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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纪实］

“莫让公权力击毁母女情”

“把所有精力都给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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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伟聪

2016年4月7日，虽说已入阳春三月，天气仍是乍暖还寒。

上午10：00，从上海飞往H省C市的航班上，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

年庭副庭长钱晓峰正静坐在座位上，同行的还有长宁区妇联权益部部长蒋

春华。飞机平稳飞行，钱晓峰的思绪一直萦绕在一起虐待罪案的两个当事

人身上：被告人何茵是一位30出头的单身妈妈，被害人小蕾是刚上小学二

年级的小女孩。她们，是亲生母女。

一年前的这一天，小蕾身上的斑斑伤痕让学校老师深感震惊，被告人何茵

虐待亲生女儿一案浮出水面；与母亲隔离后，几经周折，小蕾生父季晟及其新

组建的家庭接纳了小蕾；之后，又传来小蕾与生父及家人关系紧张，两次离家

出走的消息……

如今，在案件判决4个多月后，钱晓峰赶赴C市，想亲眼看一看小蕾的生活

状况，看一看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过得好不好。

1 “从没见过这样的家长”
2015 年 4 月 7 日，清明小长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清早，小蕾慢慢走进教室，班主任张

老师发现小蕾一瘸一拐的，就问小蕾是
不是又被妈妈打了。小蕾怯怯地点了点
头。张老师俯身查看，发现小蕾双脚多
个脚趾破损溃烂，淌出脓水。深感震惊
的张老师马上带小蕾到校长室汇报。在
校长室，张老师和几位校领导一起察看
了小蕾的伤情，发现小蕾全身上下青一
块紫一块的，多处有被牙齿咬伤的印
痕。校领导当即决定，立即向长宁区未
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青
保办）报告。

在青保办的指导下，学校一边带小
蕾去医院诊治，一边到派出所反映情况，
并于当天将小蕾与母亲隔离作保护安
置。4月9日，学校正式向警方报案。高
度重视的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取证工作，
并同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小蕾的伤情
进行鉴定。

经分别询问小蕾及其母亲何茵，警
方初步掌握了案情：4月 3日傍晚，何茵
因感冒去医院就诊回来，见女儿小蕾在
看电视，就问她为什么不练习古筝。小
蕾回答说练过了。何茵认为女儿撒谎，
就用手掐、嘴咬、拳打、脚踩、绳子抽等方
式殴打小蕾直至小蕾“认错”，历时20多
分钟。“我从教30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家长！”陪同小蕾接受询问的班主任张老
师说。

与此同时，经长宁区青保办牵头，长

宁区公、检、法、民政、妇联等部门以及小
蕾所在学校、街道、派出所等，一起就小
蕾被母亲虐打和临时监护责任落实等进
行紧急会商。

钱晓峰代表法院参加了会商。“我当
时最担心的是小蕾的临时监护问题。”钱
晓峰说。果然，相关部门反馈的信息印
证了钱晓峰的担忧——派出所查找到了
小蕾的生父，但其现在C市居住，已组建
新的家庭并有一个男孩，表示没有办法
管小蕾；民政部门表示，下属救助站可为
小蕾提供暂时的衣、食、住，但因编制限
制，救助站没有人手，看护人员需要有关
部门自行安排。

钱晓峰知道，对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的情况，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检和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出台了相关意
见，但该意见在实务中尚缺乏可操作
性。长宁法院之前受理的几个案件中，
涉案未成年人最终被安排到社会福利机
构临时居住，但效果并不理想。钱晓峰
呼吁，对小蕾的安置应该有所突破。

终于，在各方努力下，小蕾得到了妥
善安置：最初三天，上海市“阳光青少年事
务总社”与桔子酒店合办的公益项目“中
途之家”接纳了她；之后一周，小蕾被就近
安排到一家旅馆暂住；再后来，小蕾到附
近一家养老院与一位退休教师奶奶同住
一室。在此过程中，街道干部与社区民警
负责接送小蕾上下学，学校在校内加强对
小蕾的关心，并尽量无痕化。小蕾惊恐的
情绪渐渐平稳下来。

2015年 4月 14日，小蕾伤情的鉴定
报告出来了，除面、额及头顶部有多处新
旧损伤导致的色素改变外，小蕾胸部、背
部、腹部、臀部及四肢外伤及咬伤导致软
组织挫伤后的色素改变占体表面积
74%，远超 30%的相关鉴定标准，其损伤
已构成重伤。4月 20日，警方正式立案
侦查。次日，何茵被刑事拘留。6 月 4
日，何茵被依法逮捕。

