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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 2月 8日电 （记者
闫继勇）今天，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苏省委
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
受贿一案。本案由菏泽中院院长张正
智担任审判长，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王金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
云峰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3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李云
峰利用担任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研究
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秘
书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规划
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直接或通过其亲属及特定关系人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77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李云峰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李云峰进行了最后陈
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
一审被控受贿1477万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2 月 7
日上午，甘肃省兰州新区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常进元等 14 名被告
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破坏生产经
营、职务侵占、受贿、妨害作证、非
法倒卖转让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农
用地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常进元通
过不正当手段先后当选兰州新区中川
镇华家井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

记，在此期间拉拢培植亲信，安排其
亲信担任村支书、社长等职务，其做
事独断专行，随意殴打对其不满的群
众；通过指使上述人员阻拦村民建
房、管道施工等方式，迫使相关人员
和单位向其“送礼”，大肆敛财，实
施敲诈勒索；长期把持村两委，架空
基层组织，将土地以村委会名义违法
进行转让、倒卖，破坏农用地进行挖
砂取土获利；将村民集资款在其团伙

内私分，侵占集体财产；为泄私愤，指
使成员采取堵门、挖路，破坏正在生产
的企业供电设备等手段，逼迫企业缴纳
所谓“赞助费”，为其个人及团伙渔
利。常进元等人在华家井村称王称霸、
欺压百姓，严重破坏了当地村民的生
产、生活秩序，属于典型的“村霸”恶
势力。公诉机关认为，对常进元等人应
分别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破坏
生产经营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非

法倒卖、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具体事实
进行举证、质证，对案件的事实、证
据、法律适用及量刑等发表了意见，进
行了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

兰州新区部分人大代表、60 余个
村的村两委成员及各界群众等200多人
旁听了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本报荆门 2 月 8 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
院依法对郭华等 29 名被告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
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郭华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
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
罪，赌博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

易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
枪支、弹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
拘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
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判决被告人杨玉琴、周学荣、
陈鹏、郭勇、袁军等 28 人分别犯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
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
罪等，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至
十六年不等，其中对杨玉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被告人均并处

一定数额罚金。
京山法院认为，被告人郭华伙同多

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人数
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
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
活动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具有很强的经
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
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3起
故意伤害、2起聚众斗殴、10起寻衅滋
事、10 起非法拘禁及敲诈勒索、强迫
交易、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行贿、开设赌场、赌博等犯罪，还

实施违法行为14起，造成1人重伤、7
人轻伤等严重后果，并利用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
荆门地区赌博圈子形成重大影响，严
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该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黑社会
性质组织。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
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各被告人的亲属和各界群众共200
余人旁听了宣判。

湖北京山法院一审宣判一起重大涉黑犯罪案
郭华等29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至一年不等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兰州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村霸”恶势力案
14名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等数罪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 为完成催收工作及赚钱牟
利，陈某向钟某、章某非法购买公民个
人信息，随后倒卖给他人。近日，广东
省大埔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
判，陈某、钟某、章某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处罚金4000至6000元不等。

2016年1月，在某通讯公司上班的
钟某，接到了一名自称是催收公司业务

员陈某的电话，催他在限定日期归还信
用卡欠款，不然会找他麻烦。钟某因欠
了几家银行的钱，数额较大，无力按期
还钱。陈某就用电话联系了钟某，威逼
利诱，让钟某帮他查客户资料。陈某通
过微信把要查客户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码
发给钟某，钟某再趁自己值班，无人监
管时，通过公司内网帮陈某查客户资
料，之后拍照发给陈某。陈某收到信息

后再按每条30元至100元不等的价格通
过微信转账给钟某。后来，为了防止被
公安网管部门查到，警惕的陈某让钟某
用WhatsAPP或超信聊天软件发送客户
信息。陈某把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
一小部分用于自己的催收工作，大部分
信息再转卖给他人，从中获利。

同年6月，章某通过朋友介绍，认
识了陈某。在一次微信聊天中，陈某知

道了章某在某通讯公司上班，便主动提
出向章某购买通讯公司内部系统中机主
的相关信息，章某因吸毒需要大量资
金，便同意了。至 2017 年 7 月 19 日，
钟某和章某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机主
信息、机主定位、通话清单等公民个人
信息出售给陈某，其中机主信息 2765
条，机主定位信息291条，通话清单8
份，从中获利11000余元，陈某倒卖信
息获利8500余元。

大埔法院经审理认为，3名被告人
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其行为
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
予以惩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黄义涛 古俏聪）

利用催收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三被告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并处罚金

本报合肥 2 月 8 日电 （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段贤尧 王 鹏）
违反交通法规在市区行驶的货车，遇
见交警查控居然溜之大吉，直到追尾
才停下，面对交警部门的依法调查，
司机不仅拒不下车，还拿起铁棒向正
在执法的协警砸去。今天下午，安徽
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
进行宣判，一审判决潘某犯妨害公务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2017 年 7 月 10 日上午 7 时 30 分
许，被告人潘某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
车沿合肥市四里河路由南向北行驶到
该交口时，因违反货车禁止在合肥市
二环路以内行驶的相关规定，交通协
警程某上前要求潘某出示驾驶证和行
驶证。潘某拒不配合，程某遂呼叫交
警姚某前来处理。谁知，潘某见路口
绿灯亮即趁机驾车离开，姚某随即带

