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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24日（总第7535期）

申请人衡阳市大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因遗
失，号码为31300051/47762436，岀票日期：2018年5月21日,出票
人为贵州瑞泰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岩支行，收款人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申
请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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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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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云岩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因
遗失本票申请人为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本票收款人为
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海天支行的银
行本票1张（票据号码为30103272 20992150、票面金额为10000元、
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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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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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
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为1030005226719699，出票人为江苏新泰针织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为常熟市新凯泰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常熟兴福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
年3月1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9月15日，票面金额为1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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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西 兰 花 科 技 创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因
4020005222295968的票面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告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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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4020005222295968，票面金额：100万元，出票人：
山西金利恒物贸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依次为：浙江海润丰化纤有限

公司、福建景丰科技有限公司、常德市海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北
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明川工贸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郑宜兰能源有限公司、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持票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期限：2018
年9月25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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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西]平遥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票号为00100041 28800129，票面金额为壹万伍仟元整，出票日期
为2018年1月15日，申请人为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申请人账
号为3301040160001341729，收款人为永康市财政局财政存款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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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关于娄冬冬申请执行娄爱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委托郑州邦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娄爱霞
的房产进行了评估。现将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中牟县
东风路北、丰华街东侧金帝苑住宅小区8号楼1-102号房屋1套（产权
证号：1301091831），建筑面积140.28平方米，户型为4室2厅1厨2卫，
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拍卖标的物所有权人：娄爱霞；拍卖机构：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
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买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
卖规则、起拍价、保证金、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等有关
事宜的，请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系。承办人：万少卿；联系电话：
0371-62128011。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陈祖
文、陈购林、陈洁：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2014年8月19日与催告
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4年11701号《委托担保合同》”，催告人已
为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向衡阳市恒星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代偿15.36万元利息（不含罚息，截至2018年11月18日）。

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催告人
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
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被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
护催告人权益。 催告人：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8日
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陈祖文、

陈购林、陈祖秀、陈祖寿、陈祖平、李春秀、陈洁：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
司2013年11月28日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3年21201号《委
托担保合同》”，催告人为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向华融湘江银行有
限公司衡阳蒸南支行代偿2950万元本金（截至2018年11月18日）。
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催告人代偿款
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则，催告
人将依据与上述被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告人
权益。 催告人：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8日
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 、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陈祖文、

陈购林、陈祖秀、陈祖寿、陈祖平、李春秀：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2014
年6月26日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4年17101号《委托担保合
同》”，催告人为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白路支行代偿349.4662万元本息（未含罚息，截至2018年11月18
日），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条件清偿催告人
代偿款项及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担保费、垫款利息、违约金，否则，催
告人将依据与上述被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告人
权益。 催告人：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8日
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陈祖文、陈购

林、陈洁、陈祖秀、陈祖平、李春秀、李玺、杨梅生：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
公司2014年7月2日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4年17601号《委托
担保合同》”，催告人为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行代偿的2000万元本金、70.0266万元利息（不

含罚息)共计2070.0266万元已经结清(截至2018年11月18日），但尚余
代偿款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无
条件清偿催告人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代偿款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否
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被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以维护催
告人权益。 催告人：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8日
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衡阳恒泰电气有限公司、陈祖文、陈购

林、陈祖秀、陈祖平、李春秀、李玺、杨梅生：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14日与催告人签订“衡担保委字2013年21401号《委托担
保合同》”，催告人为衡阳市南方互感器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分行代偿的1500万元本金已经结清（截至2018年11月18日），但
尚余代偿款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请上述被催告人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10日内无条件清偿催告人按合同约定应付催告人代偿款产生的利息及
违约金，否则，催告人将依据与上述被催告人签订的有关合同诉诸法律，
以维护催告人权益。催告人：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8日

