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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视频广告屏蔽软件遭三互联网视频网站起诉
浙江首次开庭审理用软件拦截视频广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本报讯 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
况下，私自回收废旧蓄电池拆解处理
后进行销售，并将处理产生的废水直
接排入下水道。日前，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最
终，法院维持了一审以污染环境罪对
被告人肖某、肖某某分别处以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一年零两个月，罚
金各2万元的处罚。

2014年1月，重庆市渝北区的肖
某、肖某某听说电动车所使用的铅酸
蓄电池含有大量市场价格很高的铅极
板，拆出来卖很赚钱。在金钱的诱惑
下，二人在未办理任何危险品处理手
续的情况下，租赁重庆市沙坪坝区某
厂房开展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业务。
他们首先在汽修厂等地以几十元不等
的价格收购废旧蓄电池，再运至该厂
房内组织人员将所收的废旧铅酸蓄电
池进行拆解。蓄电池中的铅板被拆下
变卖至河南某公司，含有大量硫酸的
有毒有害废水则被直接排入下水道。
2015年7月，二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查，从 2014 年 1 月至 10 月，两人

共非法处置废旧铅酸蓄电池 928.159
吨，排泄有毒有害废水数百吨。渝北
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处肖
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罚金2万
元；判处肖某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
月，罚金2万元。

二被告人不服，上诉至重庆一中
院。二被告人在上诉中认为其行为属
于收售废品，且在2014年10月后未
再处置废旧蓄电池，属于犯罪中止。
重庆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肖
某、肖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
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严重污染环境，
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依法
对二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根据
国家规定，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
废物。二被告人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情况下，在厂房内组织人员将所收的
废旧铅酸蓄电池进行拆解并将其中的
有毒有害废水直接排入下水道，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犯罪行为已实施终
了，犯罪结果已实际发生，不构成犯
罪中止。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
判决。 （黄 琦 杨青烨）

每块铅酸蓄电池含有74%的铅和
20%的硫酸，这两样物质都对生态环境
具有重大威胁。国家早已把废旧铅酸
蓄电池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并
颁布了《铅酸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
我国目前的电池回收再利用技术可以
保证对铅酸蓄电池80%的回收利用率，
较先进企业甚至能够达到98%，足以保

障环境安全。但一些不法分子在高额
利润诱惑下铤而走险，采用电钻放液、
暴力拆解等粗暴手段处置废旧铅酸蓄
电池，严重威胁生态环境。

重庆一中院法官在此提醒，环境
污染犯罪行为一旦实施，将对生态环
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切不可尝
试，否则害人害己。

数百吨毒水直排下水道
两被告人因非法处置废旧蓄电池获刑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时满鑫 通讯员
孙志远）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近
日对上诉人某商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贾某产品责任纠纷案二审公开宣判，判
决驳回贾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由贾某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
23 日，原告贾某在被告某商业有限公
司处购买了“波尼亚意大利火腿”一
份，售价16.9元，生产日期为2016年1
月 23 日，保质期为 1 个月。后贾某以
销售过期食品为由将某商业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并要求退还购物款 16.9
元，支付赔偿金 1000 元、精神损失费
5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提交的
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在被告处购买涉案
商品的事实，因此认定涉案商品系原告
从被告处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
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涉案食品原告购
买时已经超期，应视为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故判决某商业有限公司退

还贾某购物款16.9元、支付贾某赔偿金
1000元。

二审庭审过程中，某商业有限公司
提交两段监控视频，第一段视频显示
2016 年 2 月 23 日中午 11 时 51 分左右，
有一白衣女子有往摆放涉案火腿的货架
上疑似放货的行为；第二段视频显示同
日14时50分左右，贾某来到涉案火腿
货架处，径直伸手拿起涉案火腿，观看
片刻，把火腿放回货架，掏出手机开始
录像。二审庭审中，某商业有限公司申

请相关证人出庭，证明青岛波尼亚食品
有限公司未给某商业有限公司配送
2016年1月23日批次产品。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以造假的
方式打假”是违法行为，其性质等同于

“打假”的客体，甚至可能构成诈骗或
敲诈勒索而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对“以
造假的方式打假”支持，将会造成社会
诚信体系的破坏。贾某未经寻找、挑
选，一伸手即能拿到过期的火腿，根据
商场监控视频，其具有“以造假的方式
打假”的重大嫌疑。结合波尼亚公司派
送货物管理系统明细，可以证实涉案火
腿并非某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故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疑似以造假来“打假”男子诉讼请求二审遭驳回

