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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人民法院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十大案例（第二批）
案例1

吴轶诉江苏省环境保护
厅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5 年 1 月 20 日，吴轶通过“江

苏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网上受理平台”
向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以下简称省环保
厅）投诉，反映其住宅距离沿江高速公
路18米，噪声白天达70分贝、夜晚达
60 分贝以上，其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
害，要求履行对噪声的管理和监督义
务。省环保厅收到投诉后，网上转交无
锡市环保局办理，该局网上签收又转交
江阴市环保局办理。2015年1月，江阴
市环保局通过邮局给其寄出《信访事项
不予受理告知书》称：“你反映的噪音
扰民问题已向江阴市法院提起诉讼，目
前针对你的部分诉讼请求江阴市法院已
作出予以支持的判决。按照 《信访条
例》 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的第二类情
况。”吴轶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省
环保厅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沿

江高速公路涉案地段环保验收工作系被
告省环保厅直接验收并公示的。被告在
验收涉案工程时已经检测到该工程在夜
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并称正在实施
安装隔声窗等降噪措施，计划2006年6
月完成，故对于该工程所产生的噪音扰
民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管理职责。
被告对于原告吴轶提出的履责要求，未
采取切实措施，仅作为信访事项转交下
级环保部门处理。原告诉请成立，法院
予以支持。遂判决确认被告不履行环保
行政管理职责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针对原告的投诉
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一审判决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规范环保机关履行噪声污

染监督管理职责的典型案例。近年来，
不少地方因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迅猛，
加之过去规划不当等原因，噪声污染问
题日趋严重，群众不堪其扰、身心受
损，需要有关部门以人为本，解民之
忧，切实采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确保
居民生活环境符合相关降噪标准。特别
是当不同部门职能交叉、界限不清时，
相互间宜主动沟通，共同协调解决，不
宜简单将群众关切与投诉问题归于信
访，一推了之。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
调查，认定涉案高速公路环保验收工作
系省环保厅所为，其对群众投诉的噪声
污染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职责，法
院裁判有利于避免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推
诿，有利于督促责任主体尽快履责，有
利于减少公众投诉无门或乱投诉现象，
彰显了司法保障民生的正当性。

案例2

浦铁 （青岛） 钢材加工
有限公司诉青岛市环境保护
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15日，山东省青岛市

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至浦铁（青岛）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铁公司） 现场检查，被该
公司保安以未经公司负责人同意为由拒
之门外。执法人员当场制作了现场检查
笔录并向浦铁公司送达了《环境违法行
为协助调查告知书》，要求其协助调
查。其后，市环保局作出《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并在收到浦铁公司提

交的《关于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监督检查
的整改措施》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
法》）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罚款1
万元。浦铁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
销上述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
拒绝环保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在
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环保主管
部门有权责令其改正，处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罚款。原告浦铁公司保安以必
须经过公司负责人同意为由，阻碍被告
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厂检查，
构成拒绝执法人员检查，违反了上述规
定，应受到处罚。但鉴于原告事后积极
整改，并提交整改措施，符合轻微标
准，被告对其处以 1 万元罚款并无不
当，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
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维护环保机关依法履职

的典型案例。调查权是行政机关实施管
理的一项基础性权力。对环保机关而
言，只有切实履行法定调查职能，才可
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许多
环保类法律法规规定了环保机关此项职
权，同时明确了被调查对象的协助义
务。如《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七条规
定环保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第七十条
规定了具体罚则。本案中，市环保局依
法履行法定的执法检查职责，具有强制
性。浦铁公司作为钢材加工企业应当诚
恳接受、配合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不
能拒绝或以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为由对
抗。市环保局结合浦铁公司随后递交报
告、积极整改等情形，对该公司从轻处
理，过罚相当，效果良好。

案例3

威海阿科帝斯电子有限
公司诉威海市环境保护局环
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12 月，威海阿科帝斯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科帝斯公司）迁
至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开发区） 某厂房，该厂房原
系某公司为汽车线束生产项目所建，该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获威海市环
境保护局 （以下简称市环保局） 批准。
阿科帝斯公司迁入后开始生产打印机硒
鼓等产品。2014 年，市环保局工作人
员对该公司的生产现场进行检查，发现
该企业未依法取得环保部门批准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而擅自投产。经依法履行
相关程序后，市环保局作出责令立即停
产停业、罚款人民币 12 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阿科帝斯公司不服，申请行政
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该处罚决定。该公
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市环保局的上述
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以下简称 《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十六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之规
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
后，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
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
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不得开工建
设。阿科帝斯公司搬迁后，其建设项目

