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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辖
1．

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涉及人民
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时， 应当将
贪污贿赂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
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
辖的刑事案件， 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
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在上述情
况中， 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
辖， 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 人民检察院
予以配合； 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
院管辖， 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 公安
机关予以配合。

2．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中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 包括犯
罪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

3．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
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一） 一人犯数罪的；

（二） 共同犯罪的；

（三） 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四） 多个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实
施的犯罪存在关联， 并案处理有利于查
明案件事实的。

二、 辩护与代理
4．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
关、 国家安全机关、 监狱的现职人员，

人民陪审员， 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以
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 不得担任辩
护人。 但是， 上述人员系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 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委托其担任辩护人的， 可以
准许。 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人， 不得担任辩护人。

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辩护， 不得为两名
以上的未同案处理但实施的犯罪存在关
联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辩护。

5．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 第二百
六十七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对法律援助
作了规定。 对于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
院、 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规定， 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或者法律帮
助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后
三日以内指派律师， 并将律师的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书面通知人民法院、 人
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6．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
人提供法律帮助； 代理申诉、 控告； 申
请变更强制措施；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
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提
出意见。” 根据上述规定， 辩护律师在
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
人涉嫌的罪名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
要事实， 犯罪嫌疑人被采取、 变更、 解
除强制措施的情况， 侦查机关延长侦查
羁押期限等情况。

7．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
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至迟不
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根据上述规定，

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
押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8．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
位和个人同意， 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
有关的材料， 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收集、 调取证据， 或者申请人
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辩护
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收集、

调取证据，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认为
需要调查取证的，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收集、 调取证据， 不得向律师
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 让律师收集、 调

取证据。

9．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中规定： “违反前款规定的， 应当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辩护人涉嫌犯罪
的， 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
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根
据上述规定，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发现辩护人涉嫌犯罪， 或者接受报
案、 控告、 举报、 有关机关的移送，

依照侦查管辖分工进行审查后认为符
合立案条件的， 应当按照规定报请办
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的上
一级侦查机关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立案
侦查， 或者由上一级侦查机关立案侦
查。 不得指定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
的侦查机关的下级侦查机关立案侦
查。

10．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
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有权向
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
控告。 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
当及时进行审查， 情况属实的， 通知
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人民检察院受
理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的申诉或者控
告后， 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书
面答复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三、 证据
11．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
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
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经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
理人提供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进行审
查后， 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
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
形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
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的顺序由法庭根
据案件审理情况确定。

12．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对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可以采取
“不公开真实姓名、 住址和工作单位
等个人信息” 的保护措施。 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决定
不公开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的真实
姓名、 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的， 可以在判决书、 裁定书、 起诉
书、 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 证据材料
中使用化名等代替证人、 鉴定人、 被
害人的个人信息。 但是， 应当书面说
明使用化名的情况并标明密级， 单独
成卷。 辩护律师经法庭许可， 查阅对
证人、 鉴定人、 被害人使用化名情况
的， 应当签署保密承诺书。

四、 强制措施
13．

被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得离
开所居住的市、 县或者执行监视居住
的处所， 有正当理由需要离开所居住
的市、 县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应当经执行机关批准。 如果取保候
审、 监视居住是由人民检察院、 人民
法院决定的， 执行机关在批准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或者
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前， 应当征得决定
机关同意。

14．

对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履行了
保证义务， 由公安机关认定， 对保证人
的罚款决定， 也由公安机关作出。

15．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不得要
求被监视居住人支付费用。

16．

刑事诉讼法规定， 拘留由公安
机关执行。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
案件， 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拘留决定， 应
当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公安机关应当立
即执行， 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
执行。

17．

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
定， 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 并将执行
回执及时送达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如果未能执行， 也应当将回执送达人民
检察院， 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 对于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 公安机
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 应当立
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
措施， 并将执行回执在收到不批准逮捕
决定书后的三日内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五、 立案
18．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
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 或者
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
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
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
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
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
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
立案。” 根据上述规定， 公安机关收到
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
后， 应当在七日内将说明情况书面答复
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 发出通知立案书
时， 应当将有关证明应当立案的材料同
时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收到通知立
案书后， 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 并
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

六、 侦查
19．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
人的时候， 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
者录像； 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
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应当对
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侦查人
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 应
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人民检察院、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调取讯问犯罪嫌疑
人的录音或者录像， 有关机关应当及时
提供。

