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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财产 屡拒执行

宁波北仑一被执行人获刑十个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被判死刑
——建国后因受贿犯罪被处极刑的最高级别干部

案情简介

成克杰原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共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93 年
底，成克杰与李平准备各自离婚后结
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
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成克
杰、李平共同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
受财物。

1999年初，中纪委在广西办案期
间，发现李平利用广西自治区原主席
成克杰的指令压低白糖价格然后进行
买卖，牟取暴利，并发现成克杰帮助广
西银兴公司违规取得土地、贷款，收受
巨额贿赂，办案人员将案件线索上报，
受贿案值 4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惊天
大案逐渐浮出水面。

2000年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透露，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不能出席大会。同年 4 月 25
日，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6月26
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成克杰受贿案。一时
间，舆论骤起，中外媒体纷纷报道庭审
情况。

2000 年 7 月 13、14 日，北京一中
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成克杰受贿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成克杰先后利
用职权，通过李平或者单独接受银兴
公司负责人周坤、甘维仁等人的请托，
为银兴公司、甘维仁等单位和个人在
承建工程、获取贷款、职务晋升等方面
提供帮助，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款、物
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李平将其中
1150万元送给帮助转款、提款的张静
海 。成 克 杰 、李 平 实 得 贿 赂 款
2959 万余元。上述赃款、赃物大部分
被李平转移到香港保管，案发后已全
部收缴。

审理过程中，成克杰对指控的部
分犯罪予以否认，审判人员本着客观、
中立的原则，针对成克杰翻供的部分
再次对案件的证据进行了严格审查和
严谨的论证，并在判决中对被告人辩
解和辩护意见进行了充分回应。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成克杰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
同李平或单独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成克杰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

行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败
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犯罪情节特
别严重。2000 年 7 月 31 日，法院一审判
决：成克杰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成克杰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

22日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7日裁

定核准成克杰死刑判决。

编后语

该案系我国首例国家领导人因受贿
被处以死刑的案件，体现了我国惩治腐
败的决心。该案从公开审理、案件旁听、
新闻宣传、法庭布置、安保举措等方面都
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奠定了审
理职务犯罪大要案制度的雏形，并开创
了多媒体数字法庭的先河。在审理过程
中，为了更全面深度地公开审判，法庭配
置了当时最先进的多媒体和电脑设备，
使后期的整场庭审直观、形象，也由此开
启了全国法院法庭多媒体建设、数字化
建设的序幕；在社会和媒体监督方面，邀
请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参加旁听，多家新闻媒体对整
个庭审进行了全程报道，审判公开度空
前提高。

该案一审法官陆伟敏（现任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在
回忆该案时说：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的情况下，成克杰受贿一案最终得以圆
满、妥善审结，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的，开创了多项工作制度的先河，并成为
了以后全国各级法院办理大要案的参考
和模板。坚持对证据负责、对事实负责，
案件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的考验；坚
持公开审理，在阳光下审判，保障司法公
正和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受得到、看得到，
这无疑与当今提倡的“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原
则和精神是契合的。

对成克杰判处极刑也彰显了我们党
和国家打击腐败，维护廉政的决心和力
度。当年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
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称：
成克杰身为高级干部，滥用职权，大肆
收受贿赂，腐化堕落，影响十分恶劣，
受到严肃查处。成克杰受到严厉惩处，
再次表明，不论是谁，不论他的职务多
高，一经触犯党纪国法，我们党绝不留
情，绝不手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
藏身之地。

（整理撰稿：王 璇）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李虹怡）日前，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被告人杨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14年3月，申请执行人吴某驾
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与被执行人杨
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
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吴某颅脑损伤、下
肢瘫痪，身体严重致残。北仑区交通

警察大队认定，杨某承担事故主要责
任。被起诉后，杨某拒不露面参与庭
审，最终法院缺席判决杨某赔偿吴某
各项费用共计97.35万元。

吴某因杨某迟迟不履行生效判
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杨某在自
身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情况下，一直未
向法院报告财产情况。2017年5月，
北仑区法院将杨某银行账户冻结，并
于2018年1月从该账户上强制划拨银

行存款 5300 元。但是杨某仍拒不执
行，也未到法院报告财产情况。随后，
北仑区法院对杨某予以司法拘留。6月
10 日至 25 日，在被司法拘留的期间，
杨某虚假申报财产，表示自己平时靠打
零工为生，每月收入只有一两千元，且
自己患有疾病，没有履行的能力。执行
法官通过对其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查询
后发现，近两年杨某每月工资收入
4000 元左右，且两项保险均为连续缴

纳。得知自己的谎言被拆穿，杨某终于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公安侦查阶段，杨某与吴某达成
了执行和解协议，支付吴某赔偿款 20
万元，并取得了对方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对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处杨某
有期徒刑十个月。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
员 张国宝 万 艳） 江西安义一

