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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无锡5月31日电 今天，江
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
检察机关提起的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上海市杨浦区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等七被告接受全部诉讼请
求，并全部修复受污染的生态环境。此案
立案近三个月后，原告无锡市人民检察
院以全部诉讼请求均已实现为由，申请
撤回起诉。法院经专家评估、充分论证和
听取群众意见后依法裁定准许撤诉。

记者从无锡中院的裁定书中获悉，
此案是备受关注的“华东跨界倾倒生活
垃圾刑事第一案”的延伸案件。2015

年5月，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将部分生活垃圾交由徐国强处置，徐
国强再通过徐彪等将 2000 余吨生活垃
圾倾倒至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一河岸
边，造成周边环境严重污染。

2016 年 12 月，无锡市锡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徐国
强、徐彪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追缴
违法所得。后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发现杨浦市容局等的行为
损害环境公共利益。

2017年2月，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向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等七被告承担涉案环境污染的应急
处 置 费 用 、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等 合 计
2094649.16元。立案后，为实现对涉案
生态环境修复的有效监管，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告
知上海市相关行政部门，委托专业机构
对受污染环境现状进行监测，从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专家库中组成专家组实地查
勘、论证、修订《环境修复技术方案》
并公告。

据介绍，环境修复工程完工后，法
院重新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后期监测，再

次组织专家论证，并邀请当地人大代表
参加听证。同时，上海市杨浦区委区政
府、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高
度重视，积极敦促相关责任人尽快履行
其法律义务并配合无锡相关部门完成环
境修复工作，督促相关责任人承担涉案
环境污染相关所有费用，主动交纳环境
修复费用2094649.16元，并采取一系列
整改措施，严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本案受损
的生态环境全部修复完毕，经过后期监
测和专家论证，已达到环境修复方案所
确定的目标。 （赵正辉 周 郭）

无锡中院审结跨界倾倒垃圾环境公益诉讼案
受损生态环境全部修复 准许检察机关撤诉 本报张家口 5月 31 日电 （记

者 罗书臻）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家统计局原
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受贿一案，对
被告人王保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对王保安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1994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王保安利用担任国
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秘书，财政部办公
厅副主任、综合司司长，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 （挂
职），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彩票销售、贷款申请、项目
审批、土地开发以及工作招录、职务
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3亿余元。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王保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
王保安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
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
受贿1.53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本报荆州 5 月 31 日电 （记 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王俊辉 张
薇）今天，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中共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
委原书记陈雪枫受贿、贪污、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一案，对被告人陈雪枫以受
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
元；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陈雪枫受贿、贪污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或发还相关单位。陈雪枫当庭
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陈雪枫利用担任永城煤电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煤矿机械销
售、煤炭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
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
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25 亿余元；2009 年
至 2011 年，陈雪枫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547万余
元；2004 年至 2011 年，陈雪枫身为国
有公司人员，违反相关规定，滥用职

权，在国有企业增资扩股中，擅自决定
不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在股权收购
中，擅自决定收购项目、收购价格，造
成国有公司损失2.24亿余元，致使国家
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陈雪枫的上述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贪
污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应数
罪并罚。鉴于陈雪枫能够自动到案，被
立案调查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
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了
其他犯罪事实，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的问
题线索，滥用职权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
部分已挽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
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河南省委原常委陈雪枫受贿、贪污、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
收受财物1.25亿被判无期徒刑

本报六盘水 5月 31日电 （记者
安 健）今天，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
长李成云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成云以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60 万元；对李成云受贿所得财物及
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李成云利用担任中共德阳市
委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四川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兴瑞科技有限公司、乔天明等单位和
个人在项目用地、商业竞标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妻黄全芳非法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636万余元。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李成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李成
云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
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
上述判决。

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
因受贿一审获刑十年

本报佛山 5 月 31 日电 （记 者
秦 至） 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
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受贿案，对被告人
邓崎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 万元；对查封、扣
押、冻结在案的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及孳
息以及邓崎琳家属自愿代为退缴的款
物，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邓崎琳
受贿所得的赃款、赃物继续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被告人邓崎琳利用担任中共武
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
团）党委常委、副书记、书记，武钢集
团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多个企业拓展业务、承揽工
程以及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直接
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
民币共计5539万余元。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邓崎琳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邓崎琳
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
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且认
罪、悔罪，主动退缴大部分赃款赃物，具
有检举揭发他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具有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淮南 5月 31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余占胜 岳 园）
一“老赖”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胆大
妄为，擅自变卖法院查封的挖掘机。
今天下午，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
法院院长李修启担任审判长，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这起非法处置查封财产
案，并当庭作出判决。

