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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法官在对被告人进行帮教。 卢柱平 摄

本报讯 一熟食加工户贪图便宜，
购买非碘盐的工业盐加工制售熟食。 近
日，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现年 45 岁的被告人孙某， 系如东
县丰利镇的熟食加工户。 法院经审理查
明， 孙某于 2011 年 10 月份以每斤低于
市场价 0.2 元的价格购买了 100 斤非碘
盐的工业盐用于加工食品 。 2012 年 7
月 25 日， 孙某在明知不得用非碘盐加
工食品的情况下， 依然用购买的非碘盐
加工食品。 2013 年 6 月 5 日 ， 如东县
盐务管理局在孙某家中的熟食加工坊查

获散装精制盐 39.5 公斤及腌制猪舌头
两袋。 后经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盐业产
品质量检查站鉴定， 腌制猪舌头上提取
疑似盐产品的碘项目为不合格 。 案发
后， 孙某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 ， 被告人孙某在生
产、 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 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 其行为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 孙某犯罪后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
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南通市属于缺碘地区， 根据国务
院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
例》 第十五条规定， 在缺碘地区产生、
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 凡需添加食用盐
的， 必须使用碘盐。 本案被告人孙某为
贪图蝇头小利而不惜触犯刑律， 让人既
感惋惜， 又感心痛。” 该案承办法官顾
峰介绍道。

（顾建兵 戴 健）

以工业盐加工熟食
个体户贪小利获刑

本报讯 江西省德兴市财政局原局

长张炳泉利用职务之便， 多次收受他人
钱款共计 87.9 万元， 近日被江西省余
干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刑罚。

2004 年 8 月 、 2007 年 1 月 、 2008
年 9 月， 江西恒剑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先
后三次中标银泗一级公路三个标段的市

政工程。 为了在工程款可安排资金的审
核及工程款的拨付上得到张炳泉的关

照 ， 该公司董事长范剑于 2007 年 、
2008 年、 2009 年三年的春节前分别送
给张炳泉 10 万元现金， 共计 30 万元。
2011 年 3 月， 江西际洲建设集团公司
与德昌高速公路连线建设工程指挥部签

订了承建德昌高速公路连接工程合同，
实际承建人为范剑。 德昌连接线的签约
主体是江西际洲建设集团公司， 范剑为
了改变支付工程路线， 2013 年春节前
来到张炳泉的办公室， 送给张炳泉 30
万元。 几天后， 财政局拨付范剑恒剑路
桥公司工程款 3000 万元。

被告人张炳泉收受的钱财还有 ：
承建了德兴市妇幼保健院大楼建设工

程 、 污水管网工程和会展及演艺中心
工程等工程项目的张周亮送给的 14 万
元 ； 申报到省级现代农业优势产业资
金 、 农业技术推广等项目资金的德兴
市源森红花茶油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余

良森送给的 3 万元 ； 申请到资源节约
和循环经济示范项目资金的德兴市花

桥金矿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周新发

送给的 2 万元等。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炳泉交代

了犯罪事实 ， 具有刑法规定的坦白情
节， 收受的贿赂款已经全部追缴。 法院
判决被告人张炳泉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
徒刑八年零六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 5 万
元； 已扣押的赃款 87.9 万元， 予以没
收， 一律上缴国库。

（余志华）

利用职务多次受贿
一财政局局长获刑

2 月 25 日下午 3 时 30 分， 徐达又
一次坐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

院的被告人席上， 稚嫩与沉默的脸上透
出一丝沧桑。

这是他两年间第 4 次走进少年
法庭 。 日子都是掰着过的 ， 对于这
一切， 他记得清楚 。 第一次是 2012
年 10 月 15 日， 他被指控犯抢劫罪；

第二次是 10 天后， 他获刑 6 个月； 第
三次则是 6 天前 ， 他又涉嫌犯盗窃罪
受审。

法庭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 ， 徐达
在等待宣判 。 他瞄了一下右手边的座
位 ， 这一次 ， 除了辩护律师外 ， 还有
一个 60 多岁、 比亲生爸爸年纪要大一
些的伯伯 。 法官告诉他这是代行他监
护人职责的 “合适成年人”， “就是代
理爸爸。”

