牛栏山分理处，出票日期为2010
年12 月1 日，出票金额为25949 元，收款人空白的转账支票一
张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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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北科麦思科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因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票据记载：支票号为GA
额为70000 元、出
01 01602458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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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时间为2000 年3 月24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0 年9 月24 日、
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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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龙峰纺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因票号为GA/01
面金额为10 万元、出票人为受登堡（ 中国） 有限公
03247404、 票
司、 收款人为石狮市益顺发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票到期日为2011 年5 月16 日， 付款行
，汇
2010 年11 月16 日
为招商银行泉州鲤城支行的该份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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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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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福
申请人佛山市禅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澜石信用社因佛
山市高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GA
01
款行：佛山市高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被遗失，向
01670230，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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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广
申请人文安县万宏钢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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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票人为河南科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付
01 03893672 ， 出

款行为中国银行新乡新市区支行，收款人为河南科隆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建行华兰支行，出票日期2010 年
票到期日为2011 年3 月13 日， 出票金额50000
， 汇
9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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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陈龙泉因其持有的发票人为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持票人为陈龙泉、 号码为0095946 至0095947 的2000 股
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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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南虹因其持有的发票人为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持票人为陈南虹、号码为00959487 至0095949 的2000 股
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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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
[湖
申请人江阴市兴洪网架有限公司因持有的南昌银行进贤
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号GA/01 05798097， 票面金
额：15 万元，出票日期：2010 年8 月12 日，到期日：2011 年2 月
票人：南昌新世纪水泥有限公司， 收款人： 浙江鑫统领
，出
12 日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后经转让给申请人）被盗， 于2010 年11 月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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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西]进贤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省长治市防爆电器有限公司因丧失银行汇票
一支， 于2010 年9 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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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8 月24 日，票

面记载：票面号码为BD/0100197105，金额为2 万元， 出票人为
山西省长治市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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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襄垣县人民法院
[山

送达裁判文书

王玉：本院受理李春与你债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卢先林： 本院对原告任老娃与卢先林民间借款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 代民初字第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四层阳明堡法庭领
93 号
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
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忻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 代县人民法院
[山
马勇、 谭红： 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
市水磨沟区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 水民二初字第103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新
马勇、 谭红： 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乌
鲁木齐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水
磨沟区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0）水民二初字第10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