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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北海10月20日电 （记者 费
文彬 通讯员 李雪芝）今天上午，广西
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被告人李宽涉嫌犯受贿罪一案。该院
院长张培健担任审判长，市检察院检察长
王大春出庭支持公诉。北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官方微博对案件进行全程视频直播，这
是广西法院首次微博视频直播“两长”开
庭案件。

被告人李宽，系广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正处级干部。公诉机关指控，2010
年12月，在广西药监局综合大楼项目筹
备及建设过程中，李宽利用职权委托某招
投标代理公司负责广西药监局综合大楼的
招标工作，从而保证黎某组织的公司中标
该项目。在广西药监局综合大楼空调供应
和安装项目中，李宽利用职务之便，将自
己掌握的品牌、上限价透露给黎某，使黎
某组织投标的公司顺利中标。

为了感谢被告人李宽，黎某于 2010
年12月购买了一辆价值18万元人民币的
丰田凯美瑞轿车供李宽使用。2011 年至
2012 年间，黎某前后分三次送给李宽现
金共70万元。

2014 年 12 月 17 日，李宽主动投案，
并退出丰田凯美瑞轿车及38万元现金。

该案将择日宣判。
图为李宽出庭受审。 何晓华 摄

本报北京10月20日讯 今天下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原副局长史贵升受贿一案进行一审宣
判，判决史贵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一年。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史贵升利用其
担任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职务上的便
利，接受北京绿茵蓝天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国平的请托，为该公司承揽
多个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于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间，先后七次收受蒋
国平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70万元、美元1.5
万元。又于 2014 年 5、6 月间，利用职务便
利，接受北京盛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向长东的请托，承诺为该公司在承
揽园林绿化工程项目方面提供帮助，收受
向长东给予的金条一根，价值人民币26.1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史贵升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黄 闯）

受贿205万 坐监11年

北京园林局原副局长获刑

广西药监局一干部涉嫌受贿受审
北海“两长”坐镇 微博视频直播

本报讯 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
儿童、少年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
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
学。那么，“就近入学”是否等同于

“最近入学”呢？一名 6 岁女童因为
安排的学校不是离家最近的，将上海
市浦东新区教育局起诉到法院。近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将浦东新区教育局告到法院的，
是6 岁女童小甜。她在起诉状中称，
在浦东新区教育局2014年4月1日公
布的 《2014 年浦东新区义务教育招
生小学招生地段公示》上，自己的户
籍地址，同时也是小甜的房产所在
地和实际居住地，居然没有对口的
小学。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义务
教育法和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原告合法的受教
育权。

为此，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多次走
访浦东新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争取
给小甜公开、公平、公正的小学就学
学位，而被告至今不予答复和拒绝履
行。

小甜在诉讼中提出，离自家住宅
小区由近及远的公办小学依次为：福

外花园校区、竹园张杨校区、二中心
巨野校区、六师二附小西校区、六师
二附小东校区，请求法院判令浦东新
区教育局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安排
小学就学学位，自己因不知是否能得
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入学而精神紧
张，请求法院判令浦东新区教育局赔
付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元，诉讼费由
浦东新区教育局承担。

而浦东新区教育局在庭审中辩
称，事情并非小甜所说的那样。小
甜的户籍地址没有在 《2014 年浦东
新区义务教育招生小学招生地段公
示》，是因为她的户籍所在地没有对
口小学。

一方面，是因为小甜户籍地编制
单元内小学班级规模严重短缺。根据
2010 年的规划，洋泾社区小甜户籍
编制内应该配置的小学班级规模至少
50个，但小甜入学前实际只有40个
班级的配置。

另一方面，小甜户籍地是新建住
宅，建设时并未配套教育公建设施。按
照规定，对涉及教育公建配套设施建
设的，应事先征求教育部门的意见，但
小甜户籍地的住宅从规划到建成，从
未向教育局征求有关该住宅建设所涉
及的教育公建配套设施的意见。

浦东新区教育局表示，尽管小甜
户籍地没有对口小学，但在她提出申
请后，教育局先后提出了让小甜在六
师二附小或二中心小学就读的方案，
后来又向她发送了《告知书》，告知
其到二中心小学报名。因此，请求驳
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从2014年3月
19 日起，原告法定代理人多次通过
各种渠道向被告反映小甜的入学问
题。2014年4月9日，被告通过电子
邮件对原告法定代理人作了回复。邮
件中称，“经了解，由于你们的住房
是商业房改住宅，现陆家嘴集团正在
和相关部门洽谈小孩入学问题，迄今
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果，请耐心等
待。”原告起诉前后，被告先后提出
了就读六师二附小、二中心小学方
案，征求原告意见，后安排其在二中
心小学就读。

