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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吴长城

非法集资、地下钱庄、信用卡透支、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非法经营、骗取银行票据……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行业的

繁荣，涉及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水涨船高”，呈现活跃之势。

日前，记者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刑事审判白皮书》上获悉，该院从2010年1月至2013年10
月受理金融犯罪案件共计493件，与2006年至2009年受案数相比增长了10倍，涉案犯罪金额共计132亿多元，涉及十余个

罪名。金融犯罪的多发，不仅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对公民的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加大对金融领域犯罪

的惩处力度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使命。

金融犯罪“花招”多 法官提示堵漏洞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活动的
活跃，以及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金
融领域的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
化，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得不引起重
视。

——案件类型多种多样。从审判
实践来看，金融犯罪案件涉及信用卡
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骗取贷款、票据
承兑、金融票证罪，出售、购买、运输假
币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保险诈骗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持有、使用假币罪，伪造、
变造金融票证罪等多个罪名。在案
件类型的构成上，基本属于针对金融
机构的金融犯罪，金融机构成为金融
犯罪案件最大的受害主体。其中，涉
信用卡犯罪案件最为突出，主要体现
为三种犯罪方式：恶意透支类型诈骗

犯罪、利用 POS 机进行非法经营犯罪、
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

——犯罪金额特别巨大。金融犯罪
案件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
甚至上亿元，绝大部分犯罪分子在犯罪
得逞以后即用于大肆挥霍、非法生产经
营等，至案发时大多数赃款已无法追回，
造成个人、企业财产重大损失、金融机构
大量呆账、坏账；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
同时，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其对社会经济
秩序危害的严重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犯
罪。

——犯罪领域逐渐扩大。除传统常
见的金融犯罪领域外，犯罪分子紧跟金
融热点，向推荐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证
券、期货、外汇交易，虚构交易非法套现
等领域拓展。同时，犯罪分子不断翻新
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一些犯罪

分子以公司名义或与其他公司合作的
名义非法代理、操作黄金、期货、证券、
外汇等交易，隐蔽性强；部分犯罪分子
利用自己的金融专业知识违法从事期
货、证券代理等业务，并提供相关交易
信息，专业化水平较高。

——类型化特征明显。第一，涉银
行犯罪最为严重，主要体现为银行滥发
信用卡和 POS 机并疏于对其业务的监
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犯罪
的发生与银行在贷款审核、发放，票据的
核对、承兑等业务中的疏忽有一定联
系。第二，涉保险犯罪中，均体现为内外
勾结，车行员工收受贿赂，帮助骗保。第
三，涉证券、期货等犯罪，主要体现为无
照公司非法经营。第四，假币犯罪主体
多为流动人员，呈现家族化、职业化、产
业化发展趋势。第五，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等非法集资犯罪，体现为犯罪分子许
以高额回报、利息引诱他人投资、借款，
用于经营活动、还债、放高利贷、挥霍
等。第六，在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犯罪
中，犯罪手法主要表现为伪造信用卡证
下的附随单据等书证套取银行资金。

——发案时空大周期长。金融犯罪
作案方式往往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时
期准备，精心策划，因此犯罪时间跨度
要长；同时犯罪空间范围也很大，往往
在一地准备，在另外一地或多地实施。
此外，由于金融案件作案方式具有潜在
性和隐蔽性，绝大多数金融犯罪并非一
作案就被发现，而是需要一两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待危害结果显露后，才被
发现。例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
行为，多是经过一段时间，甚至长达几
年，被告人不能返还本金或支付利息，
甚至其他地区案件暴露时，受害人才知
道自己上当受骗。因此，金融犯罪的发
案周期较其他类型的犯罪要长。

■记者观察

犯罪紧跟金融热点花样翻新

收会费提供股票
300股民陷“亏损门”

2011 年，金某成立公司，并设立
了“股市在线”等网站，利用一些财经
门户网站发布广告信息，以免费获取优
良股票等为幌子，诱使股民到网站留言
咨询，借此得到股民联系方式。之后，
公司打电话给股民，以提供“黑马”股
票为诱饵，让股民缴纳会员费。

