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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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设网络赌场“情节严重”的标准是否适用于实体赌场犯罪

今 日 聚 焦

◇

王明森
【不同观点】

实体赌场犯罪情节评价应考虑其本身犯罪诸要素

【案情回放】被告人张某伙同被告人李某，自
2011

年
11

月起在某小区租借店铺
经营“姐妹茶艺”茶馆，并在茶馆内以
“晃晃麻将”聚众赌博，由被告人张某
负责记账，共同从参赌人员处抽头渔
利人民币

7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伙同
被告人李某，以营利为目的，在租借

的店铺内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其行为
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据此，法院以
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
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以
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
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1000

元。

公诉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中
适用法律错误，遂向二审法院提出抗
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
程序合法，公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
成立。 据此，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
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开设实体
赌场的犯罪情节认定是否应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 中的认定标准。 在
审理过程中， 共有三种不同的观
点：

公诉机关认为， 开设网络赌
场和开设实体赌场都是开设赌场
罪的表现形式， 属于同一种性质
犯罪， 在相关司法机关对开设网
络赌场行为作出了司法解释的情
况下， 开设实体赌场的情节认定
标准亦应适用《意见》 量刑处罚。

据此， 被告人张某、 李某开设赌
场抽头渔利

7

万余元系情节严
重， 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合议庭少数意见认为， 开设
实体赌场的量刑处罚可以参考
《意见》 处理。 其理由是， 立法者
对刑法中“情节严重” 留白的情
形并不鲜见， 司法实践中一般通
过参考已公布司法解释对同一罪
名的解释， 或是参考近似罪名的
司法解释， 对“情节严重” 作出
界定。 据此， 被告人张某、 李某
开设赌场抽头渔利

7

万余元可以
参考《意见》 的规定定性为情节
严重， 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 司法
解释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无论是
“适用” 还是“参照”， 都缺乏相
应的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持， 故而
不能适用或是参照《意见》 执行，

还是应当依据一般认定情节严重
的方法， 从赌场规模、 组织严密
程度、 赌资金额、 参赌人员、 赌
博方式、 持续时间、 非法获利、

社会危害性等方面来看， 本案的
犯罪情节尚未达到“情节严重”

的量刑幅度。

【法官点评】

债务人死亡后未及时求偿

是否适用两年诉讼时效

郝兴军任建民

析 疑 断 案

◇

熊晓震

因定损产生的鉴定费用并非一律由侵权方承担

认定开设实体赌场犯罪情节严重与
否， 应以其本身的犯罪诸要素为切入
点， 笔者同意合议庭多数意见。

1.

《意见》 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开设
网络赌场行为

首先，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其基本含义是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和
给予刑罚， 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
提。 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后应依法接
受刑事处罚， 其刑罚种类和刑罚严厉度
应以刑法明文规定为前提， 这也是罪刑
法定原则应有之意。 《意见》 开宗明义，

规定“为依法惩治网络赌博犯罪活动
……现就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
律的若干问题， 提出如下意见”， 其立法
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网络赌博活动这一新
形式和特点， 旨在通过刑法严厉打击肆
意泛滥的网络赌博行为。 据此可见，

《意见》 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和适用范
围局限性， 即仅规制与网络赌博犯罪有
关的犯罪行为， 开设实体赌场的行为不
在其中。 若将开设实体赌场行为依照
《意见》 中的“情节严重” 标准而量刑处
罚， 则无形地扩大了《意见》 的适用范
围， 扰乱司法解释的目的指向性， 这是
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 故而， 《意见》

中对于“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不能适
用到开设实体赌场的犯罪情节评价中。

其次， 参考已公布的同罪名的司法

解释或参考近似罪名的司法解释， 对于
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但这一方法应
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 否则将导致司法
解释权僭越， 使之成为掌权者手中可随
意揉捏的工具： 一是两罪行之间具有可
比性， 即“应入罪者举轻以明重”， 是
指被参考司法解释所指向的犯罪情节或
是犯罪行为本身应比需评价的犯罪情节
或犯罪行为轻缓， 或至少是相当； 二是
确保个案公正处理， 即裁判结果应当符
合社会公众的心理接受程度， 不因某一
犯罪要素“超标” 造成案件处理结果畸
轻畸重。 就开设网络赌场和开设实体赌
场而言， 虽然都属于开设赌场罪的犯罪
形态， 但由于犯罪发生的空间、 犯罪行
为方式等迥异， 有的认为前者严重， 有
的则认为后者严重， 学理界和实务界均
未就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形成唯一结论。

此外， 以开设实体赌场犯罪中的一个犯
罪要素对照《意见》 得出最终结论， 而
忽视全案的综合评价， 难免会影响个案
的公正处理。 是故， 开设实体赌场犯罪
也不能参考《意见》。

综上所言， 无论是从“适用” 角
度， 还是“参考” 角度， 开设实体赌场
的情节认定均不能以《意见》 作为依据
或是参考对象。

2.