法院认为，被告浦东新区教育局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具有按照公办学
校“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和本地区实
际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和相关政策，确
定各校对口招生入学范围等法定职
权。因此，被告有权对原告就读小学
作出具体安排。

被告在官方网站公示了 2014 年

浦东新区各小学的招生对口地段以及小
学招生入学通知。对于原告法定代理
人的来访和信访事项，被告通过口头
形式以及电子邮件对原告作出了回
复。对于原告法定代理人向被告反映
的原告小学入学问题，虽原告户籍所
在地即房产所在地未被纳入公示中的
小学招生对口地段，但被告根据本地

区以及原告的实际情况，提出就读方
案征求原告意见，并最终安排原告就
读二中心小学，故可以认为被告已经
履行了其法定职责，也未侵害原告的
受教育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
失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王治国）

“就近入学”不是“最近入学”
上海6龄女童为学位起诉教育局被驳回

承办法官赵忠元说，义务教育法
“就近入学”是原则性规定，其模糊性
和不确定性使得这一规定在具体化为教
育行政行为时，可能出现一些误解。

“比如本案中，小甜在诉请中提出，
按照离家距离由近及远，依次从福外花
园校区、竹园张杨校区、二中心巨野校
区、六师二附小西校区、六师二附小东校
区中选择入学，这就是把‘就近入学’跟

‘最近入学’等同起来了。”赵忠元说。
其实，“就近入学”并非就读离户

籍地址直线距离最近的学校，而是指相
对就近所属地段的学校。就读学校的招

生地段由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辖
区人口分布、道路、小区边界等因素合
理进行划分。

因此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浦东新区
教育局为小甜安排的二中心小学，虽然
不是最近的小学，但结合学校规模、街
道设置等诸多因素，属于“就近入学”
的合理范围。

赵忠元说，法院在审查教育行政部
门履行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法
定职责的合法性时，应将合法性与合理
性、整体均衡与个体照顾等问题综合考
虑，判定履职行为的合法性。

本报讯 市场尚未形成气候时的
房产交易，发生纠纷后竟然以市场成
熟时的最高最佳条件评估，价格鉴证
结论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呢？近日，江
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终审判决，认定鉴证结论不能作为定
案依据。

案涉医药公司原系海安县曲塘镇
某营业用房的所有权人，该房 2005
年建造，2006 年初市场尚未成熟。
2006 年初，毛斌与医药公司协商购
买上述房屋，并达成口头协议，但一
直未签订书面合同。毛斌先后五次向
医药公司付款 48 万元，其中首次于
2006 年 1 月 10 日付款 10 万元。2006
年 12 月，医药公司向毛斌交付讼争
房屋。毛斌认为房款已经付清，但医
药公司一直拒不认可。2013 年 11
月，医药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毛斌
再行付款17万余元。

诉讼中，经医药公司申请，某评
估公司接受价格鉴证，并按医药公司
提出的时间点2006年12月 （房屋交
付时）进行评估。评估公司进行了现
场勘查后认定，鉴定标的附近多为临
街商住楼，店铺众多，人流量较大，

商业氛围较好；鉴定对象现时规划、
设计用途基本符合最高最佳使用条
件。评估公司依据上述因素，作出价
格鉴证结论书，综合测算确定案涉房
屋鉴证单价为每平方米 4800 元，总
价为625600元。

毛斌对鉴证结论书质证认为，价
格鉴证基准时间点是交付房屋的
2006 年 12 月，而其是从 2006 年 1 月
起就开始给付购房款，交易发生于
2006年1月，不应按交付时的价格评
估。鉴证结论从最高最佳使用条件进
行分析，并参照县城主要商业区进行
价格鉴证，显然有失公平。

审理过程中，法院依职权到有权
部门调取了案涉房屋附近同类房屋相
同或相近时期的市场销售价格，发现
这些房屋的销售价格与毛斌已向医药
公司支付的房款总和基本相当。

法院审理认为，医药公司要求讼
争房屋以2006年12月作为价格鉴定
基准日，明显与法不符，遂依法判决
驳回原告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医药公司不服，提
出上诉。

（梁文珠 陆兴逢）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陈敏军） 投保不足额保险，已使
用近10年的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却
要按合同明确的以保险金额与新车购
置价的比例进行赔偿，投保人提起诉
讼。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审结这起保险合同纠纷，二审认为
该案属不定值保险，保险价值依法应按
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来
确定，故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价确
定保险价值无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某保险公司天府支公司给付黎某
保险金33582元、评估费8000元。