想到爸爸， 徐达回头看了一下， 旁
听席上没有爸爸， 准确地说， 是他的生
父和养父都没有来。 当然， 妈妈和外婆
也没有来。

徐达是一个流浪的孩子。 在他的记
忆里， 他是生父和生母的 “私生子 ”。
后来， 生母带着他跟了养父 ， 养父给
他取名肖军。 但是， 在他 6 岁的时候，
生母离家出走了。 2008 年， 徐达找到
生母 ， 可她又有了新家庭 。 失望的徐
达辗转找到生父徐猛 ， 生父除了不准
他叫肖军 ， 改叫徐达外 ， 什么都没有

做。 2011 年， 徐达被生父从广西老家
带到了广东佛山 。 半年之后 ， 徐达又
一次被生父抛弃了 ， 开始了一个人流
浪的生活。

2011 年 11 月 26 日晚上 22 时， 没
有收入的徐达和王某、 “阿飞” 等 3 人
抢劫了一对年轻的小情侣。 赃物在得手
后被变卖， 王某和 “阿飞” 各分了 160
元， 负责望风的徐达则分了 100 元。

半年后， 徐达因形迹可疑被警方抓
获。 他主动交代了这次的抢劫经过。 但
警方查遍了户籍系统， 却始终未能找到
徐达的资料。 徐达自报是 1996 年 10 月
出生， 不满 16 周岁且属于被抓获后能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 法
院依法给予其从轻处罚， 判处其有期徒
刑六个月。

2012 年底 ， 徐达刑满释放 。 可是
由于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 没钱用的
徐达竟然想到了去偷钱 。 2013 年 4 月
10 日， 徐达在行窃时被警方抓获， 但
又因为年龄存疑， 没有对他实施逮捕，

而是转为监视居住。 但是， 徐达却又随
后在 5 月、 8 月先后因为撬投币游戏机
和汽车玻璃窗盗窃而分别被处以行政拘

留 10 日和 15 日。
徐达像是偷上了瘾似的， 一次又一

次地把手伸向了停在路边或者停车场的

汽车 ， 直至去年 10 月 20 日早晨 6 时
许， 他和 13 岁的 “七仔” 在行窃时被
巡逻的治安队员发现并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徐达伙同他人在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 日期间以撬车
窗的方式盗取财物合计近 2000 元。 徐
达对此没有异议。

法院认为， 被告人徐达的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 最终， 法院对徐达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宣判后 ， 法官和徐达的 “代理爸
爸” 对他进行了帮教， 勉励他不要自暴
自弃， 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真心悔过，
重新做人。 “我之所以犯罪， 实在是因
为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 ， 怎么办 ？”
徐达的回答让法官无言。

最近的广州两会上， 广州政协委员
曹志伟在大会上列出了 103 个 “一生可
能需要办理的常见证件”， 引发社会热
议。 而在这其中，身份证无疑更是“百证
之首”。

本案主办法官、 佛山市南海区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庭长陈小桃告诉笔

者，本案的审理难点是，在没有身份证明
的情况下， 如何确定被告人徐达的出生
日期。

2012 年 6 月，徐达因涉嫌抢劫被抓
获。 因抢劫行为发生在 2011 年 11 月 26
日，按照徐达自报是 1996 年 10 月 14 日
出生，当年其已满 15 周岁。 但警方随后
查询了人口信息系统， 发现在广西境内
与徐达同名同姓的男性有 8 人， 无一与
徐达自报的信息相符。

由于徐达的年龄存疑， 而这个问题

关乎其是否需要承担盗窃行为的刑事

责任， 公安机关远赴广西找到了他的
养父和外婆，两人均反映徐达系 1997
年农历九月初出生。 当问及养父为何
没有给徐达上户口时， 他表示这是因
为自己与徐达的妈妈并没有登记结