20．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中
规定：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
需要， 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
适用对象。”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
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 批准采取技术侦
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应当附卷， 辩护律师
可以依法查阅、 摘抄、 复制， 在审判过
程中可以向法庭出示。

21．

公安机关对案件提请延长羁押
期限的， 应当在羁押期限届满七日前提

出， 并书面呈报延长羁押期限案件的主
要案情和延长羁押期限的具体理由， 人
民检察院应当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决
定。

22．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 “在侦查期间， 发现犯罪嫌
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 自发现之日起依
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
侦查羁押期限。” 公安机关依照上述规
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 不需要经
人民检察院批准， 但应当报人民检察院
备案， 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

七、 提起公诉
23．

上级公安机关指定下级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的案件， 需要逮捕犯罪嫌疑
人的， 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提请同
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需要提起公诉
的， 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移送同级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对于审查起诉的案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管辖规定， 认为应当
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同级其他人民检
察院起诉的， 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
的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依
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审判管辖的，

应当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管辖有
关事宜。

24．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时， 应当将案卷材料和全部证据移送
人民法院， 包括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翻
供的材料， 证人改变证言的材料， 以及
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有利的其他证据
材料。

八、 审判
25．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
定：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
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
罪事实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对于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人民法院
都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
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
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案卷材料、 证据
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不得以上述材
料不充足为由而不开庭审判。 如果人民
检察院移送的材料中缺少上述材料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检察院补充材
料，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三日内补送。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
查的期限计入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

26．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案件时，

出庭的检察人员和辩护人需要出示、 宣
读、 播放已移交人民法院的证据的， 可
以申请法庭出示、 宣读、 播放。

27．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 审查起诉期间公
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未提交的， 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 人民
法院调取。” 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 合议庭对证据
有疑问的， 可以宣布休庭， 对证据进行
调查核实。”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和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
到庭， 调取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

者勘验。” 根据上述规定， 自案件移送
审查起诉之日起，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
辩护人的申请， 向公安机关调取未提交
的证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罪或者罪
轻的证据材料。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辩护人的申请， 向人民
检察院调取未提交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
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也可以向人民检察
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 公安
机关、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要求调取
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28．

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 鉴定
人出庭作证的， 应当同时将证人、 鉴定
人出庭通知书送交控辩双方， 控辩双方
应当予以配合。

29．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
三款规定： “公诉人、 当事人或者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
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 鉴定
人应当出庭作证。 经人民法院通知， 鉴
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
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上述规定， 依法
应当出庭的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未出
庭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
据。 鉴定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
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 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决定延期审理。

30．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 发现
有新的事实， 可能影响定罪的， 人民检
察院可以要求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

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
或者变更起诉。 人民法院建议人民检察
院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的， 人民检察
院应当在七日以内回复意见。

31．

法庭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揭发
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人民
检察院认为需要进行查证的， 可以建议
补充侦查。

32．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
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有权向人民法
院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检察院对违反
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 应
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

九、 执行
33．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
五款中规定： “在交付执行前， 暂予监
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

对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 有期徒
刑、 无期徒刑， 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的，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
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申请， 看守所可以
将有关情况通报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应
当进行审查， 并在交付执行前作出是否
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

34．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
三款规定：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
执行的， 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
刑期。 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
的， 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对
于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
有上述情形的， 人民法院在决定予以收
监的同时， 应当确定不计入刑期的期
间。 对于监狱管理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决
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有上述情形
的， 罪犯被收监后， 所在监狱或者看守
所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不计入执行刑期的建议书， 由人民法

院审核裁定。

35．

被决定收监执行的社区矫正人
员在逃的，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立即通知
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

十、 涉案财产的处理
36．

对于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的
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除依法返还
被害人的财物以及依法销毁的违禁品
外， 必须一律上缴国库。 查封、 扣押的
涉案财产， 依法不移送的， 待人民法院
作出生效判决、 裁定后， 由人民法院通
知查封、 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查封、 扣
押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

冻结在金融机构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
财产， 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 裁定
后， 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金融机构上缴
国库， 有关金融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送
交执行回单。

对于被扣押、 冻结的债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 在扣押、 冻结期间权
利人申请出售， 经扣押、 冻结机关审
查， 不损害国家利益、 被害人利益， 不
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 以及扣押、 冻结
的汇票、 本票、 支票的有效期即将届满
的， 可以在判决生效前依法出售或者变
现， 所得价款由扣押、 冻结机关保管，