“老赖”身藏4万余元现金和4张银行
卡，却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近日，江
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熊某有期徒
刑九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 年 4 月，
熊某与其前妻谢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向李某借款300万元，安义法院于

2014年7月判决熊某、谢某归还李某
借款300万元及其利息。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安义法院于2014年9月向
熊某等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责令熊某等人履行义务、报告财
产情况等，但被告人熊某既未履行还
款义务，也未报告财产状况。2016
年2月，该院在未查找到熊某等人下
落也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
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8 年 2 月该案恢复执行后，执
行法官依法对熊某住处等进行搜查
时，从其身上搜查到现金 41170 元，
以及路虎神行者车辆钥匙一把和银行
卡 4 张，因熊某仍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安义法院当即决定对其司法拘留
十五日。

另还查明，熊某在该案执行期间，
其在银行办理的一银行卡交易流水反
映，在判决生效后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

期间，账上经常有大笔金额进出，每次
进账后就迅速支取或转账，其另一银行
卡交易流水也有合法收入，但均被熊某
转移他用。

2018年2月，安义法院将被告人熊
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10 月，被告人熊某亲属代
其还款 18 万元，并取得了申请执行人
李某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负有执行义务，有部分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且拒绝报告财产情
况，经采取拘留措施后仍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查明上述事实后，该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身藏现金4万余元却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江西安义一“老赖”把自己“赖”进班房
图为成克杰受审现场。 资料照片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株洲11月12日电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盘利斌） 11 月 9
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件，刘建文、王铁兵等 14 名被告人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受审。

检察机关指控，2017 年 12 月 16
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以被告人
刘建文、王铁兵、袁卫文、杨立四人
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招募其他开设赌场
的股东成员，先后纠集被告人宾浩、
陈国良、张合建等人出资凑股坐庄开
设赌场。在2017年12月16日至2018
年1月5日期间，该犯罪集团组织赌
客在多地作案，开设赌场 21 次，单
注金额100元至1万元，赌场每场庄
家赌资 3 至 5 万元，累计组织 400 余
人次参赌。该团伙在乡村、城郊、
居民社区有组织开设赌场，强迫房主
出租房子让其开设赌场，恐吓在赌场
借高利贷的参赌人员到现场继续参
赌。

检察机关认为，以非法牟利为目
的，被告人刘建文、王铁兵、杨立、
袁卫文四人经过商量组建赌场赌博，
纠集被告人罗富根、黄卫华、黄灿
坤、黄亮、王炳秋、钟武汉、宾浩、
张合建、陈国良、罗明瑶参与开设赌
场，后召集他人参与赌博，另外被告
人罗明瑶同时利用香港六合彩开设赌
场，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应当以开
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建
文、王铁兵、杨立、袁卫文四人在该
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系首要分子，起主
要作用，被告人罗富根、黄卫华等人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该案将择期宣判。

株洲14人恶势力团伙受审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谢然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一起
因信鸽丢失索赔 46 万元的天价赔
偿案。因举证不能，法院判决被告赔
偿1.5万元。

2013 年 12 月，乌鲁木齐市民张
健向刘明借用一只信鸽，双方约定借

用期限两年。不料，3个月后张健不慎
将信鸽丢失。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张
健需赔偿刘明 46 万元信鸽丢失款。两
人因赔偿款项分歧较大，今年9月，刘
明将张健诉诸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健因管理不善
造成刘明信鸽丢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双方在借用协议中对信鸽的价值未

进行约定，亦未约定信鸽丢失后的赔偿
方式，因此刘明应当对该信鸽的价值负
举证责任。刘明虽然提供了他与案外人
王峰在 2013 年 6 月签订的买卖协议和
王峰出具的46万元买卖信鸽的收据，但
买卖收据无转账凭证，无正规发票，因
此法院对其证明效力没有确认。因资料
不全，无法对丢失的信鸽进行评估，刘
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基于张健丢失刘明的信鸽属实，给
刘明造成了客观损失，法院参考 2014
年第六届北京某信鸽赛事信鸽拍卖价的
情况，判决由张健赔偿刘明损失1.5万
元。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任晓东 朱炳武） 近日，安徽
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池州学院
原党委书记何根海贪污、受贿案公
开宣判，被告人何根海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25 万
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35 万元，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60 万

元。违法所得 220 万余元依法予以追
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 年 9 月至
2015年12月，被告人何根海利用担任
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池州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党委书记
等职务便利，使用虚开的发票套取课题
经费89万余元占为己有。2004年春节
至2014年7月期间，被告人何根海多次

收受他人现金、购物卡、烟酒卡等折合
人民币共计138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根海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使用
虚开的发票套取课题经费，其行为已构
成贪污罪；多次收受他人现金、购物
卡、烟酒卡等，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何根海到案后如实供述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及办案机
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自
愿认罪悔罪，故何根海所犯贪污犯罪
构成自首，受贿犯罪构成坦白；案发
前后，何根海及其家人主动、积极退缴
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虚开发票套取经费 收受他人财物

