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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0月31日（总第6479期）

申请人临安海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付款行为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黄山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票据号码为40300052 20228592、出票金额为150000元、出
票日期为2015年5月27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7日、出票人为
安徽亿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宁县润通灯业有限公司、
背书人为武宁县润通灯业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临安海红照明
电器有限公司。现申请人临安海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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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张美宽商贸中心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据记载：
票号 17183946、票面金额 5200元、出票人北京亚良瞬发五金批
发部、持票人同申请人、签发日期2015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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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潍坊市鑫源标准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出票日期为 2015年5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11月29
日，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5280941，金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出
票人为福建省助兴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南安市
环亚鞋塑有限公司，付款行为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洪濑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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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付款日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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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安市人民法院

申 请 人山西世纪天元能源有限公司因 票 面 号 码 为
3050005323748347，出票日期为 2015年 4月 9日，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500000元，出票人为曲沃县闽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收款人为永安市闽中物资燃料有限
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损毁。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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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晨鑫源重庆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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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承兑
汇票载明：出票人为庆阳市凯飞特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华晨
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
公司，出票金额为八万四千零八十六圆整，票号为 10400052/
24538019，出票日期为2015年3月25日，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庆阳
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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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告催时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甘肃]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柳州明宇机械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号为

30900053/24776844，出票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付款行为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支行，出票人为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柳州明宇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
2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2月27日，由申请人柳州明宇机械
有限公司最后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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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号
为30400051/21771801，出票金额为人民币16100元，付款行为华夏
银行南宁分行柳州支行，出票人为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3
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9月30日。由申请人柳州欧维姆结构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最后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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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汾市科海自动化给水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因票号：
31300052 24278657、票面金额：肆万元整、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
零玖月贰拾玖日、到期日：贰零壹陆年零叁月贰拾玖日、出票人：山
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山西安鑫煤业有限公司、付

款行：河北银行邯郸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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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湘潭市双力电机车制造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份银行承
兑汇票被盗，票面号为40200051 27312321，票面金额为5万元，
出票人为湘潭市星柯宇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湘潭市双力电机
车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湘潭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
年 8月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2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2月
28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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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硕天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人为江苏博卢卡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苏州南极企鹅服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重庆硕天建筑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
为 2015年 3月 2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9月 27日，票面金额
为 50000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7179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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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道县丰源发展矿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新余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票号为 4020005127850082、出票日期为
2015年 8月 6日、到期日为 2016年 2月 6日、出票金额为 300000
元、出票人为江西凯祥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余市正天贸易
有限公司，背书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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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包头市瀚斯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汇票号为
10500054/20285888，出票日期 2015年 9月 18日，出票人为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建行包钢支行，票面金额
5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18日，收款人为包头市瀚
斯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行为兴业银行包头分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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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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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都金机电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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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51/22648460，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
一洲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恒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付
款行山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出票日期 2015
年 6 月 10 日，到期日期 2015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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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汾阳市冀村镇仁岩钢材经销部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27608052，金额为 20万元，出票人为四川省鑫盛混凝
土有限公司，付款行南充市商业银行都江堰支行，持票人为汾阳
市冀村镇仁岩钢材经销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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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2014年 5月 16日，本院根据沭阳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奥法玛维生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江苏奥法玛维生素有限公司未能按本院于2015年3月
20日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本院认为，江苏
奥法玛维生素有限公司不能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且部分债权人

已向本院提起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申请，符合宣告破产条件。依
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10月15日裁定宣告终止江苏奥法玛
维生素有限公司和解协议的执行，宣告江苏奥法玛维生素有限
公司破产。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2015年7月22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江苏麒麟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麒麟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根据审计报告反映，截止2015年7月31日，江苏麒麟钢管制造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44766315.02 元，负债总额为 59350644.87
元，净资产为-14584329.85元。本院认为，江苏麒麟钢管制造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
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0月22日裁定宣告江苏麒麟钢管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泰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重庆国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
年7月8日裁定受理重庆阿尔西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5年9月1日指定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为重庆阿尔西
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庆阿尔西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5年12月31日前，向重庆阿尔西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管
理人（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
大道 99号升伟晶石公元 5栋 2楼；邮政编码：401120；联系人：胥
蛟 ，联 系 电 话 ：13098685229，联 系 人 ：朱 磊 ，联 系 电 话 ：
18696580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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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阿尔西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阿尔西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月14日在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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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出席会议，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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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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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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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刑法条文