在 2002 年 11 月，黎某以 17.4 万
元购置轿车一辆。2012年2月，黎某
在上述保险公司为该车购买了车辆损
失险及不计免赔率 （车辆损失险），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 69600 元，车
辆信息栏载明新车购置价为 17.4 万
元，保险单第四条载明，车辆损失险
的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
价，为不足额投保，发生部分损失按
照保险金额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比
例计算赔偿。

当年10月13日上午，黎某将车
辆停放泸定县得妥乡一乡村公路旁
边，由于车辆未停稳，向后滑行一段
距离后撞向公路护栏，翻入公路外河
沟里，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公路护栏
损坏的交通事故，之后黎某向投保的
保险公司报案并提出索赔。

案件一审中，法院根据黎某的申
请，并委托原、被告双方选定的评估机
构对车辆维修费进行评估，鉴定意见
为维修费 33582 元。黎某为此支付
8000元鉴定费。

黎某认为，保险公司在其投保时
并没有对特别约定第四条进行告知和
说明，同时该约定显失公平，排除了

自己的合法权益，免除了某保险天府支
公司的义务，当认定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金额低于保险
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
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
保险金的责任。黎某投保应为不足额投

保，损失也为部分损失，因此应按保险
金额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比例计算赔
偿，故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黎某保险金
13432.8元，承担鉴定费8000元。

一审宣判后，黎某不服提出上诉。
成都中院二审依法作出上述改判。

应尊重行政部门对学区的合理划分

■连线法官■

偏僻地段变成繁华闹市

房产评估应依哪个时间节点？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说，这起案件
主要涉及评估的时间节点和评估标准
的确定问题。

关于评估时间节点问题，该法官
说，通常情况下，人们协商商品的价格
往往根据交易发生时的市场环境确定
交易价格，法律的规定亦应如此。法律
明确规定价格发生争议时，应以交易发

生时间作为评估的节点时间。本案中，
毛斌于2006年1月向医药公司交付首
笔房款，可以推定双方此时已达成口头
协议，应以该时间点作为评估节点。

关于评估的参照标准问题，该法
官说，新开发街区或者市场起步阶段
相关房屋的价格与发育成熟阶段的价
格存在天然区别，县城主要商业区的
房屋与乡镇房屋亦不在同一平台上。
评估报告参照规划设计最高最佳使用
条件分析明显不妥。

成都对车险“潜规则”说不
以新车购置价确定旧车保险价值被判无效

二审承办法官王长军说，旧车被要
求按新车投保，这在车险市场上较为普
遍，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他说，
该案争议焦点虽是保险公司应当给付多
少保险金，但核心问题却是保险价值如
何确定。

他说，保险价值是指保险合同当事
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值或保险事故发生
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2009 年新修
订的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二款规
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
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
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
算标准。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
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
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
标准。且第三款还明确规定，保险金额
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而在发生保险事故，需确定保险赔
偿金额时，才去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
是不定值保险。对于不定值保险的保险
价值，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
时并不加以确定，合同中只记载保险金
额，却不记载保险价值。

该案中的车损险属不定值保险，实
际上合同中并未记载保险价值，但保险

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却对保险价值的确
定实际上是采取双重标准：当全车损失
时，却以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 （车辆）
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而在车辆部
分受损时，则以车辆新购价作为保险价
值。其结果均是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责
任，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且明显违反
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
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为赔偿计算标准。

该案案涉车辆于 2002 年 11 月购
买，购置价17.4 万元。2012 年 10 月 13
日发生保险事故时，该车使用即将满
10 年，按相关规定的折旧率计算，该
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价值不足 5 万
元，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额
为 69600 元，此时保险金额大于保险
价值，故该案中称是不足额保险，但
实际并不是不足额保险，该案并不属
于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情
形。

总之，该案属不定值保险，保险价
值应当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
价值来确定，保险合同约定以新车购置
价确定保险价值无效，在保险金额限额
内保险公司应全额赔偿。

