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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让你远离网络婚恋陷阱

金成飞 古 林

“高级白领”骗8女友66万

警惕警惕：：网络征婚交友诈骗案频发网络征婚交友诈骗案频发

近年来，通过编造“高富帅”或“白富美”等虚假身份，在相亲网站或其他网络社交平台骗取被害人钱财后便销声匿迹的网络交友诈骗案

时有发生。据统计，2013年至今，江苏省南通市两级法院一审审结诈骗犯罪案件405件，共判处被告人596名。其中涉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314件，而征婚交友类106件，占比33.76%，涉案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从案件数量上看，已成为网络诈骗案件中的主流。

■
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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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析案

征婚者要认真核查对方身份

随着都市工作、生活节奏的加
快，专业婚恋网站成为适婚男女，特
别是都市白领结识异性的新平台。
据统计，国内某些流行网络社交软件
的注册用户已达数亿人，在线用户动
辄也以千万计。但由于注册门槛低、
信息审核难等原因，婚恋交友网站存
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透明、资料掺假
等现象，为婚恋诈骗等违法行为的发
生埋下了隐患。同时，因许多被害人
碍于情面不愿报案，加之恋爱中双方
财物流转的性质不易认定，增加了侦
破此类案件的难度。

南通中院在系统梳理和分析此
类犯罪后发现，因网络信息传播具
有范围广、速度快等特点，诈骗犯罪
分子注册的虚假信息可以在极短时
间内为所有注册会员浏览，所有在
线的异性注册会员都有可能成为受
害者，无形之中增加了犯罪分子诈
骗成功的几率。此外，网络不受时
间和空间限制的特性，使诈骗分子
可以“一对多”的方式同时针对不同
的被害人进行诈骗行为，并且难以
被发现。

从近年来法院审理的网络征婚
诈骗案件来看，同一个案件、同一个
犯罪主体，往往有数个被害人，被害
人可能位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诈骗
范围较广，社会危害性程度远远大
于较传统的征婚诈骗犯罪。而此类
骗子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的特
点，一是编造“高富帅”或“白富美”
等虚假身份，有的人甚至隐瞒自己的
年龄、婚史等，在相亲网站或其他网
络社交平台对被害人进行利诱；二是
编造失败婚恋史或不幸生活史，通过
网络聊天骗取同情；三是编造虚假身
份或人际关系信息对被害人作虚假
承诺，在骗取对方信任、确立交往关
系后，就选择时机的提出借钱周转、
急需医疗、家庭遭遇变故等各种理
由，骗取钱财后便消失无踪。

为了遏制征婚交友类网络诈骗
案件的增长势头，最大限度地减少
此类犯罪，南通中院法官提出了以
下五条防范建议：

一是要建立对网络环境的长期
治理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
互联网服务单位的管理，压缩网络
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保持对网络
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严格执行《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明知
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
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
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
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二是婚恋交友网站要加强对注
册用户的信息核查力度，利用大数
据、平台担保等多种辅助手段，最大
限度地降低违规失信行为发生的概
率。对婚恋交友网站得知信息是诈
骗信息之后，仍没有及时采取删帖、
封号等措施的，在该信息发布之后
给用户造成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
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该网站承担连带
责任。

三是广大网友要尽量选择正规
的婚恋交友网站，注意审慎核实对
方身份及其他信息，在未确定对方
信息前，不要轻易付出钱财和投入
感情。

四是要谨防透露过多的个人信
息、家庭情况和财产状况，如果对方
提出借用钱物一定要慎重考虑。同
时，注意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银
行卡及密码、短信验证码，任何情况
下都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账户信
息，更不能向不明账户进行转账，以
免上当受骗。

五是被害人怀疑自己被骗后要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要
注意保留好重要物证，为案件侦破
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

图为南通中院对一起涉婚诈骗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徐振宇 摄

2012 年初，家住江苏省启东市的
王琳终于在婚恋网站上觅得如意郎
君。为了记录自己和男友的幸福生
活，她开始在网站论坛上直播恋爱的
经历。然而一年后，她和一个叫刘雯
的网友在互动中发现：两人的男友竟
是同一个人！