婚，办不了正常入户，而收养手续又太
复杂了。外婆则表示徐达在 2012 年春
节回来待过一段时间， 之后她再也没
有见过他。

由于其没有身份证明， 又无法联

系到其监护人，无法确定其年龄，公安机
关委托鉴定机构对其进行骨龄测定。2012
年 8月， 结论为徐达左手腕骨骨龄约 15
岁 6 个月，与其自报年龄出入不大，依法
应对其参与的抢劫行为负刑事责任。

当法官问及徐达为何屡教不改、频
繁作案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因为没
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没钱用才去犯罪
的。确实，当生存成为这个少年要面对的
最大的问题，他选择了去偷去抢，也就不
难理解了。现代社会，有证未必可以走遍

天下，但是无证确实会寸步难行。
陈小桃最大的担心是，“二进宫”出

狱后，如果徐达还是没有户口、没有身份
证的话， 他一定会比其他的一般刑满释
放人员更难融入社会， 重新违法犯罪的
几率非常大。法官调查发现，徐达的生父
母之所以不愿意给他上户口， 是因为他
们了解到像徐达这样属于非婚生子女

的， 需要缴纳罚款后才能办理户口，“不
愿意花这个钱”。

陈小桃告诉笔者，这种“黑户”情况

在刑事案件中并非首次遇到， 一些地方
将是否缴纳社会抚养费与是否给非婚生

子女、计划外生育子女上户口直接挂钩，
由于父母无力或不愿缴纳社会抚养费而

造成的“黑户”并不少见。法官提醒，这或
许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很大的漏洞和安

全隐患。
无奈之下， 合议庭只好在判决书中

对徐达的父母写下了寄语， 希望他们能
负起责任，尽快为徐达办理户籍手续，让
其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生活环境，对
其多予关爱、 多加管教， 促使其走回正
道，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据悉， 日前公安部已在部署各地深
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

作，希望“黑户”问题也能就此得以解决，
莫让“黑户”继续成为犯罪原因。

（文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本报合肥 2 月 25 日电 今天上

午，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一起特大传销案，42 名被告人
出庭受审，涉案传销金额高达 2.4 亿元。

今年 51 岁的被告人王丽娟 ，2008
年初从山东烟台到广西南宁， 经叶秋林
（已判刑）介绍，加入名为“资本运作”（又
称“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之后王丽娟
先后发展被告人刘国强等三人作为自己

的直接下线， 刘国强等又陆续发展被告
人王丽杰、王丽霞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
通过层层发展、复制，逐步形成了以王丽
娟、刘国强、王立霞、王丽杰等家族成员
为骨干的传销组织。 该组织在南宁被依
法打击后，2010 年 8 月由王丽娟率传销
团伙搬迁到合肥市，王丽娟、刘国强、王
丽杰等在合肥市包河区等地以进行 “资
本运作”为名，不断诱骗下线人员。 至案
发 ， 王丽娟领导的传销体系共有老总
200 余人，传销人员共计 8500 余人。

公诉机关指控， 该传销组织以纯虚
拟的份额作为“产品”，通过广泛发展人
员购买份额，建立起上下级网络关系，再
由其上线人员对所购份额按比例逐级瓜

分。 “资本运作”建立起“五级三晋制”的
发展模式。新人加入该组织，至少要购买
1 份产品，第一份产品的价格为 3800 元

（含 500 元的服装费）， 每人购买的份
额最高不得超过 21 份，从第 2 份到第
21 份，每份产品的价格为 3300 元，但
每份产品都无实物对应，号称“纯资本
运作”。参与者购买 1 至 2 份产品则可
获得实习业务员身份， 参与者及其下
线累计购买 3 至 9 份产品则可获得业
务组长身份， 累计购买 10 至 64 份产
品则可获得业务主任身份， 累计购买
65 至 599 份产品则可获得业务经理
身份， 累计购买产品达 600 份以上则
可获得高级经理身份。但规定，每位参
与者最多有 3 个直接下线。