开设实体赌场行为的情节严重认
定

在不能适用或参考《意见》 且不具

有明确指向性的司法解释出台的情况
下， 笔者认为开设实体赌场的犯罪行为
是否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情节严重”

的刑罚幅度， 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具体分
析， 以个案的犯罪诸要素作为评价对
象， 从赌场要素、 人员要素、 社会危害
要素等三方面综合评价。

赌场要素包括赌场的专业性、 赌场
的地点、 赌博的方式、 涉赌资金量的
大小、 赌具专业化程度、 开设时间长
短等； 人员要素包括组织严密度， 参
与人数以及职业化程度等； 社会危害
要素包括非法获利金额、 参赌人员成
分、 是否诱发了诸如抢劫、 绑架、 非
法拘禁等犯罪、 当地居民群众的反映
程度等。 一般而言， 如果人员组织严
密、 分工明确， 有固定的赌博场所，

持续时间长， 涉赌资金巨大， 或是参
赌人员因赌博而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

在周边社会环境中产生恶劣影响的，

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如果仅是一般
带有明显的娱乐消遣性质且对社会影
响较小的开设赌场赌博的， 一般不宜
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情节严重”。 须
应明确的是， 赌场要素、 人员要素和
社会要素之间既是独立的， 又是互相
联系的， 即某一要素的“超标” 可能
导致整个犯罪情节上升至“情节严重”

程度， 但也可能通过另外两个要素的平
衡， 使得整个犯罪情节低于“情节严

重” 程度。 在实践中， 还是需要法官
紧扣法律规定， 通过正确地运用自由
裁量权得出合乎正义的结论。

具体到本案中， 被告人张某和李
某租用棋牌室开设“晃晃麻将” 吸引
周围小区居民参赌并从中渔利的行为
已符合开设赌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但就具体情节而言， 两被告人开设赌
场的时间较短， 仅约

4

个月， 开设赌
场仅有张某和李某两人， 赌场规模较
小， 赌具为麻将， 现场被查获的赌资
金额不大， 约

1700

余元， 参与赌博的
小区居民多为下岗和退休人员， 并非
是职业赌徒， 多为消遣娱乐而来， 周
边居民举报也不是因为该棋牌室涉赌
给社区风气带来负面影响， 而是噪音
扰民， 被告人从每桌也仅渔利数额

1

至
3

元不等， 虽然查获的渔利总额达
7

万余元， 但通过平衡其他因素后可以
认定本案是具有一定消遣性和娱乐性
的开设赌场案件， 与组织严密、 分工
明确、 参赌人员众多的地下赌场或是
涉众面广、 传播速度快、 资金流量巨
大的网络赌场相比， 其社会危害性远
小于后两者， 其犯罪情节尚未达到情
节严重。 因此， 本案不宜仅凭借抽头
渔利

7

万余元这一个指标而认定两名
被告人犯罪情节严重， 应以开设赌场
罪的基本刑格量刑处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结合本案的
犯罪情节， 从合理划分刑罚的阶梯结
构来看， 本案亦不宜认定为情节严重。

刑法中“情节严重” 分为入罪标准和
刑罚升格标准。 开设赌场罪的“情节
严重” 为刑罚升格标准， 因此， 我们
评价该罪名时应注意在入罪标准与升
格标准之间拉开必要的差距， 给予基
本刑格一定的适用范围， 避免其空间
被过度压缩， 进而迫使入罪标准下沉，

导致开设赌场罪的泛犯罪化。 本案中
的两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尚未达到情
节严重的程度， 若仍认定为情节严重
量刑处罚，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
其他开设实体赌场犯罪情节严重与否
的认定， 人为地矮化了刑罚升格标准，

必然会牵连到开设实体赌场的入罪标
准， 将一些更为轻微的违法行为纳入
到刑法评价体系之中。

(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

2006

年
10

月
2

日， 任某以做
生意为由向朋友杨某借款

96

万
元， 并向其出具了借据， 双方未
约定还款时间。

2008

年
3

月
23

日
任某去世， 在任某丧事办理期间，

杨某按照本地风俗上了
200

元礼
金和花圈一个， 随后一直未向任
某的继承人主张还款， 任某的子
女三人分别继承了任某的财产。

2010

年
9

月
5

日， 杨某诉至法院
要求任某的继承人还款。

本案审理中， 对于诉讼时效
的适用， 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
意见认为， 任某死亡后其子女对
其财产进行继承， 同时也承担相
应的还款义务， 是债务的概括继
承， 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仍没有
时间约束， 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
其子女以继承的遗产价值数额为
限进行偿还， 即本案的诉讼时效
并未超过。

