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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订 餐 的“ 高 富 帅 ”
□ 本报记者 程 勇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汪建民

当一个身高 1.78 米的男士，身穿笔挺的黑色西服、崭新白衬衣，打着庄重的银灰色领带，搭配着近乎完美的身材，皮鞋锃亮地从高档商
务车里出来，你会怀疑他“高富帅”的身份吗？会将他与“诈骗犯”联系起来吗？就是这样一个“高富帅”，因为和同伙合伙在旅游景点行
骗，被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如今已走进了高墙。

慕伟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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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助理的“高富帅”

1984 年出生的章某初中毕业即外
出打工，第一份工作在餐馆学厨，
由于怕
脏、怕苦、怕累、怕热，章某放弃学厨艺，
餐馆老板见他形象好，就安排他到前台
招呼客人点菜、收拾碗筷。在餐馆打工
近一年时间，
章某觉得没有新鲜感，便离
开了餐馆。因没有一技之长，章某频繁
地换工作，经常入不敷出，为了来钱快，
于 2007 年、2011 年、2015 年先后三次因
抢夺罪、盗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九个月和一年。
“三进三出”后，章
某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与志趣相投的朋
友李某、赵某在一起磋商骗术，总结骗
技。
三人在网上学习了各种骗技，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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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下手对象

第一次实施诈骗，章某心理还是很
紧张，为了提高诈骗的成功率，在寻找
行骗对象时，章某会进行评估。章某提
出以他熟悉的行业——餐馆作为诈骗对
象。李某、赵某听后对章某的想法产生
怀疑，章某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要选择
开张时间不长、生意还可以的小餐馆，
这
样的餐馆老板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好，
他心里想的只是赚钱，由于开张时间不
长，没有遇到死账、赖账，更不会遇到骗
子，他们警惕性比较差，很容易得手。
“我
在餐馆打工近一年时间，餐馆里从买菜、
洗菜、点菜到饭菜做熟端上桌，整个流程
我非常熟悉，
每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我

3

想去，达成共识，决定利用他们的“长处”
实施诈骗，借助章某高大帅气、俊朗的外
表，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以及出手阔绰的
演技，三人“抱团”诈骗。为抱紧团，三人
磕头结拜兄弟，于是一个以章某为核心，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流水作业的诈骗团
伙出现了。为了装点脸面，章某将其姐
姐的商务车借来作为自己的专车，由章
某扮演“高富帅”，李某扮演章某的助理，
赵某为专用司机。为了提高骗技，三人
做足“功课”，在网上学起了心理学，分析
不同人群的心理，他们知道人都有贪图
小便宜的弱点，总结出人的弱点就是防
守最薄弱的地方，是最容易攻击的地方，
也是实施诈骗的最好切入点。

可以掐秒算出来，
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行
骗的最好时机。
”
三人中，
仅仅章某读完初
中，李某、赵某初中没毕业就走上社会，
加之章某比他俩高大帅气，听到章某讲
出的理由头头是道，李某、赵某对“三
进宫”的章某深信不疑。
在实施诈骗的“剧本”设计上，李某、
赵某完全听从章某的。通过事先踩点，
他们选择了某旅游景点的一个小吃店，
章某根据这个旅游景点的人流情况，决
定以买红酒进行诈骗，同时设计好进出
路线。然后三人模拟行骗场景“练兵”，
将行骗链条一环扣一环，严密衔接，反复
彩排，直至看不出破绽为止。

设计订餐“连环套”