第一百二十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六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
（《刑法修正案（九）》第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三
（《刑法修正案（九）》第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四
（《刑法修正案（九）》第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五
（《刑法修正案（九）》第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刑法修正案（九）》第七条）

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

第二百六十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

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

第二百八十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三条）

罪 名

帮助恐怖活动罪
（取消资助恐怖活动罪罪名）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
怖活动罪

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

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
饰、标志罪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

强制猥亵、侮辱罪
（取消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罪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取消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罪名）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取消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罪名）

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

第二百八十三条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四条）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二款）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第

三款）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四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第

四款）

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八条）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

第二百九十条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条第

二款）

第二百九十条第四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

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
（取消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
罪名）

组织考试作弊罪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

代替考试罪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

组织、资助非法聚集罪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条）

第三百条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

第三百零二条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四条）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

第三百零八条之一第一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

第三百零八条之一第三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

第三款）

第三百一十一条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八条）

第三百五十条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一条）

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三条）

第三百八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二条）

第三百九十条之一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六条）

第四百一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二条）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
迷信致人重伤、死亡罪
（取消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
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罪名）

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
骨灰罪
（取消盗窃、侮辱尸体罪罪名）

虚假诉讼罪

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

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

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
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
（取消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罪名）

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
私制毒物品罪
（取消走私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制
毒物品罪罪名）

取消嫖宿幼女罪罪名

战时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罪
（取消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罪名）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
（取消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罪
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六）
（2015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64次会议、2015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42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5〕20号

本报广州10月 30日电 今天上
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故意
杀人案作出终审宣判，宣告上诉人陈灼
昊无罪。

2009 年 1 月 15 日，广州市天河区
新塘西约新村某出租屋里发现一具年轻
女子的尸体，死者是 20 岁出头的张某
某。张某某的男友陈灼昊随即成为警方
重点怀疑对象。

陈灼昊与死者张某某都来自雷州，
2005 年的一次聚会后，两人成为情侣
并同居。2008 年 11 月张某某提出分
手，尽管陈灼昊不同意，张某某仍坚持
搬到隔壁栋的出租屋独住。随后，张某
某有了新男友，但仍与陈灼昊保持来
往。2009 年初，同是两人同学和老乡
的杨帆来到广州，暂住在陈灼昊的家
中。

2009 年 1 月 13 日傍晚，张某某在
陈灼昊与杨帆的住处吃过晚饭，逗留至
22 时许，便提出要离开，陈灼昊于是
将张某某送回其住处。1月15日，远在
雷州的张父数日联系不上女儿，便请求
陈灼昊帮忙寻找，当杨帆陪同陈灼昊进
入张某某住处并发现其尸体时，杨帆随
即报警。

2009 年 2 月 24 日，公安机关在陈

灼昊家中搜查出死者张某某的手机、挂
包等私人物品，并将其传唤归案。同年
12月 14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2 年 1 月 10 日，法院一审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陈灼昊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 ， 并 赔 偿 附 带 民 事 诉 讼 原 告 人
505299.5 元。陈灼昊不服，提出上诉。
2013年9月，广东高院裁定该案发回重
审。2014年8月，广州中院作出重审判

决，认定陈灼昊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附带民事
诉讼赔偿34172.5元。

陈灼昊仍不服，坚称自己没有杀
人，向广东高院提出上诉。

广东高院二审认为，该案存在非
法搜查、指事问供、伪造书证等违反
法定程序的行为，以上取证行为收集
的证据属非法证据，应依法认定为非
法证据，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证据

