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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消费者王某多次购买进口红酒和其
他进口食品后，以商品没有中文标签为
由，向法院提起数百宗诉讼，均要求商
家按购买价十倍赔偿。9月20日上午，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其中一起
案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红酒
没有中文标签，构成标识有瑕疵，王某
有权要求商家退回货款并应同时将案涉
红酒退给商家，但并无证据显示该红酒
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情形或对王某造
成损害，该瑕疵也不会对其购买行为造
成误导，驳回了其十倍索赔的请求。

2016 年 10 月 5 日，原告王某向东
莞市厚街镇某商贸公司购买了4瓶进口
红酒，单价700元，共2800元。上述红
酒外包装并无中文标签。

今年2月16日，东莞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该商贸公司经营上述无中文
标签的进口红酒为由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没收其违法
所得2800元，并处罚款5000元。

今年7月，王某以其购买的上述红
酒没有中文标签属违法为由，向东莞市
第二人民法院状告该商贸公司，要求对
方退回货款2800元，并支付十倍赔偿金
28000元。

商贸公司认为，王某是恶意诉讼，
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请。

庭审中，王某确认其所购买的案涉

红酒并未饮用，并确认其在东莞市两级
法院有类似案件数百宗，自称其已买光
了东莞同类货物，正在陆续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所购买的红
酒虽然经过规范渠道进口，但缺乏中文
标签，存在标识瑕疵，故王某诉请退款应
当予以支持，但王某亦应同时退还案涉
红酒。

关于王某诉请的十倍赔偿。法院经
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有关规定，消费者有权以食品存在

安全问题为由要求商家十倍索赔，但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
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案
涉红酒无中文标签，但王某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该酒存在安全问题，也未饮用，并未
因此造成损害。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商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仅针对该
公司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红酒，并未查
出其存在其他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足以
说明案涉红酒没有中文标签仅构成标识
有瑕疵，而该瑕疵并不影响食品安全。王

某在东莞起诉了多宗类似案件，可见案涉
红酒无中文标签不会对其造成误导，相反
正是其购买原因。因此，法院认定王某要
求商贸公司支付十倍赔偿金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遂当庭作出一审宣判，判令商
贸公司退还货款 2800 元，王某应同时
返还商贸公司案涉4瓶进口红酒，若不
能返还，则按每瓶700元予以抵扣；并
驳回了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报东莞9月20日电）

明知进口红酒无中文标签仍购买

买家恶意“维权”索十倍赔偿被驳回
黄彩华

大理开庭审理一起法官被害案
被告人被控犯故意杀人罪

承办此案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厚
街法庭法官毛宇翔说，消费者对有缺陷
的商品积极维权，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监
督的有效补充，法律并不禁止。但对于
一般消费领域的职业打假，法院会严格
把握好司法准绳。

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
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
为。民法上的欺诈，应当指经营者故意
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
消费者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而对于

知假买假人而言，并不存在主观上受欺
诈的情形。

从打击效果看，由于成本较低，取
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
大型超市和规范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
标识、说明等方面。而该类企业往往是
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
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但对于真正
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
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的打击效果并不明
显。

从目前的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
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
司，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
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
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
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
产品以图再次获利。这些行为已经严
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
费司法资源，不应支持这种以恶治恶的
治理模式。即使是在食品、药品领域，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亦
应慎重处理，如本案中，缺乏中文标签
仅仅属于标识瑕疵，但产品本身并不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亦不会对消费者产生
误导，以此主张十倍赔偿，不会获得支
持。

司法不认可恶意“维权”行为

■连线法官■

本报昆明 9月 20 日电 （记
者 茶 莹 通讯员 王银荣） 今
天上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被告人耿
开成故意杀人案。该案被害人郑建
诗生前系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
姚县人民法院法官。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诉
讼代理人，被告人耿开成及辩护
人等到庭参加诉讼。大理白族自

治州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特约监督员、媒体记者及群众
30 余人旁听了庭审。在诉讼过
程中，被害人的亲属提起了附带
民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了该
案。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被告人耿开成及其辩护
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
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
耿开成进行了最后陈述。该案将
择期宣判。

本报开封9月20日电 原告大
白公司的一次操作失误，让被告翟宁
以明显低于市价的每股 1 元的价格

“捡了漏”，双方因此产生纠纷。今
天，这起“乌龙指”起诉“捡漏者”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在河南省开封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倾力调解下，当
事人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2016 年 5 月 11 日，原告大白公
司原计划将其所有的新三板股票按每
股1元转让给案外人张良，因原告对
交易软件不熟悉，在十一种交易方式
中错选了其他交易方式，本来应该

“一对一”交易，结果由于原告操作
失误，导致该股票出现在本不该出现
的公开市场，让被告薛宁在第一时间
买入 60 万股。后双方未达成一致意
见，原告遂起诉到鼓楼法院，要求撤

销原告与被告发生的股票交易。
对于原告撤销合同的诉求，被告认

为合同有效，自然是不同意。经过开庭
质证，承办法官在了解案件的来龙去
脉后，对双方开展了大量的调解工
作，一开始双方互不信任，调解多次
均不欢而散，但并未有放弃调解的表
示。鉴于此，法官采取“背靠背”的调
解方式，给双方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使双方“面对
面”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