2014 年 7 月 31 日早上 6 点，章某、
李某、赵某开车来到某小吃店。利用早
上 7 点至 8 点店内吃早餐人员比较多的

时机，三人仔细观察店内的情况，熟悉
情况后，三人设计订餐“连环套”，并
在车上演练了几次。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水城县弘辉洗煤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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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县弘辉洗煤厂。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票码02944697，票面金额10
万元，出票人晋江南方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双轮化纤有限公
司，付款行泉州市商业银行青阳支行，现更名为泉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晋江青阳支行，出票日期2008年7月7日，汇票到期日2009年1
月7日，票据已转让[转让单位依序为漳州市惠华恒威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银翔摩托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骏龙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重
庆可望机械铸造厂、水城县弘辉洗煤厂]。三、申报权利的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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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挚驱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南海农村商业银行支
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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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挚驱电气有限公司。二、公示
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40443037257248、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18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10944 元、出票人为阳西博德精工建
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佛山市强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为深圳挚驱电气有限公司的南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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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东高升家具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1张（票据记裁：支票
号码：3140443040481916、票面金额：58978元、付款人：广东高升家
具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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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瑞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010005124218956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8362元，
出
票日期为2017年8月24日，
出票人为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收
款人为淄博伟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支付行为交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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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瑞恩电子科技有

上午 9 时许，店内清静下来，三人
开车来到小吃店，赵某将车停在小吃店
正门口，赵某停车时故意按了一下车上
的喇叭，以便引起店老板的注意。当店
老板王某探头出来看时，李某手里拿着
包，迅速下车为章某开车门，西装革履
的章某下车后径直走进小吃店，一进店
就问：
“谁是老板？”
看到这样一位派头十足的“高富
帅”来到自己的店里，店老板王某连忙
招呼三人坐下，老板娘薛某又是倒茶又
是递烟。
“我看你这是新开的店，店里很干
净，服务态度也好。今天我要接几位老
板吃饭，有十七八人左右，不知你店里
能否搞得好？”章某先是对小店的卫生
和服务态度进行了表扬，以此拉近与店
老板之间的距离，接着欲擒故纵，吊起
王某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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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配合同时行骗

“店老板，让小李陪着你一起出去
买红酒，买 8 瓶，这个红酒有点贵要多
带点钱。”章某按“剧本”套路安排李
某同行。
“我带 12000 元钱买酒、买菜，够
不？”为了表示诚意，店老板王某将店
里所有的现金都拿上，与李某一同出去
采购。
看到两人出门了，赵某说把车子挪
一下，不能挡在餐馆门口。
章某坐在店里喝茶，和老板娘薛某
聊了起来：“如果今天生意谈得好，我
们在这个地方最少要呆 3 年，以后会经
常来你店里就餐。”章某通过聊天想进
一步激发老板娘薛某做好今天“订餐”
生意的愿望。
“只要你们来，我肯定让你们吃得
满意。”老板娘薛某极力想抓住这个赚
钱的商机。
这时章某的电话响了，“章总，我
们十分钟到，今天天气太热，多准备点
西瓜、红牛饮料。”这是赵某躲在车里
冒充要来吃饭的老板打电话给章某。
“忘了叫他们买西瓜、红牛饮料，
把你老公电话告诉我，我打电话告诉
他。”章某对老板娘薛某说，事情的发
展完全按章某设计的“剧本”往前走。
王某的电话很快被拨通：“客人十
分钟就到了，还要买西瓜、红牛饮料，
先把西瓜、红牛饮料送回来。”章某急
切地说，并把电话交给老板娘薛某，薛
某通过电话催王某“客人马上就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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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西瓜，喝红牛饮料，赶快把这两样
送回来，免得客人在店里空坐着”。
章某接着拨通了李某的电话：“搞
快一点，曹总他们十分钟就到，曹总要
吃西瓜，喝红牛饮料，以最快的速度送
回来。
”
李某接到电话后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劲地催王某：“曹总是大老板，如
果今天把曹总招呼好了，以后我们可以
在这里做 3 年生意，可以经常照顾你餐
馆的生意。
”
为了不引起王某的怀疑，李某故意
说“你去买高档的红酒，我去买便宜的
菜、西瓜和红牛饮料，分开买，这样快
一些。
”
接到客人和自己妻子电话催促后，
此时的王某没有时间仔细思考，直觉告
诉他，订餐的有 2 人在自己店里等着，一
个人还和自己在一起买菜，他们三人今
天的订餐肯定没有问题。王某对李某
说：
“你对我们这个地方不熟悉，
买菜、西
瓜和红牛饮料要去三个不同的地方，要
很长的时间，
还是你去买红酒吧！”
“好，那按照你的安排来，我去买
红酒。”李某匆匆走出几步后，转身喊
道：“我的钱包掉在你的店里，没带钱
怎么买红酒？！
”听李某说把钱包掉在自
己店里，王某更加对李某放心。于是问
“买红酒要多少钱？”李某说：“买菜不
需要很多钱，主要是买红酒贵。”王某
拿出 2000 元，将其余的 1 万元钱交给李
某去买红酒。