地点发生了变化，且其利用涉案厂房生
产硒鼓等产品致使原建设项目的性质、
采用的生产工艺等均发生重大变化，应
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而该公司
擅自投产违法事实清楚，遂判决维持被
诉处罚决定。阿科帝斯公司上诉后，威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如何看待迁址企业是否

需要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典型案
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关乎周边群众生
活环境安全和生产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
展。当某一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等要素发生重大变动时，对周围环境影
响也相应变化，建设单位依法应当重新
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案中，虽然
阿科帝斯公司在搬迁之前的原所在地进
行过环评且符合相关标准，其搬迁后所
租赁厂房此前也取得过汽车线束生产项
目的环评批准文件，但由于前后厂址环
境不同，项目性质、生产工艺以及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都已变化，故该公司应依法
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案对引
导企业依法履行环评义务，切实维护公
众环境权益具有指导意义。一审所作的
维持判决形成于行政诉讼法修改前，现
此类判决已变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例4

张小燕等人诉江苏省环
境保护厅环评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电力公司镇江供电公司（以

下简称镇江供电公司）为建设110千伏
双井变电站等一批工程，委托环评机构
以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噪声及无线电
干扰为评价因子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该报告表预测工程建成运行后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符合国家标准。
2009 年 11 月，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以
下简称省环保厅）在经过镇江市规划局
出具《选址意见》、江苏省电力公司同
意环评结论、镇江市环保局对《环境影
响报告表》预审之后作出批复，同意镇
江供电公司建设该批工程。张小燕、陈
晓湘、蔡富生三人不服诉至法院，主张
所涉区域不宜建设变电站、环评方法不
科学，建设项目不符合环评许可条件、
环评许可违法，请求撤销省环保厅的上
述批复。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

告省环保厅在其他部门出具意见基础上
作出的涉案批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以及国
家有关技术规范与政策规定，程序合
法，遂判决驳回原告张小燕等三人的诉
讼请求。张小燕等三人上诉后，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井变电站系
城市公用配套基础设施，根据《城市电
力规划规范》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
下可以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人
口稠密区等敏感区域建设此类项目。涉
案工程污染物预测排放量和投入运行后
的实际排放量均小于或明显小于排放限
值，环评符合法定审批条件。110千伏
变电站所产生的是极低频场，按世界卫
生组织相关准则，极低频场对环境可能
造成轻度环境影响，但影响有限且可
控。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虽然被诉环评行政
许可行为合法适当，但环保部门应采取
措施加强信息公开，督促镇江供电公司
将相关电磁场监测显示屏置于更加醒目
的位置，方便公众及时了解实时数据，
保障其环境信息知情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环保知情权、参与权保
障的典型案例。变电站是现代城市不可
或缺的基础设施，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
有关准则中指出此类设施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有限并且可控，但由于信息掌握不
充分，公众很难准确判断电磁辐射对健
康的影响，一些疑虑很容易引发对建设
项目的抵触，从而产生“邻避效应”，
形成纠纷。环保部门有必要在行政许可
的同时完善信息公开沟通机制，便利公
众充分了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有效
参与环境保护，最大程度缓解“邻避效
应”。本案中，法院没有止于就案办
案，而是同时对行政机关提出保障公众
知情权的明确要求。据悉，二审判决
后，镇江供电公司已拆除电磁场监测显
示屏外墙，此举有助于督促供电公司提
高环境保护意识和电磁辐射污染防护水
平。案件办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5

临湘市壁山新农村养猪
专业合作社诉临湘市环境保
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湖南省临湘市壁山新农村养猪专业

合作社 （以下简称新农村合作社） 自
2004 年正式投入生猪养殖起，常年存
栏量500头以上。在一直未办理环保审
批手续、配套环保设施未经环保部门验
收、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新农
村合作社将部分生猪养殖产生的废渣、
废水直接排放至团湾水库。2014 年 12
月，临湘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
保局）经现场调查、送达违法排放限期
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
作出责令该合作社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
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该合作社
始终未停止违法排污。2015年1月，市
环保局又作出责令停止排污决定。新农
村合作社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上述
行政处罚决定和责令停止排污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新

农村合作社作为常年生猪存栏量500头
以上的养殖场，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自建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经环保
部门验收合格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养殖生
产，导致废渣、废水直接排放，且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违反了《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被告市环保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法
律、法规授予的职权，就上述违法事实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停止排污决
定书，在处罚程序、处罚幅度方面并无
不当。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农
村合作社上诉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农业养殖造成环境污染