9月20日，经过法官多次反复作工
作，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和解协议，大白公
司同意出资180万元，以每股3元的价格
购买薛宁持有的60万股股票。至此，该
起乌龙交易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

（文中涉及当事人均系化名）
（毛庆昕 马俊利）

本报讯 9月18日，江西省德安县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骑自行车撞人致死
案，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杨某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今年7月14日早
7时40分左右，被告人杨某骑人力二轮
自行车，沿德安县蒲亭镇石桥路左拐
弯进入永兴路，因车速快，操作不
当，将前方横过马路的行人杜某撞
倒，造成杜某后脑着地受伤，经德安
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德
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杨
某在此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
后，被告人杨某及时委托路人报警（受
害人儿子李某也同时报警），并将受害
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在医院接受了公
安机关传唤。

案发后，被告人与受害人杜某家属
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分期赔偿死者家属
人民币 43 万元，取得了死者家属的谅
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
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被
告人杨某交通肇事后及时送受害人前
往医院救治，并在医院等待民警，传
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符合自首的条件，公诉机关认定被告
人构成自首的意见本院予以认可。被
告人杨某于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家
属经济损失，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
解，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
现及其所在社区出具的社会调查评估意
见书，可依法对被告人杨某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

（张 娟）

骑自行车撞人致死
犯交通肇事罪获刑

新三板“乌龙交易”引发纠纷
双方以调解方式结案

本报南阳9月20日电 河南
省西峡县的黄某与他人发生不正
当性关系后，竟以被强奸为由多
次敲诈钱财，还指使其女儿张某
多次冒充公安人员共同敲诈了被
害人 92 万余元。今天，河南省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
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判处被
告人黄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
罚金2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法院
同时判令二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
人丁某经济损失 92.3 万元的终审
裁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冬
天，丁某与刚认识不久的黄某发
生性关系，后黄某以控告丁某强
奸为由，多次向丁某索要现金。丁
某迫于压力多次向黄某付款。同
时黄某还指使自己刚满 20 岁的女
儿张某，以公安人员身份给丁某打
电话，谎称黄家人已控告其强奸，
并要求丁某如想“私了”应向她

指定账户汇款解决问题。自此至
2016年3月案发，丁某交给被告人
张某现金6万元，通过银行多次向
张 某 指 定 账 号 汇 款 共 计 86.3 万
元。丁某实在拿不出钱后报案。

西 峡 县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被告人黄某、张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采取要挟的方法，索
取他人财物，达 92 万余元，数额
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属共同犯罪。在犯罪过
程中，被告人黄某起积极、主要
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张某在犯
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张
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被
告人黄某、张某已敲诈勒索的现
金应依法退赔。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两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南
阳中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

（曾庆朝 张 宇）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章一聪 叶旭耀） 被告人为获蝇头小
利，竟帮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从银行卡上
取赃款。日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被告人金某因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2万元；其涉案非法所得
13300元，予以追缴。

2016年5月，家住湖南的金某经人
介绍帮陈某开车，并帮忙到银行试卡，
只要试试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每个
月就给他1万元工资。当时，心存担忧
的金某并没有答应，直到一个半月后，
利益驱使金某接下了这份工作。

随后，金某便和凌某、刘某等人一
起帮陈某做事。金某每天负责开车，陈
某每天会带他们几个到湖南岳阳周边的

县市区的银行试卡。每次试卡前，陈某
都会在车上将三四张银行卡分发给他
们，并告知密码。“试卡试了半个月左
右，陈某才告诉我们，这些卡里有钱，
然后让我们到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
金某表示，此后，他们便将银行卡里的
钱取出交给陈某。

金某等人每次的银行卡都会有一两
万元，每天取款的金额也不一，最多的
时候，他们一天取了70万元左右。

金某深知陈某安排他们这样的取款
方式很不正常，也明白这些钱的来源肯
定有问题。但金某仍多次在湖南省岳阳
市及周边城市的银行帮忙取现，再存入
陈某指定的账户。截至 2016 年 8 月 17
日，金某等人总共取现达 300 余万元，
其本人从中非法所得13300元。

法院同时查明，被害人祁某被人以
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方式电信诈骗
201万元，部分被诈骗的赃款通过流转
后，36 万元进入古某控制的银行卡
内，其中28万元被金某等人于2016年
7月20日在湖南省常德市交通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的ATM
机取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金某明知
是犯罪所得仍合伙帮助窝藏、转移，数
额达 300 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属情节严重。但考
虑金某在共犯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可
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同
时，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
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法院遂作出如上判决。

为虎作伥！竟帮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取赃款
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获刑三年