池州学院原党委书记贪污受贿获刑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青岛市政协原副主席李
学海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李
学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
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济南中院经审理查明，1999 年

至 2015 年，被告人李学海利用先后担
任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青
岛市城阳区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市南区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青岛某公
司、林某等 16 个单位和个人在土地摘
牌、配套费用减免、职务晋升等方面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子李伟东非法
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1859万余元。

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学
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李学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
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
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
法可从轻处罚。 （袁 粼 李洪川）

一只信鸽价值46万？
因举证不能，原告仅获赔1.5万元

受贿1859万余元

青岛市政协原副主席一审被判13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13日（总第7524期）

申请人鄂州市大全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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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大
全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商业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38711398，出票日期：2018年5月11日，到期日为：2018年
11月11日，票面金额：49320.00元，开户行：营口银行哈尔滨分行账
务处理中心，付款人：黑龙江省延德堂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黑龙江
省佳瑞宝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鄂州市大全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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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新乡市万博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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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万博铜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号码为 3140005127266987，出票人为常熟市金祥化纤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宇顺化纤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新乡市万博铜
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5
年 9月 1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11日，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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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宁区雕庄向成钢材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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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31400051 33404869，金额为5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8年9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3月29日，出票人为江苏
武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市钟楼支行，收款人为常州金建混凝土有限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2019年4月29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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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义乌市保玉饰品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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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乌市保玉饰品商行。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4125154，出票人为苏州澳美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苏州佳得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义乌市保玉饰
品商行，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1
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7月16日，票面金额为10000元)1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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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泗洪县人民医院因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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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人民医院。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华东三省一市
银行汇票，票号为 0010004130590058、票面金额为 220000元、出
票人为泗洪县人民医院、收款人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泗洪县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7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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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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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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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00100062 00983645，金额为：1017975.31元。出票人为上海鹏
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盘锦分公司，出票行辽宁省盘锦市农行双
兴支行，收票人为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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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金兰铝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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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号码为31300052—
30797827，出票人为大连广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阜新
银行营口分行，出票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8年5
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9日，立即停止支付，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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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萧山衙前镇仁义纺织品经营部不慎将内蒙古银
行包头富强路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丢失，票号为
31300051 35649499，票面金额为 20万元整，出票人为包头市福
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包头市吉祥龙商贸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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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泗水新奇微特电机厂因遗失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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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泗水新奇微特电机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承兑汇票号码为
30300051 24352837、出票日期为 2018年 6月 26日、出票人为山
东威高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威海安辰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
行为中国光大银行威海分行、出票金额为2万元、到期日为2018
年 12 月 26 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至
2019年1月10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2019年1月10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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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阿县华宏钢球有限公司因丢失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乐支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法予
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130005229969979，出票人为潍坊利发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昌乐锦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2018年3月23日，票面金额为30000元。公告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该票据无
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无效。 [山东]昌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锦瑞麟服装有限公司因遗失转账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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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转账支票号
码1040943009372379、出票人青岛锦瑞麟服装有限公司、出票人
账号235134372276、付款行中国银行青岛中央商务区支行、出票
金额人民币3 974.56元、收款人德州信和服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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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因遗失华
夏银行青岛福州南路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张(出票人为山东寿光
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寿光市宏安新型节能材料有限公
司、汇票编号为3040005122049302、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8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2月8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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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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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永诚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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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北永诚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2000051/24378247，票面金额3万元，出票人为邹平翔宇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背书人为邹平万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河北永诚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付款行邹平浦发村镇银行，出票日期2018年4月13
日，到期日2018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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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铭洋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因所持晋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治分行出具的票号为31300052/26751135、票面金额伍万元
整、出票人山西省长治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太行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5月17日、到期日期2018年11月16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1份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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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因所持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10200052/23212794号，出票时间 2014年 2月 17日，出票人
为浙江吉隆机械有限公司,收票人宣城天圣丰机械有限公司，付
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票面金额为壹拾万
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4年 8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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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合肥天鹅制冷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7日
裁定受理北京英斯泰克视频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
10月12日指定北京市汉华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北京英斯泰克视
频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北京英斯泰克视
频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8号和乔大
厦 A 座 528A；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克贤 13601331408，王蔓亭
18600085011，李强13910126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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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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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斯泰克视频技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北京英斯泰克视频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2强清23号，本院受理的厦门佳益集团有限公司对
厦门思明制药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经清算，因无法获取
厦门思明制药有限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其财务、财产状况确
实属于不清状态，已无法继续清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20
日作出（2018）闽02强清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厦门思明制药
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2强清24号，本院受理的厦门佳益集团有限公司对厦
门长江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经清算，因无法获取厦
门长江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其财务、财产状况确
实属于不清状态，已无法继续清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
作出（2018）闽02强清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厦门长江进出口有
限公司的清算程序。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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