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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6日讯 在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今年5月
1日正式实施后，今天上午，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首次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
庭审理了高先生诉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不服强制拆除及
行政赔偿两案。

原告高先生在其居住的海淀区红联
北村甲3号楼楼下自行建设了存车棚一
处，用于存放自家的自行车及杂物。今
年3月25日，高先生称城管部门在未对
其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将其车棚拆除，
并造成了其车棚及其他财物损失，金额
约为 5000 元。虽然该案并不属于新法
中确定的三类人民法院可以决定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但是考虑到该案并
不复杂，双方矛盾也并未激化，为提高

审判效率，方便诉讼当事人，承办法官
与原、被告双方进行沟通，告知双方可
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并就适用简
易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高先生
在听完承办法官的说明后欣然同意，与
被告均在适用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案件权
利义务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同意法院适
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今天上午9时30分，双方当事人准
时到庭，在经过十分钟的证据交换后，
庭审程序正式开始。庭审中，省略了以
往普通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宣读起诉状和
答辩状的环节，法官当庭归纳了案件的
争议焦点并得到当事人双方确认，然后
当事人双方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
充分发表了诉讼意见，半个小时庭审程
序全部进行完毕。整个庭审节奏紧凑，
重点突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在行政诉讼中，通过简易程序对行
政纠纷进行审理，将起到便利当事人诉
讼，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优化司法资
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的作用。

（文海宣）

新行政诉讼法增加简易程序

北京海淀法院首次适用审理“民告官”案件

图为原告高先生在法庭上展示车棚照片。 刘 乐 摄

本报讯 年纪轻轻的保安小丁在当
班期间猝死于值班的小区，悲痛欲绝的
小丁之父却因儿子生前并未签订过书面
劳动合同，而不知该向谁主张权利。小
丁所在的物业公司称保安服务已由一家
保安公司承包，物业不应担责；保安公
司则称其从未招聘过小丁，与小丁不存
在劳动关系。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定，小丁与保安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与物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
系。

2014年3月，小丁入职于通州区某
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工作期间未和任何
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小丁居住在小区
物业公司提供的宿舍内。4月13日，就

在小丁工作了仅仅一个多月时，在当班
期间，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小丁的父亲
老丁十分悲痛，在为儿子办理完丧事之
后，老丁欲找相关用人单位主张权利，
这时他才发现，小丁已去世且未留有书
面劳动合同，老丁不知道该向哪家单位
主张权利。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公司双
双否认与小丁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老丁无奈，提起仲裁，要求确认小丁与
物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对
老丁的仲裁请求予以确认，物业公司却
不服该结果，又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
小丁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在审理期间，依法追加保安公
司为本案被告。庭审中，物业公司称其

已在 2013 年将小区保安服务全部承包
于保安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协
议，但物业公司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向
保安公司支付了保安费用，同时提交事
发后公安局对小区其他保安的询问笔
录，其他保安均陈述系保安公司员工，
小丁是他们的同事。被告保安公司对物
业公司的陈述与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
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另，物业公司
称依照保安公司管理的相关规定，保安
公司在招聘保安员之后必须将员工信息
上传至属地公安系统的内部网站，并提
交了从公安局网站打印的网页一份，显
示：“姓名：小丁；公司名称：保安公
司；状态：离职；登记时间：2014年4

月 2 日 ； 离 职 时 间 ： 2014 年 4 月 25
日”。被告保安公司对该信息予以认
可，但辩称系帮别人查询小丁是否有犯
罪记录时录入，后因工作疏忽忘记删
除。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
利应该受到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被
告保安公司虽然主张与小丁不存在劳动
关系，管理系统中小丁的信息系帮别人
查询有无犯罪记录时录入，但其未能提
供证据支持其说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责任；同时，如果保安公司录入小丁的
信息仅是为了查询而非人员录用，那么
其完全可以将离职日期写为查询的当
天，而非经过一段时间，所以保安公司
的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另外，其他三
名保安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陈
述小丁是他们的同事。法院综合上述证
据认定小丁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与物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兰雅丽）

本报讯 电动自行车看起来不过就
是升级版的自行车，但它却不一定属于
非机动车！5月 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向一起交通事故案件的再审申请人
寄出再审裁定。因涉事电动自行车最高
时速超过 20 公里，法院最终认定该电
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按机动车标准
承担赔偿责任。电动自行车车主赔偿死
者家属 22.85万元。而如果按非机动车
的标准，肇事者则只需赔偿15.23万元。