的典型案例。农业养殖在带动农村经济
发展同时，也可能导致群众居住环境恶
化。近年来因养殖污染引发的水源、土
壤、空气污染等问题不容忽视。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农业环境
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明确对畜禽养殖场排放的废
渣、清洗畜禽体和饲养场地、器具产生
的污水及恶臭等要实行污染防治，新
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必须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本案中，新农村合作社明显违反上述规
定，造成环境污染，市环保局作出的处
罚决定和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于法有据，
人民法院应予大力支持。该案对保护农
村群众生活环境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案例6

晋海家居用品（上海）有
限公司诉上海市奉贤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上海市奉贤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
在该区某镇河岸边发现一堆垃圾，其中
有晋海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晋海公司）成品标示卡、塑料外包
装袋等废弃物，遂当场制作《现场检查
笔录》，拍照取证，并向该公司开具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和谈话通知书，后再次核
查现场发现有焚烧痕迹。经调查，晋海
公司承认该处垃圾为其产生的生产垃
圾，但并非其倾倒；后案外人岳某于
2014年1月向区城管局承认曾向晋海
公司收购废弃物，其丈夫此后将无价值
的废弃物倾倒的事实。该局随后以留
置送达方式向晋海公司送达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
出听证申请。同年2月，区城管局对晋
海公司作出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晋海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
上述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位产生的废弃
物，由单位负责收集、运输或者委托市
容环卫作业服务单位收集、运输。废
弃物的处置，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统
一组织实施。原告晋海公司将废弃物
（垃圾）擅自处置给没有相应资质的人
员处理，致使废弃物未得到有效处置，
其行为违反了该条例的上述规定，被
告区城管局据以处罚并无不当，遂判
决驳回晋海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
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查处生产企业未依法

履行收集、运输废弃物义务的典型案
例。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是困扰城市
管理、污染人居环境、给居民生活带来
较大影响的重要污染源，产生废弃物
的企业应当严格履行收集、运输废弃
物的法定义务，不可贪图省事而交由
无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任意处置。有
关部门须加强治理，及时处理各类违
法行为。本案中，依照《上海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应由市容
环卫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废弃物的
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置；
对于单位产生的废弃物的收集、运输，
仅有自行负责收集、运输和委托市容
环卫作业服务单位收集、运输两种方
式。晋海公司未自行收集、运输涉案
废弃物，亦未委托市容环卫作业服务
单位收集、运输，而是将废弃物出售给
案外人岳某，属于违反规定应受处罚
行为。人民法院依法裁判支持正当的
行政执法行为，对于保护城市环境具
有导向意义。

案例7

上海勤辉混凝土有限公
司诉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
责令关闭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勤辉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勤辉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位
于黄浦江上游沿岸，经营范围包括混
凝土生产、加工、销售。2010年3月，

该公司住所地和实际生产经营地被划
入上海市黄浦区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
保护区。2015年2月，上海市奉贤区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以勤辉公司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混凝
土制品制造，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噪
声等污染物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
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
作出责令该公司关闭的决定。勤辉公
司不服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原告勤辉公司从事的利用混凝土
搅拌站生产、加工、销售混凝土的建设
项目具有排放废气等污染物的特征，
属于《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的在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已
建成排放污染物建设项目，被告区政
府责令其关闭，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勤辉公司上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认为，勤辉公司从事的混凝土
生产客观上存在粉尘排放，按照常理
具有对水体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该粉尘排放确实没有对
水体产生影响，区政府责令其关闭，于
法有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典

型案例。饮用水安全与人民群众健康
息息相关。近年来，饮用水水源安全
问题倍受社会关注，2008 年修订的
《水污染防治法》明确了国家建立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制度，规定禁止在饮用
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十三五”
规划中明确要求推进多污染综合防治
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
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本案中，虽然涉案区域
被划为二级水源保护区系在勤辉公司
成立之后4年，但是该公司继续生产
排放粉尘等污染物可能会对水体产生
影响，故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了区政府
作出的责令关闭行政决定，有利于保
护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当然，政府其
后对因环保搬迁的企业应当依法给予
合理补偿。

