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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中，被告以该案应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
审理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近日，江苏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
释》）对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管辖权
异议案作出终审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
院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山东省济南市
槐荫区人民法院审理。

今年1月，家住江苏省启东市的邵
某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因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向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
异议称，本案的施工合同有三个分包
人，其中之一的邵某在启东市人民法院
起诉，另外两位在山东起诉，工程款难
以计算，且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山东省济
南市威海路，应当移送山东省济南市槐
荫区人民法院管辖。

启东市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因合同
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
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为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可由合同履行地即建

设工程施工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邵某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
诉讼依法有据，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遂
裁定驳回被告对该案管辖提出的异议。

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二
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审理认为，该案系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件的管辖问题，在2015年2月4日《民
诉法解释》 颁布施行以前，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确定，即因合同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
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管辖权
异议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依据当
时的相关规定，认定其对本案具有
管辖权并无不当。但在该案二审审
理期间，《民诉法解释》 已颁布施
行，该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新的规
定，根据程序从新原则及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 《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 规
定，因该案涉案标的额不足 500 万
元，故应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人民
法院即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管
辖。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终审
裁定。

（顾建兵 陆炜炜 王林萍）

本报讯 （记者 陈群安 通讯
员 罗 兢）3月17日下午，湖北省
南漳县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在南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
判：被告人黄拥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并处1万元罚金。南漳电视台
对案件审理全程直播，南漳法院同期
进行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县劳动监察
大队干部等50余人旁听了案件审理。

2012年10月31日，被告人黄拥
军与南漳县永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建筑公司）签
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永昌建筑公司
将武安镇赵家营村兴发安居房工程转
包给黄拥军，黄拥军随后雇请建筑工
人张传龙、夏志文、杨洪飞等 19 人
到该工地做工。截至 2013 年 11 月，
永昌建筑公司先后支付给被告人黄拥
军工程款 830240 元，黄拥军将此款
挪作他用，拒不支付工人张传龙、夏
志文、杨洪飞、范登喜、李家勇等
19 人工资合计 123750 元。2014 年 1
月 22 日，南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受理此案后，向其下达南人社令
字 （2014） 10 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
改正指令书，责令其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前付清张传龙、夏志文、杨洪
飞等建筑工人工资。2014 年 1 月 28
日，黄拥军仅支付给工人张传龙等人
工资 45200 元，仍欠 78550 元工人工
资拒不支付。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拥军有
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莘县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一起生产有毒、有害食
品案，被告人王海犯生产有毒、有害
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禁
止被告人王海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
食品生产、销售等有关的活动。

法院审理查明，2010 年初，被
告人王海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等
合法证照的情况下，在莘县古城镇后
三里营村自己家中擅自加工生产腐
竹。2010 年 5 月 20 日生产腐竹 3482
斤，每斤 5.65 元，销售金额计 19673
元。2012年11月，王海销售给赵某腐
竹 600 斤，每斤 6.7 元，销售金额计
4020 元。2013 年 8 月 8 日，莘县公安
局古城派出所在王海家中查获成品腐
竹48袋，每袋3.7斤，共计177.6斤，每
斤销售价格 7 元，共计价值 1243 元。
该批腐竹中，王海添加了禁止用于食
品的工业胶及信息不明的防腐剂、保
鲜剂。经青岛科标化工分析检测有限
公司和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检测，在
腐竹中含有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
物质吊白块，以及双乙酸钠（防腐剂）
含量超标 （国家标准最大使用量
1.0g/kg，检测结果 1.29g/kg），二氧
化硫含量超标（国家标准最大使用量
0.2g/kg，检测结果1.25g/kg）。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海在未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等合法证照的情
况下，在生产的食品腐竹中掺入国家
禁止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
为已构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鉴
于被告人王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王希玉 柳延芳）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南漳一包工头获刑

