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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美有 刘邮莺 李赣

“被中央巡视组查出来的公务员以权谋私、包养情妇的廉租房，正在不公开处理。几千元一套，数量有限，欲购从速。”在江西省信丰县，人们私下

议论着这个话题，信之者趋之若鹜……“这是真的吗？”几乎所有被害人都提出这个疑问，但结果都被骗；下线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一个停止拉

客收钱。最终，几个被害人愤怒地揪住卖房人，一起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2018年3月21日，这起涉案1000余万元的特大廉租房诈骗案二审终结。那么，犯罪分子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伎俩，让1000多名被害人上当受骗？

1 精心设局“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梦想有家“罗摩的”攀上“曹干部”
3 上演双簧“律师哥”绝配“凤凰妹”

信丰县是江西省赣州市辖县，处于
大赣州都市区一小时城市经济圈。它建
县于唐永淳元年，自古以“饶谷多栗，人
信物丰”著称，县名由此而来。

甲子冬日，天气阴冷。一位中年妇
女，彳亍在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县城。一阵
寒风掠过，她伸手将滑落的羊绒小包被
拉扯上来盖住驮在胸前的小孩。熟睡在
舒适柔软襁褓中的孩子，用幼小的身体
温暖着这位身单衣薄的母亲。

“四面贵人来照应……餐馆转租，联
系电话……”她小声读着贴在门面上的
对联和启事。大红宣纸映衬着她那张凄
美而忧伤的脸。“四面贵人？”她的嘴角露
出了一丝苦笑。

她和招租人联系后，租下了这家小
店面，起名“土鸡苑”餐馆。

“这店名好！”开张不久，她店里来了
五六位客人，他们就着美味佳肴，觥筹交
错，大快朵颐。一位身穿名牌夹克的 50
多岁的男子喷着酒气和她说话。

“什么好不好，山沟里的人没文化，
随便叫！”她像阿庆嫂，周详地安排照应
着客人，“不过有你们的关照，什么店名
都吉祥。”

这名男子成了餐馆的常客，每次结
账都数倍地付钱。

一个星月朗照的夜晚，男子将她约
到大圣寺塔广场。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她凝望着古
塔。

他从提包里拿出两个精巧雅致的小
红礼盒：“因为……这，送给你。”

她侧过头。
“你一低头的温柔，恰似莲花不经凉

风的娇羞。”男子口中念念有词。
她转过头，似懂非懂，一双凤眼忽闪

着。
她告诉他，自己叫周金凤，单身，

1974年出生。他告诉她，自己叫曹五古，
离异，1963 年出生，在县里负责房管局
的工作。

“名符其实，你就是山沟里周氏家族
飞出来的金凤凰。”

她将曹五古送给自己的礼物放进了
坤包，但并不领情：“你的名字——”她乜
斜了他一眼，“倒是有点土里巴几。”

曹五古并不介意，笑着说：“但我的
工作体面呀，因为管房子，很多人都管我
叫‘梧桐树’。”

周金凤不好再说什么，她注视着龙
城大厦，想起自己商住合一的陋室：“房
子自古以来都是用来住的，怎么到了现
在却用来炒，你也不管管。”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曹五古
越走越远，之后又踅了回来。

“房子一样，时代不同。住，是生活需
要，炒，是市场行为。这一大片楼盘，都是
我们公司开发的。”

“你公司？”
“不信，可以去我上班的地方问问。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明年三月我和县领
导要去北京参加两会。”

恰在这时，两位身穿制服的小伙子
路过，一人热情地和曹五古握手，一人严
肃地向他敬礼：“曹书记，您好！”

曹五古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他们
出来巡逻，恰好碰上。”

“中央巡视组在信丰查出一批公务
员以权谋私、包养情妇占用的廉租房，数
量有限，欲购从速。领导交代要不公开地
趁早处理，让资金尽快回到国库。”曹五
古说得头头是道。

“需要房子的人很多呀，多少人几年
都摇不上号。”周金凤说。

“你可以帮助我完成领导交办的任
务！”

“我？”周金凤有些吃惊。
“对！你做过保险业务，人脉没问题，

沟通是强项。你可以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
适当加价，作为你的收入提成。要的人肯
定很多，到时我安排一个人来协助你。”

周金凤迫不及待地问：“这个人是
谁？”

乙未新春，乍暖还寒。几位摩的司机
在大桥镇105国道旁等客。不远处，曹五
古缓步朝他们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
子腿疾手快，轰的一声骑车迎了上去。