保险价值应是实际价值

■法官说法■

■法官说法■

图为史贵升在接受宣判。黄 闯 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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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家金：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海南天河旅业投资有限公
司、三亚天阔置业有限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三亚丽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王家金、中国爱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富
丽达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提字第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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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三亚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家金：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海南天河旅业投资有限公
司、三亚天阔置业有限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三亚丽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王家金、中国爱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富
丽达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提字第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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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深圳市光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灏展照明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5）深宝法公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为深圳市光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深圳市灏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损失667532.40元。你公司应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你公司须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陶志伟、朱俊杰、张歆、孟慧波、陈秀珍、许新刚、刘金英、吴
萍、孙忠于、陈银香、葛鹏、何顺雷、邬春炜、黄顺萃、周佳、奚培
基、吴信忠、童小明、史康明、徐礼发、刘永军、杨通州、刘根来、祝
小刚、李勇、傅冰、高志善、陆静娜、马锡区、潘竺花、霍春鹏、韩国
祥、赵国良：本院受理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分别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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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宁市闽电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30500053 26996411、汇票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人
为南宁福润达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宁市闽电商贸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南宁金湖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9
月2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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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郑州市福达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丢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号为：
104000522607908（出票人：郑州嘉盛电气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荥阳支行营业部。收款人：郑州泰瑞建材有
限公司，出票金额五十万元）的银行汇票，经背书转让，持票人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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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荥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福达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
公 示 催 告 ，本 院 决 定 受 理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票 号 为 ：
1040005226079920、 1040005226079922、 1040005226079921、
1040005226079917、 1040005226079915、 1040005226079925、
1040005226079924（出票人：郑州市瑞浦重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荥阳支行营业部。收款人：荥阳市新时代彩钢
板加工厂，出票金额十万元）的银行汇票，经背书转让，持票人为申请
人。自公告之日起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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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荥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诺利斯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华夏银行太
仓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30400051-21527379，票面金额200000
元，出票人太仓宏达热电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宏耀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9月1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3月1日，付款
行华夏银行太仓支行，后陆续背书转让给了江苏明江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常州市华恬聚氨酯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市诺利斯节能新材
料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是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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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4月1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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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银行承
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交通银行太仓分
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30100051-24560948，票面金额100000元，
出票人苏州维艾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太仓市博诚纸
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年 3月 5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9月
5日，付款行交通银行太仓分行，后分别背书转让给了太仓兴宇
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三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江苏荣
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是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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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三木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有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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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 31300052-24144071，出票人为成都双赢产业
生态园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成都三木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7月 3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2月 30日，票面金额为
20万元整，付款行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孵化园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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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海黄河水电再生铝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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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 30500053 23643838，出票金额 45536.4元，
出票人成都中东汽配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重庆市永川区永青
钢管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年 5月 28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11月 28日，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自公告之日
起至汇票到期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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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中国民生银行天津
河北支行 3050005324480304号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载：出票人天津俊
泰珠宝商贸有限公司、出票金额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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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金光贤因票据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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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于 2015年9月26日
丢失转账支票 1张，支票号码为 1040123208106468。支票印鉴齐
全，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25日，出票金额为 26077.80元，开户
行为中国银行津南支行，出票人为天津俊盛喷涂设备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支票未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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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杏林医药有限公司因遗失开户行为工行南昌市
昌北支行，付款行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云南鸿
翔 一 心 堂 药 业 (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票 人 账 号 为
871902062810907，收款人为江西杏林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帐
号为 1502210019300077146，号码为 30800053／93283178银行承
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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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钟楼区五星汇邦货运服务部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2015年7月8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
1月8日，出票人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台州路桥支行，
汇票金额人民币20000元，收款人上海日豹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该
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给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20日
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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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超、陈剑标、洪哲男、刘新生、尹春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诉被告曾文超、陈剑标、洪哲男、刘
新生、尹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五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送达，
依照法律规定，和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简易转普通程序审理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6年2月2日上午9时30
分在沙河法庭第三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480号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南山支行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曾文超立即清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154916.12 元，其中本金 146035.94 元，利息 5112.53 元，滞纳金
3767.65元（利息、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2月11日），之后的利息、滞纳
金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
告曾文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481号案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
陈剑标立即清偿信用卡全部欠款175258.23元，其中本金171207.26
元，利息2286.93元，滞纳金1764.04元（利息、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2
月11日），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
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陈剑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
深南法沙民初字第483号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洪哲男立即清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125916.58元，其中本金123622.13元，利息1432.13元，滞纳金862.32
元（利息、滞纳金暂计至2015年2月11日），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牡
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洪哲男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484号案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刘新生立
即清偿信用卡全部欠款167787.44元，其中本金164852.48元，利息
1814.5元，滞纳金1120.46元（利息、滞纳金暂计至2012年2月11日），
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算至
清偿之日止》；2、被告刘新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深南法沙
民初字第488号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请求
法院判令：1、被告尹春艳立即清偿信用卡全部欠款163714.19元，其中
本金159763元，利息2211.51元，滞纳金1739.68元（利息、滞纳金暂计
至2015年2月11日），之后的利息、滞纳金按《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
人卡）的约定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被告尹春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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