非法生产“毒腐竹”
被判徒刑并罚金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程蓉菁）二人合伙经营生意，后因
合作不畅，互生龃龉。为了发泄怨恨，
其中一合伙人将合作同伴的汽车点燃后
逃离现场，大火造成两辆车焚毁，部分
建筑物受损的后果。放火者归案后被公
诉机关起诉。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谢
作兴犯放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同安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谢
作兴与被害人郭某生合伙经营放贷生
意而发生经济纠纷。2014 年 4 月，被
告人谢作兴向郭某生借钱未果后，矛
盾升级，关系破裂，因此心怀不满欲
进行报复。

2014 年 5 月 11 日，被告人谢作兴
向他人租用了一辆现代小轿车，将该车
加油后停放在其暂住处附近伺机作案。
2014 年 5 月 12 日凌晨，被告人谢作兴
利用事先准备好的气管、油桶等工具，
从租用的这辆小轿车中导出部分汽油，
驾驶该部小轿车至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

郭某生暂住处门口，并将车停在被害人
郭某生驾驶的一辆雅阁轿车旁，将油桶
内的汽油倒在亦停放在此处的另一辆奥
德赛商务车前挡风玻璃上，引燃后驾车
逃离现场。

火势蔓延后将该奥德赛商务车及旁
边的雅阁轿车和周围的遮阳棚、监控探
头等物烧毁。群众发现火情报警后，消
防民警赶至现场将火扑灭。经鉴定，火
灾现场烧毁的两部分铁制遮阳棚，共计
价值2.8万余元，红外摄像头、监控电
源等共计价值 1400 余元。事后，保险
公司已分别对被烧毁的奥德赛轿车和雅
阁轿车进行理赔，理赔金额分别为7.3
万元和5.6万元。

2014 年 5 月 31 日，逃往外地的被
告人谢作兴在山西省孝义市被民警抓
获，同年6月13日被移交厦门市公安局
同安分局。

法院查明，被告人谢作兴曾因犯绑
架罪于 2001 年 8 月 10 日被福清市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又因犯非法
持有枪支罪、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1月

11 日被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2013
年5月22日刑满释放。

另查明，被害人阿城家被烧毁的铁
制遮阳棚面积约为120平方米，被害人
阿泉家被烧毁的铁制遮阳棚面积约为
102平方米，“汉邦”红外摄像头、“金

刚眼”监控电源属阿泉所有。
同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谢作

兴故意放火焚烧他人财物，危害公共
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
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被告人谢作兴在原判刑罚执行完
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

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人谢作兴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阿泉的
经济损失1.4万元、阿城经济损失1.5
万元。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对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副总
经理陈海鞠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
被告人陈海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违
法所得予以追缴。

法院审理查明，1999 年 10 月至
2003年11月，陈海鞠担任中国民用航
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局长，并兼任空
管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等职。2003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陈海鞠担任中
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
东方航空食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东方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2001 年至 2013 年间，陈海鞠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接工程等事项提供
帮助、谋取非法利益，分别收受刘某、
冯某给予的购房款人民币260万元，刘
某支付给陈海鞠妻子的“顾问费”人民
币36万余元，闫某给予的赌资5000澳
元 （折合人民币2.47万余元），蒋某给
予的赌资25万美元和20万港元 （共折
合人民币186.9万余元），马某给予的价
值人民币 5500 元的鸡翅木根雕工艺品
一件。

2013 年 7 月，陈海鞠被依法逮捕。
同年 11 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向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4月，上海
一中院依法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被告人陈海鞠及其辩护人
对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与罪名全部予以
否认。

在判决书中，法院逐一就控辩双方
争议的“公诉机关提供的言词证据应否
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公诉机关提
供的书证、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

“陈海鞠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刘某、冯
某、闫某、蒋某、马某谋取利益”、“陈
海鞠从刘某、冯某处获取的购房款260
万元能否认定为受贿”等 14 项争议焦
点进行了回应和评判。

法院审理认为，陈海鞠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
民币486万余元。法院依法认定，陈海
鞠上述犯罪行为构成受贿罪，遂作出上
述一审判决。 （潘静波）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一
城区图书馆因上传了《一场风花雪月的
事》、《死于青春》、《穆斯林的葬礼》3
部作品至其网站，北京某数字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认为对方的行为属于侵权，于
是将其告上法院索赔。近日，南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判令被告图书馆
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损失。

