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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审判■

结婚五天就开溜
骗婚骗财被判刑

妻子重病卧床遭罪
老汉痴情杀妻坐监

谎称能查通话记录
无业男子诈骗获刑

为依法惩治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车辆
号牌管理秩序等犯罪活动， 维护国防利益，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关规定， 现就办
理非法生产、 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伪造、

盗窃、 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的若
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伪造、 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 抢
夺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 以伪造、 变造、 买卖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罪或者盗窃、 抢夺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罪定罪处罚：

（一） 伪造、 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 抢夺
武装部队公文一件以上的；

（二） 伪造、 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 抢夺
武装部队军官证、 士兵证、 车辆行驶证、 车辆
驾驶证或者其他证件二本以上的；

（三） 伪造、 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 抢夺
武装部队机关印章、 车辆牌证印章或者其他印
章一枚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数量达到第（一）

至（三） 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节严重”。

第二条非法生产、 买卖武装部队现行装
备的制式服装，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
严重”， 以非法生产、 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罪定罪处罚：

（一） 非法生产、 买卖成套制式服装三十
套以上， 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一百件以上的；

（二） 非法生产、 买卖帽徽、 领花、 臂章
等标志服饰合计一百件（副） 以上的；

（三） 非法经营数额二万元以上的；

（四） 违法所得数额五千元以上的；

（五） 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第三条伪造、 盗窃、 买卖或者非法提
供、 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七十
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以伪造、 盗
窃、 买卖、 非法提供、 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

标志罪定罪处罚：

（一） 伪造、 盗窃、 买卖或者非法提供、

使用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一副以
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三副以上的；

（二） 非法提供、 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
辆号牌之外的其他车辆号牌累计六个月以上
的；

（三） 伪造、 盗窃、 买卖或者非法提供、

使用军徽、 军旗、 军种符号或者其他军用标志
合计一百件（副） 以上的；

（四）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 数量达到前款第（一）、 （三） 项

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 非法提供、 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
辆号牌累计六个月以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累计
一年以上的；

（三）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或者特别恶劣影
响的。

第四条买卖、 盗窃、 抢夺伪造、 变造的
武装部队公文、 证件、 印章的， 买卖仿制的现
行装备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 盗
窃、 买卖、 提供、 使用伪造、 变造的武装部队
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 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 定罪量刑标准适用本解释第一至第三
条的规定。

第五条明知他人实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
条规定的犯罪行为， 而为其生产、 提供专用材
料或者提供资金、 账号、 技术、 生产经营场所
等帮助的， 以共犯论处。

第六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
犯罪行为， 同时又构成逃税、 诈骗、 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等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第七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
第二款、 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 对单位判
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分别依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车辆号牌管理秩序等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6次会议、 2011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0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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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车辆号牌管理秩
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

1516

次会议、

2011

年
4

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
60

次
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本报焦作
7

月
26

日电一个媒人与三名女人预谋后，

假借结婚的名义骗婚骗财， 最终落了个既退赃款又被惩罚
的结果。 今天，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判
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0

年
4

月， 家住该县的吕某让
邻村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张某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 同
年

5

月， 张某与陈来香、 陈小妹（二人均另案处理） 和
30

岁的陈英进行预谋， 让陈英和吕某的儿子假借结婚骗
取吕家的钱财。

随后， 介绍人张某等人隐瞒陈英已结婚的事实， 将陈
英介绍给吕某的儿子。 去年

5

月
18

日， 陈英和吕某的儿
子在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 陈英向吕家索要彩礼

24000

元
及手机、 衣物等价值数千元的物品。 后几个人将

24000

元
现金进行分赃。

5

天后， 陈英以回江苏学车为由离开博爱县， 并一去
不返。 后陈英到江苏省江阴市公安机关投案， 案发后， 陈
英家属退还赃款

27000

元。 案件审理期间， 介绍人张某退
交非法所得款

10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英、 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
构事实， 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较大， 已构成诈骗罪， 根据
法律规定， 判处陈英和张某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缓
刑二年， 并处罚金

