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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之解析
刑 事 焦 点

◇ 白鉴波

为单位利益诈骗行为的刑事责任分析
◇ 刘 静 马济林

司 法 实 践

行 政 法 域

工伤认定申请期限
及超期申请的法律后果

◇ 陈 婵

我国现行法律未规定单位犯诈骗

罪， 使得为谋取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
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不利于我国刑法对
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笔者试从三个
层面分析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的刑

事责任问题。
一、 法益保护的角度分析
1.罪刑规范的核心是法益保护。 刑

法看重的不是对行为人的惩罚， 更为看
重的是对法益的保护。 立法者根据法益
来判断刑罚必要性的有无， 进而决定刑
事立法上的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 立法
者一旦将某种利益加以确认并加以刑法

保护， 其并不受行为人是自然人或者是
法人 （单位） 的影响， 只要侵害了刑法
所保护的法益， 达到起刑点， 必由侵犯
行为的决策者、 实施者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 可见， 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 这
种侵害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是单位还是个

人， 为单位利益实施的有严重社会危害
性的行为与单纯自然人实施的有严重社

会危害性的行为， 其对法益的侵害， 其
社会危害性与危险性并无质的区别。 刑
法没有规定单位构成犯罪的， 决不意味
着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实施了严重侵害刑

法所保护之权益的行为， 对行为人的行
为就可以免予刑事责任。

从诈骗罪刑法法条的立法本意上得

不出这一悖论。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只
针对了侵害公私财产法益的诈骗行为，
而不问该行为是法人或是自然人所为，
并没有将 “单位 ” 的侵害行为排除在
外。 所以， 对单位诈骗行为之决策人、
行为人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本不存在违
反罪刑法定原则之疑虑。

2.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 而不是

行为人取得直接利益与否。 故在分析认
定犯罪构成时， 要以保护法益为根本，
法益应为刑法解释的根本渊源和工具。
因此， 在解释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 首
先必须明确刑法规定该罪是为了对公私

财产的法益保护， 而不在于实施诈骗行
为的是单位还是个人或者骗取财物的最

终去向。 因为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最终由个人或私有企业非法获取财物，
与个人诈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导致
了法益所有者财产的丧失或者减少， 都
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财产所有权。

3.从相关的司法解释看， 司法界亦
认识到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打击犯罪的必

要性。 2002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

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规定： “单位有关
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

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

人员的刑事责任 。” 2013 年 3 月 8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十条规定， 偷开机动车， 导致
车辆丢失的， 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按照
传统的盗窃罪定义， 上述行为人并没有
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 因此上述之行
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但这些行
为却实实在在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

权， 使法益所有权者在丧失财物上与被
盗而丧失对物的权利并无二致。 新的司
法解释将其定性为盗窃罪， 正是出于对
法益的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 该司法解
释明确规定： “单位组织、 指使盗窃，
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本解释有关

规定的， 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 指使者、

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在 1979 年刑
法中， 盗窃罪、 诈骗罪存在于一个法条
规定之中， 说明它们对法益的侵害及社
会危害性是一致的。 为单位利益实施盗
窃行为， 既然可以以盗窃罪追究单位有
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那么， 从法益保护
的角度， 为单位利益诈骗， 追究单位责
任人、 行为人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应当
并无争议。

二、 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衡量
1.公平正义作为法的基础和灵魂,亦

是刑法永恒的价值追求 。 在某些案件
中，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被骗后， 被
追究了玩忽职守责任 ， 却放弃对所谓
“单位诈骗” 行为人的刑事追究， 既有违
社会公平正义， 亦有悖刑法上的公平正
义。 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于对相同的案
件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处

理， 使相同的犯罪得到相同的处理， 就
是正义的， 否则就是非正义的。

2.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
罪， 虽没有像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等罪
名那样直接规定为自然人 （个人）， 从
而排除单位成为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的
主体， 但并不能据此推理出行为人以单
位名义实施重大诈骗行为却不构成犯罪

的结论。
三、 立法和司法解释沿革探寻
1.单位诈骗犯罪之司法解释的沿

革。 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曾明确规
定过对单位诈骗应追究刑事责任。 1992
年 9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
于惩治偷税 、 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 》，
对所生产或经营出口商品 “以外的单位
或者个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按照
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 1996 年 12 月

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中规定 ：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

骗行为……以诈骗罪追究相关人员的
刑事责任 。 1997 年刑法实施后 ， 2011
年 3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没有了关于单
位诈骗起刑线 （5 万元） 的明确规定。

2.新的司法解释终止了关于单位诈
骗起刑线的规定， 并不当然意味着为单
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其行为人不用承担刑