2013年 9月 10日上午 7时 30分许，
在广州市萝岗区一路口，31岁的阿梅骑
着电动自行车与骑着摩托车的 55 岁的
刘某发生碰撞。刘某经抢救无效于事发
当日死亡。法医鉴定结论为交通事故致
左肺破裂出血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根
据鉴定报告，涉事电动自行车因最高时
速达 29.39 公里，超过“20 公里/小时”
的国家标准上限，被认定为机动车。

2013年 11月 28日，萝岗交警大队

作出交通事故认定，死者刘某未依法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制动系不合格、
方向系不合格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在
禁止摩托车行驶区域违反交通信号灯通
过路口，其过错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阿梅持
与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在禁止摩托车

行驶区域没有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
车道进入路口，其过错行为是事故发生
的次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014 年 1 月 10 日，死者家属将阿
梅告上法庭。庭上，阿梅出具了购车收
据、车辆合格证等证据，以证明自己驾
驶的车辆属于非机动车，不应按照机动
车标准进行赔偿。

在承担交通事故次要责任的情况
下，如果阿梅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被认定
为非机动车，则其在本案中的承责比例
应为20%；而当该车被视为机动车时，则
阿梅的承责比例可能达到 30%甚至
40%。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阿梅驾驶的电
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据此作出一审
判决，判令阿梅赔偿对方22.85万元。

随后，阿梅提起上诉。2014年9月
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阿梅仍不
服，并向广东高院申请再审。经再审审
查，广东高院作出再审裁定，驳回其再
审申请。 （马远斌 秦 旺）

时速超20公里 电动自行车被认定为机动车
肇事者“多”赔七万六

该案主审法官李安认为，虽然
“电动自行车”冠以“自行车”的称
呼，给人以“非机动车”的感觉，但
法律意义上的“非机动车”标准却没
这么简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 （四） 项规定，

“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
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
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

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
具。即只有那些时速低、重量轻，不具
有一般机动车的危险性的电动自行车，
才会被认定为非机动车。

本案中，阿梅提交的购车收据、车
辆合格证等都指出该车为非机动车。如
果最高时速超过 20 公里系厂家所为，

而消费者的确不知情，那就属于产品质
量问题。此时，消费者可通过法律途径
向销售商或生产厂家请求赔偿。

在现实中，有不少人会私下对电动
自行车进行改装以达到提高行驶速度的
目的。若违反交通规则或相关法律规
定，引发一定后果时，除了要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外，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比如交通肇事罪。如果醉酒的话，则可
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

■法官说法■

保安值班时猝死 物业与保安公司谁担责
法院认定死者与保安公司劳动关系成立

本报讯 对江苏省盱眙县的王芳
（化名）来说，她的大学梦想可能因为
参加学校的舞蹈班而变成泡影。在一
次训练中，老师强行压她的腿而导致
其九级残疾。近日，这起特殊的健康权
纠纷案件有了结果，盱眙县人民法院
马坝人民法庭经审理认为，王芳就读
的盱眙马坝高级中学应负全部责任，
判 决 该 校 赔 偿 王 芳 各 项 费 用 计
128685元。

撕腿训练出了事

“我也想读大学，我也不想与母
校以及老师对簿公堂，因为都不是故
意的。”在法庭上，面对昔日的老师
以及学校负责人，王芳显得内心有点
矛盾，她告诉法官，现在自己变成残
疾人，自己左小腿用手触摸根本无感
觉。

据王芳介绍，她于高一下半学期
快结束时报的舞蹈班，但当时没有接
受舞蹈训练，到高二小高考结束后才
正式接受舞蹈训练。2013 年 7 月 24
日上午 （当时她已读高二），她在马
坝高级中学舞蹈教室和其他同学一起
接受撕腿训练，她说所谓的撕腿训练
就是人平躺在地上，其中一条腿压到
耳边，当时她是最后一个，其他同学
都撕完了，撕之前她因心里害怕就与
老师说不愿意撕，因为之前都接受过
撕腿训练，以前撕腿是慢慢来的，但
那天是一次撕到底，撕的过程中她一
直说不要撕，受不了，但老师还是一
直强行压她的腿，后来还有其他同学
帮忙，撕的过程中她疼哭了，感觉整
条腿都麻，一点力气也没有。撕完腿
后，老师、同学都离开舞蹈教室，一
直到放学之后，同学才发现她一直躺
在地上不能动，然后才叫其父母与老
师把她送到医院。