法院审理查明，霍达是小说《穆斯
林的葬礼》的作者，侣海岩是小说《一

场风花雪月的事》及小说《死于青春》
的作者。2011 年 2 月 12 日和 12 月 30
日，数字出版公司经霍达和侣海岩授
权，取得上述三部作品数字版权的专有
使用权，授权内容包括：行使包括但不
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复制、发
行等著作权的权利；许可他人合法使用
上述著作权的权利；以数字出版公司名
义对侵犯授权作品上述著作权的行为行
使要求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

经济损失、提起诉讼的权利。
2014年3月5日，数字出版公司在

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入被告多媒体数
字图书馆，对其中的相关网页进行证据
保全。被告图书馆对其在该馆网站中上
传涉案三部作品供读者阅读和下载的事
实予以认可，并承认读者无需办理注册
或其他手续即可阅读和下载其网内书
籍。

法院审理认为，数字出版公司经涉

案三部作品作者的授权，取得涉案作
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侵害
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
诉讼，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

鉴于数字出版公司未提供相关证
据证明被告图书馆侵权行为给其所造
成的损失以及图书馆因侵权行为所获
得的利益，综合考量图书馆侵权行为
的性质、数字出版公司作品的知名度、
市场价值和文字作品报酬等因素，酌
情确定图书馆赔偿数字出版公司经济
损失 6000 元、公证费 450 元、律师费
3000元。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涂媛媛 孙晓梅）

受贿486万余元

东航原副总一审被判无期

因生意纠纷点燃同伴轿车泄愤

厦门一男子犯放火罪获刑六年

该案的焦点在于如何定罪问题，承
办法官王靓在接受采访时对此做了详细
阐述。

王靓解释说，放火罪与故意毁坏财
物罪或一般放火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放
火行为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放火罪，
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放火行为一经实施，就可
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使不特

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以预料的重大损
失。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
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
产的安全。

在该案中，被告人放火的对象虽然是
特定的被害人的财物，不是直接指向不特
定的多数人，但是从放火时间来看，被告
人谢作兴放火的时间为深夜，犯罪行为不
易被发现；从犯罪手段来看，被告人用半

塑料桶汽油引燃两辆油箱均有汽油的
汽车，一旦燃烧至油箱，随时有爆炸的
危险；从现场环境来看，被烧毁的车辆
停放于铁皮棚下，铁皮棚直接与多户居
民的住宅相连，周围楼房间距小、密度
大，一旦火势蔓延，所造成的后果便不
堪设想。因此，被告人谢作兴实施放
火的行为，不仅给多名被害人造成了
直接经济损失，客观上还危及其他不
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仅因为消防人员及时扑救未造成严重
后果。由此可见，被告人谢作兴故意
放火焚烧他人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而非一般的放
火行为。

■连线法官■

放火罪与一般放火行为的区别

南通审结一起管辖权异议案
认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由施工地法院管辖

网站上传三部小说

南宁一图书馆被判侵犯著作权

此案承办法官说，《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图
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
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
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
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
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
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图书馆合理使
用他人数字作品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其提供信息网络服务的对象为在其
馆舍内的读者；二是其提供给读者阅读
的作品是其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
品，或者是其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

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三是
不能通过该服务获得经济利益。

首先从服务对象来看，该条款对于
服务对象是有空间地域限制的，即在该
馆馆舍内。超出该空间地域范围的，则
其服务对象将无限扩大，对著作权人和
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会造成损害，就
不能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在本案中，图
书馆所提供的数字作品阅读和下载服务

是接入互联网的，任何人均可通过互联
网络进入其网站获得涉案数字作品，其
服务对象范围远远大于在其馆舍内的读
者，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符。

其次从所提供数字作品的合法性来
看，就本案而言，图书馆所提供的数字
作品应是著作权人或相关权利人合法授
权出版的。但在该案中，图书馆仅说明
了其上传的涉案数字作品系来源于某网

站，但并未能举证证明该来源是合法
的，该数字作品的发行系得到著作权
人或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授权。结合上
述两点，无论图书馆在提供服务中是
否获取利益，均不符合《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合
理使用的规定。