被骗的股民交钱后，公司客服人员
就以股票分析师等身份，向被害人提供
个股买卖信息，指导被害人进行股票操
作，案发时，已造成至少300名被害人
亏损。

这些“股评师”还人手一本“忽悠
提纲”，等客户按指导进行股票操作
后，他们就会照提纲来回答客户，比如
股票亏损了，就进行安抚；盈利了就让
继续操作，并续交会费。

经查，该公司 20 多人参与了非法
经营，案发后全部被抓获。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这些人
的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遂判处金某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200
万元，其余 20 多名参与者也被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连续出车祸66次
骗取保费数百万元

厦门警方在调查一起车祸时，几
辆屡屡发生车祸的破旧轿车进入了警
方的视线。这几部车总是“一撞再
撞”，而且每次都从保险公司领走数万
元理赔金，并且每次维修都在同一家
汽修厂。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车祸背后的
骗保犯罪被揭穿。据汽修厂老板林某交
代，为骗取保费，他们接二连三地导演
撞车事故。如他与同伙李某等人合谋
后，指使被告人程某与“枪手”分别驾
驶一辆“奇瑞”车、一辆“贵族”车与
一辆“别克赛欧”车，在厦门市云顶山
庄附近，故意制造三车相撞事故。

随后，林某使用罗某、周某、唐某
的驾驶证顶包事故驾驶员，骗得《事故
认定书》后，向保险公司索赔。最终拿
到了5万多元的保险理赔款。

经查，林某及其同伙共 15 人，利
用自有车辆或客户需要维修的车辆，故
意制造车辆碰撞事故，骗取保险理赔
款。案发时，一共制造了 66 起车祸，
骗保金额高达数百万元。经审理，思明
区法院作出判决，15 名参与骗保的被
告人均以保险诈骗罪被追究刑责，其
中，林某获刑十二年。

虚构借款用途
骗得上亿承兑汇票

2013 年的七个多月中，被告人洪

某为套取银行资金，先后多次以自己经
营、实际控制或其亲友经营的 10 家公
司的名义，虚构借款用途，提供这些公
司与厦门永阜康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由
被告人洪某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签订的
虚假《购销合同》，采取重复担保的手
段，向原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湖里
信用社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骗得湖
里信用社开具的多张银行承兑汇票，票
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65万余元。

上述银行承兑汇票除归还800万元
给湖里信用社外，其他汇票款项至案发
时均未结清。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洪某以
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票据承兑，票面

金额达上亿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故法院一审判
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忽悠投资“玉佛”
非法吸金900余万

2012年，高某 （另案处理） 以香
港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内地某寺
庙签订 《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约定
由香港公司全部出资成立合作公司，
经营范围是“旅游项目开发及寺院的
扩建修缮；旅游产品的销售”，该公
司成立后，由高某决定公司主要经营

“销售开光玉佛像”项目，并以高额
的利息招揽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该
项目。

2012年7月间，被告人廖某、林某
先后在厦门设立了两个办事处，并各自
担任负责人，作为高某公司的下线开展

“招商引资”业务。他们以高某掌管的
公司名义招揽“客户”，宣称投资“销
售开光玉佛像”可以获得每三个月20%
的高额回报，并与“客户”签订《恭请
玉佛像合同》，并提供收据。虽然合同
上约定“客户”预订玉佛像，但实际上

“客户”并没有取得玉佛像，只是到期
领取回报，收据上记载的也是包含本息
的金额。截至 2013年 8月， 廖某、林

某已非法吸收“客户”存款990多万
元。

思明法院审理认为，廖某、林某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以吸引
投资为名，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
款，数额巨大，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依法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
刑四年零六个月和三年。