本报杭州8月30日电 （记者 孟
焕良）“乐网”APP作为“广告拦截神
器”，一度为视频爱好者带来福音。今
天上午，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原
告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原告
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起诉
杭州硕文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两案。硕文公司正是“乐网”开发运营
商，其已是第二次在法庭上迎战视频网
络“大咖”。8月28日，该院刚刚开庭
审理优酷运营者诉硕文公司不正当竞争
案。这是浙江首次审理利用软件过滤视
频广告的知识产权案件。

优酷、腾讯、搜狐视频网站
状告“乐网”

随着视频网站的蓬勃发展，视频网
站的点击率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集
聚大量人气的热门视频网站成为广告商
竞相追逐的对象，在片头捆绑广告也成
为常态。

为改善用户体验，软件提供“屏蔽
视频广告”的功能，受网民欢迎，但对
依赖广告收入维持经营的视频网站造成
生存威胁，由此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是网络侵权审判中的新类型案件。

作为“优酷”、“腾讯视频”与“搜
狐视频”的运营者，三家原告公司分别
诉称：其系中国领先的视频门户网站，

拥有数量众多的正版高清影视频道，其
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网站、
APP中以及视频节目片头和中间播放少
量、短时广告而收取广告费；二是用户
开通会员观看无广告视频节目而支付的
会员费。这两种商业模式作为提供免费
高清视频节目的收入来源。

2017 年 3 月 15 日，三原告发现，
被告硕文公司开发的一款APP“乐网-
广告拦截，视频广告过滤、应用、网页
广告屏蔽神器”，以“唯一有效拦截全
网热门视频APP广告，从此不用傻等1
至2分钟”等进行宣传。用户安装该软
件后，可以完全跳过视频广告而直接收
看节目。

三原告均认为，该软件破坏了其经
营收入模式，损害了其合法利益。遂各
自诉请判令被告赔偿损失100万元、合
理支出6万元。

被告抗辩：“免费视频+广
告”商业模式没有合法法益

庭审中，被告硕文公司抗辩：“原
告以免费视频作为幌子，强制用户长时
间观看片头广告，违法在先。被告单纯
提供一款多功能乐网软件的行为不构成
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被告认为，新实施的广告法规定，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

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
关闭。而原告视频片头广告冗长，且根
本没有关闭标志，不可一键关闭，其
行为不存在合法法益。同时，“免费视
频+广告”的模式并非视频行业唯一模
式，在不断演化中也可以被新的商业
模式颠覆。全球知名视频网站都不是
通过“免费+广告”模式盈利的，故其
合理性并非不容置疑和挑战，应交给
市场和消费者进行评判，无需司法特
别干预。

对此，原告认为，原告网站有大量
采购和原创的影视节目，由于免费提供
给用户，用户需要提供对价，弥补原告
付出的成本，原告经营模式也是视频行
业通行的，其合法权益受到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保护。

激辩：屏蔽行为是否符合
“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

对于原告指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利用软件拦截广告，是否符合互联
网竞争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
双方展开激辩。

原告认为，被告软件的唯一功能是
拦截视频广告，其拦截行为不具有正当
性。虽然其技术是中立的，但行为违
法。

而被告则认为其针对互联网上各种

恶意广告的骚扰，基于消费者利益，技
术上进行拦截。即使按照“非公益必要
不干扰原则”，针对不能一键关闭的广
告进行屏蔽，节约了用户的带宽、流量
和时间，屏蔽行为具有公益性。

被告说，目前市场上视频广告屏蔽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流量分
析，识别广告请求并进行屏蔽，没有视
频搜索和播放功能。另一种是通过破解
视频网站视频资源获取技术，实现类似
的视频播放 APP 或客户端，只播放正
常视频而不播放广告。乐网软件的工作
原理属于前者，与既往判决中涉及的其
他广告拦截、屏蔽软件的工作原理不
同，没有对他人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攻击
性的行为，没有将流量和用户吸引到被
告的产品、服务和网站，更没有通过被
告的乐网软件来播放视频节目和广告以
分流原告的用户和流量。