得手后迅速离开

李某拿到钱后，径直走向了卖红酒
的商店，
王某有点不放心，
在后面跟了过
来，上前对卖红酒的售货员说：
“可不可
以先拿酒，晚点再过来结账？”售货员要
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李某知道店老板王某对自己不放

限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3010005124218956、
票
面金额28362元、
出票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背书人淄博伟
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持票人中山市瑞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付款期限
201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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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
为3140005127714400，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付款行为深圳农村
商业银行，出票人为深圳市盈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
思孚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东莞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
第二被背书人为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
第三被背书人为深圳市清源净
水器材有限公司，
第四被背书人为东莞市还津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第五
被背书人为凯里市鑫泰熔料有限公司，
最后被背书人为贵阳麟山化工有
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已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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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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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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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华科铝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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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华科铝业有限公司。
二、
公
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100005126236894、金额
12766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4月7日、到期日2017年10月7日、出
票人哈尔滨乐普实业发展中心、
收款人无锡华科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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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3月1日受理了申请人无锡超瑞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申请的公示催告，要求对其遗失的票号为30100051/25667619、汇
票金额人民币20000元、
出票人为无锡市生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收款
人为无锡市天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1月15日、汇票
到期日2018年7月15日、
付款行为交通银行无锡洛社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1份宣告无效，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法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
之日起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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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上
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这个你放心，一定搞得好，让你
和其他客人吃得满意！”小吃店自开张
以来，还没有接过十五人以上的包席，
王某担心生意跑了，向章某作保证。
看到鱼儿已上钩，章某接着说：
“我
这是请几个做生意的老板，需要做几样
有特色的菜，还要拿出有档次的酒。估
计你店里没有，
我们还是换一家。”
“店里没有，我可以去买，现在才
刚刚上午 9 点钟，时间很充足。”一心
想做这单生意的王某急忙接住话。
“曹总他们爱喝红酒，他喜欢的那
种牌子的红酒很贵，你这个店里肯定没
有，我们还是换一家吧！”李某上场，
引导店老板王某出去买红酒。
“红酒可以去买，如果你们怕我买
不好，你们派一个人和我一起去买。”
王某一步步进入了三人设计的“连环
套”
。

心，把钱往柜台上一扔说：
“我的钱包掉
在你店里，
我回去拿钱包，
自己掏钱买红
酒，
你去买菜、买西瓜和红牛饮料吧！时
间来不及了。
”说完就准备往回走。
看到李某有点生气，王某赶紧说：
“你买红酒，
我等下过来喊你。”
就急匆匆

赶去买其他物品。
于是，李某让售货员拿出了几样
红酒，进行挑选。挑选好某品牌红酒
后，
李某的电话响了：
“不买红酒，
换个
地方买白酒。
”电话是赵某冒充店老板
王某打来的。李某拿起钱就走了。
当王某买到菜、西瓜和红牛饮料
时，
回头来喊李某，
已不见踪影。于是
王某提着西瓜和红牛饮料急忙往回
赶。
李某拿到钱后，立即给章某打电
话，告知“钱已到手，到前面十字路口
等”
。章某接到李某的电话后，
对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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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骗被网上追逃