摩的司机叫罗江文，1962 年出生。
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到达了县城。

“罗师傅辛苦了！春运价，两倍！中午
我请客。”曹五古付过车费，指着罗江文
的背夹，“‘信丰是我家，维稳靠大家’。你
们为全县的社会治安稳定做了贡献，县
里应该感谢你们。来，就这，正宗兰州拉
面。”

“新年好。”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满
面笑容地走到店门外招揽生意。罗江文
再不好推辞，跟着曹五古走进了这家面
馆。

一会儿，服务员将两大碗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的拉面，小心翼翼地放到客人
面前。

离餐桌不远处的一张案板边，站立
着一位头戴小圆帽的小伙子。他揉搓着
松软细腻的面团，十指来回穿插，两手反
复开合，三下五除二，只见在案板上啪啪
几声甩过，指粗的面条就变戏法似的成
了纤纤条状，串挂在手指丫中，犹如那横
亘于山川原野之间的高压枢纽电线，美
丽整齐，让人叹为观止，惊羡不已！

“看过了拉面手艺，咱们边吃边唠。”
罗江文告诉曹五古，他有九姊妹，六

兄弟，一家四条光棍。至今住的还是父母
手上建的已年久失修的土坯房。他曾经
有过一段事实婚姻，女儿不满周岁就因
病夭折。他去广东打工，“妻子”却不辞而
别，至今孑然一身。

曹五古瞪着罗江文：“你想有个家？”
罗江文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曹五古

对他的体贴和关心：“独柴不起火，独人
不成家。家，我做梦都想！”

这人叫刘家敏，1962 年出生。因
其从事过法律工作和保险业务，人称

“刘律师”“刘经理”。
一天，大腹便便的刘家敏应约来到

周金凤的餐馆，见几个人正在等周金凤
收钱，罗江文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在本子
上做登记。交款人离开后，周金凤将他
和罗江文叫进包厢……

“刚才你都亲眼看见了。”
罗江文在一旁帮腔：“她有关系，

老公在县里管廉租房。”
周金凤趁热打铁，将情人变丈夫，

化俗名为雅称，言之凿凿：“他叫曹志
刚，是县人大常委。如你表现突出，县
里奖你一栋豪华别墅，你儿子的临时工
也转为国家正式编制。”

按常理，刘家敏不应该相信周金凤
的胡言乱语，但不知“刘律师”搭错了
哪根筋，立马倾情加盟，鼎力助推，大
肆宣传，还发展了兰某等下线。极具讽
刺意味的是，被害人的名字，都让刘家

敏登记在封面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的几大本厚厚的登记簿上。

刘家敏收钱卖房的事被群众反映
到县房管局和公安局。房管局利用各
种媒体，公开辟谣。公安局将刘家敏
传唤到办案中心，警告其停止违法行
为，退回房款。因刘家敏矢口否认，
又无被害人报案，公安局只好在留置
数小时后将其“无罪”释放。

刘家敏从公安局回到家中，周金
凤把两瓶茅台酒往刘家敏家的茶几上
一放——领导委托她转送礼品，以示压
惊、慰问、感谢和鼓励。

“我一直没见过你老公，我委托你
请他出来吃个饭。”不知何故，刘家敏向
周金凤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表功，求证，
讨好，诉苦，抑或其他？

“没问题。”
“一接到电话就来了，但他工作忙，

等了一会儿就走了。”一次在花园湾酒
家，一次在自由空间 KTV，周金凤对匆

匆赶来的刘家敏说了同样的话。罗江
文每次都在一旁补充道：“是的，曹干
部刚走。”

看了房管局的告示，听说公安局
传唤了刘家敏，有下线和被害人问周
金凤：“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金凤拿刘家敏说事，将计就计。
她对下线说：“领导打个招呼，刘律师
就出来了。如果你们进去，十分钟就放
你们出来！”

她又对被害人说道，领导秘密交
办的事房管局不可能知道。假如怀疑
买房的真实性，他们全额退款。

“这不是骗人，否则怎么可能一分
不少地退钱？”部分退了钱的被害人又

重新交钱给周金凤。
“刘律师，廉租房是国家出钱建

设，申请和分配实行统一管理、集中
审核、公开摇号分配制度。而你……”

刘家敏听完，将诈骗进行到底：
“领导私下交办，不能拿出来摇号。如
果是假的，”他也拿自己说事，“为什
么进了公安局又放我出来？”

纸包不住火。被害人不断打电话
给周金凤和刘家敏，责问为何不能如
期交房，其则以领导开会、电脑系统
出问题等理由搪塞敷衍。

2016年 2月 7日，农历乙未除夕。
愤怒的被害人将周金凤和刘家敏团
团围住……

4 荒淫挥霍 做派令人啼笑皆非
与此同时，始作俑者曹五古又在

忙什么呢？
包括周金凤在内，曹五古共有四

个情妇，给两个购买了商品房，给一个
娶了儿媳妇，给每人均购买了价格不
菲的金银首饰。只要情妇有求，曹五古
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元慷慨相送。
滑稽的是，他要求罗江文见到他们在
一起时必须敬礼。