受伤后，王芳在多家医院进行了
治疗，后经相关权威部门鉴定，王芳
左下肢肌力4级，肌张力减退，左足
略内翻下垂，致残程度为九级。

老师资格受质疑

“我教舞蹈已经十几年，基本课
程都是按照方案来的，王芳撕完腿，
下面的课程是理论课，不是我的课，
我也没注意到她受伤。”对于王芳所
描述其在马坝高级中学舞蹈教室训练

时受伤并致残的过程，王芳的舞蹈老
师刘梅（化名）称，王芳所叙述过程
基本正确。刘梅告诉法官，她有 11
年的教学经验，之前包括现在她基本
上都按照她的教学课程进行，包括她
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舞蹈老师都是这
样做的，对于王芳出现这样的情况，
她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她个人对王芳
受到的伤害表示歉意。

据刘梅老师介绍，盱眙马坝高级
中学所开设的舞蹈教学课程是该校高
中阶段的选修课，是短期速成班，主
要是学生为了考一些艺术类的学校，
学舞蹈两年交 4000 元，她认为，自
己只不过是在完成学校交给她的教学
任务，所以她并无过错。

对于刘梅的说法，王芳的家人对
其有无资质教学生舞蹈提出质疑，因
为他们发现刘梅老师所持的教师资格
证是音乐老师，对此，刘梅称没有专
门的舞蹈教师资格证。法院最终认为
刘梅是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
务，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因此她的
赔偿责任由马坝高级中学承担。

学校被判担全责

“该课程是马坝高级中学为了提
高升学率而开设的，虽是选修课程，但
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因而对学生负
有教育、保护义务……”经审理，盱眙
县法院最终判决马坝高级中学赔偿王
芳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28685元。

在庭审中，马坝高级中学辩称，事
发时和王芳一起参加学习的有 20 多
人，都是由刘梅老师一人教学，但只有
王芳一人受到伤害，说明是其自身的原
因造成的，所以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芳在学校参
加舞蹈训练课程中受伤，作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本身并无过
错，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在事发时，
王芳叫喊说不要撕腿，但老师仍强行
压腿，王芳之前无任何舞蹈功底，老师
仍按照自己的一贯教学做法，其行为
违背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及因材施教
的教学原则，而且经法院调查，该校类
似事故之前也有发生，但校方并没有
足够重视，未采取相应措施来防范风
险，未尽到管理、保护义务，致王芳
受伤，其应当对王芳受到的损害承担
全部责任。 （王 成）

高二女生练舞致九级伤残
学校未尽到管理保护义务被判赔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付福临）暂住在福建省厦门市的
一江西籍无业女子占某，声称自己是
某军区司令员的干女儿，编造各种理
由骗取他人财物，金额达人民币 23
万余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人占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零七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

被告人占某，今年 35 岁，暂住
在厦门已经多年。无正当职业的占某
看到朋友做快递生意很赚钱，也想开
一家属于自己的快递公司，但苦于没
有本金，目标一直无法实现。

2013年8月，占某在看病的时候
认识了一名个体医生李某，于是便动
起了诈骗李某钱财挖掘“第一桶金”
的贪念。占某谎称自己的干爹是某军
区的司令员，位高权重，各种资源广
博，自己在厦门某高校当老师，其父

亲在厦门某区检察院工作，母亲在厦
门某区人大工作。听到占某有如此显
赫的家庭出身，尤其是听说占某是军
区司令员的干女儿，李某便想利用
占某的关系为自己带来工作上的好
处，于是李某和占某建立了联系并
加深了交往。之后，李某便与占某
以干兄妹相称，关系更加密切了。
李某哪知道这正中了占某精心设计的
圈套，从此开始被占某编造各种理由
骗取钱财。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13 年 10
月份开始，被告人占某与李某结识并
交往后，其以虚构的各种情节骗取被
害人李某钱财共计人民币 23 万余
元。法院认为，被告人占某的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鉴于占某认罪态度较
好、已经退赔了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
并取得谅解，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
罚，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冒充军区司令员干女儿行骗
厦门一无业女子犯诈骗罪获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7日（总第6312期）

本院于2015年3月31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扬州市润发长虹
集装箱水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发长虹公司）提出的设立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申请人润发长虹公司称：其系