该组织为了加强管理，建立了“总
裁”、“总监”、“各组负责老总”、“经理
室总管”等多层次的管理机制。王丽娟
为总负责人， 合肥地区又分别配有行
政总裁、体系总裁等职务，对本地区传
销人员和传销资金进行管理。

公诉机关认为，王丽娟等 42 人引
诱、发展下线人员购买虚拟份额，建立
层级分明的传销网络体系， 从中骗取
非法利益，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
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由于案情复杂， 预计案件审理将
持续两日。

（周瑞平 李■■ 程 婷）

发展传销人员 8500余人 涉案金额 2.4亿元

安徽开庭审理一起特大传销案
42名被告人受审

本报讯 数年前， 郑先生夫妇将自
己的 7 套房屋进行大规模改建后用于酒
楼经营。 有关部门屡次要求郑先生夫妇
将房屋恢复原状， 但其始终无动于衷。
如今， 当他们打算将这些房产出售时发
现， 这些房屋已无法办理转移登记。

在与相关部门多次交涉无果后， 郑
先生夫妇将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告上法庭， 要求撤销限制交易
决定。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 ， 驳回了郑先生夫妇的诉讼请
求。

郑先生夫妇是上海一幢居民楼 1 楼
至 4 楼共 7 套房屋的产权人。 由于紧邻
上海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 ， 早在 2006
年， 这些房屋就与隔壁一家酒楼打通后
用于扩大经营面积。 该行为引发了附近
居民的不满。

2006 年 1 月 ， 黄浦区房管局接到
举报后对该处房屋进行了现场调查， 发
现存在违法搭建行为， 遂要求郑先生夫
妇立即将房屋恢复原状。 郑先生承诺将
1 楼和 2 楼从酒楼恢复成居住使用。 但
直至 2012 年 8 月， 黄浦区房管局下属
街道房地办发现该房屋并未恢复到本来

状态， 违法行为依然存在。 房地办经现
场勘查， 认定该业主存在擅自改变用途
和损坏承重结构的情况。

2012 年 8 月 ， 郑先生夫妇打算将
这 7 套房产出售后变现， 可当他前往房
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时

却被告知， 这些房屋已经被限制交易，
在房地产登记簿备注栏中载明， 因业主
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和结构， 根据相关规
定， 限制上述房屋交易登记。

为顺利卖房， 郑先生夫妇多次与房
管局、 房地产交易中心等进行交涉， 希
望能解除限制。 但有关部门表示要想解
除限制必须将房屋恢复原状并经有资质

的部门出具竣工验收报告和已完成整改

的证明文件。 可事实上， 该幢房屋已很
难恢复原状。 郑先生夫妇认为， 房管局
的行为侵害了业主对合法财产的处分权

利， 遂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撤
销。

庭审中， 黄浦区房管局出示了房地
办作出的 《关于限制房产进行交易的请
示》， 其中认定郑先生夫妇擅自改变涉
案房屋用途和损坏房屋承重结构， 拟建
议对上述房屋限制房地产交易。 黄浦区
房管局在收到上述请示后在次日批复同

意房地办对房屋情况的认定和相关建

议。 房管局辩称， 该份请示只是建议房
产交易中心限制房产交易， 最后的决定
并不是该局所作， 该局只是对房地办作
出的认定予以确认。

法院审理后认为， 房地办经现场勘
查， 查明业主郑先生夫妇损坏房屋承重
结构的违法事实， 遂作出 《关于限制房
产进行交易的请示》 报请房管局。 房管
局根据相关规定作出批复同意， 该行为
是对业主损坏房屋承重结构作出的行政

确认行为， 该行为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
正确。 郑先生夫妇要求撤销被诉行政行
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汤峥鸣）