网上注册征婚 结识称心男友

2011 年元旦，30 岁的王琳在母亲
的催促下，在一家婚恋网站上进行了注
册。第二天，就有十几位男士在网上和
王琳打招呼，可王琳都没看上。直到
2011 年底，网站上有位名叫许忠的男
子引起了王琳的注意。

许忠的个人信息显示他一直未婚，
比王琳大一岁，有房有车是高级白领，
并且月薪过万。带着好奇心，王琳给许
忠发去了私信。很快，许忠就回复了王
琳。随后的聊天过程中，许忠表现得成
熟、幽默、大方，王琳便对他产生了好
感。在许忠的再三邀请下，王琳和他见
了面。

为了表明交往的诚心，许忠主动将
自己的房产证、银行存折、尚未承兑的
汇票单据拿到了王琳面前。几次见面
后，许忠向王琳提出正式交往的要求。

两人交往后，王琳沉浸在甜蜜的爱
情中。可就在 2012 年元旦期间，许忠
突然没了音讯。

一个星期后，许忠出现了。眼前的
许忠憔悴了许多，他向王琳提出了分

手。许忠说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错误，
导致公司损失 10 万元，如果他不赔上
这笔钱，很可能被公司告到法院。随
后，许忠又向王琳解释，他银行里几十
万元的存款刚刚借给了一个朋友做生
意，现在要不回来。现在，许忠不想连
累王琳，便提出分手的要求。见男友对
自己有情有义，王琳很感动。

王琳主动拿出了自己的存款 9 万
元，之后又向朋友借了1万元交给了许
忠。而许忠见女友对自己不离不弃，便
激动地对王琳承诺：他会尽快将这笔钱
归还，两人结婚后，他还会把房子过户
给王琳。

幸福帖泄密 揪出花心男友

每次和许忠约会，王琳都感到很幸
福。她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让两人
以后慢慢回味。于是，她开始在婚恋网
站的论坛上发布自己和许忠的恋爱经
历。很多网友看到王琳的帖子后，都会
留言夸赞王琳遇到了好姻缘。

就在王琳每天发帖晒幸福的同时，

有位名叫刘雯的女孩对她的帖子额外留
意。刘雯也是通过婚恋网站找到了男
友，所以王琳的帖子引起了她的兴趣。
虽然王琳在帖子中没有提到男友的真实
姓名，但刘雯却发现王琳男友的一言一
行与自己的男友非常相似。

随后，刘雯给王琳发了私信希望两
人聊一聊。几次聊天后，王琳和刘雯发
现两人的男友都叫许忠。最初，王琳以
为同名同姓只是巧合，直到刘雯告诉
她，许忠第一次见面就把房本、存折、
尚未承诺的汇票拿给自己看时，王琳才
确定两人的男友真是同一个人。

这时王琳才想起许忠向自己借的那
10 万元。而不出王琳所料，许忠也用
同样的方法从刘雯那里借走了3万元。

经过一番商量，王琳和刘雯一起走
进了公安局报案。很快，许忠被抓获。
让王琳和刘雯感到意外的是，许忠不仅
没有固定的职业，而且在 2006 年就早
已结婚生子，婚前一直和父母住在农村
老家。结婚后他便和妻子在如皋市区租
房子住，从 2007 年开始以做生意为

由，常年离家。
随后，许忠来到了启东市，闲暇的

时候靠上网打发时间。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接触到婚恋网站。随后便虚构身
份信息，以优越的条件来引起女方的注
意。

更让王琳和刘雯感到惊讶的是，许
忠欺骗的女友并不仅仅是她们两人。许
忠还用甜言蜜语同时让8位女性掉进了
温柔的陷阱，而他从这8位女友身上共
骗走了66万元。

法庭上，许忠辩称，那些钱都是女
友主动借给他的，自己并没有犯诈骗
罪。

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许忠在婚恋网站虚构身份，隐瞒已婚的
事实，骗取 8位女友的存款达 66万元。
以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财产，且数额巨
大，已经构成诈骗罪。

最终，启东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
告人许忠有期徒刑十三年，追缴剩余赃
款归还给被害人，并处罚金 20 万元。
许忠没有提起上诉。

2012 年，湖南小伙张伟通过交友
网站认识了江苏海门女子杜欣妤。张伟
直言家里是做生意的，来钱比较容易，
自己原先在政府机构上班，后来停薪留
职与家人一起做生意。杜欣妤也公开了
身份：老爸在香港开集团公司，自己是
千金小姐，平时开保时捷出入，属海门
地区的名流。

