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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毒品近100 公斤毒资1000 余万
湖南最大贩卖运输新型毒品案宣判
新华社长沙7 月7 日电 （ 记 被判处1 年至15 年不等的有期徒 美琨、 曾祥青、 吴小军分别纠集或 海军（ 另案处理） 等人。 被告人何 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
者 陈文广 禹志明） 涉案毒品 刑。
伙同吕刚民、 李继宽、 谭利民、 邓 建新通过被告人邹洪江的介绍， 多 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吕刚民、 刘
古” 100 余万粒、 重量近100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 善荣、 彭雅红、 苗元广、 吴长海、 次从曾祥青、 陈美琨等人手中购买 繁荣犯贩卖毒品罪， 判处死刑， 缓期
“麻
公斤， 涉案毒资1000 余万元， 湖 人陈美琨与被告人曾祥青于2009 吴建军8 人， 先后8 次前往云南景 “ 麻古” 共5 万粒， 加价贩卖给他 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 年春节期间商定贩卖毒品牟取暴 洪、 永德等地购买毒品， 除2 次未 人。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李继宽、
宣判湖南迄今为止最大贩卖运输新 利， 后2 人邀集吴小军（ 另案处 遂外， 共购回毒品“ 麻古” 100 万 此案中， 公安机关共查获“ 麻 谭利民犯贩卖毒品罪， 判处无期徒
型毒品案， 陈美琨、 曾祥青等14 理） 合伙贩毒。 经商量， 由吴小军 粒运到湖南永州和湖北武汉等地贩 古” 34 万粒， 重约31 公斤， 收缴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
资330 余万元， 还缴获何建新非法持 人全部财产； 何建新、 苗元广等其余
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贩卖、 运输毒 负责去云南与上线毒贩联系购买毒 卖。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 年至15
品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 其中， 2 品， 陈美琨负责筹集资金并将毒品 2010 年1 至4 月， 被告人刘 有的枪支2 支、 子弹5 发。
8名
人被判处死刑、 2 人被判处死缓、 运回湖南永州， 曾祥青负责销售毒 繁荣多次向陈美琨购买“ 麻古”
邵阳中院审理后一审宣判， 被告 年不等， 其中4 人被判处10 年以上
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余被告人 品。 同年3 月至2010 年4 月， 陈 共计10.28 万粒， 而后贩卖给曹 人陈美琨、 曾祥青犯贩卖毒品罪， 判 有期徒刑。
2人

沈阳法院集中宣判醉酒驾车案
20

名被告人追悔莫及当庭服判

本报沈阳7 月7 日电 （ 记 院判处其拘役三个月， 罚金三千 起案件进行量刑规范化， 严格掌握
者 王贵廷 刘宝权） 7 月6 元。 司机高某虽然按醉酒驾驶的标 法律尺度。 因为这20 起酒驾案件
日，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准每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仅超标 都没有造成损害后果， 原则上判处
院分别在5 个基层法院统一时 0.99 毫克， 也被辽中县人民法院判 拘役一个月， 罚金一千元， 个别情
间， 采取简易程序， 对20 起醉 处拘役一个月， 罚金一千元。
况个别对待。 驾驶无证无牌车辆或
沈阳中院法官对记者说， 这次 驾驶报废车辆的， 最高判处拘役四
酒驾驶案件公开审理。 当日，
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对20 名被告 集中宣判醉酒驾驶案件， 有三个显 个月， 罚金三千元。 三是凡起诉到
人分别判处一至四个月不等的 著特点： 一是法院统一时间宣判一 法院的案件都一律公开审理和宣
拘役， 并分处一至三千元不等 类案件， 起到了震慑作用， 警告司 判。 当天， 有12 家新闻媒体和
的罚金。
机不要醉酒驾驶， 以免给他人家庭 200 多名司机亲属和单位同事参加
司机王某无证、 醉酒驾驶并 和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二是实 了旁听。 20 名被告人都当庭服判，
驾驶报废轿车， 苏家屯区人民法 行量刑规范化。 沈阳中院对这20 对自己的酒驾行为追悔莫及。

月7 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三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
被告人卢某、张某、周某分别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三个月、 二个月， 并分处
俞惠中 王鸣燕 金连涛 摄
四千元至两千元不等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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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0 元家具卖 888 “促销广告”很招眼
第一人赶到买不着 “店内海报”很伤人