“我犯罪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
林劲标 卢柱平

莫让“黑户”成为孩子人生的绊脚石
林劲标 卢柱平

破坏承重结构 业主卖房受限
状告房管局要求撤销限制交易决定被驳回

黄浦区法院行政一庭法官沈丹介绍

说， 对损害房屋承重结构的认定行为是
独立于房地产登记行为的能够影响行政

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黄浦
区房管局具有对辖区内物业使用和维护

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职权。 根据 《上海
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有关规定， 业主
禁止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等损害公共利益

及他人利益的行为。 房管局作为行政执
法机构， 依照规定对损坏房屋承重结构

作出认定具有法律依据。
虽然郑先生夫妇认为其房产转移

登记受限的原因在于房管局对涉案房

屋作出限制交易的行政决定 ， 而实际
上从涉案请示的文字表述和房管局批

复同意的内容及过程上看 ， 该批复并
非对涉案房屋作出限制交易的决定 ，
而是对郑先生夫妇擅自损坏房屋承重

结构的认定 。 该认定文件经过房屋登
记部门登记后产生限制转移登记的法

律后果， 这是房地产登记的行政行为，
并不是本案审查范围。

■法官说法■

■本案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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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润宏兴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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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据记载 ： 签发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票号为
30500053/23260502， 出票人为北京合金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票面金额为 300 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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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越驰贸易有限公司因天津农商银行河北支行

3140005120933608 号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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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天津
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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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号码为

3070005130666056的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出票日期为 2013年
l1月 7日，到期日为 2014年 5月 7日，出票人为丽珠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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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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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据号码：30666055；出票日期：2013 年 11 月 7 日；出
票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平安银行珠海分
行；收款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出票金额：250,000 元；汇票
到期日：2014 年 5 月 7 日；背书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被背
书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告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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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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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3070005130666058，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1月 7日，出票人为丽
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人帐号为 11005932359401，收款
人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收款人帐号为 11006087654801，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 250000元的平安银行珠海分行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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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0700051/30666059 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3761.03 元，出票人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付款行为平安银行珠海分行，出票日期
为 2013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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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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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面金

额为 250000 元，出票人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
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收款人及背书人为丽珠集
团丽珠制药厂，被背书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7
日， 票据号码为 30700051 30666057， 由平安银行 （承兑行号
307585005010）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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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中南矿山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州银行佛

山分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 3130005123271903，票面金
额为￥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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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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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力易得格林利工具（上海）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31300052/23767019，票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河南省亿宁太阳能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辉县市阳光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新乡银行辉县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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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阚天生因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 31400051/23126715，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出票人东海县石
乡新昆石英制品厂， 收款人连云港华成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付
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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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尔滨正盛经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1300051/22324139，金额为 200000 元，出
票日期 2013年 10月 14日， 汇票到期日 2014年 4月 14日，出

票人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昊天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塘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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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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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据票据记载：票号 10200052/22793055，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8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8 日，票面金额 300000 元，
出票人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格林沙洲锅
炉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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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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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惠青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四张，
该票据记载：票号 10500053/21885294、21885295、21885297，金
额均为 100000 元与 10500053/21885300，金额为 200000 元，汇
票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票人江苏环宇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收款人阜宁信诚管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矣家港港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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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票人）北京天顺长城液压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该票据票号为 31400051/21962828，出票人江苏大
江木业集团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10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 5
月 28日，付款行昆山农村商业银行沭阳支行，收款人沭阳县金辉化
工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3年 11月 24日。现持票人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间届满后如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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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市大安喷塑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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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号码为 10400052
24103510，出票人为新东北电气集团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付款银
行为中国银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立即停止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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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光洋轴承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支行签发的票号为 31000051 22720044 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背书取得），出票人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29 日，到期日期 2014 年 5 月
29 日，收款人为陕西秦川物资配套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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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乐清市兴发电工线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号码为 10200052 21343927，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16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4月 14日，出票人浙江
百特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温州久田电子电气有限公司，出票
行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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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兴发电工线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号码为 10200052 21343845，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票人浙
江百特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温州久田电子电气有限公司，出
票行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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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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