领程某驾驶执法车辆追赶，要求其停
车接受检查。并呼叫前方交口的协警
协助拦停该违章车辆。潘某驾驶的货
车行驶大约3公里后，与同方向行驶
的小型客车相碰，停在了路口。

交警姚某等人到达后多次要求潘
某熄火下车接受检查，其拒不配合，
并试图继续开车逃窜。于是交警对其
使用催泪喷射器，潘某摇起车窗，仍
拒绝下车接受检查，程某又用警棍敲
打车窗玻璃要求他下车。紧接着，潘
某拿起车上的铁棍下车追打程某，致
其受伤。经医院诊断，程某右手食指
开放性骨折，右手食指伸肌腱断裂。

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遇事不能
冷静处理，采取暴力方法阻碍、攻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
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应依法惩
处。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抚州2月8日电 今天，江西
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首例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时军、黄
任生被判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8万元，
在焚烧危险废物的现场和周边 40 余亩
土地上进行植树造林，并养护3年；对
涉案全部危险废物及其残渣依法进行无
害化处置，并承担已经发生的鉴定费、
危险废物处理费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被
告时军、黄任生共同商议决定，采用焚
烧方法从废旧电子元件中提取金属出
售，谋取非法利益。5 月 10 日至 16
日，二被告分别从赣州、广东收购3车
废旧电子元件共计 113.44 吨。5 月 25
日，二人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未办理任何环保手续的情况下，雇

人采用柴油引燃的方式在桐麻坑山场厂
棚内直接焚烧收购来的废旧电子元件。
因焚烧废旧电子元件挥发有害气体，致
附近多名村民因连日吸入有害气体入院
治疗。后因群众举报，有关人员将仍在焚
烧的废旧电子元件进行灭火作业，资溪
县环保局将未焚烧的废旧电子元件及焚
烧后的残渣进行了清理、包装和扣押。

经过磅称重，未焚烧的废旧电子元
件重 46.17 吨，扣除包装袋净重为 45.8
吨，非法焚烧造成残渣50.47吨。经核
算，时军和黄任生非法处置的危险废物
重量为 67.27 吨。经资溪县环保局认
定，已焚烧的电子元件残渣 50.47 吨、
未焚烧的电子元件45.8吨都属于《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 中类别 HW49、代码
900-045-49的危险废物。

经检察机关委托鉴定，二被告焚烧

危险废物造成了一定的大气环境损害，
焚烧残渣和未焚烧的危险废物后续处置
需支付一定数额的处置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时军、黄任
生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在未
获得处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采用焚烧的方式非法处置有毒危险
废物67.27吨，直接向大气中排放有毒
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法院同时认为，公益诉讼人依据司
法鉴定意见确认二被告焚烧危险废物造
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68.62万元不
准确，鉴定意见采用的是虚拟治理成本
法计算，对焚烧的电子垃圾并未区分燃
烧的时间和程度。根据电子垃圾的具体
焚烧程度等实际情况，综合酌情认定

本案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 16 万元，
其中8万元由二被告缴纳至本院指定的
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账户用于开展替代
修复，8万元由二被告自行用于电子垃
圾焚烧现场及周边的植树造林和养护。
被告时军、黄任生有关不应承担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
纳。

当天，抚州中院还对这起污染环境
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宣判，认定被告人
时军、黄任生均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
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缓刑一年零六
个月，并各处罚金1万元。对依法扣押
的危险废物及残渣依法没收，予以销
毁。

此前，1月29日，抚州中院环境资
源审判团队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了刑民

“二合一”公开开庭审理。时军、黄任
生当庭认罪、悔罪，当庭请求让其请有
资质的厂家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法庭
上，时军、黄任生对造成大气环境污染
是否应承担修复的民事责任提出了异
议，发表了辩论意见。

（葛 明 元春华 周 全）

江西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两被告被判赔环境修复费8万元 植树造林40亩

七旬老太被酒店自动门推倒致残
厦门中院认定老人无过错 酒店担全责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七旬
老太何某欲通过酒店自动感应玻璃门
进入大堂时，被自动门推挤后倒地受
伤，致使右股骨颈骨折，经鉴定构成
十级伤残。何老太向法院起诉，要求
该酒店赔偿其包括医疗费、护理费、
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
的损失共计 12 万余元。近日，福建
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
审判决，维持原判，确认 H 酒店应
赔偿何老太的全部损失7万余元。