营口翔磁电子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叶文宇诉被告
营口翔磁电子器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110民初107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营口翔磁电子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黄迎胜诉被告
营口翔磁电子器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110民初1073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受理申请人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苏州中铁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作为被申请人
的清算组。因清算组已对被申请人完全清算结束，清算组于2018年
7月9日向本院提交清算报告并于2018年8月23日提请本院裁定终
结强制清算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清算组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
据法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苏0591强清1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对被申请人苏州中铁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洛阳市矿特铸管有限公司、李武照、宋春雨、桂林南华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胡道渝：本院受理原告桂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洛阳市矿特铸管有限公司、李武照、徐立
东、胡俊国、宋春雨、桂林南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胡道渝合同纠
纷一案[（2018）桂 0302民再 9号、再 10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9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参加选择鉴定机构。逾期不
到，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和监督的权利，本院将依法选择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

陈礼豪、田洁贞、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许德来与你们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珠仲裁字（2018）第238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证据副本及清单、《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
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2月21日下午3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
审理。届时如你们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董文浩：本会于 2018年 6月 21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锦绣方
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争议案【（2018）武仲
受字第000001873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
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日内和 10日内，开庭时间
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16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张文霞、甘长根：本委于2018年6月15日受理申请人蒋迪峰
与你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岳仲决字[2018]44号裁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岳阳仲裁委员会

柴旭，身份证号：110105198702055831.工作证件号：京朝法—
577。现因工作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送达司法鉴定书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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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

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取消公务员考试资格案
——我国首例因“乙肝歧视”引发的诉讼案

案情简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时屡屡受
挫，尤其是国家人事部于1994年6
月颁布 《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第一次将乙肝检测作为“硬指
标”，“乙肝歧视”成为就业中的普
遍现象。芜湖青年张先著提起诉讼
的“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在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

2003年6月，25岁的张先著在
芜湖市人事局报名参加安徽省公务
员考试，报考职位为芜湖县委办公
室经济管理专业。经过笔试和面
试，综合成绩在报考该职位的 30
名考生中名列第一，按规定进入体
检程序。2003 年 9 月 17 日，张先
著在芜湖市人事局指定的铜陵市人
民医院的体检报告显示其乙肝两对
半 中 的 HBsAg、 HBeAb、 HBcAb
均为阳性，主检医生依据《安徽省
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
行）》确定其体检不合格。张先著
随后向芜湖市人事局提出复检要
求，并递交书面报告。同年9月25
日，芜湖市人事局经请示安徽省人
事厅同意，组织包括张先著在内的
11 名考生前往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显示，张先著
的乙肝两对半中HBsAg、抗-HBc
（流） 为阳性，抗-HBs、HbeAg、
抗-Hbe均为阴性,体检结论为不合
格。依照体检结果，芜湖市人事局
依据成绩高低顺序，改由该职位的
第二名考生进入考核程序。并以口
头方式向张先著宣布，张先著由于
体检结论不合格而不予录取。2003
年10月18日，张先著在接到不予
录取的通知后，表示不服，向安徽
省人事厅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
2003年10月28日，安徽省人事厅
作出皖人复字 （2003） 1号《不予
受理决定书》。

2003年11月10日，原告张先
著以被告芜湖市人事局的行为剥夺
其担任国家公务员的资格，侵犯其
合法权利为由，向原芜湖市新芜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认定原告体检“一、
五阳”（HBsAg、HBcAb 阳性） 不
符合国家公务员身体健康标准，并

非法剥夺原告进入考核程序资格而未
被录用到国家公务员职位的具体行政
行为违法；判令撤销被告不准许原告
进入考核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
准许原告进入考核程序并被录用至相
应的职位。

此案进入法律程序后，张先著成
了全国用行政诉讼的法律手段维护乙
肝患者权益的第一人。

判决结果

2004 年４月２日，原芜湖市新
芜区人民法院对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
局公务员招考行政录用决定案作出一
审判决，确认被告芜湖市人事局在
2003 年安徽省国家公务员招录过程
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取消原
告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资格主要证
据不足。法院同时认为，去年的公
务员招考工作已结束，原告报考的
位置已被别人顶替，因此对原告要
求被录用至相应职位的请求不予支
持。