有时他手提皮包故意在上班时间
站在县政中心的大门口，打电话让司
机来接。“这样，可以找到当官的感觉，
他们也认为我真的是领导。”

“我要找使唤人和当大老板的感
觉。钱反正是骗来的，冤枉来冤枉花。”
他雇了8辆小轿车去赣州南北水果集
贸市场进水果，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
上贴上数字，按顺序行驶，尽显排场。1
小时的车程，运费每趟450元，司机每趟
工资600元至1000元。他带领车队回到
信丰，罗江文必须在其和司机开门下车
时，向曹五古敬礼。曹五古带着司机在
城乡市场转悠，和水果经销商及顾客装
模作样地交流，美其名曰做市场调查。
水果无论何价购进，一律贱卖。曹五古
解释说，政府的水果扶贫项目，就是要
让困难群众吃上物美价廉的水果。

2016年 11月 17日，曹五古、周金
凤、刘家敏、罗江文被提起公诉。2017
年11月10日，信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曹五古于庭审前死亡，
法院裁定对其终止审理。

庭审中，刘家敏辩称，他曾多次接

到“曹志刚”打来的电话，其受到了曹
五古和周金凤的双重欺骗。罗江文辩
称，如果明知是诈骗，他送钱时就会
黑吃黑，截一部分或捞一把跑路。三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称被告人是受
曹五古欺骗的被害人，不构成犯罪。
此外，辩护人还提出，被害人为了谋
取非法利益上当受骗，对本案的发生
有过错，即使认定有罪，也应对被告
人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 2015年 2月
至 2016年 2月，曹五古冒充政府工作
人员，被告人周金凤、刘家敏、罗江文
根据曹五古设计的骗局，虚构可以办
理廉租房的事实，周金凤、刘家敏在
3000 元至 15000 元之间，自收和收取
下线及中间人共计 1595 人交来的廉
租房购房款共计1257万元，其中刘家
敏涉案数额 892 万元。罗江文负责登
记和转交赃款给曹五古。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金凤、刘家
敏、罗江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三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
意见不能成立。以诈骗罪，判处周金
凤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判处刘家敏有期徒刑十四
年，并处罚金 50万元，判处罗江文有
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宣判后，周金凤、刘家敏不服判
决，提出上诉。近日，江西赣州中院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图为三被告人在法庭上受审。 杨 韵 摄

“……”曹五古神秘而小声地对罗江
文如此这般。

“以后就叫我曹干部。到时你来负责
收集资料，登记造册，跟单交款。每月工
资2000元，还有两套保安制服，管吃，工
作干漂亮了，奖你一套廉租房。到那时，
妻室儿女你都有了。”

“全靠曹干部帮忙！”罗江文感激涕
零。

“万事随缘，女人的事更是这样，有
缘千里来相会。就像我俩，因为有缘，”曹
五古指了指桌上两个空碗，“一‘面’之
交，就能终身难忘！”

罗江文在周金凤的餐馆里快乐地享
受着免费的餐饮，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
他也有烦恼，那就是看到曹五古身边簇拥
的几个情妇，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是饱汉
不知饿汉饥，我的事压根就像忘了似的，
半年连个对象的影子都没见着！”

“我的女人呢？”一天，罗江文猴急得
有些迫不及待。

曹五古听了倏然绷着脸：“说话不过
脑。八字没一撇，就好意思说‘我的’！哪
个女人是你的？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无缘

对面不相逢呀。这样的事，要在缘分路上
慢慢等，说不定哪天你面前就桃花盛
开。”

罗江文被曹五古冷嘲热讽得有些恼
羞成怒，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答应的2000元工资——可以说是我
的了吧！”

“你吃饭不花钱，要工资干什么！就
当存在国库，到时零存整取，一下成大
款！”

“流氓！”罗江文心里骂道，但对曹五
古安排的事情还是不敢有丝毫懈怠，所
有赃款，均由他以现金方式交给了曹五
古。

话说周金凤狠狠地咬住了“梧桐树”
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
机会欺骗被害人。有一次，她将来交房款
的被害人挡在门外：“我老公在里面谈公
事。”还指着身穿保安服站在门口的罗江
文说：“这是他的警卫员，在执行保卫的
任务。”

周金凤发展了下线陈某等人，但下
线的工作令她很不满意。于是，她又想起
了一个能将馅饼做大的人……

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普法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讲堂