对尚未成年的亲生女儿下手如此狠
毒，何茵会不会有精神问题？早在小蕾
被保护隔离的最初阶段，长宁区妇联就
安排心理咨询师与何茵进行了接触。咨
询师反映，何茵情绪起伏较大，有自残倾
向，需要进行危机干预。何茵被刑拘后，
警方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精神状态、
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进行了鉴定，
结论为：何茵无精神疾病，对本案具有完
全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

7月27日，何茵因涉嫌犯虐待罪被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8月26日，长宁法
院立案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通过

阅看案卷材料，主审法官钱晓峰大致了解
了何茵与女儿小蕾在上海的生活状况。

80 后的何茵，出生于一个农民家
庭。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
工，在C市认识了季晟。2006年两人结
婚，第二年小蕾出生。因公婆家重男轻
女，何茵产后郁郁寡欢，在女儿未满周岁
时便离家来沪与在上海打工的姐姐一起
经营小店。后来夫妻感情日渐疏离，女
儿两岁半时，何茵与季晟离婚，将女儿接
到上海独自抚养。

生性要强的何茵，决心要让女儿过
上和城里孩子一样的生活。她雇了个阿
姨照看女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希望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女儿的成长
创造条件。然而天不遂人愿， 2014
年，何茵与姐姐在工作上发生激烈冲
突，照看女儿的阿姨又提出了请辞。诸
多不顺之下，何茵认为女儿才是自己的
未来和希望，当即决定放下工作，全身
心地照顾、培养女儿。也正从这时开
始，性情急躁的何茵对小蕾的要求日趋

2015 年 9 月 29 日，长宁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何茵涉嫌虐待罪一案。公诉
人、辩护人先后就何茵虐待女儿的事实
发问，何茵一一作答。就辩护人提出的
质疑，法庭专门传召鉴定人出庭对小蕾
伤情的鉴定意见进行说明。法庭辩论阶
段，公诉人提出，何茵不听劝告多次虐
打女儿，女儿被保护隔离后何茵曾有过
激行为，因此，羁押有助于何茵进一步
悔过，建议不对何茵适用缓刑。

针对公诉人的意见，辩护 人 表
示，不希望看到何茵与小蕾的母女亲
情“被国家公权力不加区别地给予击
毁”，建议法庭对何茵适用缓刑。辩护
人指出，何茵与前夫离婚后，独自带
着孩子在他乡打拼，收入几乎全数用
于女儿的培养：尽力给女儿在上海这
样的大都市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才能享
有的“待遇”。辩护人认为，作为小蕾
的亲生母亲，何茵主观上没有虐待小
蕾的故意。

辩护人还认为，何茵几次打骂女儿
是认为女儿有藏匿试卷、逃避练琴和说
谎等不良行为才实施的。辩护人向法庭
讲述了在看守所几次会见何茵的感受，
指出何茵时刻牵挂着女儿，在痛悔自己
教育不当的同时，为女儿的现状及今后
去向深深担忧。辩护人透露了小蕾6月

初被父亲接走后在C市的生活、学习情
况，表示小蕾无法适应在生父家的生
活，已多次离家出走，困扰不堪的小蕾
父亲也多次给何茵姐姐打电话，要求为
小蕾另寻“新出路”。

向法庭作最后陈述时，何茵几度哽
咽：“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为自
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希望法庭给我一次
机会，让我重新做一名好妈妈。让我陪
伴孩子成长，我会尊重孩子，不会再强
加我自己的想法。”

庭审结束了，钱晓峰的思绪依然
沉浸在案情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特殊
的身份关系，被告人行为动机与结果
的巨大反差，被害人小蕾的生活现状
与今后安排……这些必须面对的事实
和求解的问题，紧紧地萦绕在钱晓峰
的心头。与之前办的案件相比，对小
蕾的保护安置让钱晓峰感到宽慰。但
何茵与小蕾毕竟是亲生母女，小蕾离
开母亲在 C 市父亲的“新家”生活，
能适应吗？可持续吗？

钱晓峰决定，启动涉少审判特别
程序——社会调查评估，通过长宁区
妇联与 C 市妇联联系，请 C 市相关单
位对小蕾在 C 市的生活、学习、身心
状况及生父季晟家庭的监护能力进行
调查评估。

2015 年 11 月 20 日，钱晓峰收到来
自C市的调查评估报告。报告人通过走
访小蕾及其生父季晟家庭和学校老师，
对小蕾在C市的生活、学习和身心状况
以及融入生父家庭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
的了解。评估报告这样写道：