案例8

周锟、张文波诉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评批
复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受理了京
沈铁路客运专线（京冀）公司筹备组等
单位提交的京沈高铁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申请，并委托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进行技术评
估。其后，环保部在其网站上公示了
该项目环评文件，同时提供了环评报
告书简本的链接。后评估中心经提出
修改建议、现场踏勘、专家审查、复核
等程序后作出技术评估报告并提交环
保部。该部在其网站公示了相关文件
并根据利害关系人申请组织了听证
会。2013年12月，环保部作出环评批
复并在其网站上公示。周锟、张文波
的房屋位于该项目星火站至五环路
段，其因噪声影响等理由不服上述批
复，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该
批复。周锟、张文波诉至法院，请求
撤销环保部的上述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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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岚山装卸分公司因其所持有的
票号为 31300052 22343760，出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出
票人为柳州市瑞中运钢材储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湘潭钢铁集
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
行，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1月 1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5月 18
日，经收款人背书转让后由申请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岚山装
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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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偃师市大口乡军威矿石加工厂因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票号为3130005140677209，出票人为保定顺昌钻井工程有限
公司，出票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收款人为天津德华石油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申请人为避免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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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
八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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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力信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300051/
2267519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万元整、出票人为重庆东风小康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沙坪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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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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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清县兴旺五金塑料模具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37061116，出票日期为2015年3月
5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5000元，出票人为苏州市双马机电有
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建恒印务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5年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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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永众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施 桥 支 行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票 号
3200005122341666，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江苏安畅交通设
施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圣之翔建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
11月 2日，出票行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施桥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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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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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永众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施 桥 支 行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票 号
3200005122341664，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江苏安畅交通设
施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圣之翔建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
11月 2日，出票行全称为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施桥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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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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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枝江市恒天棉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汇票的出票人是丹阳市飞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是
丹阳市丽宏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付款行是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汇票号码是 10300052/
25688820，票面金额为 20000元，申请人于 2016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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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腾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汇票的出票人是丹阳市飞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收款人是
丹阳市丽宏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付款行是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9 日，汇票号码是 10300052/

26307282，票面金额为 30000元，申请人于 2016年 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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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苏瑞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据号码 31300051/37447755，出票人江苏晟功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德耀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
年 2月 12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8月 12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0000元，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支行，2016年 3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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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吴江冯盛喷气织造厂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编号为 31400051/28311531，票面
金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吴江向上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
州苏恒纺织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
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6年2月1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6年 8月 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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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吴江冯盛喷气织造厂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编号为 31400051/28302156，票面
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吴江昊丽文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吴江市锦德隆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
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月 19日，汇票

到期日为 2016年 7月 1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
到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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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航黎明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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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1030005224864456，金额为200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5年 5月 2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11月
27日，出票人为江苏金鼎电器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中国农业银
行常州城区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为余姚市邦珑塑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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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宾市凤林音响因遗失编号为31400051/28258290，

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人为苏州宏洋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绍兴市福利织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吴江农村商业银行
清算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28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2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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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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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清县新隆能源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汇票于2016年2
月20日遗失，汇票号码32200051 20060194，金额为50,000元，出
票人为上海浦东行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上海农商银行
奉贤支行，收款人为上海浦东行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1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7
月22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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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桐乡市中盈化纤有限公司因其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于
2016年 3月 8日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并公
告。该号码为 3020005325089322，出票日期 2016年 1月 26日，汇
票到期日 2016年 4月 26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出票人上

海三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建德市鑫达金属工艺有
限公司，背书人为建德市鑫达金属工艺有限公司、绍兴县恒辉布
业有限公司、绍兴县梓豪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桐乡市中盈化
纤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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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
利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桐乡市中盈化纤有限公司因其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于
2016年 3月 8日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并公
告。该号码为 3020005325089323，出票日期 2016年 1月 26日，汇
票到期日 2016年 4月 26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万元，出票人上
海三问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建德市鑫达金属工艺有
限公司，背书人为建德市鑫达金属工艺有限公司、绍兴县恒辉布
业有限公司、绍兴县梓豪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桐乡市中盈化
纤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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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策马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出票行为：乌鲁木齐
市商业银行众亿支行，票号31300052 28166880，票面金额1 000 000
元（一百万元整），出票日期2015年8月13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2月13
日，出票人贵州其亚铝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贵州其亚矿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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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镇 江 灵 越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因 编 号 为
4020005123419945、出票日期为贰零壹伍年陆月壹拾柒日、到期
日为贰零壹伍年壹拾贰月壹拾柒日、出票人为浙江中力机械有
限公司、出票金融为伍万元整、收款人为江苏华富储能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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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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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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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安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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