2015年3月，潘集法院对原告李
传航等人诉被告李传云合同纠纷案作
出一审判决，李传云应付给原告承包
费23万元。同年8月，案经淮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进
入执行程序后，李传云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潘集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
李传云所有的一台“现代215-7”牌
挖掘机。2016年2月至3月期间，李
传云未经法院同意，擅自委托其子将

法院查封的挖掘机转卖给他人，获利
15 万元，但未用于支付生效判决应
当付给李传航等人的承包费。

潘集区人民检察院以李传云涉嫌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提起公诉后，李
传云自愿退回变卖挖掘机所得的 15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传云侵
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妨害民
事诉讼，明知是法院查封的财产而予
以变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处置查封财产罪。鉴于被告人李传
云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所
变卖财产所得钱款已全部退回，有悔
罪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
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法院判决被告人
李传云犯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2万元。

本报珠海 5月 31 日电 （记者
秦 至）今天，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党
组成员、宁波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卢子
跃受贿案，对被告人卢子跃以受贿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卢子跃受
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卢子跃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上诉。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1999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卢子跃在担任浙江
省东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义乌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兰溪市委书记、中
共临海市委书记、中共台州市委常
委、丽水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丽水
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副省长、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
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期间，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审
批、银行贷款、公司上市、职务晋升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特
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1.47亿余元。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卢子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
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卢子跃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
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
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
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首次采用未成
年人与祖父母做亲子鉴定的方式，认定
亲子关系。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亲
子鉴定的测试应当在双方自愿同意下进
行，不能以强迫的方式做亲子鉴定。在
一方当事人不配合的情况下，往往难以
进行未成年人与当事人（父母）之间的
亲子鉴定，不能认定血亲关系，给抚养
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带来难度。因此，本
案通过未成年人与祖父母之间做亲子鉴
定来认定血亲关系，为该类案件提供了
积极的借鉴意义，也更好地保障了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有了孩子竟一走了之

2013 年 10 月，蔡女士与徐某在网
上认识并相恋，热恋中双方发生了关
系，之后徐某搬去与蔡女士同住。在得
知2014年5月蔡女士怀孕后，徐某竟一
走了之。大受打击的蔡女士原本准备把
孩子打掉，但之后在打胎费用方面与男
方产生分歧。经派出所、居委会出面多

次调解，徐某父母允诺支付1万元打胎
费用，但要求打完胎再支付。再三考虑
之下，蔡女士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最
后生下一女。

生完孩子后，蔡女士多次联系徐某
要求他承担责任，但均遭徐某拒绝。为
了给孩子报户口的蔡女士于2014年9月
与案外人登记结婚，给孩子办理好户口
后于2015年11月离婚。之后蔡女士独
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上班工作，生活压力
巨大。无奈之下，她向普陀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法院认定徐某与孩子的父女关
系，由徐某支付抚养费。

父亲避而不见 祖父母与孩子
做亲子鉴定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多次联系
徐某均未果，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发
送法院传票至徐某住址也被退回、向蔡
女士提供的徐某工作单位送达也被退回
并回复无此员工。为了纠纷能顺利化
解，法官通过蔡女士了解到徐某父母的
住址，送达了诉讼状副本，并亲自上门

与徐某父母谈话了解案情。徐某父母表
示他们之前并不了解徐某和蔡女士的关
系，直到蔡女士突然怀孕才得知此事，
因此不能确定孩子一定是徐某的，需要
做亲子鉴定。而徐某一直以来回避此
事，居无定所又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徐
某的父母也拿他没办法。

随后，法官咨询了多家司法鉴定中
心，获悉可以通过孩子与祖父母做亲子
鉴定来认定是否具有血亲关系。于是法
官再次联系徐某父母，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二老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并允诺，
倘若确定是徐某的孩子，也愿承担一半
的鉴定费用。鉴于蔡女士经济困难，法
官向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详细阐
述了该案的特殊情况，最终司法鉴定中
心给予减免了部分鉴定费用，减轻蔡女
士的经济负担。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该孩子确实与
徐某是父女关系。徐某得知后，委托其
父母作为代理人参与了庭审，徐某父母
当庭表示愿意调解，并支付1万元作为
蔡女士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费用，今后还
会定期支付相应抚养费。

受贿5539万余元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一审获刑十五年

本报保定 5月 31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今天，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
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受贿案，对被
告人常小兵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对常小
兵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常小兵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4
年，被告人常小兵利用担任原邮电部
电信总局副局长、中国联合通信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相关请托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请托单
位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76万余元。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常小兵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常
小兵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具有自首
情节，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事实，真
诚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且赃款赃物
已全部退缴、扣押在案，具有法定从
轻、减轻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以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生父一走了之 祖父母鉴定认亲
普陀法院审结首例隔代亲子鉴定抚养权纠纷案