本案三被告人都称其从未与
曹五古共同商议诈骗，对曹五古
的诈骗行为不明知，没有犯罪的
主观故意；一审宣判后，又上诉
称，判决也未认定曹五古与三被
告人共同商议诈骗的事实，请求
二审法院改判无罪。然而，根据
我国刑法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
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
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
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

意犯罪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
成。明知是一种认识因素，包括
已经知道和应当知道。已经知道
和应当知道都是明知。三被告人
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具有一
定的社会经验和社会阅历，具备
一般普通人的正常认知，对曹五
古所冒充的身份及其编造的谎
言，依法应当认定不仅已经知道，
还应当知道。故法院判决认定三
被告人犯罪，是于法有据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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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湖南飘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据种类为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
码为3010005124332846、票据金额为3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
5月23日，付款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出票人为桂林电力电容器有
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湖南飘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湖南飘
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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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桂0304民催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湖南飘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票据号
码为3010005124332846、票据金额为3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湖南飘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南通宝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据号码为3140005131108107、票面金额
为伍万元整、出票人为南通宁普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启东宏联泡塑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26日，
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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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南通宝润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3140005131108107、票面金额伍万元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南通宝润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票号为
3100005120930431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湖南
亮之星酒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湖南
亮之星米业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现申请
人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之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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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弘凯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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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
码3050005325881991（出票人：吉林弘凯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贰零壹捌年零壹月零玖日，票面金额：壹拾柒万肆仟玖佰贰拾捌
元柒角，收款人：长春鸿翔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贰零壹捌年

柒月零玖日，开户银行：中行长春四联大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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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阳澄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昆山农村商业
银行西城支行出具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1份，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00100041/22642191，票面金额为11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
11月4日，申请人为江苏阳澄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省邮
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为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西城支
行。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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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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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华东三省一市银
行汇票1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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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该票据系华东三
省一市银行汇票，票号为00100041／24196172，出票日期为2018年4
月2日，票面金额为10000元，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化金城支行，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东台市财政局，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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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徳弘机电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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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德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0400051 23376487，面额为50000元，出票
日期为2018年1月31日，出票人为常州市道乡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
州新龙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华夏银行常州分行新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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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
张，票据号码3080005394071495，金额人民币壹拾捌万捌仟伍佰陆拾伍
元捌角壹分（￥188565.81元），出票人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
限公司，收款人柏中紧固件（上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2月7日，

到期日2018年5月7日。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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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作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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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临沂吉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1张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3040005123167467，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3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8年5月3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出票人为上海迪赛诺
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普信制药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临沂
吉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华夏银行上海临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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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天马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银行为天津农商银行东
丽中心支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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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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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天大铜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1份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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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大铜业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1份（汇票号码：30100051/
25455185，出票金额为70000元，付款行交通银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
人为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卡朗克电子
有限公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7年7
月26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
四、在申报权利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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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思贝克精密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浙江亦
尧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舒港纺织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交通银
行绍兴分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200000元、汇票号码为30100051
25458766、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1日、到期日为2018年2月21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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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登
报之日起经过60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限内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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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广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浙江禹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绍兴越城
支行营业室、出票金额为200000元、汇票号码为10200052 25768850、出
票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到期日为2018年6月2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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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登报之日起至2018年
7月13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限内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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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嘉县东瓯北东阀门配件厂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130005143990987，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2月20日，
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20日，出票人宣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
华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出票行温州银行鹿城分行。自公告之日起至
汇票到期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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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市龙潭区松龙助剂厂化工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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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
号码为10300051/24354830、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6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8年8月6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出票人为玉环新城吾
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市玉环县支行营业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自
公告之日起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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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镇海搏业液压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份
（申请人为宁波市镇海搏业液压机电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

月11日、号码为40200051/29919137、到期日为2018年4月11日、出
票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出票银行为宁波鄞州银行北仑支行营业部、
出票人为宁波伯乐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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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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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上海通丞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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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通丞工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0200052／23658788，票面金额为30000元，
出票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到期日为2017年9月20日，出票人为浙江长
兴前进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余干县冶铸材料经营部，出票银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湖州长兴支行营业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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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富丽达橡塑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人为绍兴怡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明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中国银行
绍兴市越城支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100000元、汇票号码为10400052
28272223、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28日、到期日为2018年5月27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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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限自登报之日起经过
60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限内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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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
码3070005132272070、票面金额伍万元整、出票日期2017年11月
15日、到期日期2018年5月15日、出票人杭州丰泽商贸有限公司、收
款人杭州赛库拉实业有限公司、背书人安徽华源投资有限公司、持
票人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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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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