事责任。 为单位利益实施诈骗行为， 单位
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其意志相对

独立性和与单位利益的相对一致性。 虽然
单位成员的意志和行为通过决策程序被单

位组织体的意志和行为吸收， 但并不代表
成员的个人意志和行为能力不存在， 其同
样具有相对独立性， 单位成员因其自身
选择犯罪行为得以犯罪化。

3.从关于单位诈骗的立法及司法解
释的沿革可以看出， 单位犯诈骗罪， 具
体的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具有其存在

的逻辑合理性、 现实必要性、 实务可操
作性。 因为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出台都有
一定的社会背景， 不能脱离现实的法治
环境， 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会出台关于单
位诈骗的法律、 司法解释。 诚然， 新的
司法解释废止了原关于单位诈骗起刑线

的相关规定， 导致司法实践产生了诸多
困惑， 亟待通过立法、 司法解释予以完
善。

（作者单位： 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检
察院）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含义是：在
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 应当作出有利
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该原则在适用中
可能表现为许多情形： 当事实在有罪与
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 应该按照无罪来
处理； 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
问时，应该认定为轻罪；就从重处罚情节
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当
无法确信某一犯罪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

效时，应当不再追诉。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字里行间无

不体现“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精神。 作
为一项诉讼原则，“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也
开始进入部分司法人员的思维视角。 与历
史上曾经被推崇的“有罪推定”相比，无疑
具有历史的意义。 但从司法部门对该原则
适用的情况来看，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
的理解尚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部分司
法人员认为只要在案件事实中存在着疑

问，就应该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原则。于是，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经常成为一些
司法人员拒绝评价某些复杂案件的 “挡
箭牌”，甚至掩盖了司法人员较低的刑法
诠释、适用能力，甚至包括不敬业的职业
态度。笔者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
则的适用前提应该是指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存疑” 是指对案件事实存在
着合理的疑问，而不是对法律的疑问。

作为一个司法者， 没有权利动辄怀
疑刑法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相反，我们应
该笃信刑法是正义的表述， 刑法的规定
是明确和合理的，否则，自身尚且含混不
清的法条是不可能成为司法的根据的。

所谓的疑问，只是对案件事实的疑问。例
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
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现实中的很
多携带水果刀抢夺的是否应该定抢劫

罪，有些司法人员常说：由于刑法并没有
规定多长的刀具属于第二百六十七条中

的“凶器”，所以刑法自身存在着疑问。因
此， 对于即使携带了可以折叠的水果刀
进行抢夺，也应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
告”的原则，还是按照抢夺罪处理。 刑法
规定的内涵根据其立法意旨以及条文上

下文之间的关系， 总是可以确定其不法
类型的。如果刑法的内容是含混的、有疑
问的，刑法不可能成为定案的依据，也无
法指导案件事实的形成。 但案件事实由
于各种原因， 如证据的缺失或事实本身
具有混合类型的特征， 可能无法达到证
据充分的程度。 因此，“存疑时有利于被
告”的原则，首先是对案件事实的存疑，
而不是对法律的存疑。 当对刑法存在疑
问时， 只能说明对刑法的理解和领悟还
有深化的空间。

第二，“存疑” 是指对案件事实中定
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存在合理的疑

问，而不是对任何事实都有疑问。
案件事实形成的先决条件， 是对于

定罪有重要意义的事实都应该查实。 如
果在法定的期限内， 对于定罪与量刑有
重要意义的事实仍然不能证实， 就不能
转嫁到被告人的身上而不利于被告人。
因此，在对判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尚存
怀疑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
判决。但在疑难复杂的案件中也经常存在
着很多对于定罪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
这些事实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不应该
片面地理解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
则，而轻率地作出无罪、罪轻或从轻的决

定。 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行为人甲为某
族族长， 因与A村发生土地收益权的冲
突， 甲带领30多人与A村20多人相互斗
殴，致A村村民乙被人用乱刀砍死。

法院认为， 乙的死无法查清到底是
谁砍了致命的一刀， 因此， 认为事实不
清， 所以对甲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 法院的判决显然是对“存疑时有
利于被告”原则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践踏。 在上述共同犯罪中，“部分承担全部
责任”，很难也没有必要查清谁施行了致命
一刀的行为。 这些事实也许永远都无法查
清，但对案件的定性根本没有影响，所以，
没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按照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将故意杀
人罪按照故意伤害罪来处理， 将本来应
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减为五年。

第三，“存疑” 是指对证据的合理怀
疑，而不是无端猜疑或片面怀疑。

“任何与人为的事务有关并且依赖
于人为的证据的东西都容易存在可能的

或想象中的怀疑。 ”因此，只有存在合理
怀疑的时候， 才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
理由。 而合理怀疑建立的基础是已经掌
握的客观证据， 而不是凭空的设想。 否
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案件
是可以没有假设意义上的“疑问”的。 按
照假设怀疑的推理， 几乎耗尽了所有的
精力也不可能“铁定”一个案件的。