芜湖市人事局不服一审判决，向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4
年5月31日，芜湖中院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编后语

虽然张先著胜诉未能被录用为公
务员，但是，对全国1.2亿乙肝病毒
携带者来说，张先著胜诉的意义不可
小视，这场官司唤起了社会对这个群
体正当权利的重视。司法界和舆论普
遍认为，人民法院将人事部门的公务
员录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开了司法审查该类行为的先河。
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就业歧视纠纷，有
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促使政府带
头摒弃就业歧视，使宪法上的平等原
则落到实处，确保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和保障。

此案判决后，全国多个省份修改
了招考公务员禁止录用乙肝病毒携带
者的有关规定，国家人事主管部门进
一步统一了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
准。后来，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在公民
入学、就业体检中不得要求进行乙肝
项目检测，充分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
益。

（整理撰稿 周瑞平）

图为张先著胜诉后接受记者采访。 资料图片

本报泰州11月 23日电 今天上
午，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依法
对被告人贺祥朋等 46 人特大电信诈骗
案作出一审宣判。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贺祥朋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
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百万元。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至十二年零六个月不等的刑
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下半年
至2017年3月间，被告人贺祥朋等人先
后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公司，设立投
资网站，开通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号，
购买国际期货模拟交易系统软件 （虚

假平台） 等，并通过他人购买被害人
电话号码资源。同时发展被告人贺
某、孙某等人为代理商，耿某、李某
等人为负责人的办公点；各办公点、
代理商设立市场部、客服部，部分市
场部下设业务组。

各办公点、代理商对招聘的业务员
进行“包装、配合、画饼、吹牛”等话
术培训。培训后，市场部员工以化名，
微信、QQ聊天等方式与不特定对象联
系，谎称公司为同花顺合作单位、新
阳光私募公司等，客户缴纳会员费与
公司合作，就能在一定期间内取得高
收益；并向被害人随机推荐股票，无

论股票上涨或下跌，均推荐公司有更
赚钱的股指期货业务，可买涨买跌，是
T+0交易，M90计划等；将被害人骗到
公司在网站上设立的虚假平台注册账
户，让被害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被
告人控制的银行账户“入金”（投入资
金），并安排人员通过虚假平台的后台
人工录入被害人入金金额、虚假配资额
等数字形式，制造被害人投资期货市场
的假象。

被告人采取在虚假平台提高手续费
收取标准、虚假配资的方式后，诱骗被
害人签订委托操作协议，要求被害人将
期货账号、密码交公司人员操作。通过

频繁操作或指导被害人反向操作，致被
害人短时间内在虚假平台投资迅速亏
损。被害人在虚假平台的投资通过扣减
交易手续费和亏损额等数字游戏形式被
骗取，但被害人误以为是期货交易市场
投资规律所致，但实际上被害人的资金
未进入国家正规股指期货交易市场，所
有资金由被告人贺祥朋等人掌控，用于
股东利润分配、员工工资和提成发放、
返还代理商佣金等。被告人贺祥朋为首
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半年来共骗取被害人
钱财计人民币 26499276.43 元，受害人
数为244人。

姜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贺祥
朋等 46 人伙同他人共同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他人财物，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
予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
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遂依法
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张桂林 姜连继）

诈骗金额2600万余元 受害人244人

江苏姜堰一特大电信诈骗案宣判

本报上海11月23日电 今天，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公开开庭宣
判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
诉的被告人黄某等 11 人、被告人张某
等 14 人“套路贷”系列诈骗案，以诈
骗罪分别判处黄某、谢某、张某3人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人民币15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其余
22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十
三年不等刑期。

2015 年初起，黄某、谢某及张某
等人从事个人借贷业务，后通过注册成
立天甘公司和控制怡智公司，分设业务
部、后勤部、网签部、催债组等部门，
由张某、黄某、谢某等人伙同其他多名