2017 年 2 月 18 日 12 时许，章某、
赵某和李某窜至麻城市三河口镇某小
吃店，他们分析了山区小镇人民的生
活情况，
决定以多人吃饭订餐，
需要购
买脑白金、红牛饮料为由进行行骗，
按
照事先演练的“剧本”，成功诈骗小吃
店老板孔某现金 8000 元。孔某报案
后，麻城市公安局通过调取事发地的
视频，查到车主章某的姐姐章某玲。
章某玲称，商务车是其为做生意刚买
的新车，
其弟章某经常借车开往外地，
通过章某玲辨认，其弟章某就是在某
旅游景区和三河口镇某小吃店实施诈

骗的“高富帅”
，于是公安机关对章某
进行网上追逃。迫于警方压力，章
某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到麻城市公安
局投案自首，并交代了其伙同赵某、
李某在某旅游景区和麻城市三河口
镇诈骗小吃店老板的犯罪事实。警
方将赵某和李某进行网上追逃，赵
某、李某于 2017 年 6 月、7 月分别到
派出所投案自首。
2017 年 12 月 25 日，麻城市法
院一审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章某、李
某、赵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并各处罚金 5000 元。

普法讲堂
这类诈骗有以下三个特征：
团伙作案，精心设计。作案
人经事先密谋，按照设计的“剧
本”，各自扮演角色，以多人吃
饭订餐为由，骗得餐馆老板拿出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钱，与
其一起出去采买，一旦钱骗到
手，他们找各种理由同时开溜。
因为时间短，从抛出“诱饵”到
最后脱身，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策
划，加之“骗子”之间相互配合
默契，使受害人很难在短时间内
看出破绽。
流窜作案，行踪难觅。“订
餐”诈骗案件成员多为外地人
员，如本案中章某为江西省人，
赵某、李某为四川人，他们流窜
作案，而且流窜的地域跨度比较
大，领头的往往是有前科的人，
他们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会有
意避开监控设备，经常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行踪诡秘，不留痕
迹，给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
分工协作，内外施骗。诈骗
团伙成员多数为 2 人以上，内部
分工明确，他们通过事先踩点寻
找合适的行骗目标，会根据诈骗
的需要抛出“诱饵”，引导被害
人按照他们设计的“剧本”一步

申请人沈阳体达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失，
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31600051 21378169，
票面金额
人民币3,168元，
出票人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收款人沈阳体
达商贸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浙商银行沈阳分行运营中心，出票日期
2018年3月2日，
到期日2018年9月2日。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
起至2018年9月17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16日（总第73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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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溪市品达针织有限公司遗失由启东农商银行清算中心签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青岛沃派服装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1 张，向本院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号为31400051 29018846,金额为壹拾万元
整，
出票人为南通逸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南通家福莱建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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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1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青岛沃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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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10400042/21222397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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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汇票，申请人青岛沃派服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1月31日，
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在公示 汇票到期日2018年3月1日，出票金额30418元，收款人青岛圣嘉和
服装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银行青岛市南第二支行营业部。三、申报
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晋江市罗山盈轩汽车销售服务部因遗失江苏邗江民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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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施桥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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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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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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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晋江市罗山盈轩汽车销售服务 无效。
申请人绍兴上虞九州物资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部。
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面金额50000元，
票号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法律规定，
现予以公
3200005122354451，出票人为扬州市佳良塑胶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扬 票1份，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绍兴上虞九州物资有限公司。
二、
公示催告的
州市新可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背书人为扬州市新可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告。
晋江市罗山盈轩汽车销售服务部，
出票日期为2017年9月1日，
汇票到期 票据：汇票号码为31600051 21335981，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1
日为2018年3月1日，
付款行为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施 日，出票人为浙江丰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
收款人为绍兴上虞九州物资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94万元，
汇票到
桥支行）。
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四、
自公告之日起 行，
持票人为绍兴上虞九州物资有限公司的银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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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日为2018年4月11日，
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
2018年4月4日起至2018年6月3日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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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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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时如果无人申
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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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石家庄市三兴钙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江都吉银村镇银行股份 报权利，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有限公司大桥支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出票日期2017年11月21日，
汇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福建省漳州市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
票号码32000051 20308402，
票面金额人民币10万元整，
出票人江苏华江科
技有限公司，
收款人陕西祥茂盛商贸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2018年5月21日， 份（申请人为福建省漳州市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该汇票已经过多次背书，
申请人即为失票前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2017 年 3 月 23 日、号码为 40200051/29148707、到期日为 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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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23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出票银行为宁波市北仓区联
予公告。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倘若无 社营业部、出票人为宁波麦巴赫工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宗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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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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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娘薛某说：
“曹总在前面十字路口不知
怎么走，我去接一下。”赵某与章某开
车接上李某离开了旅游景点。
当王某回到店里，问薛某：
“ 买红
酒的人回来了吗？”
薛某应道：
“ 没有回来，他不是和
你一起去买酒了吗？”此时王某、薛某
把刚才的事情经过互说一遍，才知受
骗，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由于章
某选择逃跑路线时有意避开了摄像
头，只留下李某买红酒时的个人模糊
影像，没有留下其他两人和用于作案
车子的影像，
此案一直未破。