张明楷教授颇有见地的观点认为：
“所谓合理的怀疑， 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合理怀疑的构成依据是客观事实，
而非随意猜测。 换言之，提出怀疑是基于
证据，而不是基于纯粹心理上的怀疑。 第
二，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
带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所以，当被告人
或辩护人提出怀疑之后，要由法官根据一
般人的观念、不带偏见地作出判断。 只有

被告人认为法官应当产生合理怀疑时，还
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只有当法官以中立
人的身份认为未能达到确信程度时，才属
于合理怀疑。 第三，合理怀疑的成立标准
是证明有罪证据尚不确实、充分。换言之，
如果有罪证据已经确实、充分，那么，合理
怀疑是不可能成立的。 ”案件事实形成中
的怀疑应该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合理怀
疑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基于自
然规律、一般的生活法则以及客观证据而
产生的对案件事实的怀疑。

合理怀疑是建立在现有证据或自然

规律、一般的生活法则的基础上的。对于
合理怀疑所建立的现有证据基础， 不应
该理解为某一孤立的证据， 而是考量案
件事实中的所有证据。 如果根据整个证
据链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 才可以
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在具体的案
件事实中， 一个孤立的证据往往显得证
明力很脆弱，但若干个证据关联在一起，
就可以形成一个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

链，除非有足够相反的证据，司法人员不
应该轻易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想而否决证

据链所凝聚的证明力。
客观的证据不能开口说话。所以，对

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怀疑往往依赖于司

法人员正常的、 不带任何偏见的理智判
断。 我们的司法实践过于依赖客观的证
据，唯恐渗入自己的个人判断，这在证据
的认定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对主
观故意的认定。所以，当被告人否认自己
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或共同的故意，
或某种明知的心理时， 合理怀疑的判断
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一般人的

认识，应该由法官根据一般人的观念，按
照正常的逻辑且不带偏见地作出判断。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案情】
2012年6月， 原告侯某在第三人

江夏公司做泥水工， 双方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 江夏公司也没有给侯某缴纳
工伤保险费 。 2012年6月24日 ， 侯
某在江夏公司承建的工地作业时受

伤。 2013年5月2日， 江夏公司向被
告重庆市涪陵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涪陵区人社局作出侯某属于因
工受伤的认定。 原告侯某则认为江夏
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 被告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的行
为， 违反了 《工伤保险条例》 中关于
工伤认定申请受理期限的规定， 属明
显违法， 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分歧】
目前， 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诉讼时效， 用

人单位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职工及其近亲属仍然享有获得
工伤保险待遇的实体权利， 只是工伤
保险待遇的支付主体是用人单位。

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除斥期间，
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职
工及其近亲属将丧失获得工伤赔偿的

实体权利。

【评析】
1.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性质。
笔者并不赞同上述两种观点。 首

先， 如果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属于诉讼
时效，将有悖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
法本意，《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条第二
款明确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受

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申请，并
根据事实和法律行使工伤认定的行政

管理职权。也就是说，《工伤保险条例》
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行政程序中所

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而不是人民法院
或者诉讼参加人在诉讼程序中所应遵

循的法律规范。因此，认为工伤认定申
请期限属于诉讼时效无从谈起。其次，
如果认为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属于除斥

期间， 也不符合除斥期间的适用客体
及其法律属性。 除斥期间的适用客体
一般为形成权， 即权利人可以依自己
一方之意思表示而直接发生法律关系

变动的效果。然而，工伤待遇显然不能
因职工或者用人单位向行政机关提出

申请就当然获得， 工伤认定申请权在
性质上属于请求权。此外，除斥期间不
可中止、中断、延长，但用人单位申请
工伤认定， 法律赋予了提出延长申请
期限的权利， 故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不
符合除斥期间的法律属性。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既然 《工
伤保险条例》 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
行政程序中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那
么， 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性质就仅属
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的程序期限规定而已。
2.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法律后果。
笔者认为， 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对于用人单位、 职工及
其近亲属来说， 其法律后果将使其丧
失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

定的权利 ， 同时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精神， 对
已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职工
及其近亲属而言， 也将丧失要求工伤

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保险费用的权

利。 因此， 对于超过法定期限提出的
工伤认定申请，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
当不予受理。 本案第三人江夏公司超
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被告
涪陵区人社局予以受理并作出工伤认

定的行为， 违反了法定程序， 应当予
以撤销。

虽然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不再适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工伤
保险待遇也不再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将丧失获得工伤

赔偿的实体权利，因为劳动者享受劳动
保护，因工受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职工及其近
亲属应当享有通过行政程序以外的其

