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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实 践

◇ 刘 猛
如何预防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行政确认是否可作为“权证”的依据

案情

赵昌顺系重庆市开县南门镇芙蓉村第六

村民小组（因行政区划调整， 由原芙蓉村 19
社变更而来）村民。 2010年10月22日，赵
昌顺向开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以开县南门镇
人民政府已于2002年10月25日作出《关
于芙蓉村 19社在龙门岩公路外边河坎零星
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 确认争议的 1.68
亩土地所有权属于芙蓉村19社，使用权即土
地承包经营权归赵昌顺为由，请求开县人民政
府对上述土地进行登记造册。 2010年11月
30日， 开县人民政府以赵昌顺为家庭承包方
代表颁发了（2010）第 CQ313903060140
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确认赵昌顺农村
承包经营户对争议之地及其他承包土地共计

4.88亩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1996年
9月30日至2026年9月30日止。后来因
涉及征地补偿，芙蓉村第六村民小组认为，开
县人民政府向赵昌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缺乏土地承包方案、 承包方及承包土地
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法定依据，有关
确权决定不能作为颁证的法定依据， 遂提起
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开县人民政府给赵昌顺
颁发的（2010）第 CQ313903060140 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分歧

对土地登记管理机关向权利人颁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存在不同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开县人民政府在第
三人没有提供承包合同的情况下，直接
根据行政确认决定向第三人颁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另一
种意见认为，该土地行政确认决定可以
视为承包合同。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对土地承包
合同作实质理解，丰富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属登记案件的审理思路，有利于
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不
过 ， 审判实践中需注意两个方面的问
题：

第一，尽管农村土地使用权权属争
议大都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纷争，但土
地使用权属争议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

争议并非相同意义的概念。 土地使用权
行政确认决定必须包含证明土地承包

经营关系的内容， 方可视为承包合同。
否则，不能视为承包合同作为颁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

第二 ， 行政确认决定并非标准的
土地承包合同 ， 一般不具有确定承包
经营期限的内容 ， 而登记机关在权属
证书中对承包经营期限的确定却是法

定事项。 因此，诉讼中法院对登记机关
确定承包期限的审查存在一定障碍 。
对此 ， 国家土地承包期限政策规定和
当地同类土地的承包期限可作为基本

的判断标准。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析 疑 断 案

“受委派”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刑 事 焦 点

◇ 朱晓玉

我国刑法分则没有将 “以营利为目
的”规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两罪的构成要件，然而作为典型的贪
利性犯罪， 除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无
法察知控制的“社会风险”外，促使两类
犯罪频发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牟取利

益。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的司法
实践来看， 危害食品安全恶性事件往往
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交织在一

起。 相比于上述两类典型的食品安全犯
罪而言， 食品监管渎职行为虽属于渎职
类犯罪， 但其之所以与食品安全犯罪并
发而且多发， 跟监管主体受各种利益的
驱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利益驱动因素

主要有：
一是地区利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

的运作依靠当地财政， 当地企业的纳税
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此，一些地
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 促进就业为
借口，与当地食品企业结成利益联盟，或
明或暗地支持企业滥掺、 制假等不法行
为。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地方政府往往
不能正确履行监管职能，甚至出现集体、
主动渎职的现象。 2008 年的三鹿事件
中，当地政府在接到三鹿集团有关“问题
奶粉”的报告后，不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要求，迟迟不将有关情况上报，
其所折射出的地区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

心态就不言而喻。
二是部门利益。 由于财政供养机制

不完善， 很多食品监管部门的收费罚款
都是省、市上级都扣除一部分，剩余大部
分返还， 单位所属人员的工资福利就从
收费罚款项中支出。 因此造成很多监管
部门主动失职，实行“养鱼执法”。有的不
仅容忍企业违规生产经营， 而且连法律
规定的罚款也可以少收，以便“放长线钓
大鱼”；有的则按一定的数额收取“罚款”
后，就允许企业正常从事违规生产经营，
使得罚款成了“保护费”；还有的故意让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然后再进行“马
后炮”式监管，通过“监管 ”实现单位创
收。