“润发长青”轮的船舶所有人。2014 年 11 月 12 日 0420 时左
右，“润发长青”轮在洋山港一期码头五号泊位装货时，因缆
绳断裂，导致“润发长青”轮与码头发生触碰，35个集装箱落
海，共计101个集装箱不同程度受损。“润发长青”轮系登记在
扬州的集装箱船，核定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和长江中下游，
船舶总吨 6,409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
零四条、第二百一十条和《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
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申请对

“润发长青”轮就本次事故引起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设立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576,901.5特别提款权及自责
任产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相应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
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如对申请人润发长虹公司申请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润发长虹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
任限制基金没有异议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当自公告之
日的次日起六十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
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联
系人：金晓峰、陈赐宇 电话：68567567*7161、7072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市
支行与被执行人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乳山造船公司)
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四案中，依法对乳山造船公司所有的在
建未完工化学品船 18号轮、21号轮、24号轮、33号四轮予以
扣押，并裁定对该四轮予以公开拍卖。原定于2015年4月22日
上午10时的拍卖时间，因申请执行人提出延期拍卖申请，本院
决定，本次拍卖时间延至 2015年 5月 12日上午 10时在青岛市
崂山区云岭支路3号青岛海事法院，对该四轮进行第三次公开
拍卖。如购买该四轮在国内船舶登记，需交纳海关税费。凡愿
参加竞买者，可于的 2015年 5月 11日 16时前，向该四轮拍卖
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办理买船登记，并交纳买船保证金四轮共

计1000万元人民币；看船时间于登记截止日前，地点：乳山市
乳山口镇乳山造船公司码头。开户行：农行青岛市东海西路支
行 帐号：38020401040000388 全称：青岛海事法院 特此公
告 。 联 系 人 ： 王 春 浩 、 王 靖 媛 电 话 ： 0532- 55786436、
55786437 青岛海事法院

申请人北京佳伟合力科贸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因转账支票丢
失，该票据记载：票号02111755、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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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佳伟合力科贸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因转账支票
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02111754、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
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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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佳伟合力科贸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因转账支票
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02111758、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
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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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佳伟合力科贸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因转账支票

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02111759、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
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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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志利丰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其因票号
1040005227327052，出票日期2015年4月13日，票据申请人北
京志利丰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果园支行，收款人北京圣天宇工贸有限公司，金额为
475 600元（大、小写齐全），持票人同申请人，经背书的中国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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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玉顺源建材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号为 10300052 23074959，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
整，出票人为天津市天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宏
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天津市玉顺源建材有限公
司，出票日为 2015年 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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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峰因遗失由出票人招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于2015
年 2 月 6 日签发的，付款人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开户
行：招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收款人王峰，号码 30803172
92068106，票面金额人民币2,800,000元的银行本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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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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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峰因遗失由出票人招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于2015
年 2 月 6 日签发的，付款人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开户
行：招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收款人王峰，号码 30803172
92068106，票面金额人民币2,800,000元的银行本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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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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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由出票人

上海通盈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0月 13日签发的，付款行温
州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云峰建设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
司，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北大街支行，号码 31300051 31542274，票面
金额人民币 200,000元、汇票到期日 2015年 4月 13日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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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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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由出票人
上海通盈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0月 13日签发的，付款行温
州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上海云峰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云峰建设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
司，江阴市得峰建筑模架设备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北大街支行，号码 31300051 31542300，票面
金额人民币 100,000元、汇票到期日 2015年 4月 13日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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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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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瑞州汽运集团幸福汽运有限公司因票号为

40200051/25980989，出票人全称荆州市亿钧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人全称江西瑞州汽运集
团幸福汽运有限公司、账号583361902165、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湖南省津市支行、付款行全称湖北荆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荆州支行、付款到期日贰零壹伍年捌月零壹拾日的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请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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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董利群因遗失中国银行杭州建中支行银行本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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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码：1040337521442038,金额：100000元，付款人：董利
群，收款人：汪俊，出票日期：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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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昌县羽林街道元洋机械厂因持有一张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10200052/23503005，出票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出
票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3 月 10 日，
出票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出票人为浙江
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森春机械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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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裁定或判决，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浙江]新昌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镜涛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为31000051/22876677，出票人浙江科润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江山支行，收
款人浙江光润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工行江山
支行；出票日2014年12月9日，到期日2015年6月9日，出票
金额 100000元，最后持票人为该案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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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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