对于被告的公益之说，原告认为，
被告目前在国内是免费安装，但其投资
主体在国外有盈利模式，即通过与广告
代理联盟签署协议，拦截广告的公司根
据是否付费来决定拦截何种广告。“乐
网”将来不排除这种盈利模式。

由于三起案件涉及诉讼双方竞争
关系与竞争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及互联
网环境下视频服务市场竞争秩序的建
立与维护等复杂问题，法庭将择期宣
判。

本报淮南8月30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刘凤玉） 今
天，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一起
合同纠纷作出二审宣判，寿县正华肛肠
专科医院（以下简称正华医院）因出租
内部科室营利，被判对“承租人”经营
期间的负债承担还款责任。

正华医院为经民政部门登记的非企
业法人，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2016
年1月1日，正华医院与来自福建省莆
田市的林某签订承包合同，将医院男
科、皮肤科等部分内部科室承包给林某
经营，收取承包费用。后该承包行为被

卫生管理部门查处，认定为对外出租内
部科室开展诊疗活动，从而作出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部分诊疗科
目的行政处罚。双方承包关系也宣告终
止，林某带着医疗设备撤离医院。林某
在承包经营期间，请寿县众诚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诚公司）为医院制作广
告，拖欠广告费用8万元。经众诚广告
公司事后催讨，林某个人出具欠条。众
诚广告公司将林某和医院一并起诉至寿
县人民法院。

正华医院认为，其与林某是内部承
包关系，根据合同约定，林某经营期间

产生的债务由其自己负担。一审法院
认定，林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
判令正华医院应当承担给付欠款的责
任。宣判后，正华医院不服，提起上诉。

淮南中院经审理认为，正华医院出
租科室给林某从事诊疗活动以营利。
这种行为既明显悖离了医院作为非营
利性法人的性质，也违反了法律强制
性规定。同时，因该出租行为具有违
法性，一旦被查获就会受到行政处
罚，必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庭审查
明林某对外均是以正华医院的名义从
事诊疗活动。因此，第三人完全有理

由相信林某系正华医院工作人员。同时
众诚公司制作的广告牌上均显示“寿县
正华医院”的字样，无法看出与林某个
人有任何联系。即使林某的行为为无权
代理，林某前往众诚公司制作广告时由
正华医院法定代表人的儿子陪同等情
况表明，正华医院对林某以正华医院
名义做广告的行为是明知的，其在明
知情况下不做否认表示，应视为同
意。至于在经催要欠款的情况下林某
个人出具欠条等行为，系事后行为，
不能代表在订立合同时众诚公司即认
可该债务属于林某个人债务。综上，
众诚公司有理由相信林某代表的就是正
华医院，林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林
某与正华医院的合同只能对内具有约束
力，不能对抗不知情的众诚公司，正华
医院应该承担支付众诚公司8万元广告
费的责任。

为营利 医院租科室给“莆田系”
不曾想 承租人负债要由医院偿

本报讯 （记者 姜郑勇 通讯员
杨茜）近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采用庭审直播方式公开审理了雅安市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某犯非
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一案，并当庭
宣判。

本案是雅安中院被确定为重大环
境资源犯罪案件提级管辖试点单位以
来的首例提级管辖案件。部分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受邀旁听了案件庭
审。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通过
提供红豆杉树样品、承诺以高价进行购
买的方式指使王某等人在雅安市汉源县

宜东镇组织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
杉5株，并雇请车辆将采伐的红豆杉实
施转运，在运送过程中被公安机关当场
截获。所查获的木材经鉴定为红豆杉，
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张某在案发后具

有认罪、悔罪表现，在本案审理期间购
买红豆杉树苗 2000 株，并准备进行补
栽补种。

根据张某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雅安
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
元；同时，责令被告人张某通过补种红
豆杉树苗的方式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
修复。

雅安法院首例提级管辖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宣判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31日（总第7112期）