该法官说，被告图书馆在其接
入互联网的网站中并未采取任何技
术限制措施，任何人均可通过互联
网络进入图书馆网站随意阅读和下
载涉案数字作品，这对著作权人作
品的发行量当然会造成影响，其行
为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
害是显而易见的。

■法官说法■

图书馆应合法使用数字作品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24日（总第6273期）

2013年8月30日，本院根据天津市电料三厂的申请裁定受
理的天津市电料三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天津市电料三厂依法宣告破产后，破产
管理人依法对破产人进行了清算。经清算确认破产人破产财产
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并已对破产清算进行了审计，已符合法
定终结破产程序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3月13日裁定终结天津市
电料三厂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裁定受理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申请天
津华信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亚星清算
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天津华信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5年6月15日前，向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
谊北路51号合众大厦D座701室；邮政编码：300204；联系电话：
022-83280771、83280772）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5年6月25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十九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因湖南瑞鸿置业有限公司（含湘潭县瑞鸿山庄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破产人已
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
八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3月19日裁定终结湖
南瑞鸿置业有限公司（含湘潭县瑞鸿山庄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湖南]湘潭县人民法院

2014年11月14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冯柏林的申请，裁定受
理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益阳
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现有资产评估总值为3379.09万
元。管理人登记确认的债权额为19757.7万元，欠发职工工资为
188.0665万元（尚未含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本院认为，益阳市
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应宣告其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于2015年3月9日裁定宣告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天地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地人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月6日裁定受理天地
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月6日指定吉林延大律师事
务所为天地人公司管理人。天地人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4
月30日前，向天地人公司管理人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通信地
址：吉林省延吉市河南街明河胡同七号世雅公寓二楼吉林延大
律师事务所 204、207 室；邮政编码：133000；联系电话：0433-
5080800，0433- 5080599、0433- 5080597，13944385269）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天地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天地人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5月
12日9时在白河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

申请人赵海金因遗失转账支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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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100123201262428，出票人账号为77110150200000102，付款行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天津浦吉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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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金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一张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0700051/30210384，出票人:深圳海外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10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5月
4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10月29日，收款人:北京东郊四惠桥同利
建材经销部，最后被背书人及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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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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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尚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
为 0010006322274320 的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0000元，出票人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佛山市顺德区尚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建行珠海市唐
家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14日，票据到期日为2015年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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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熟中航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龙飞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
市华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常熟中航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

11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5 月 26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票据号码为3140005126362847，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日期后3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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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创锐气动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江苏汇源拉链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江苏东晟拉链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宁波市鄞州创锐气动液压机
械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
年 9 月 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3 月 9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3140005126317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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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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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临港水利农机管理服务站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金坛市环宇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金坛
市宇来顺机械加工厂，持票人为江阴市临港水利农机管理服务
站，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16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7月16日，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票据号
码为3140005126464125，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日期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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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邯郸市永标工矿铁路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镇江句容
交 行 出 具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票 据 号 码 为 30100051
21793575，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江苏广兴集团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江苏永固装饰门窗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经查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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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通华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于2015年1月1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
记载：票号31400051/24319072，出票金额50000元，出票人扬中
市长江电器成套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通华电器有限公司，出票
行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2014年4月23日，
汇票到日期2014年10月23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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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通源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于2015年3月1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
记载：票号10400052/26882558，出票金额50000元，出票人金海
新源电气江苏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金源腾峰换热设备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银行镇江扬中支行，出票日期2014年9月12日，
汇票到日期2015年3月1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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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11月20日，受理了申请人丹阳市鑫凯鞋业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5 年 3 月 2 日依法作出
（2014）丹催字第0006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付款行是中国农业银
行丹阳市支行，汇票号码为10300052 / 24825913，票面金额为
5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了申请人天津西贤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
申请，本院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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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6日作出了（2015）南民催字第1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号码为1040123206564228-1040123206564250的
23张转账支票，号码为1040121402278888-1040121402278900的
13张现金支票，以上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该申请人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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