“豪门千金”求助 女友只“借”不还

事实上，杜欣妤只是一名普通的无
业离婚女子，还有不少外债。聊天时，张
伟对杜欣妤的身份深信不疑。2013年，
两人加了微信好友后，互动更加频繁。
一天，张伟发现杜欣妤在聊天时情绪低
落，遂追问原因。杜欣妤告知，她的银行
卡正在升级，里面的钱取不出，但客户正
急等着要钱，想先借6万元。

张伟心想，和杜欣妤已经认识那么
久了，女朋友有麻烦要借钱，作为一个男
人，不好意思不帮忙。

这样想着，张伟让杜欣妤别慌，
并按照她提供的银行卡号汇了 6 万元
现金。收到钱之后，杜欣妤向张伟保
证，一个礼拜就还钱。然而一周之
后，她根本没有偿还，“借”来的 6万
元钱，一部分用来还债，一部分用来
挥霍。

狮子大开口“借”款买宝马

尝到甜头的杜欣妤继续行骗。这一
回，她说自己有个老师姓季，季老师的侄
女在某银行工作，她要帮忙凑5000万元
存款，以让季老师的侄女转为正式工。
电话中，杜欣妤显得有点焦急，她称已将
自己公司的钱全部凑上了，但还差 200
多万元，无论如何张伟要帮忙凑足42万
元。任务完成后一个礼拜，就可以把钱
取出来归还。

两天后，张伟凑足了 42 万元，按照

杜欣妤提供的卡号汇了过去。收到 42
万后，杜欣妤第一时间刷卡买下一辆宝
马轿车。

另一边，张伟等了半个月，感觉可能
上当受骗了，准备先打电话催催。没料
杜欣妤又主动来电话了，她说自己要做
一套进价两三万元的床上用品，但版本
搞错了必须重新做，无法按照约定时间
交付成品要支付违约金，想借10万元。

在杜欣妤的一番哀求下，张伟再一
次上当。自己的钱已经被借光，张伟就
把父亲的银行卡通过快递寄给了杜欣

妤。卡上有8万元现金，钱财到手后，杜
欣妤分两次刷光。

此后，杜欣妤又编造帮助朋友付款、
承兑汇票贴现、办证、交罚款等各种理由
实施诈骗，赃款累计达123.22万元。2013
年8月，张伟终于觉醒，向海门警方报案。

2014 年 9 月，海门市人民法院以诈
骗罪判处杜欣妤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
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50万元。一审
判决后，杜欣妤不服，提起上诉。近日，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千金小姐”骗走男友123万

“网络征婚诈骗犯罪分子之所以能
屡屡得手，主要源于被害人警惕意识与
法律意识的缺失。许多被害人在通过网
络结识诈骗分子后，贪图对方较好的‘经
济条件’，急于确立感情关系，未经核实
对方真实身份便将自身重要信息透露于
对方，如银行卡、身份证等重要私人信

息，或者在骗子的花言巧语下，轻易就将
钱款借出，使得诈骗分子的犯罪目的轻
易达到。”

该案承办法官孙驾飞介绍说，在这个
案子中，王琳和刘雯等人正是被许忠虚构
的“优秀条件”所迷惑，进而受骗。此外，
不少被害人担心亲戚朋友取笑自己的行

为，不愿意主动报案，使公安机关证据的
收集渠道与破案线索大大减少，这在无形
之中更加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本案8名被害人中幸好还有两人及时选择
报了案，不然许忠可能仍逍遥法外。警方
抓获许忠时还追回了一小部分赃款，这些
赃款会按比例归还给8位被害人。

“此类犯罪分子注册征婚交友网站
时，填报的大都是虚假信息，通过编
造家境优越、有房有车等较好的经济
条件来吸引异性，并在与异性相约见
面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极力证实其
身份的‘真实性’，以博取被害人的好
感。在确信被害人已经陷入其精心编

织的情感圈套后，犯罪分子就开始编
造诸如家人生病、公司资金紧张或经
商投资等各种理由来骗取被害人的钱
财。”