母亲以被强奸为名索要钱财
女儿冒充公安人员协助敲诈

通过微信QQ卖香烟
构成非法经营罪获刑

本报讯 福建省一小伙张某未
获烟草专卖许可，通过利用网络微
信、QQ等方式与他人交易并邮寄
发货，非法经营香烟数额 24 万余
元，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而
被公诉。近日，安徽省舒城县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非
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非法
所得 10 万元，予以依法没收，上
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
至 11 月，被告人张某通过 QQ 聊
天软件结识吴某 （已判决），并在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
下，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吴某出售
白盒装“金皖”烟、硬盒装“中
华”牌香烟，吴某通过中国建设
银行账户、民生银行卡账户和

“支付宝”软件支付张某购烟款14
万元。后吴某、欧某 （已判决）
通过QQ、陌陌、微信等软件将从
张某处购进的香烟在合肥、舒城
等 地 对 外 销 售 ， 并 从 中 牟 利 。
2015 年 10 月初的一天，张某通过
吴某结识刘某 （已判决）。同年10
月22日起至12月，张某即在无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通

过邮寄的方式向刘某出售白盒装
“金皖”烟、硬盒装“中华”牌香
烟，刘某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陆续转账累计 10 万余元购烟款至
张某提供的银行账户。后刘某将
从张某处购进的香烟对外销售，
并从中牟利。案发后，被告人张
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向公安机关退缴非法所得 10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
某违反国家烟草专卖法律法规，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
可，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扰乱
市场秩序，张某非法经营数额 24
万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
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张某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退缴非法所得 10 万
元，当庭自愿认罪，构成自首，具
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决定
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无前科劣
迹，通过社会矫正评估，可以适用
缓刑。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性质、量刑情节及社会危害
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武新邦 方 芳 赵 婷）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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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吴江市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00100041/20881561，票面金额为20000元，申请人为吴江市水利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常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票
行为建行吴江平望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6
年 12 月 29 日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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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南通鑫基置业有限公司因 编 号 为 00100041／
20885962、票面金额100000元、付款人苏州吴林园林发展有限公
司、收款人南通鑫基置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一份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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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鼎立冷暖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
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被盗，票号为 31400051
30110448，票面金额1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环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12月15日、收款人为常州市康泉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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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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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重庆航宇金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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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重
庆航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
31146342，面额为 2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 3月 8日，出票人
为常州常荣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市裕晟塑业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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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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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武汉世标机电紧固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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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武汉世标机电紧固件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 28482852，面额为 1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6年 4月 8
日，出票人为常州裕腾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市正宇汽车电
器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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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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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丹阳市开发区新沃建材经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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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丹阳市开发区新沃建材经营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 31706465，面额为 2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 6月 5
日，出票人为常州万意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云昇贸易有限
公司，出票行为江南农商行新北支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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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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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银行常州分
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10400052
27880164，票面金额50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滨湖生态城建设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月11日、收款人为常州市兴农建设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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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银行常州分
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10400052
27880178，票面金额50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滨湖生态城建设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月11日、收款人为常州市兴农建设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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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银行常州分
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10400052
27880180，票面金额50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滨湖生态城建设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月11日、收款人为常州市兴农建设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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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利害关系入应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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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银行常州分
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10400052
27880186，票面金额50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滨湖生态城建设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月11日、收款人为常州市兴农建设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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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万龙飞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于2017年8月3日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载：出票日期
为2016年12月1日，票面号码为40200051／28095159，出票金额为贰
万元整(￥20000.00)，出票人洪宇建设集团公司，收款人九江华力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付款行九江农商银行营业部，最后权利人为万龙飞。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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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大牛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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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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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票
号3130005229531908，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山东
龙腾竹泉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市天泰华融商贸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威海市商业银行临沂分行，出票日期为2017
年1月24日，到期日为2017年7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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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日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7日、汇票号码为 32000051/21560798、
票面金额为 3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7日、出票人为
乐清市汇发电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华尔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于201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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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
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宿迁市东升颜料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票据记载：号码为 31300051/43671404、票面金额人民币 57618
元、出票人浙江酷卡琪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永康市铝鑫工具有
限公司、持票人宿迁市东升颜料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
年5月27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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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武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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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告申请人：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的票号为
30100051/25454710，出票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
7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月24日，出票行为交通银行绍
兴新昌支行，出票人为新昌县义昌福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
江五峰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杭州万洲棉花有限公
司、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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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西千汇药业有限公司所持攀枝花市商业银行成都
科华支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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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0052 25396140，
金额为 18600元，出票人为成都市蓉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山西千汇药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3月16日，到期
日期为 2017年 9月 8日。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年 11月 13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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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省太和县华信网业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无效
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17年5月14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
人在75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
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一、宣告浙商银行重庆分行会计核算中心的一张票号
为 31600051/21031299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28日，出票人为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重庆驰洋物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商银行重庆分行会计核算
中心，出票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到期日为2017年4月28日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安徽
省太和县华信网业有限公司有权向付款行请求付款。公示催告
申请费100元，由申请人安徽省太和县华信网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通州区平东平润
建材经营部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
号为 31300051/41675984，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6
年 11月 28日，收款人为南通通州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开发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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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8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通州区平东平润建材经营部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41675984、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的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通州区平东平润建材经营部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申请公告催告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