三是个人利益。 处在食品安全监管
各环节的执法人员， 在日常的监管工作
中会遇到各种利益因素的侵扰。 不少国
家工作人员面对诱惑不能坚守立场，见
到利益就放弃自身职责。 有的不认真履
行监管职责，或超越职权，为不合格食品
出具合格证；有的收受被监管者的贿赂，
徇私舞弊不查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有
的甚至与被监管者相互串通， 为其通风
报信， 对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不移交，帮
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成为食品安全犯
罪的“保护伞”。

近些年频发的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都或多或少地是监管主体为追求地区、

部门或个人利益等片面利益、 放弃公众
安全整体利益所致。鉴于此，我国当前应
当理顺食品监管主体各方利益， 采取积
极措施， 以提高打击和预防食品监管渎
职犯罪的成效。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地方政府
在发展区域经济时， 应当以广大群众的
安全利益为根本导向， 在食品安全治理
问题上不能只关心企业或政府利益而漠

视公众利益。短期内，中央及上级政府应
代表消费者的利益问责地方政府， 加大
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惩罚力度， 使其真
正负起食品安全的责任。长远来看，国家
还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将一些地方政
府的经济建设行为交给企业， 减少政府
对企业的依赖， 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利
益独立的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者。

第二，理顺部门财政机制。为加强食
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国家已组建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流通、消
费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各地应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理
顺监管部门财政机制。首先，将食品安全
罚款全部上交地方财政， 不容许任何监
管部门私自截留；其次，地方财政应加大
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投入， 保障监管
部门的办公经费及人员工资等合理支

出。通过疏堵结合，消除监管部门的利益
需求。

第三，加大刑事惩处力度。 一方面，

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利益输送者。
对此，司法解释已明确将“行贿数额在五
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 为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 向负有食品监督管理职责的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
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确定为“情节
特别严重”， 依法应处行贿罪最高档刑
罚。 另一方面，严惩食品监管渎职人员。
根据近期“两高”有关司法解释，对于食
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

罪处罚， 不得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
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 同时构成食
品监管渎职罪和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
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不构成食品
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其他渎职犯罪的，应
当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第四，加强公众参与监督。一是设立
食品违法活动举报热线， 对食品违法活
动和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实行有奖举报，
将食品监管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 通过新闻媒体及
时曝光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犯罪行

为， 揭露与不法分子联系密切的监管渎
职行为，形成强大的监督和舆论压力。三
是政府应积极回应公众监督。 政府部门
应支持普通民众和媒体披露食品安全事

件， 并及时跟进调查， 适时公布调查结
果，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对存在的
监管渎职问题坚决依法办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欺骗性彩票经营行为并非诈骗
案情

被告人张某、裴某等人成立彩世塔
公司，在依法取得销售彩票的资格后，为
弥补其经营亏损， 违反国家关于彩票管
理的有关规定，安排人员设置记号，跟踪
大奖的位置，故意操纵、控制大奖归属，
从中非法获利，且获利数额特别巨大。

分歧

本案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为，被告人张某、裴某等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在彩票销售过程中故意操
纵并控制大奖，欺骗彩民，并实际上非
法占有了本该归彩民所有的巨额奖

金，此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
当定性为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
告人只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评析

笔者认为应当采纳第二种意见，
理由如下：

第一，从犯罪主体来看，本案是单
位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在销售彩票
中作弊是由彩世塔公司负责人张某、
裴某商议并决定的； 作弊行为是公司
高层领导组织、 由公司职员或由公司
职员联系的亲朋积极配合实施的；违
法所得除一部分被公司负责人挥霍

外，相当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参与实施
作弊的公司职员和其他非公司职员并

未参与分赃， 且参加作弊的人员主观
上都明知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实施的

作弊行为。
第二，从客观危害行为来看，本案

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 而并非纯粹的
诈骗。 诈骗罪是以虚构事实为前提必
须是使受骗者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