案主（指小蕾）自2015年6月从上海
回C市后，经省妇联协调，在离生父家10
分钟路程的一所小学就读……案主在校
表现积极，学习成绩良好，与同学关系融
洽，乐于参加各种兴趣班……初到C市
时，案主身体消瘦、抽搐现象严重。之后
几个月，抽搐频率明显减少……目前案主
对C市家庭环境基本适应，但初到时流露
出对父亲及其家庭的憎恨，表现为故意欺

负弟弟、与父母对峙、离家出走等。案主
有胆小怕黑的表现，晚上吵着要妈妈（继
母）陪她一起睡觉，生活中喜欢粘着继母
期望获得关注……生父季晟一家住3室1
厅住房，案主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居住环
境良好……5岁的弟弟很喜欢姐姐，与姐
姐相处融洽……继母全职在家照顾两个
孩子……案主在C市期间身体、心理、情
绪等各方面状况有很好的改善，与家庭成
员关系逐渐改善并日益融洽……

11月25日，长宁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本案并作出判决：被告人何茵犯虐待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被告人何
茵于缓刑考验期起六个月内，禁止未经
法定代理人季晟同意，接触未成年被害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往
往持续时间长，隐蔽性强。而出于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等传统观念，很多人对身边发生的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往往持观望
态度，缺乏国家是儿童最高监护人
的理念。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关于
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
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主要部门
的职责，确定了监护侵害行为的报
告、处置、临时安置、人身保护裁定、
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判后安置等
机制，从而使遭受监护侵害的未成
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国家干预和保
护有了制度保障。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1.必须
建立有效的发现报告机制。学校、
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服务机
构等一旦发现监护侵害行为，应及
时报告，使未成年人得到妥善保
护。2.多部门协调工作对案件推进

至关重要。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涉及部门广，保护周期
长，关涉利益大，需要多部门统一
认识，协调步骤，分工合作。3.公安
机关强力介入是案件进入司法程
序的关键。本案中，公安机关接报
后没有简单视为家庭教育问题，而
是及时介入将受害人带离保护，发
现符合立案标准后迅速立案，使案
件得以进入司法程序。4.民政部门
托底保护场所的建设和机制保障
有待加强。本案受害人临时安置
场所几经辗转，反映出当前困境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和人员
配置仍需加强。5.基层组织和社会
组织作用大有可为。本案中，未成
年人的临时安置得到了街道、青少
年事务中心、民办福利院的帮助；
社会调查和心理干预得到了青少
年社工、妇联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支
持；判前和判后安置回访得到两地
妇联和高校的有效配合。

（钱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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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学习上层层加码，管教上稍不如
意就施以体罚。

她让女儿学舞蹈、学古筝，给女儿报
英语等课外辅导班，买来语数外课外练
习，让女儿做还没学到的习题……聪慧
的小蕾并没有辜负妈妈的期待，学习成
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十名，还担任了语
文课代表和班级领操员。但何茵对此并
不以为然。2015年 3月底，她在女儿的
书包里看到一张成绩“不太好”的试卷，

就问女儿是不是故意藏起来不让她知
道，女儿起先不承认，经不住她的教训最
终承认了。一顿追加责罚之后，何茵让
女儿打电话向老师认错，但老师并不同
意何茵的教育方式，好言相劝不要打骂
孩子。4月 3日，何茵认为女儿偷懒、撒
谎，再次虐打女儿。4月 6日，还是因为
练古筝，何茵又一次打骂小蕾……“我把
全部精力都给了孩子，但她就是不记
打！”何茵感到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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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超越了管教的界限”4

人小蕾及其法定代理人季晟。
在判决书说理部分，钱晓峰这样

写道：“根据被告人何茵殴打、虐待未
成年人的手段、次数及造成重伤的严
重后果，其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实
施 家 庭 教 育 的 界 限 ，实 属 家 庭 暴
力。……且经他人多次劝说仍不予改
善，具有虐待的故意。故辩护人的相
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
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但……被告人系
初犯，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对其
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C市机场。C
市妇联安排社工小陈作陪。在小陈的
陪同下，钱晓峰和蒋春华顺利来到小

蕾就读的学校，见到了小蕾。钱晓峰
发现，孩子比最初看到时明显结实了，
圆润的脸上溢着快乐的笑容。校长和
班主任介绍，小蕾在校表现十分优秀，
各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前不久还得
了跳绳比赛第一名。