线法官■
■连
本案承办法官说， 根据合同法
费者有利的解释。 在此情况下， 许
第15 条规定， “ 寄送的价目表、
多商家又采取“活动规则详情见店
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招股说明
内海报” 的方法， 来钻法律空子，
这不能不说是商业广告单方解释的
书、 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
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 视为
一个“ 变种”。 比如本案中， 一般
要约。”
请有很大区别， 但事实上往往很难 来先买”， 则虽然买主身份仍然不 桃餐厅套装” 一套的买卖合同成 人看到广告都会认为， “每日限供
要约邀请， 又称要约引诱， 是 区分。 商业广告是否构成要约是个 明确， 但是可以确定“ 先来” 的 立， 并据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 3 套” 肯定是“ 先到先得” ， 所以
邀请或者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订立 很复杂的问题， 一般的商业广告并 三个买家， 这样的广告就属于要 讼请求。
更多的人会如原告一样选择直接到
合同的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邀请 不能构成要约， 但也不排除有些内 约了。 而本案被告刊登的广告对 但是， 通过本案也应当注意的 店铺去抢购， 事实上当天确实有不
可以是向特定人发出的， 也可以是 容确定的广告是要约。 而问题是如 “ 活动详情及细则” 在商场海报中 是， 过去商家往往用合同的“最终 少人就是这样做的。
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 要约邀请与 何认定一个广告是“ 内容确定” 另行进行了约定， 所以， 广告只 解释权” 来对商业广告中的合同内 在发放排位号牌没有公证机关
要约不同， 要约是一经承诺就成立 的， 依据什么原则去认定在法律上 能是要约邀请， 而不是“ 内容确 容进行符合单方利益的解释， 对 见证的情况下， 不排除商家可以利
合同的意思表示， 而要约邀请只是 是比较模糊的。 商家往往拿这点来 定” 的要约。 商家按照海报的细 此， 不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明 用买家的这一错觉和大部分买家抢
邀请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自己如 打法律的“擦边球”。
则向前三名买家发放排位号码牌， 确规定： 广告中不得再使用“活动 “ 第一” 而不是去抢“ 号牌” 的这
果承诺才成立合同。 要约邀请处于 本案被告在广告中对“浅胡桃 才属于要约。 而本案原告没有证 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 或者“保留 一时间差， 找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
合同的准备阶段， 没有法律约束 餐厅套装” 献礼价为888 元、 活动 据证明自己领取了排位号码牌， 最终解释权” 及类似排除消费者行 排队取号， 让真正的消费者被忽
力。
期间内每日限供3 套等内容进行了 法院因此没有认定原告与被告之 使合同解释权的用语， 在司法实践 悠。 所以， 规范商业广告， 还有待
虽然在理论上， 要约与要约邀 确定， 如果在广告中另行声明“先 间关于888 元的价格购买“ 浅胡 中法院的许多判例更是作出了对消 法律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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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上海兴桥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中国
申请公示催告
农业银行本票 于 年 月 日灭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申请人永清县远达金塑制品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2011