10000

元。 （程贵忠郭凯世）

本报讯日前， 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公开宣判一起
故意杀人案。

77

岁的王某因勒死重病卧床的妻子， 被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

家住黑龙江省肇源农场的王老汉与妻子鞠某结婚
50

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妻子
1973

年得了精神病， 不知羞、

不知耻， 疯疯癫癫到处乱跑；

1997

年又得了脑血栓， 治
好后落下了个半身不遂的毛病， 一把屎一把尿都是王老汉
伺候着。

今年
1

月老伴又得了脑梗塞， 病重卧床， 经常痛得嚎
叫、 不睡觉。 看着老伴遭罪的样子， 王老汉心里非常难
受， 一着急自己也得了“攻心翻”， 儿子找医生给他治好
病后， 他想自己死了老伴不是更遭罪了吗， 还给儿女们添
麻烦， 不如先把老伴弄死， 然后自己再死， 落得个清静。

看着老伴遭罪的样子， 他狠下心来， 把插电褥子的电线拿
下来， 忍痛用电线将老伴勒死。 事后他想摸电自杀， 可又
一想两个老的都死了， 不是给孩子们添麻烦吗， 好像儿子
媳妇不孝顺是的， 不如自己去投案自首， 给老伴偿命算
了。

案发后王老汉的儿女和亲属们， 既同情他的痴情， 不
惜牺牲自己来解除老伴的痛苦； 又痛恨他的无知和愚蠢，

触犯了国家法律。 法院在审理时， 考虑到王老汉犯罪后能
主动自首， 且系年满

77

岁， 符合法律减轻处罚的条件，

故此以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云天友 张平）

本报讯无业男子买来一名为台湾“中华电信” 的网
站， 谎称能帮人查询手机短信内容、 通话记录， 一年里连
骗

17

人。

7

月
25

日，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判处
该男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无业游民阴某在玩网络游戏时认识网友“两只蝴
蝶”， 该人通过

QQ

教会其用查询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诈
骗。 后阴某付

4000

元， “两只蝴蝶” 帮他做了个名叫台
湾“中华电信” 的诈骗网站。 网站上， 阴某称自己是台
湾“中华电信” 的正规网站， 只要一个电话号码， 就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帮助有需要的人查询手机通话记录、 短
信记录， 还可以帮人删除所用的通话记录， 所有的服务
均明码标价。

后阴某盗用无线网络上网， 还找人办了两张用他人姓
名注册的银行卡， 用来接收受骗者转账来的钱。 一旦有人
上钩汇款到账， 阴某便给对方发送带密码的压缩文件， 想
要解压密码要缴纳保证金， 随后又以钱没到账等理由再次
要求对方付款等手段先后

17

次诈骗被害人
60000

余元。

法院经审理， 以诈骗罪依法判处阴某有期徒刑三年零
三个月， 并处罚金

60000

元， 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损失
62500

元。

(

刘彦丽庄莉莉）

近年来，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机动车市场也在不断发展、

壮大， 但车险骗保骗赔的现象与案
件也呈逐年上升之势。 日前， 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邀请市金融工作
局， 市公安局交管局、 内保局和市
保监局共同座谈， 就相关案件进行
剖析总结， 并建议多部门联手打击
车险骗保骗赔。

骗赔案的主要特点
虚构事故非法获利。 保险诈骗

的主体应当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但我们发现， 真正有被保险人参与
的骗保案件并不多见， 实际都是涉
及修理厂、 保险代理人或与保险代
理有关的社会闲散人员， 他们以微
利引诱有理赔需求的被保险人， 借
助他们的身份， 通过虚构保险事
故、 夸大损失程度等方式， 来获取
非法利益。

被保险人回避定损程序。 保险
公司在接受报案后进行定损， 是通
过定损员的直观观察， 来确定损失
原因和损失程度的必经程序， 更重
要的是，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定损来
固定机动车出险后的原始状态。 但