该案二审审判长陈广宇提醒，网
络征婚者要认真及时核实对方身份，
在征婚对象以“做生意”、“家人生

病”等理由借钱时，一定要认真调查
真实情况，防止落入“圈套”；当被害人
感觉可能已上当受骗时，应注意收集保
存涉案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主
动协助警方调查，既使被害人的损失
减少至最低程度，又让犯罪分子受到
应有的惩罚。

■法官析案

不要被征婚者优秀条件迷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7日（总第6536期）

申请人甘肃信诺科工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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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31487268，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
（20000.00元），出票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票据到期日为2015
年9月11日。出票人为甘肃信宇通太阳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甘肃信诺科工贸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山丹支行。依据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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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山丹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长区华新磊建材经营部因遗失广东南粤银行佛山
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为3130005131220434，票面金额
为￥266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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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2月22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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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伟力驱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号为

30300051/22821851，出票金额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付款行为
中国光大银行柳州分行，出票人为柳州六和方盛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柳州众茂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3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3日，由申请人伟力驱动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最后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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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淇县永昌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31300051 31943061，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7日，到期
日期为2016年1月7日，出票人为河南永昌飞天养殖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淇县永昌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淇县永昌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淇县支行，出票
金额为20万元整】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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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淇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10400052

（23911464），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
年5月19日，出票金额为贰万柒仟柒佰叁拾捌元，出票人为国药
控股湖南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长沙市丽臣路支行，收款
人为湖南博瑞新特药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西陇科学股份有
限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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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之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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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同众创科技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3100005123720025、出票人为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1，932.00元、付款行为浦发鞍山分行、收款
人为沈阳同众创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5月21日、到期
日为2015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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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该票据票号为10400052/27534001，出票人景茂针织（沭阳）
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日，
付款行中国银行宿迁沭阳支行营业部，收款人江阴市宏尔昌毛
纺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依
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示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该票据
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公告期间届满后如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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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票号为
10400042/20522481，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
月17日，出票人为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票行为中国银行徐州
青年路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为上海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汇票
到期日为2015年10月17日）保管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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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票据作废。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省文安县姚么通达冷拔厂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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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80005393904598；票面金
额：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出票人：江苏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出票人付款行：招商银行连云港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廊坊市久
联机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7月27日；汇票到期日：2016
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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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上海铭锆商贸有限公司因 银 行 汇 票（号 码 ：

30800053/96278490，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7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6年5月17日，付款行为招商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金额
1200000元，出票人为江苏众成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洛
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保管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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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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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票据作废。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国药控股大连鹏润有限公司因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签发的票面号码为 1030005220372454
号、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10
日、金额为人民币812，160.00元、出票人为华润大连澳德医药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界首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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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石华亿塑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号码
为31300052 27015126、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日期2014年8月18
日、到期日2016年2月18日、出票人青岛旺佳钢结构有限公司、
收款人青岛宝青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青岛银行胶州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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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山东]胶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因不慎丢失山西河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票面号为40200052/20012408
（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壹拾月叁拾日，票面金额伍拾万元整，出
票人河津市新昌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河津市鼎诚工贸物流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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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河津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润之达润滑技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30900053/26572284、票面金额为136000元、出票人为晋城
福盛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兴业银行晋城支行、收款人为山西润之
达润滑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工行解放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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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锐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汇票号：10200052、20493900、出票人为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收款人山西锐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运城河东支行
营业部、出票日期2015年6月9日、到期日期2015年12月2日，
出票金额伍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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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上述票据作废。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昌邑市浩盛纺织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兴业银行太原
分行签发的票号为30900053 27674867（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零
柒月零玖日，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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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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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大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壹张,票号3130005140222151；出票金额50000元；出票人上海
集欣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大进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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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货盟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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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出票日期
2015 年 6 月 11 日 、票 据 到 期 日 2015 年 12 月 11 日 、票 号
3130005223993140、票面金额200，000.00元、出票人四川汇金不
锈钢管道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润迎物资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乐
山市商业银行沙湾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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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伟力驱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因持有付款行为重

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出票人为天水市吉通商
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北汽幻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申请
人为最后持票人，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出票人为账号为 0110014170002374，收款
人账号为 0110014170001349，票据编号为 32100051/20102213，
金额为7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后，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该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行为无效。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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