一张， 票号为GA
额为20000 元，2011 年6 月30
01 01780522 ， 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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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催告期间使用、转让上述支票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华电石门发电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中信
银行银行承兑汇票， 于2011 年3 月24 日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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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
码为G0 A1 03931608， 出票日期为2010 年12 月14 日， 汇票
到期日为2011 年6 月14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00 万元， 出
票人为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衡阳华菱钢管有
限公司， 背书人为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衡
阳客户服务中心、 湖南省电力公司， 持票人为湖南华电石门发
电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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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爵有机硅（ 南京） 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上海
银行银行承兑汇票， 于2011 年6 月22 日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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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日期为2011 年4 月28 日， 汇票到期
31300051 20279512， 出
日为2011 年9 月30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1 万元，出票人为
上海汇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背书人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 深圳市顺风物流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深圳市凯威特电
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东爵有机硅（南京）有限公司，付款行、承
兑行为上海银行南汇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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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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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日期为2011 年6 月2 日， 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元 本票收款人为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
公司，本票申请人、持票人均为上海兴桥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高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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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因其持有的
一张深圳发展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于2011 年6 月4 日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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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为30700051 20239435， 出票日期为2011 年5 月
票到期日为2011 年6 月9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 汇
10 日
票人为无锡宝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
，出
5,361,040 元
人为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宝马（中国）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持票人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付款行、 承兑行均为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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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因其持有的
一张深圳发展银行银行承兑汇票，于2011 年6 月4 日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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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为30700051 20060633， 出票日期为2011 年5 月
票到期日为2011 年6 月8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 汇
9日
票人为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
，出
526,200 元
人为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宝马（中国）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持票人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付款行、 承兑行均为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外滩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
10303172 20051620，
9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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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市渝北区原房屋管理局局长冉龙强， 大肆
收受20 余名房地产开发商的贿赂， 几年间敛财200 余万元。
日前，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冉龙强受贿案进行公开宣
判，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5 万元。 对冉龙强受贿犯罪赃款241
万元及其非法收益7 万元， 共计人民币248 万元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1998 年至2010
年期间， 冉龙强在担任重庆市渝北区政府下属的城南开发指
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渝北区城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渝
北区房屋管理局局长等职务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
人在承包工程、 土地出让、 房地产开发、 房屋产权办理、 城
市房屋拆迁安置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陈某、 王某等
给予的现金人民币241 万元， 并将其中受贿款30 万元
22 人
投资牟利7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冉龙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41 万元， 并将其中
元受贿款投资牟利， 非法牟利7 万元， 为他人在承包
30 万
工程、 办理房屋产权登记、 协调拆迁安置等方面谋取利益，
其行为严重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已构成受
贿罪， 依法应予处罚。
鉴于冉龙强在办案机关掌握其受贿3 万元事实时， 主动
如实供述了其余受贿238 万元的事实， 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
较重， 认罪态度好， 且其亲属代为退款200 万元， 可对其从
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魏杰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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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餐厅套装” 的发票底联。 被告
认为原告当天没有抢到排位号牌，
是因为原告没有从正门进入商场，
而是从另一个侧门进入， 根本无法
看到海报的内容， 错过了发放排位
购买号牌的机会。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在《东
南商报》 刊登广告并注明“以上所
本报讯 一套名牌“浅胡桃餐 牌“浅胡桃餐厅套装” 家具最为诱 的拒绝。 销售员称购买该套家具需 被告履行买卖合同， 即按照888 元 有活动详情及细则， 请参看商场海
厅套装” 家具市场价为3880 元， 人， 市场价为3880 元， 献礼价仅为 凭号购买， 但排位购买的号牌早已 的价格向原告出售“浅胡桃餐厅套 报”字样，并在正大门显眼处摆放了
献礼价仅为888 元， 促销活动期间 888 元。 活动期间内， 每日限供3 发放一空。
装” 家具一套。
大海报， 其上注明“ 本次淘宝活动，
内， 每日限供3 套。 宁波市民张某 套。
张某于是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被告在法庭上也承认， 张某是 购买者请于当天营业开始时在商场
第一个赶到商场购买， 却没买到，
原告张某看到此广告后， 第二 法院提起诉讼。 张某认为， 根据被 第一个到达店铺的顾客。 但被告刊 正大门排队领券”。而原告现提供的
于是告上法庭， 要求履行买卖合 天特意向单位请了事假， 天刚亮就 告的广告， 优惠活动从2010 年9 登在《东南商报》 上的广告已经注 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通过被告正大
同。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 赶到该家具商场外排队。 商场开门 月17 日开始， 而自己是第一个进 明“以上所有活动详情及细则， 请 门前三名排队并领取特供产品排位
民法院审结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迎客后， 张某第一个冲到二楼出售 入该店铺的买主。 根据合同法的相 参看商场海报” 字样。 商场在大门 购买号牌的事实， 也不能证明其与
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该“浅胡桃餐厅套装” 的店铺， 看 关规定， 原、 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 显眼处摆放了大海报， 商场工作人 被告之间关于888 元的价格购买
波市某 到店铺中的“浅胡桃餐厅套装” 上 已经当场成立并且生效， 被告应当 员在营业前的大门口发放排位购买 “ 浅胡桃餐厅套装” 一套的合同已
， 宁
2010 年
9月
16 日
家具商场在《东南商报》刊登了大幅 还放着“特供产品888 元” 的广告 履行该买卖合同。 被告的行为属于 号牌， 当天的三套特供“浅胡桃餐 经成立， 故其诉请被告履行合同，