H酒店抗辩认为，其在合理限度
范围内已经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不
应承担责任。由于法律并未规定酒店
大门应当如何设置，酒店只需要尽到
谨慎保护义务即可。酒店的自动感应
门从开启至关闭有长达八秒以上的通
行时间，即便是老人小孩通行也完全
没问题。酒店在自动感应门旁边设置
有侧门，何老太腿脚残疾，行动异常缓
慢，可以选择侧门缓慢通行。其未尽审
慎义务，选择错误的方式通过自动感
应门而造成伤害，应承担一定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何老太在
酒店大堂入口处通过自动感应门时被
正在关闭的感应门推倒，有现场监控
视频在案为证。自动感应门只要有人
员正在通过，就应当保持开启状态，
而本案中何老太通过自动感应门时，
该感应门继续关闭以致推倒原告，与
何老太自身行动不便无关。故何老太

所应尽审慎义务并不包括其无法预见
的感应门在有人通过的时候关闭的情
形。H酒店作为涉案自动感应门的所
有人和管理者，应当保证该自动感应
门的正常运行，故 H 酒店应当对自
动感应门非正常运行造成的何老太损
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共计 72421
元。一审宣判后，被告 H 酒店不
服，向厦门中院上诉。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且 H 酒店
并无证据证明何老太对其受伤自身存
在过错，故H酒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二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违规驾车 棒打协警

司机妨害公务被判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法官说法■
本案承办法官在分析时指出，本

案的争点在于 H 酒店是否应对何老
太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H酒店作为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负有以积极行为
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关系的当事
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其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时，应承担
侵权责任。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自动
感应门只要有人员正在通过，就应当
保持开启状态，本案中何老太通过酒
店自动感应门时，该门自动关闭以致
推倒原告并致其受伤，酒店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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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支公司因丢失1张由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3130005136603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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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支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130005136603821、出
票金额50万元，收款人中国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出票人秦皇
岛北方玻璃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0月25日、到期日2018年
4月25日。三、申报权利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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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绿娄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该
票据记载：票号为4020005223510430，票面金额200000元、出票人
为河南翠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豫泰兴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到期日为2018年4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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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绿娄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4020005223510427，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票人为河南翠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
豫泰兴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19 日、到
期日为 2018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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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绿娄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该
票据记载：票号为 4020005223510426，票面金额 200000元、出票
人为河南翠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豫泰兴消防
器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到期日为2018年
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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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庆市亮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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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亮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商业承兑
汇票：汇票号码为：0010006126469657，出票日期：2016年10月24
日，到期日为：2017年 4月 24日，票面金额：57960元，开户行：营
口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付款人：大庆市恒大永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收款人：大庆市亮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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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晋城市奥凯利科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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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晋城市奥凯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
兑汇票，票号 3090005327980854、金额 100000.00 元、出票日期
2017年 10月 24日、到期日 2018年 4月 24日、出票人黑龙江龙煤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黑龙江盛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
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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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号 码 ：

30500053/25525138，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4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11月4日，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金额
2000000元，出票人为睢宁经济开发区威科建设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江苏禹盛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保管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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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作废。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
行为无效。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佳霖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因持有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 41533917，票面金额 500000元整。出票人常柴股份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1月16日、收款人为常柴万州柴油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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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告。本公告期
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30日止。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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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常州市悦皓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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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
悦皓物资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
31865715，面额为77299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29日，出票人
为常州市常蒸蒸发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市常蒸制冷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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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平乡县创岳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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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乡县创岳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 31705965，面额为3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27
日，出票人为常州万意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云昇贸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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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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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种类为银行汇票、
票号为30200043／20386037、票据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申
请人为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北信通通信有限公
司、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付款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新区支行。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4月 20日止。四、自上述申报权利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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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大龙喷织有限公司因将银行汇票放置屋内不
慎被盗，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号码为 31300051 38848915、出
票人为鞍山市和融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
元、付款行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账务处理中心、收
款人为鞍山西沃经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7月27日、到期
日为2018年1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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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大龙喷织有
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1300051 38848915、出票人
为鞍山市和融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元、
付款行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账务处理中心、收款
人为鞍山西沃经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7月27日、到期日
为2018年1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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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因公司保管不善，丢失
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为31300051 44584139、出票人为上海旭
齐福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元、付款行为
锦州银行鞍山分行、收款人为上海鲜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 2017年 11月 28日、到期日为 2018年 5月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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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为 31300051 44584139、出票人为上海旭齐福贸易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元、付款行为锦州银行鞍山分
行、收款人为上海鲜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年 11
月 28日、到期日为 2018年 5月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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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华通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1
张，票据号码3100005124032836，金额人民币柒万零伍佰壹拾伍
元整（￥70515元），出票人青岛安日达门窗有限公司，收款人青
岛奥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9月 26日，到期日
2015年3月26日,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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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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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蓝格赛欧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1张丢失[号码：3100005126187102，金额为人民币肆万陆千元
整（￥46000元），出票人为青岛特锐德高压设备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2017年8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2月18日，收款人为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后背书转让给青岛海岛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后背书转让给青岛乐控电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后背
书转让给蓝格赛欧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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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圣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无效一
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 2017年 12月 26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
系人在2018年1月26日前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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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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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宣告付款人为武
汉市东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汉圣易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汉口银行武昌支行、票号为 42795928、票面金
额为20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月7日、最后被背书人和
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武汉圣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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