第二种意见认为， 根据普通
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 本案
诉讼时效已过， 杨某不再具有胜
诉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是基
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对权利本
位的修正和完善。 在诉讼时效制
度中， 为保护义务人的权利而对
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是对权
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也是权利人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作出的牺牲和让渡。

本案中， 杨某在任某死亡后，

按照风俗习惯上了礼金与花圈， 说
明其对任某的死亡是知晓的， 其明
确自己的债务人已经死亡， 自己的
债权实现存在风险， 就应当在合理
期限内向任某的继承人主张自己的
债权， 而在本案中其一直未向任某
的继承人提出还款主张， 直至
2010

年
9

月
5

日才向人民法院起
诉， 如果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
规定， 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
还款， 只需要给对方留必要的准备
时间， 并结合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缴纳
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 来支持其诉求的话， 势必
要牵动任某三个子女的家庭， 以及
核实各继承人当初分割财产的数
额， 假设任某的子女也存在死亡，

财产也发生继承， 核实任某的遗产
数额难度可想而知， 既不利于债权
的实现， 也不利于社会公共秩序的
稳定。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
者”。 可见， 一个不重视自己权利
的人， 法律又怎奈何得了侵犯其权
利的人呢？ 综合考虑个人利益与社
会公共秩序、 个案公平与效率实现
以及诉讼时效设立目的， 笔者认为
该案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
到侵害之日起两年内主张， 照此计
算杨某应当在

2010

年
3

月
22

日之
前起诉才能得到保护， 其未在合理
期间提出主张， 也未提供诉讼时效
发生中止、 中断的证明， 诉求不应
得到支持。

（作者单位： 河南省安阳市龙
安区人民法院）

【案情】

2010

年
6

月， 某烟花厂工房
发生爆炸。 爆炸发生后， 居住在该厂
附近的周某等村民房屋有受损现象。

周某执意要求烟花厂赔偿万元以上，

烟花厂仅同意补偿
1500

元。 周某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烟花厂赔
偿

20000

元。 法院根据周某申请，

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周某房屋损害及
修复费用进行鉴定， 周某预交了鉴定
费

10000

元， 鉴定结论为： 烟花厂
发生爆炸事故， 对周某住宅的影响接
近次轻度破坏， 合计估算补偿费用为
1200

元。 在审理过程中， 周某请求

由烟花厂承担鉴定费
10000

元。 经
过一、 二审的审理， 法院最终判决：

烟花厂赔偿周某房屋损害
1200

元，

并支付部分鉴定费
7000

元给周某
（其余鉴定费由周某自行承担）。

【分歧】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10000

元鉴定
费用应由谁承担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 烟花厂的侵权
行为导致鉴定费用的发生， 鉴定费用
是周某的必然损失， 应当由侵权人全
部承担。

第二种观点认为： 鉴定结论未超
过烟花厂同意作出的赔偿补偿， 反而
明显低于周某的请求。 由此可见， 周
某对自身损失的错误估计才导致鉴定
费用的发生， 应当由其自行承担鉴定
费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 特殊侵权引起

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定损费用巨大， 某些
情况下甚至可能超过损失本身。 对于这
种特殊情况下定损费用的处理， 应当根
据具体案情， 分清鉴定费的发生原因，

分析双方对于鉴定费发生所具的过错程
度， 进而确定鉴定费的承担。

【评析】

根据人们的一般认知， 因侵权引
发的损害赔偿纠纷中鉴定损失的费用是
侵权行为发生后定损的结果， 应属侵权
行为造成的损失的一部分， 由侵权人承
担。 但在某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应当根据
具体案情， 从鉴定费的发生原因来分
析， 根据双方对于鉴定费发生所具过错
程度， 进而确定鉴定费的承担。 专业损
害赔偿鉴定与其他定损方式相比具有科
学性、 准确性的优点， 但同时周期长、

费用高。 如果损害赔偿确实只能通过鉴
定实现， 则应当鉴定， 鉴定费系侵权行

为造成的后果， 应由侵权人承担。 但如
果可以不经鉴定， 通过其他方式确定
是否构成损害、 损害后果是否是侵权
人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以及损失的数
额（比如侵权人自认侵权并提出了确
定损失的可行方式和明确的赔偿补偿
数额）， 被侵权人仍坚持进行鉴定， 若
鉴定结论确定的损失数额与被侵权人
提出的请求基本相符， 则鉴定费系侵
权行为造成的后果， 应由侵权人承担；

若鉴定结论确定的损失数额明显低于
被侵权人提出的请求， 则鉴定费可以
理解为因被侵权人自身认识错误的原
因而扩大的损失， 则鉴定费应由被侵
权人自行承担。 如此处理， 既可以让
侵权人承担必要的鉴定费， 也可以防
止被侵权人随意滥用鉴定， 导致不必
要的鉴定费的发生， 还可以避免鉴定
花费较长时间， 有利于以更低的成本
和更高的效率解决纠纷。