后，原审法院所采信的证据已经无法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无法用未
被排除的证据去证实陈灼昊实施杀人
行为，无法得出陈灼昊杀害被害人张
某某的唯一的、排他性的结论。据
此，法院二审认定上诉人陈灼昊犯故
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
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陈灼昊的犯罪不
能成立，二审终审改判陈灼昊无罪，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曾洁赟）

小伙涉嫌杀害前女友一审被判死缓

广东高院排除非法证据宣告上诉人无罪

该案二审法官吴海涛详细介绍了二
审合议庭改判无罪的原因。

一是讯问笔录词语高度雷同，有指
事问供迹象。该案无证据证明侦查人员
对陈灼昊进行刑讯逼供，陈灼昊的相关
控告不成立。作为该案有直接证明作用
的陈灼昊四次有罪供述中，原审法院在
重审中认定第一次有罪供述因审讯行为
不合法，对该次供述不予采信，而采信了
余下的三次供述。但这三次供述中，其
中一次是记录对陈宣告逮捕决定的内
容，并无直接证明作用。有证明作用的
两次讯问笔录的词语却高度雷同，且笔
录中大段的有罪供述显示出讯问方式违
反相关的程序规定，存在明显的指事问

供迹象。对此，负责记录的侦查人员在
二审庭审作证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二是仅有的一次审讯录像不完整。
原判采信的两次有罪供述并未能提供相
关的审讯录像，仅有的一次审讯录像却
没有依照规定制作相应的审讯笔录，且
录像未能保持完整性，侦查人员提押陈
灼昊出仓至开始对其进行审讯录像前，
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是空白的，既无
审讯笔录记录，也无录像记录。而陈灼
昊在重审庭审时提出就在录像前，侦查
人员对其进行了威胁、恐吓；在“新收押
人员一周身体状况跟踪检查记录”上，经
笔迹鉴定，七处有关“陈灼昊”的签名并
非陈灼昊本人签署。根据以上伪造书证

的情况，加之该次审讯录像并未反映完
整的审讯过程，再结合陈灼昊本人的控
告，不排除侦查人员对陈进行恐吓、威胁
的可能，据此认定该审讯录像无证据能
力，属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是侦查人员无证搜查。该案一审
定罪的另一关键客观证据是陈灼昊住处
搜查到的死者张某某私人物品，然而，搜
查证获得批准的日期与被搜查人陈灼昊
署名的日期竟然相差了近八个月，侦查
人员却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合议庭
认定该次搜查属于无证搜查，且不排除

侦查人员事后补办搜查证以隐瞒真实
取证过程的可能性。该行为导致合议
庭无法判明搜查行为获得的物证的真
实来源，严重影响合议庭对案件事实
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合议庭依
法认定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多项物证属
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四是证言前后不一且作证后失
联。关键证人杨帆是死者张某某、被
告人陈灼昊的好朋友，在陈家中暂住，
案发前三人还一起吃饭。其作出的五
份口供多次出现反复，其中关键部分
的证言前后不一致，而杨帆在作证后
便无踪迹可寻。

经法院推敲所采信的证言中，证

明陈灼昊回家的时间是 2009 年 1 月
14日零时后，但由于鉴定机构未能作
出张某某死亡时间的鉴定意见，无法
得知张某某是否在 14 日零时前已经
死亡，因此无法判断陈灼昊与张某某
死亡之间的关联性。

五是无法证明上诉人实施杀人行
为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死者张某某与
陈灼昊关系特殊，互相拥有对方住处
的钥匙，因此在现场采集到陈灼昊的
指纹属情理之中；至于张某某的新男
朋友或是其他人员是否同样拥有张的
住处钥匙也不能确定，因此无法证明
陈灼昊实施杀人行为的唯一性与排他
性。

■连线法官■

本规定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
名的意见》作如下补充、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
罪名的补充规定（六）》已于2015年10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64次会议、2015年10月2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42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5年10月30日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