误的行为，交易行为本身即具虚假性，
没有交易的真实目的。 而彩世塔公司
在发行彩票的过程中，从宣传促销、发

售彩票直到按照法定比例设置大奖，
均是在合法的状态中进行， 只是在摸
奖球的时候做了手脚， 其唯一的条件
就是他们知道奖球的位置而别人不可

能知道， 即他们是利用了掌握内部情
况的特殊条件而达到摘取大奖的目

的。 虚假行为起到的效果仅仅是破坏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从危害结果来看。诈骗罪和
非法经营罪危害结果的评价标准不

同。非法经营罪作为经济犯罪，诈骗罪
作为财产犯罪， 二者之所以混淆重点
在于都涉及财产， 从财产的角度对二
者进行区分无疑将对两罪的认定具有

重大意义。
对财产的评价可以从犯罪所得和

犯罪所失两个角度来评价。从二罪的法
条规定来看，都是从“非法所得”角度来
考量， 那么从犯罪所失去角度来看，诈
骗罪的危害结果是行为人被骗取的财

产，所保护的利益是行为人所失去的财
产，即使是行为人支付相当对价，也应当
认定为财产损失，所以犯罪所失具备认定
的可能。 而非法经营罪由于存在真实的
交易行为， 所以不具备从损失角度考虑
的可能，而只能从经营所得数额来考量。

本案中，如果认定财产的损失仅仅
是“大奖”，单单不论获取大奖的不确定
性，单就危害结果而言，由于已经确定为
“大奖”， 那么行为人通过欺骗性经营所
获的“彩票款”所得则不需要进行评价，
这实质上放纵了犯罪。 如果将财产损失
界定为彩票款， 那么无疑需要对这些财
产进行返还，但从市场的特点来看，即便
是购买了彩票， 行为人也不一定能获取
大奖，购买彩票本身是一种交易行为，这
种交易是双方意思一致的结果， 由于彩
票经销商合法的市场地位， 彩票购买人
在购买彩票中并没有受到欺骗。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河南

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 陈 冉 张 凡

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 1993 年调入某国
有企业工作，1995 年 12 月作为国有企
业的派驻人员到该国有企业出资的某电

梯制造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与日方成立
的合资企业）进行公司筹建工作，公司成
立后先后被任命为该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沈阳分公司经
理。 在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期间，刘某利
用职务便利， 伙同营业主管张某以支付
相关单位决策人、经办人回扣的名义，向
申请个人代理费， 趁机高报低支或虚构
名目， 骗取并侵吞人民币现金共计 126
万余元。 2012年刘某因涉嫌贪污罪被检
察机关立案侦查。

分歧

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
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国家工作人员
论， 学界通常将此类国家工作人员称为
“受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 本案争议的
焦点在于刘某是否属于此类人员。

第一种观点认为， 刘某是在电梯制
造有限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被该公司

任命为北京分公司经理的， 虽然前期刘
某受委派到电梯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但
是后来其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系由电梯

制造有限公司任命， 也即是刘某职务不
是由国有公司任命，因此不是“受委派”，
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 “以国家
工作人员论”的情形。刘某应当认定为职
务侵占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刘某是否为国家
工作人员， 只需判断其是否从事公务即
可。刘某任北京分公司经理期间，利用职
务便利，侵吞公司财产，符合贪污罪的客
观要件；且经理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

理国有财产的职责，符合“从事公务”的
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 应当构成贪
污罪。

评析

目前就 “国家工作人员” 的认定标
准，实务界与学界大致有三个观点：一是
身份说，认为贪污贿赂罪属于职务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应当以具备国家工

作人员的身份为依据。二是公务说，认为
“从事公务” 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
征，不管具备何种身份，“从事公务”就应
认定是国家工作人员。三是折衷说，认为
在国家工作人员界定问题上，“身份”和
“公务”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必须把
“身份”和“公务”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理解
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一定的
优点，又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绝对