加强风险评估
完善审查制度

■
各
方
建
议

为减少金融刑事案件的发生，
银行应当强化自律监管的权限和
力度，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
第一，应科学设置内部组织机构，
按照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原则，合
理配置业务、管理和监督部门的权
限和制约。第二，要制定全面、系统
的政策、制度和程序，统一业务操作
标准，加强对新业务、新产品的风险
评估，规范理财产品的发行和管理，
不断完善不同风险层级产品系统，
对客户进行风险提示，及时提供投
资记录、定期告知净值等。第三，着
力构建银行内部的安全预警系统，
根据有关信息及时发现、识别、制止
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第四，实行严
格的岗位分工，制定明确的工作职
责，构建完善的人事教育管理系统，
加强对业务知识、规章制度、行业纪
律以及应对犯罪的技能进行培训，
完善审查制度，从严查处失职造成
金融犯罪的相关责任人员。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刑二庭庭长 朱新风

构建防控体系
强化协调联动
中国保监会厦门监管局
法制处处长 范 莉

要维护金融稳定，必须防范金
融风险，打击金融犯罪。金融监管
部门要发挥各方力量，构建政府监
管、企业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
四位一体的风险防范体系。第一，
要加强与司法部门和其他行政机
关监管协调联动，进一步加大对利
用金融保险从事非法活动的打击
力度，共同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第
二，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管控
力量，提高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及
时发现风险控制的薄弱环节，防患
于未然。第三，要引导发挥行业协
会组织自律作用，防范化解行业风
险。第四，要引入社会监督，充分
发挥媒体、民众的监督作用。

■法官说法

多方原因形成“亡羊之牢”
思明区法院院长洪志坚在接受采

访时，对金融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因及
司法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进行了阐
述。

第一，客户信用审查存在漏洞。
近年来，银行不断拓展信用卡业

务，为争取客户，一些银行重规模、
轻质量，忽视信用风险，对申领人的
身份证明、资信状况、家庭信息、住
址和联系人真实性的审查流于形式，
导致不符合要求的大量无业及无稳定
收入人员申领了信用卡并恶意透支。
另外，部分银行将发卡业务外包给营
销中介，等于将审查申请人资质和偿
债能力的职责交给第三方，不但存在
潜在的坏账风险，更在源头上增加了

申请人个人信息泄露的危险。同时银行
对用户监督管理不严，也为信用卡诈骗
犯罪创造了条件。

同样，部分银行为提高业务量，放
低设立 POS 机商户的准入门槛，加上
对 POS 机的后续监管不到位甚至缺
位，给非法套现犯罪以可乘之机，导致
非法经营案件的发生。

第二，银行信息共享机制缺位。
在涉银行诈骗案件中，部分被告人

在一家银行诈骗后再以同样的伎俩诈骗
另一家银行，或者从一家银行套取资
金，偿还另一家银行小部分透支款，采
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最终诈骗
多家银行。此类案件主要是银行业的市
场化使得同业竞争加剧，银行间信息互

联互通减少。如果同类金融机构之间能
够在异常情形发生后及时进行通报，公
布犯罪人的作案手段、细节等加以提
醒，就可以避免同类案件频繁发生，许
多损失就可以避免。

第三，金融机构内控存在薄弱环
节。

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是有效预防金
融案件发生的关键，也是金融机构安全
稳健运行的基础。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管
理松懈，规章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
此外，一些工作人员风险意识淡薄，
更 有甚者在金钱诱惑时置金融风险于
不顾，作出违法违规的行为。许多案
件在发生之前就已经显现诸多问题，
但是未能引起金融机构监管层的注

意。内控薄弱之处长期得不到改善，
内控空白点不能被及时有效识别并弥
补，监督检查形式化等，导致金融大
案屡禁不止。

第四，外部监管联动机制尚未形
成。

三年多来，思明法院审理的危害金
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个别案件案发潜伏
期长达两三年，被害人多达数百人，涉
案金额可达上亿元，证监会、银监会、
保监会及外汇监管部门、审计署、工商
行政等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不到位，是
此类犯罪多发的重要原因。加之金融监
管系统之间缺少常态、有效的联动机制
和工作协调机制，不能及时查处、取缔
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导
致一些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能被及时
发现、纠正，进而演化为金融犯罪行
为。