他救济渠道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如职工及其近亲属可以通过与用人单

位协商，自愿达成赔偿协议的方式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

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一年。职工作为特殊主体，其
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尽管有《工
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法律
的特别保护， 但法律并没有将此类案
件排除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外，

故职工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其
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应适用上

述一年的规定，由于其属于诉讼时效，
故可以中止、中断、延长。当然，工伤保
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 其本质是国家
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
带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强制性， 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

门， 赋予其工伤认定的行政职权不仅
具有权威性、效率性，同时由于涉及工
伤保险基金的支付， 与公共利益密切
相关，因此工伤认定应当行政优先，司
法应保持应有的克制。《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
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
规定处理。”该规定就体现了行政优先
的理念。

在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情形下， 职工及其近亲属将丧失
通过行政程序认定工伤的权利， 且工
伤保险待遇也不是从工伤保险基金支

付，而是由用人单位承担，此时，工伤
纠纷完全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平等

主体的利益争议，不涉及公共利益，国
家无需介入对其进行行政管理， 故赋
予职工及其近亲属诉权， 可以最大限
度地保护受伤职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的实体性权利。因此，对于超过法定期
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拒绝受理的案件， 只要未超过诉
讼时效一年的规定，或符合法定中止、
中断、延长的情形，职工仍可以通过诉
讼的方式，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 若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工伤的
法定构成要件， 应当判令用人单位足
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当然，职工也有
权放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
案原告即为一例。

（作者单位：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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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固铂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记载：票号 4020005121117329，票面金额 100 万
元，发票人石家庄新拓凯特有限公司、持票人固铂成山（山东）
轮胎有限公司、背书人北京轮之杰科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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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
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正定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干县腾达箱包配件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为 31300051 26478449，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
元，出票人河南玉清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安阳乾康医
药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新干县腾达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安阳银行清算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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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铁东区昌禾物资经销处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29285776、 出票人为鞍山汇鑫铸业有
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付款行为鞍山银行
营业部、收款人为海城市恒盛铸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1月 21日、 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21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予以受理，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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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真金炉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汇票

遗失（出票人为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西
真金炉业有限公司 、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 ， 票号为
1030005224755514，出票日为 2014 年 1 月 23 日，到期日 2014

年 7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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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宝新盛源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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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票行为新疆汇和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 票号
31300052 23222993，票面金额 200000 元（贰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 2013 年 5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出票
人（付款人）新疆众汇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背书人）新
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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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新疆宝新盛源建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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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票行为新疆汇和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 票号
31300052 21079123，票面金额 600000 元（陆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 2013 年 5 月 30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30 日，出票
人（付款人）新疆瑞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人）新疆
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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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新郑市宇达工贸有限公司因持交通银行湖州分行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签发的编码为 30100051/23576643 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1600元、出票人为湖州新南海
织造厂，收款人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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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该票据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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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东聊城鲁西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壹张（票据记载：票号 30800053 93647231，出票人浙江
恒拓袜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市恒顺漂染有限公司，最后被
背书人山东聊城鲁西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3 年
11月 26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5月 26日，票面金额贰拾壹万
元整，付款行招商银行绍兴诸暨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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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省蜀兴工艺陶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壹张（票据记载：票号 40200051 21093869，出票人浙江国申进出
口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四川省
蜀兴工艺陶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年 12月 12日，汇票到期
日 2014年 6月 12日，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付款行诸暨农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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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铜陵步森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据记载：票号 10500053 21044951，出票人浙江步森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收款人铜陵步森服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21 日，票面金额壹拾万元
整，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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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今创兴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 30200053 22801291，出票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上虞大东南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上虞东科贸易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9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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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杰明织造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浦发台州

临海支行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为 31000051 23977016，到期日 2014年 7月 22 日，票面金额为
贰万元整，出票人临海市永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临海
市新迪工艺品有限公司并先后背书转让给临海市永新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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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受理了上海开维喜阀门集团有
限 公 司 公 示 催 告 申 请 ， 对 其 遗 失 的 票 面 号 码 为

4020005120301818、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9 日、出票人为
阜阳市海新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合肥日日顺电器有限
公司、汇票金额 500000 元、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9 日、付款
行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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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 27 日作出了（2013）州民催字第 0000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该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安徽]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宫尚军、徐爱香：本院受理原告郎溪县永兴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宫尚军、徐爱香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郎民二初字第 00151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郎溪县人民法院

刘文富、张福成（河南新乡获嘉县冯庄镇张堤村 ）：本院
受理的原告沙河市科正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 ， 已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沙民一初字第 87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二十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沙河市人民法院
李君：本院受理原告王桂英诉被告李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
民一初字第 123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我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提出上诉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陈荣、常子林：本院受理长治市武乡县乡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王国宏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3）城民二初字第 29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马贵生：本院受理王红奎诉你借款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城民二初字第 223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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