地用唯一一种判断标准。由于“从事公务”
难以明晰，对于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
般国家干部身份比较明确，采用“身份说”
便于司法工作人员判断。 在非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
宜考虑“折衷说”，除需考量其是否受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外，还需考量行
为人是否从事监督、 管理国有财产活动，
而委派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国
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
不具备国家干部身份的工作人员，宜采用
“公务说”，考察其履行职责行为是否依据
“法律”，是否具有国家性。

本案中， 刘某被委派到电梯制造有
限公司工作后， 被该公司任命为分公司
经理， 是否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是
一个需要继续探讨分析的问题。

1.刘某是否属于 “二次委派”
所谓 “二次委派”， 即在经被国有

公司、 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 企业工
作后， 又被非国有公司、 企业委派到由
该非国有公司、 企业出资的其他非国有
公司、 企业工作。 “二次委派” 的委派

单位是国有公司、 企业出资的非国有公
司 、 企业 ， 被委派单位是该非国有公
司、 企业出资的另一家非国有公司、 企
业， 委派单位和被委派单位是两家独立
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公司、 企业。

关于 “二次委派” 人员是否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一种
观点认为， 二次委派的委派主体是非国
有公司、 企业， 因此不得将受委派的人
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另一种观点认
为， 如果二次派遣是经过原国有单位批
准或者同意的， 应视为原国有单位的委
派； 如果原国有单位对其第二次派遣并
不知情或者根本不同意的， 则被派遣者
的身份应视为已经改变， 不能再以国家
工作人员论。 实践中一般认为虽然被委
派单位具有国有财产成分， 但国有资本
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能认定为国
有控股、 参股公司， 若将被二次委派人
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则打击面过大，
因此不予以认定。

在本案中， 刘某被委派到电梯制造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 北京分公司
与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分公司与总公司

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
条例》 第三十九条，“分公司是公司在其
所在地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可见分公司没
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从分公司与总公司
的关系看，分公司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
其实际占有、 使用的财产是总公司财产
的一部分，列入总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
分公司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分公司不
是公司， 它的设立不须依照公司设立程
序， 只要在履行简单地登记和营业手续
后即可成立；分公司没有自己的章程，没
有董事会等形式的公司经营决策和业务

执行机关；分公司名称，只要在总公司名
称后加上分公司字样即可。

2.刘某能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刘某被国有公司委派到电梯制造有

限公司从事公司筹建工作， 在公司筹建
完成后， 刘某被电梯制造有限公司任命
为分公司经理， 刘某在受国有公司委派

后职务发生了变更。一般认为，“委派”的
内容应当是明确的， 即委派人员的职权
范围应当是明确的。 委派后职务的变更
意味着职务来源发生变化， 由国有单位
的委派转化为所在企业的任免或聘用，
受委派人员转变为对所在企业负责，因
此其从职务变动之日起不再具有国家工

作人员身份。国有公司、企业委派人员到
非国有公司、 企业在特定职位上从事公
务， 岗位和职权范围的特定是为了方便
国有公司、企业监督、管理国有财产，委
派人员代表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
一旦由非国有公司、 企业任命为其他职
务，只要国有公司企业认可或者默许，其
便不再代表国有公司、企业，从而失去国
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但是不能对委派后职务发生变更的

人员一概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存在
两种例外情形， 一是委派人员职务的变
化是国有公司、企业决定的；二是委派人
员职务的变化是非国有公司、 企业中负
有管理、 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
或者研究决定的。 第一种情形其实是国
有公司、企业对委派人员在非国有公司、
企业工作的新的安排， 是重新委派的体
现。 第二种情形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
依据是 2010 年“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
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六条第二款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
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
表其在国有控股、 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
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
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
因此， 对刘某任电梯制造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经理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仍
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若其任命仅是非
国有公司管理层基于企业经营的管理行