金融法制是预防金融犯罪的
有效手段，金融法制的建设应当包
括金融法律制度本身、金融的法治
化、金融刑法与惩治金融犯罪三方
面内容。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
法规的一部分，需要立法部门完善
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
法规建设,金融机构破产、市场退
出的法律规范，强化专门的金融管
理法规建设，加强与国际公约的接
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金融的法
治化集中反映在金融监管方面，是
动态的金融法律秩序，即依法监管
的秩序，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做到有
法必依；金融刑法与惩治金融犯
罪，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和执法的
依据，要求司法部门执法必严。金
融法制的这三方面内容是预防金
融犯罪的三道法律防线，因此立
法、司法、执法部门都要在日常的
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加以弘扬。

三道法律防线
严惩金融犯罪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蔡庆辉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8日（总第6003期）

申请人北京庆红岚惠清洁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10301130 10216375、票面金额2万元、出票人北
京住邦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
未填、签发日期2014年3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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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泛美塑胶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30500053 23250685、票面金额 10万元、出
票人北京吉乐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宁
波红岩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签发日期 201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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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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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住友重机械减速机（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因持有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票码 10200052 22756872、票
面金额8万元、出票人福建华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泉
州市宏邦皮革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晋江支行、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3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6
月 24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为：泉州市宏邦皮革贸易
有限公司、福建敏捷机械有限公司、南京安运机电有限公司、
住友重机械减速机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人
2014年5月1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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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三爱药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

码为30300051 21160787，汇票票面金额为13200元，出票人为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三爱药业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6
日，到期日为2014年3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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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30300051 22620968，汇票票面金额为89000元，出
票人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三达奥克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3月 28日，到期日为 2014年 9月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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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30300051 22620969，汇票票面金额为64000元，出
票人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大连吉峰化学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
3月28日，到期日为2014年9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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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梅河福安耐火原料厂因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签发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10300052 23910155，票面金额为 10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3年
7月17日，出票人为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郑州煤机铸锻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持票人为申请人，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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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冠县冠昌纺织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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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1000051/23159496、金额 10万元，出票人河南

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平顶山市俊杰机械加工有限公
司，付款行浦发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出票日期 2013年 11
月 7日，到期日期 2014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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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晋安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10400052 24640209、金额 150000元、出
票人为建业住宅集团（三门峡）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
晋安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5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4年 10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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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高晖雁塔水泥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50200051

20171616，金额 10万元，出票人咸阳凯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付款行东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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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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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十堰市达峰软轴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30500053

23949377，金额 20万元，出票人今安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西安西迪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西
安文艺路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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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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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500053/23953047，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
出票人为西安欣万和科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人、申请
人、持票人均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为民生
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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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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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500053/23953045，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
出票人为西安欣万和科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人、申请
人、持票人均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为民生
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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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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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500053/23953046，票面金额为 300000 元，
出票人为西安欣万和科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背书人、申请
人、持票人均为陕西正华丰科工贸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为民生
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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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东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将绵阳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发行的股权证 （记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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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权证记载：证号为3122号、股票份额为100万

股、发行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人四川东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 （记名股票）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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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绍兴市福旺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为 30800053/92914648，票面金额为 111359.27元，出
票日期为2014年5月14日，到期日为2014年11月14日，出票
人为湖州市长兴隆昌丝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宏金印染有
限公司，出票银行为招商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人绍兴市福
旺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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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11月 14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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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国安泰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因遗失金华银行金东支
行营业部承兑汇票一份（票号为3130005128475068，票面金额
为 10000元，出票人金华市和发工具有限公司，收款人武义县
东升电镀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杭州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安徽省
宁国津龙铸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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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

申请人玉环森王机械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3100005123307992，出票日期 2013年 11月 8日，汇票
到期日 2014年 5月 8日，出票人浙江欧耀机械有限公司，付款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汇票金额人
民币5万元，收款人玉环森王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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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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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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