这些诚信缺失的行业边缘人对保险
理赔程序非常了解， 因为有的人就
是在保险行业有过从业经验的， 所
以向保险公司报案以后， 不按保险
公司的要求将事故车开到定损点，

直接进行维修， 甚至直接将事故车
转让， 以此来阻止保险公司进行定
损， 在诉讼中把不定损的责任推到
保险公司， 导致保险公司无法通过
定损程序确定被保险机动车损失或
者留存证据。

小事故大损失。 如果不考虑两
车价格因素和碰撞系数， 一般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的两车损失应大致相
当。 但骗保案件中两车的损失程度
会明显不同， 修理费金额差距巨
大， 原因就在于不诚信的人需要夸
大自己车的损失来获利， 有可能一
个轻微追尾事故， 就换个发动机。

导致两车的修理价格至少有数倍差
距。

多选择二类以下修理厂修车。

以虚构损失方式获得非法利益的这
些人， 其获利途径必须有机动车修
理企业的帮忙， 因为法院对实际损
失的确定， 一般是通过对维修清单
和增值税发票的认证过程确定的，

而二、 三类修理厂的客户多是通过
介绍才在此类修理厂修车， 所以修
理厂会为了赚取开票费用， 为这些
人虚构维修清单、 虚开发票。

行业边缘人代理诉讼。 这些人
从事过保险代理， 精通保险理赔流
程， 为了获得代理费， 多拉客户，

就向投保人保证出了险直接找他，

但保险代理人也保证不了全能获得
赔偿， 一旦遇到拒赔， 他就代理被
保险人起诉保险公司。 起诉的多

了， 他们对法院的诉讼程序和法官的
审判思路也有了一定了解， 逐渐的，

这些代理人从一种主观上的服务， 演
变到可以从一个理赔案件中挣钱。

此类案的产生原因
保险公司对涉嫌骗保案件的举证

处于弱势。 从保险公司内部经营讲，

保险定损员和调查员的技能有待提
高， 从外部法律环境讲， 目前法律法
规并未赋予保险公司很大事故调查
权， 保险公司的取证没有法律支撑，

缺乏取证手段和途径， 一些案子保险
公司明知道是骗保， 但查不下去， 最
后只能拖赔、 拒赔， 导致行业内人员
对此类案件的调查都丧失信心， 助长
了一些不诚信分子的嚣张气焰。

骗保方式隐蔽
+

行业专业性强导

致调查和侦查难度大。 无论是通过故
意制造保险事故还是夸大损失程度的
方式骗取保险金， 诚信缺失的这些人
都会选择非常隐蔽的欺骗方式， 而且
从时间、 地点上没有任何规律， 欺骗
的保险公司不固定， 虚开发票的修理
厂也不固定， 所以不易引起行业和公
安、 司法机关的注意。 而且， 这类案
件因为专业性强， 更增加了调查和侦
查的难度。

可借鉴的两点建议
打击和遏制这种不诚信的行为，

仅靠法院个案的甄别， 达不到治理效
果。

建议保险公司对疑似骗保的索赔
案进行细致定损。 此类案件在诉讼
中， 因保险公司不能提供损失情况照
片导致无法鉴定的情况很多， 使保险
公司处于举证弱势， 败诉风险很大，

所以建议保险公司对怀疑骗保的索赔
案进行细致定损、 拍照。

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对非
骗保案件放宽理赔条件， 多给予诚信
的被保险人一些指导， 多与他们协
商， 通过协商确定评估、 鉴定机构的
方式， 剔除不合理的赔偿要求。

本报讯 （记者陈伟通讯
员毛文军）

7

月
25

日， 山西省临
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临汾市尧都区
原区长陈怀生涉嫌贪污等案进行一
审宣判， 被告人陈怀生犯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滥用职权
罪、 串通投标罪， 数罪并罚，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并处罚
金

5

万元。

7

月
12

日至
7

月
14

日， 临汾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由临
汾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本案。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怀生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 在担任临汾市供
销社主任、 尧都区区长期间， 利用