本院于 2017年 2月 6日受理的上海电光器件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于 2017年 6月 23日作出（2017）沪 0112破 2-1号民事裁定书，宣
告上海电光器件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
9月 19日裁定四川金旭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并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指定四川正誉正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四川金
旭矿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四川金旭矿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四川金旭矿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长虹大道中段 110 号三单元十楼
七号；联系人：黄小惠、何云鹏；联系电话：0816-2326805、
13981175716）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
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四川金旭矿
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四川金旭矿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20日 9时 30分在江油市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四川]江油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裁定受理天津市龙海君华商贸有限
公司申请天津市隆利德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
津市亚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天津市隆利德商贸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天津市隆利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1月
3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天津市南
开区科研西路与航天道交口科技广场售楼中心二楼；邮政编码：
300192；联系电话：022-27406888），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隆利德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
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裁定受理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本院于
2017年8月22日分别裁定受理杭州凯斯渤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与杭州法保曼玻璃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2017年8月22日，
本院根据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杭州金桥
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凯斯渤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杭州法保曼
玻璃机械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浙联律师
事务所担任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凯斯渤尔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与杭州法保曼玻璃机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杭州金桥玻
璃有限公司、杭州凯斯渤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杭州法保曼玻
璃机械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2017年9月26日前，向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居街226号2楼203室；邮
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13989487517,13018989202）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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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金桥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凯斯渤尔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与杭州法保曼玻璃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上述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9
月 28日 14时 30分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3号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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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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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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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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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山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8

月 7 日裁定受理浙江山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7年 8月 9日指定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浙江山正
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年 9月 30日前向浙江山
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

县红星街道金鹤路 9号；邮政编码：323500；联系人：洪晓，联系
电话：15700085726；娄丽伟，联系电话：13575375003）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
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
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浙江
山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
山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山
正畲药药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时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名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8

月 7 日裁定受理浙江名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7年8月9日指定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浙江浙江名
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9月30日前向浙江名
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红星街道金鹤路 9号；邮政编码：323500；联系人：洪晓，联系电
话：15700085726；娄丽伟，联系电话：13575375003）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
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浙江名龙医药包装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名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名龙医药包装有限公司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10月10日下午15时在景宁畲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蒋远彬的申请，于2017
年7月3日作出（2017）渝05破申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
靖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
2017年8月14日指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担任本案管理人。重庆靖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
年11月23日向重庆靖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
市渝中区解放碑世界贸易大厦 30 楼，联系电话:15998991462/
18680773439，联系人：薛敏、荣渝龄]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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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重庆靖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重庆靖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12月 8日上午 9点 30
分，在本院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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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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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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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寿光市盛泰机械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建行邢台新兴
东大街支行于 2017年 1月 18日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为00100064 20032104票面金额为41780元，出票时间为2017年
1月18日，到期日2017年7月18日，出票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票面付款人开户银行建行邢
台新兴东大街支行，由该申请人持有该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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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九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建行邢台

新兴东大街支行于 2017年 1月 18日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为 00100064 20032157 票面金额为 25000 元，出票时间为
2017年1月18日，到期日2017年7月18日，出票人冀中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收款人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票面付款人开户银行
建行邢台新兴东大街支行，由该申请人持有该票，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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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鞋用化工市场菲奥纳化工店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
载：票号30500053 27370890，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21日，票面
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大盛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裕丰
电气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许昌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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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联泓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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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记载：票号
30500053 27372796，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21 日，票面金额
为 100000元，出票人长葛市东之风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许昌
思维时代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许昌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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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蒋正才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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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正才 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10300052/26704671、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7 年 1月 17日、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7月
17日、出票人张家港市锦丰城镇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
港市锦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锦丰支行、持
票人为申请人。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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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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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永州 8月 30日电 （记者
曾 研 通讯员 黄卫红）今天，湖
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
理了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
台长兼经营与产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罗
毅（副厅级）涉嫌贪污、受贿、非法
经营同类营业一案。

被告人罗毅，湖南广播电视台原
党委委员、副台长兼经营与产业管理
委员会主任 （副厅级），曾任湖南人
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总监、副台长、
台长、党委书记，湖南广播电视台党
委委员、副台长兼广播传媒中心党委
书记、主任。因涉嫌贪污罪、受贿
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经郴州市

人民检察院决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被刑事拘留；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决定，同年10月10日被逮捕。

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永检
公诉刑诉［2017］36 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罗毅涉嫌贪污罪、受贿罪、非法
经营同类营业罪，于2017年7月7日
向永州中院提起公诉。

为保证该案依法公开公正审理，
保障人民群众对审判公正的知情权、
监督权，该院认真组织了前来旁听的
社会各界人士、被告人家属等 90 余
人入庭旁听。本案判决结果将在庭审
结束后，由合议庭充分评议，择日进
行公开宣判。

涉嫌贪污、受贿、非法经营同类营业

湖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出庭受审

图为庭审现场。 黄卫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