鉴定费的承担还应当考虑以下两
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损害后果的计
算是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在此情况
下， 一般人是难以准确计算损害后果
的。 如果因此而由对损失估算错误的
被侵权人承担全部鉴定费很可能导致
被侵权人因担心承担高昂的鉴定费而
放弃本来可能获得的更多的赔偿， 这
对其无疑是不公平的。 因此， 在损失
计算具有很强专业性， 一般人难以准
确计算损害后果， 而鉴定结论又明显
低于被侵权人的主张的， 可以认定侵
权行为是导致鉴定费用发生的根本原
因， 被侵权人对自身损失的错误估计
是导致鉴定费用发生的直接原因， 鉴
定费按照双方的过错由双方当事人按
比例分别承担。 第二个是侵权人的主
观因素。 如果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
侵权， 主观过错明显的， 在鉴定费的
承担时可以由侵权人多承担一些， 在
一定程度上制裁恶意侵权人的侵权行
为。 如果是侵权人出于一般过失侵权，

主观过错不大， 在鉴定费的承担时可
以由侵权人少承担一些。

（作者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金鑫朗达电器经销部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3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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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
18

日，票据记载：票
面号码为

40201130 11550724

，金额为
31 093.28

元，出票人为
北京红星美凯龙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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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明华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01296514

、票面金额
26000

元、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3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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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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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建华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因丢失北京银行成

寿寺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据号码为
20190030

，票
面金额为十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2

日，出票人为北
京中铁长龙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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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崇安区青坤金属材料经营部因遗失黄石滨江农村
合作银行总行营业部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
31700051/20024938

，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收款人为无锡科能
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出票
人为上海优徕特钢铁经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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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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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南昌银行铁路

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21

日，

汇票号码
:3130005126700474

，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南昌
佳德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南昌恒隆玻璃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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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西
]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因所出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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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
10200052/20667206

、

10200052/

20667205

， 出票日期
2013

年
1

月
24

日， 票面金额分别为
382000

元、

500000

元，出票人江西新高峰陶瓷有限公司，付款
行全称中国工商银行江西宜春高安支行营业部，收款人全称广
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票号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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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高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四川省尚东贸易有限公司因所出票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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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
31300051/28701013

， 出票日期
2012

年
10

月
18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江西正拓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南昌银行高安支行，收款人全
称青岛广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票号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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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高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山东经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所出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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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
31300051/26727415

，出票日期
2012

年
10

月
17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高安市金刚

石陶瓷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南昌银行高安支行，收款人全称
高安市顺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票号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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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高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兴林丰外贸包装有限公司称其持有的一张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

现依法公告。该
份银行承兑汇票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南京溧水支行营业部，票据号
码为

10400052-23394277

， 出票人南京胜捷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海门市岸桥碳制品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
日期

2012

年
11

月
3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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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溧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市周庄乡村服饰辅料厂因其持有的华东三省

一市银行汇票一份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该票据记载：

00100041/29291960

，金额人民币
2220

元，付款人苏州市新恒大
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常熟市睿盛龙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
中信银行苏州城中支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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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振源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10300052

21142771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苏州迪川织造有限公司，

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吴江谭丘支行， 收款人吴江市苏吴纺织有
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30

日，汇
票到期日

2013

年
5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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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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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金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银行苏州分行

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
31300051/

25397496

，票面金额
300000

元，出票人苏州时代科技织造有限公
司，收款人吴江瀛顺纺织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3

年
6

月
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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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戴杰精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票号
10200052 21878554

，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7

日，出票人常州市华硕工具厂，收款人常州戴杰
精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工行常州新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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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戴杰精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票号
10200052 21878553

，票面金额
3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7

日，出票人常州市华硕工具厂，收款人常州戴杰
精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工行常州新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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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市吴中区木渎豫重起重机械商行因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票号
31400051 22711581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11

月
22

日，出票人常州市豪凌车辆部件有限公司，收款
人常州市驰宝车辆部件厂，出票行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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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扬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31400051 21705676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9

月
26

日，出票人常州市顺景油缸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鼎盛机
械锻造有限公司，出票行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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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梁山中银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
1020005221991834

、票面金额
55500

元、出票人为山东省
梁山县天宏书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梁山中银纸业有限公司、

出票日
2012

年
12

月
19

日、到期日
2013

年
6

月
17

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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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梁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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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

月分别在《人民法院报》、天涯法律网发
布公告面向全国选调法官和调研人员， 现因
受春节假期影响， 决定延长报名时间至

2013

年
3

月
21

日，选调详细内容请登录天涯法律
网查阅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3

年
1

月发布的选调公告。

联系人： 何志锋王振电话：

0898 -

28830753

，

28823897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选调法官、调研人员补充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