职务之便， 骗取公款
348

万余元据
为己有， 情节特别严重； 利用职务
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 索取、 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89

万余元，

情节特别严重； 利用职务之便， 挪

用公款
150

万元归个人使用， 情节
特别严重； 在履职期间， 不正确履
行职责， 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1238

万余元的
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 在招标投标
过程中， 采用非法手段， 损害了国
家、 集体、 他人合法利益， 情节严
重。 据此， 被告人陈怀生的上述行
为， 分别构成贪污罪、 受贿罪、 挪
用公款罪、 滥用职权罪和串通投标
罪。

以权谋私触犯刑律构成五罪
临汾尧都区原区长数罪并罚一审被判 20年

必须警惕的陷阱

———机动车保险骗赔案探究
本报记者田浩本报通讯员陈立如王磊金薇

申请人北京顺欣一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

3010113000983318

、签发日期未填、出票人北京安氏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金额

5180

元）

丢失，于
2011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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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天津科世隆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丢失转账支票一张， 支票号码为
01626900

， 支票印鉴齐
全，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均为空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申请人，

支票未背书。 开户行为农行天津双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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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中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广
州开发区分行银行承兑汇票

l

张（号码为
10400052 21815666

，

金额为
10

万元、收款人为安徽长青电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盖有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
公司预留印鉴，有背书，背书人为扬州市中轩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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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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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潘文东因遗失银行转帐支票一张【付款人：刘勇；收

款人：潘文东；支票号码：

1030443007643898

；票面金额：陆万伍
仟元（

65000.00)

；无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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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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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生旺燃气有限公司因遗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增城支行支票一张（支票开户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增城支行，出票人为广州圣钛五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

持票人为申请人， 支票号码为
03069039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1393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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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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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烨辉彩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10500053 20048936

， 金额为人民币
662

，

189.76

元，

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河支行，出票人为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东郊四惠桥京
鹏建材经销部，背书人、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已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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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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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市江城节能燃料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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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51-20953650

，金额
40

万元，出票人为新
乡市护神特种织物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新乡市亿达染化有限公
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出票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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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巩义市第五耐火材料总厂因将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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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5120436079

，票面金额为
10

万元，

收款人为巩义市高效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巩义浦发村镇银
行，出票人和持票人均为申请人，出票日期

2011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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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巩义市人民法院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票据号码

为
3130005120095311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面金额为壹佰万
元整，出票人为岳阳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Gl07

拓宽与云港路互通工程项目部，付
款行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持票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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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票据号码

为
3130005120095319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面金额为九十万
元整，出票人为岳阳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Gl07

拓宽与云港路互通工程项目部，付
款行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持票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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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票据号码

为
3130005120095324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面金额为五十万
元整，出票人为岳阳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Gl07

拓宽与云港路互通工程项目部，付
款行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2

日，持票人湖南省湘
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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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虞山镇新新创业装饰材料商行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巨丰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常熟市吴芳染整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常熟
市虞山镇新新创业装饰材料商行，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
据号码为

0629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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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虞山镇新新创业装饰材料商行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苏州市天叶木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常熟市三荣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常
熟市虞山镇新新创业装饰材料商行，出票行为交通银行常熟支
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9

日，票面金额为
33936

元，票据
号码为

301000510058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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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榆林市榆阳三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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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05508584

、出票人为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包头市包钢支行、票面金
额为

40

万元、收款人为内蒙古华宸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
行为包商银行神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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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
]

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保康包装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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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86215

， 票面金额玖万元整， 出票日
2011

年
1

月
14

日，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14

日，出票人杭州西湖定时器
厂，收款人、背书人均为金华双冠定时器厂，持票人为该申请人，付
款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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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重庆市铜梁县永成织造厂因遗失由中国银行湖州城

中支行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10400052-20078351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人湖州
大港创想纺织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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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市铜梁县永成织造厂因遗失由中国银行湖州城

中支行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10400052-20078125

，票面金额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人湖州大
港创想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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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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