施 迪

受贿376万余元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常小兵获刑六年

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受贿1.47亿被判无期

“老赖”变卖法院查封挖掘机被罚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1日（总第7021期）

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北京银行两桥支行开具的转账支票壹
张，票据号码为31301130 19411327，票面金额无，出票日期无，出票
人为北京双福盛物资有限公司，持票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7年3月2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持有的号码3130113019411327、无票面金额的银行转账支票
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北京银行两桥支行开具的转账支
票壹张，票据号码为1941 1326，票面金额无，出票日期无，出票人
为北京双福盛物资有限公司，持票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7年3月2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1941 1326、无票面金额的银行转账支票
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北京华诚鑫泰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神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代表人冯凯燕，无
锡神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2017年5月3日，无锡神
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
称其已按本院（2014）锡法商初字第0004号之五民事裁定书确认
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请求本院终结无锡神
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
为，管理人已将工贸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法应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无锡神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自本案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债权人如发现工贸公
司有其他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可向本院申请按法律规定的顺序
和原则追加分配。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福林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因丢失票据号码为

00100062 25544974，付款人为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付
款人账号为337665311873，付款人开户银行为中行马坡支行，收款
人为沈阳科宁工程配套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为240181364110001，
收款人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沈阳分行，出票金额为肆拾伍万元整，
出票日期为贰零壹柒年零壹月壹拾柒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柒年
零柒月壹拾柒日，背书连续，印章齐全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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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 33574319、票面金额35万元、出票人
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
发日期 2016年 8月 30日、到期日 2017年 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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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耐国际（宜兴）高级陶瓷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
号为3130005224760240，出票金额为人民币捌拾万元整，付款行
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出票人为柳州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华耐国际（宜兴）高级陶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6年12月2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6月28日，由申请人
华耐国际（宜兴）高级陶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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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四百四十九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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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宜都市装卸运输总公司因在邮递过程中被邮递人员
意外损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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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宜都市装卸
运输总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
320000512138566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五十万元、出票人为平南
县焌焯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背书

人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宁乡县晨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中楚亨通玻璃有限公司→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开元汇力农资有限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宜都市装卸运输总公司、付款行为广西平南桂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0月 11日、到期日为 2017年 4月
11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在申报权
利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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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县人民法院

盐山县砼丰源新型建材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河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沧州分行签发的票号31300052/28802785，票面金额贰
万元整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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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盐山县砼丰源新型建材制造有限
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签
发的票号31300052/28802785，票面金额20000元，出票人泊头市
德宝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持票人盐山县砼丰源新型建材制
造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22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日内。四、自公告之曰起至汇票
到期曰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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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火红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0010006320903881
商业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汇
票票面记载：出票日期2015年3月1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9月1
日，票面金额20000元，付款人襄阳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
款人湖北龙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付款人开户银行招行襄阳襄
城支行（行号 308528000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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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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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淮南市方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编号为31300051/
44189427，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吴江市俊成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吴江协腾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吴江，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1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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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瑞润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启东支行营业室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份（票号为
10200052 25657301，金额为叁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启东亚太化工
厂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徐州隆璠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
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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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示催告。该汇
票号码为40200051－27835220，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付
款日期为2017年2月4日，出票金额为4.6万元，出票人江西众和
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通源硅业有限公司，付款人开户银行
为江西安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自公示催告之日
起二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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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埃克森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
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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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广发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汇票号码：
3060005122177110、出票日期：2016 年 10 月 27 日、票面金额：
100000.00元人民币、出票人：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出票人账号：139051515010000825、汇票到期日：2017年 4
月27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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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启东市洪娟建材经营部不慎丢失中国银行沈阳铁西
支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沈阳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3日，票号为0010006223870784，票面金
额为100万元，收款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
启东市洪娟建材经营部。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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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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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的行为无
效。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淄博利豪经贸有限公司因捎票人发生车祸造成火灾，导致
承兑汇票灭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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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公示
催告申请人：淄博利豪经贸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的票据：付款行：
中国工商银行宁夏银川西夏支行营业室，汇票号码：10200052
25604846，出票日：贰零壹陆年柒月贰拾贰日，到期日：贰零壹柒
年壹月贰拾贰日，出票人全称：宁夏隆基宁光仪表有限公司，收
款人全称：深圳市三宝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汇票金额：叁万元整。
申报权利期间：自 2017年 5月 25日至 2017年 7月 23日。自公告
之日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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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票据无效。在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的行为无效。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汉唐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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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陕西省
中医药研究院汉唐制药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为30200053 27007621、票面金额为86640元、出票人
为陕西兴庆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汉唐制药
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汉唐制药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信银行西安分行账务中心、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20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0月20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2017年11月5日期间内。四、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1月
5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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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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