并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37．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
一款中规定：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可以依照规定查
询、 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 汇款、 债
券、 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 根据上
述规定，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不能
扣划存款、 汇款、 债券、 股票、 基金
份额等财产。 对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死亡， 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
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 适用刑事
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规定的程序， 由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
所得的申请。

38．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 现
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
产应当予以没收的， 公安机关、 人民检
察院可以进行调查。 公安机关、 人民检
察院进行调查， 可以依法进行查封、 扣
押、 查询、 冻结。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被告
人死亡的， 应当裁定终止审理； 被告人
脱逃的， 应当裁定中止审理。 人民检察
院可以依法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
法所得的申请。

39．

对于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没收
违法所得的裁定，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
察院可以在五日内提出上诉、 抗诉。

十一、 其他
40．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 “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
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根据上述规定，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押的案件， 除对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期间
不计入办案期限外， 其他鉴定期间都应
当计入办案期限。 对于因鉴定时间较
长， 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

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应当对被羁押的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 改为
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 办理
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适用本规定
中有关公安机关的规定。

本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998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
全部、 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
题的规定》 同时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12

月
28

日（总第
5523

期）

韶关仲裁委员会出庭通知书王芳：本会受理你与中铁五
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劳务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韶仲字【

2012

】

274

号），定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
15

时在第一仲
裁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请你

/

你单位持本通知准时出庭。

韶关仲裁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东山发动机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南京东山发动机有限公
司因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承兑汇票
壹张（承兑汇票号码为

1020005220931100

，出票人南京同兴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
支，收款人南京东山发动机有限公司

,

票面金额
102500

元）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作出（

2012

）江宁催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

江苏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公司
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2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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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19

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30201130 01097100

，金
额为

7333

元，出票人为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分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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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神州数码品众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

一张，于
2012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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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10501130 08156670

， 金额为
2644620

元，出票人为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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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垣曲县新城亚红机电门市部持有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被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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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1 25180791

，出票人为安阳高盈钢铁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安阳市一恒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背书
人为安阳市一恒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宏鑫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 最后持票人为垣曲县新城亚红机电门市部， 出票日期
2012

年
9

月
17

日，付款日
2013

年
3

月
17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付款行为安阳银行清算中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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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泰电力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交通银

行南京江宁支行银行汇票壹张，号码为
3010004120042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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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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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严应超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谷里支行银行本票壹张，本票号码为
3140327220558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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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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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1844185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雄狮漂染有限公
司，付款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收款人宝璐纺织（苏
州）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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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1400051

21843056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华立纺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收款人吴江市吕立丝
绸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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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日照岚隆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31400051/21875325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6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2

月
20

日，出票人张家港
市大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新兴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付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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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原温特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31400051/20693577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7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

月
23

日，出票人潍坊市金
亿丰化肥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鲲鹏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张
家港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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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新科强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
31400051/20703405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
期

2012

年
5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1

月
10

日，出票人
张家港市港鹰实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张家港鸿鹰机械有限公
司，付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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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皓岳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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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兑汇票编号
10200052 22250328

、 出票金额
300

，

000.00

元、出票人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7

月
12

日、付款行工行驻一汽支行、收款人青岛开世密封工
业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2

月
25

日、背书人青岛开世
密封工业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沧州皓岳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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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林
]

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被背书人） 成都若禺卫生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因

所持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0300051 21386082

， 出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12

日， 出票金额：

30

万元整， 出票人全称： 成
都宏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收款人全称： 彭州市致和镇宏
海建材经营部， 付款行全称： 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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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河子开发区瑞新祥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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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
行，票号

30900053 23842846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壹拾万元
整），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11

月
18

日，出票人（付款人）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
人）天辰化工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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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锐兆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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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票行为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会计部， 票号

30200053

20990925

，票面金额
300000

元（叁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2

年
9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3

月
11

日，出票人（付款人）

拜城县峰蜂煤焦化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人）拜城县铁热克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被背书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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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焦氏绒业有限公司因一份汇票被盗，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25503132

，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嘉善县章达羊绒有限
公司，收款人河北焦氏绒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兴银行嘉善支
行，出票日

2012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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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桐乡市赋吉石材有限公司因遗失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25521756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浙江中技桩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上海忠矗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兴银行嘉善支行，

出票日
201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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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嘉善县人民法院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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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