被告人，以“无抵押贷款”等民间借贷
为诱饵，以“违约金”“行业操作惯
例”等名义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
额的借条，并带被害人至银行转账，制
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款金额的假
象，再以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
约，与被害人签订空白房屋租赁合同，
网签被害人房产限制其交易，使用言语
或身体威胁、恐吓、上门骚扰等手段，
或迫使被害人按照虚高金额还款，或带
至其他犯罪团伙平账，或向法院提起虚
假诉讼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财。被告人
张某、黄某、谢某等人负责组织、管理
和业务洽谈，其余被告人负责看房、走
账、网签、讨债及诉讼等。至案发，以

被告人黄某、谢某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
骗取查某、张某等33名被害人约1,400
万元；以张某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骗取
被害人周某、王某、卜某等 39 名被害
人，共计骗得1800余万元。

上海二中院认为，被告人黄某、谢
某、张某等伙同其余被告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共同诈骗他人钱款，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予惩处。黄某、谢某、张某等人
预谋后注册成立借贷公司，下设业务
部、财务部、后勤部、催债组等部门，
之后三人负责组织、指挥和决策，其余
被告人负责签订虚假借条、银行转账、
催讨钱款等具体事务，各名被告人分工

明确，相互配合，属于三人以上组成较
为严密和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
犯罪集团，且被告人黄某、谢某、张某
等人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
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根据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
等对两起案件的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套路贷”作为一种非法经济活
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秩序，损
害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人身权益。
上海二中院今天判决的两个案例系上
海法院首例因实施“套路贷”诈骗犯
罪而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的案件。上
海二中院将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高利放
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继续加大
案件办理力度，有效遏制“套路贷”
犯罪活动，营造风清气正、安定和谐的
社会氛围。

（邱 波 王 笛）

本报安庆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武兴邦 通讯员 黄 锋 蒋新林）今
天，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
开开庭审理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李贻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企
业人员滥用职权一案。安庆市人民检察
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贻煌及
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安庆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4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李贻煌利用担任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合作经营、股
权转让、工程承揽和职务调整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
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5119 万余元。2011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李贻煌利用担任江西铜业集
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江西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职务便利，
指使下属采取虚列账目等手段，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268 万余
元。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被告人
李贻煌利用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的职务便利，指使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人员，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
1.473 亿余元供其亲属进行营利活动。

2008年，在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收购江西
省银珠山银矿探矿权期间，被告人李贻
煌时任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违反
相关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明知银
珠山银矿探矿权价值被高估的情况下决
定收购该探矿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人
民币2087万余元。

综上，公诉机关认为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国有企业
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李贻煌的刑事责
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李贻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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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贻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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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被控四项罪名 涉案金额超2.2亿

江西原副省长李贻煌案一审开庭

图为庭审现场。
徐勇进 摄

以“无抵押贷款”为诱饵以虚假诉讼讨债

25名“套路贷”诈骗案被告人栽了

本报沈阳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今天上午，辽宁省
绥中县振兴海产品贸易有限公司诉绥
中县人民政府、绥中县国土资源局解除
行政协议并赔偿一案二审在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审判长、承

办法官为省高院副院长吴廷飞，案件同
时在中国庭审公开网上进行直播。

2013年初，振兴公司竞得绥中县国
土局挂牌出让的5号地块出让土地使用
权，并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期限 50 年，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交付并达到“四通一
平”（水通、电通、路通、通讯通以及场地
平整），振兴公司依约交纳了出让金 65
万元。后绥中县国土局未实际交付土
地，其行为被已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
2015年9月29日，振兴公司以绥中县政

府和绥中县国土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葫
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双
方签订的《出让合同》，并判令绥中县政
府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78万余元。一审
宣判后，振兴公司不服向省法院提起上
诉。

在进行了法庭调查、双方举证质
证、最后陈述庭审流程后，法庭宣布休
庭，本案将择日宣判。

辽宁高院网络直播一“民告官”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