为，则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其任
命是电梯制造有限公司负有管理、 监督
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做出， 则应认定为
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构成贪污罪。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
院）

行 政 法 域

◇ 谭智华 张建平

申请人上海超欣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一张，该票据记
载：票据号码为 14677377、出票人为上海超欣贸易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9 日、票面金额为 50,014 元，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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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记载 ： 票号 10400052 23358002， 票面金额人民币
4080102.78 元，出票人博罗石膏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收款人
枣庄华润纸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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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昌市赣顺物流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厦门国际银

行厦门直属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记载： 票据号码为
7810005120007653、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9 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3 年 5 月 29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出票人为
厦门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中信华电子工
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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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权利
的行为无效。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彩覆塑料型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出票日期为 2012年 11月 27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7 日，票据号码 31400051/22930033，金额为 1000000 元，出
票人为福建泉州市大地石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南安市明
利石材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水头支行，
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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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酒钢集团兰州长虹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票

号为“30200053/22027702”，出票人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支付人为中信银行兰州分行，持票人为酒钢集团兰
州长虹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为 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现本院已依法作出除权判决，宣告
该票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
之规定，特此公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兰州兰石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因 2013 年 5 月 9
日将交通银行敦煌路支行出具的票号为 3010004120109282 的
银行汇票丢失，票面金额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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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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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冈鼎立气体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大丰支行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陈村东便支行的转账支票各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票据记载：出票人：佛山市顺德区金卡钢铁
有限公司 ； 持票人 ： 佛冈鼎立气体有限公司 ； 支票号码 ：
22447218；票面金额：12232元。支票号码：09355838；票面金额：
8478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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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冈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纪军因遗失原南宁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
更名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金证 1 个(股票编号：
48，股票余额：2500 元，发证日期：1996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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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股金证的行为无效。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市方兴化学建材有限公司因持有号码为

3130005128079398 可背书转让（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付款行保定银行营业部， 出票人保定隆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收款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2 年 12
月 12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6 月 12 日，票面金额 500000 元，
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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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尉氏县香源香料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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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0052/21741015，金额为 100000 元，出
票人为许昌伟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许昌宏伟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许昌新许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2年 3月 22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年 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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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石港区利轩建材经营部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出
票日期：2013 年 1 月 29 日，出票人：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有限公
司，出票人账号：140012516010000586；出票人开户行：广发银
行武汉洪山支行；票据收款人：鄂州龙汇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支
票号码：20668608，票面金额：287220.65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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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合肥永荷商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出票人为十堰

市飞奥工贸有限公司，出票账号为 82010000000607851，付款人
为十堰农商行张湾支行，收款人为广西金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为 500000 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3年 3月 26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9月 25 日， 票号为
40200051/2481184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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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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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 30500053/22185984、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
为开发区新开街道真意棉纱经营部、收款人为南通乾宇纺织品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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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喀左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号码为 10400052 20846887、10400052 20846888、10400052
20846889、以上 3 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均为 2012 年 5 月
22日，到期日均为 2012年 11月 22日，以上 3张票据金额为人
民币 2000 元，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北京华弘基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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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
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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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请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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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照凌云工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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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23392464，金额 46 万元，出票人为日照凌

云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为
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28 日，收款人为日照凌云日
日顺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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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宝鸡市福锐工矿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承

兑汇票一张（背书取得），票号 31000051 22291682，票面金额
10000，出票日期 2013 年 1 月 24 日，出票人宝鸡忠诚铸锻有限
公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支行，收款
人为宝鸡荣诚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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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了申请人重庆瑞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 10500052 20203764， 票面金额为
24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7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16日，出票人为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瑞绿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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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 月 2 日依法作出（2013）南法
民催字第 00015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申请人重庆瑞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受理了申请人福建省东辰岩土
基础工程公司因遗失由建设银行福州市南门支行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签发的票号为 10500043/20115309，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30000 元的银行汇票公示催告申请，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7月 5日
依法作出（2013）台民催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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