在小蕾的新家，钱晓峰和蒋春华
见到了小蕾的继母和弟弟。会面虽然
简短，钱晓峰还是感觉到了小蕾和继
母彼此间的接纳，也看出了弟弟对姐
姐的依恋。钱晓峰看到，小蕾房间的
床边、窗台、书架上堆满了玩偶，充满
了小女孩的温馨；墙上，贴满了小蕾的
手工作品和画作……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爱孩子，我们怎样做才更好

慕伟春 作

案后余思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13日（总第6690期）

申请人（持票人）洛阳市龙宇焊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一张（票号30100051/23822228，出票日期2015年9月22日，票面
金额人民币 30000元，出票人济宁山安工贸有限公司，出票行交
通银行济宁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上海欣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 2016年 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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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申请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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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冷水江市宏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如皋农村商

业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于2016年
5月27日依法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对如皋农村商业
银行的一份票号为：31400051/27072164；出票人全称为：南通江
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为：如皋市双城电器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2015年 12月 11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
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公告挂失。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本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台市栋建建材经营部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
失，因票号 3050005326472510，票面金额壹拾万元，出票日期
2016年 1月 20日，出票人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区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市联胜置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
行苏州分行相城支行，汇票到期日2016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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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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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州市德城区恒源建材经销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苏州丰笛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张家港保税
区丰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德州市德城区恒源建材经
销处，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
2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7月 28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票
据号码为3140005127280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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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镇江市威鹰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镇江农商行清算中

心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31400051/26969155，
出票金额为 20000元，收款人为镇江市威鹰电子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5年 11月 13日，出票人为镇江飞利克斯电子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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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耀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编号为 10400052/

2756223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付款人纽威数控装备(苏
州)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耀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出票日 2015
年10月20日、到期日20l6年4月5日、持票人苏州耀发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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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佰斯科轴承有限公司因持有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姜堰支行 2016年 4月 1日签发的，票面金额 20000元，出票人江
苏博越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世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票号 3130005131678706号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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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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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维扬区学成网吧因遗失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山 支 行 出 具 的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票 号
3130005136981061，票面金额 50000元，出票人昆山东野电子有
限公司，收款人昆山市天新金属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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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冠通催化剂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五
张，该五张票据票号分别为：31300051/38675248、31300051/
38675253、31300051/38675259、31300051/38675257、31300051/
38675256，该五张票据均记载：出票人为广饶华邦化学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葫芦岛金之莱石油化工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东
营银行广饶支行，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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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广饶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庆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一份商业承兑汇票丢
失（票号为00100062 21444517，出票日期为2016年2月15日，出
票人为西安西电高压电瓷有限责任公司，出票人账号 01—01—
0004—0，开户行为工行土门支行（西电财司），出票金额为100000
元，收款人沈阳庆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账号为1115201117176，
开户银行为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杨士岗信用社，汇票到期日
2016年8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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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公告期到2016年9月15日。公告届满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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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西安润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 遗 失 编 号 为
31300051 38500163，金额为 10万元，出票人为西安曲江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北京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2月 24日，到

期日期为 2016年 6月 24日，最后持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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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开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 00100062

24539664，金额为 114008 元，出票人为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
所，收款人为西安鼎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兵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24日，到期日期为2016年
6月24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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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雅安航跃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编号为30400051
20256670，金额为20万元，出票人为陕西新兴纪元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西安分
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25日，到期日期为2016年6月
25日，最后持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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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百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绵阳市游仙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4020005128340002、金
额为 200000.00元，出票人为绵阳市桑达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绵阳市广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最终持票人百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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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公告。票据记载：出票人为乐金
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4年 6月 23日；汇票号为 31300052 22852850；票面金

额为 5万元;出票银行为天津银行第一中心支行；收款人为乐采
商贸（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由衡水胜勇重型机床制造有
限公司转让给申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付
款日后十五日（不足60日的按60日公告期）的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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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威海泰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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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出票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建设路支行，票号
10400052 27316153，票面金额19872元（壹万玖仟捌佰柒拾贰元
整），出票日期2015年10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1月22日，
出票人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华夏药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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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夏津县新时棉业有限公司因2015年10月30日出票、

出票人天台佳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天台县二合下炉橡
胶厂、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天台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
5万元、汇票到期日2016年4月30日、背书人无锡红豆居家服饰
有限公司、持票人夏津县新时棉业有限公司、编号 31300051
32401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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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台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莱州市三山岛北海润滑剂厂因持有一张银行承兑汇
票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40200051/25582629，出票金额为
1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
月28日，出票行为新昌农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省新昌县承
恩轴承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昌县梅渚镇承瑞轴承厂，背书人为
莱州市三山岛北海润滑剂厂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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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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