广告， 主要内容为该商场搞店庆活 单子， 要求以广告刊登的献礼价 故意隐瞒事实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厅套装” 也已经按号牌顺序售出，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驳回原告
动，相关商品优惠促销。其中一套名 888 元购买该套装， 却遭到销售员 的行为。 故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并提供了当天售出的三套特供“浅 张某的诉讼请求。 （俞露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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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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行GB/
失， 票面金额10 万元， 出票人为中信重工机械
01 03427787 丢
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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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河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
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
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 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
06666238，向
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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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
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
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 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
06666243，向
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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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通讯员 王琪 刘辰） 一
员工在与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后离职， 随后便在网站上发文叙
述纠纷过程， 其中使用了“丑恶嘴脸” 等词语。 为此， 原单
位以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 日前， 天津市河东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 一审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书面道歉并
赔偿原告删帖费、 学员退费等2.8 万余元。
公司诉称， 其一直利用自有的一家网站进行公务员考试
培训等宣传。 唐某原是公司员工， 2010 年4 月因违反劳动
纪律被辞退。 同年5 月10 日， 唐某在多家网站发布文章，
称该公司属于个人私营， 没有营业执照； 多次使用“欺骗大
学生”、 “某某老师根本就是骗人” 等字眼对公司进行污蔑；
还在回复跟帖时直接使用该公司网站全称， 并出现了“大家
以后考公务员千万不要去那啊” 等煽动性语言。 为此， 该公
司学员招收量大幅度下降， 并出现了多起退费现象。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诉文章是被告对在原告工作期间
工作经历及讨要工资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叙述， 但被告所用
词语“ 丑恶嘴脸”、 “ 骗人”、 “ 欺骗大学生” 等已构成对
原告名誉的恶意攻击， 且原告主要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经
营， 被告的发帖使原告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受到不良影
响， 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由此， 法院
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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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7 月7 日电 “80 后” 大学毕业生不满足每
月几千元的收入， 迷上了彩票和网络赌球， 把挪用公司的上
百万元赔了个精光。 今天，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
挪用资金罪， 判处被告人丁球有期徒刑五年， 并责令退还挪
用公司的资金109．16 万元。
出生的被告人丁球财会专业毕业后， 被一家工
1982 年
程集团公司录用从事出纳工作。 为实现快速暴富的梦想， 从
初起， 丁球开始大把买彩票， 一开始只是用自
2010 年
4月
己的工资， 在中了几个小奖后， 走火入魔的丁球又通过多
领、 少付、 该入账不入账的方式挪用公司资金投向赌球和彩
票， 但好运却始终未光顾。 2010 年9 月， 丁球因网络赌球
被公安机关查获， 10 多万元赌资被没收， 还被处以行政拘
留十天。 在丁球被行政拘留期间， 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力量对
丁球经手的账目进行审计， 确认丁球在短短半年间共挪用公
司资金109．16 万元。 东窗事发后， 丁球到公安机关自首，
供述了自己挪用本单位资金的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 丁球身为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挪用单位资金，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
罪。 丁球在案发后主动投案， 供述了自己挪用本单位资金的
事实， 系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案发后， 丁球未能退出所
挪用的资金， 可酌情从重处罚。 据此， 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自庆 缪海燕)
(李

为盐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出票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
号码为06666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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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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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盐城市兴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 出票日期为2011 年1 月26 日， 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 票
据号码为06666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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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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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盐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出票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
号码为06666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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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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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盐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出票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
号码为06666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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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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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
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
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 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
06666242，向
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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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江苏中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
城市晟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
日期为2011 年1 月24 日， 票面金额为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
06666228，向
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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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湖州富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10300052/20244833、出票日期2011 年6 月23 日、 到期
日2011 年12 月23 日、 金额人民币10 万元、 出票人湖州海力
华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金马特殊钢有限公司、 出票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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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
申请人湖州富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10300052/20240592、出票日期2011 年6 月23 日、 到期
日2011 年12 月23 日、 金额人民币10 万元、 出票人湖州海力
华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嘉兴市天湖经贸有限公司、 出票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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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