步往前走，在被害人犹豫不决
时，诈骗犯会让被害人身边的亲
人打电话帮忙催促，使被害人来
不及思考，放松了警惕，主动交
出手中的钱。本案中由于店内和
店外同步实施诈骗，诈骗犯全程
掌握着主动权，而两个被害人之
间信息没有及时沟通，使得“订
餐”诈骗得手。
近年来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
穷，为何很容易鉴别的骗人招数
能轻易让人频频中招，屡禁不
绝？究其原因无非是犯罪分子充
分利用了人的贪欲心理，当你想
赚“骗子”的钱时，骗子在想要
你的本金。应该说提防这种诈骗
并不难，只要你不相信“天上的
馅饼”独独掉到自己头上，你不
将钱交给“骗子”就行了！可事
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在关键的
环节，“骗子”会精心设计，通
过一步步引导，使受害人感觉事
情在往自己心理预期方向发展，
从而放松警惕，失去思考，直至
受骗。各类诈骗之所以屡禁不绝
的原因就是“骗子”采取的是撒
大网策略，你会不会成为受骗者
其中之一，最终要看你的理智是
否能战胜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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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和县宜卓建筑工程队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
票号为
40200051 30008563，出票日期2017年9月8日，到期日2018年3月8
日，出票人为江西中部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江西华西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付款银行为南昌农商银
行东湖支行。
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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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鞍山天鑫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正和拍卖有限公司受管理人委托，
定于
2018年5月4日10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下列资产和股权：
一、
房产：
(1)办公
楼一栋,共5层，建筑面积4932.27平方米。(2)厂房2个，面积分别为
20532.76平方米和2098.16平方米。
以上房产均有产权证，
位于鞍山市铁
西区双德路25号。
二、
国有出让土地二处：
面积分别为27863.8平方米和
2128.9平方米，
均有土地使用证，
位于鞍山市铁西区双德路25号。
三、
机器
设备132项（详见评估报告）。
四、
公司质押的股权5205万股（100%股权）。
以
上四项标的，
整体拍卖，
起拍价由法院现场公布。
展示时间地点：
2018年4月
27-28日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
2018年5月2-3日（保证金到账截止5
月3日15时）。
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500万元打入辽宁华荣重
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收据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逾期不予
办 理 。电 话 ：0412—2261666，13704928992，魏 先 生 ；电 话:0412—
2982981，
17604220886，
赵女士。
鞍山天鑫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送达裁判文书
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垚章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宁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据号码为3140005123660411，
出票人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海通劳务工程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100000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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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苏0115民催2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
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