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场涉及800万的诉讼。原告是
一家上海的贸易公司A公司，本案中，上海
的贸易公司A公司手里的两张面额分别为
600万和200万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
票人拒绝兑付。这可怎么办？800万对谁
都是个大数目。

【案情】
由于出票人广西的B公司拒绝兑付，于

是，A公司将B公司告到了法院，由于这两
张汇票连续经过四次背书，分别为B公司向
C公司出具了两张汇票，C公司又背书给了
D公司，D公司背书给了A公司，A公司又背
书给了E公司，最后，E公司又背书给了A
公司，其中最后一次还是回头背书，所以，A
公司还将C公司、D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
要求他们连带支付800万及利息。

本案看起来稍微有点复杂。案件中涉
及到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背书。背书指
持票人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
定的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而在票据背面
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行为。
其次，什么是回头背书，回头背书指的是票

据上已有的债务人为背书人的被背书人。
理清了概念，案件的复杂程度依旧没

有减少。至于，被告拒绝付款的理由，让案
件变得更加复杂。被告B公司拒绝支付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不欠钱。B公司提出，与C公司之
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票据是B公司的
一名工作人员与C公司恶意串通通过虚假
交易形式开具票据贴现。

2、已报案。B公司提出，B公司已经就
该公司工作人员的行为向公安机关举报，
要求本案中止审理。

3、有过失。B公司提出，原告A公司
有过失，票据前后手之间不存在基础贸易
关系，原告通过质押形式取得票据，没有合
法取得票据，不应享有票据权利。

【裁判】
通过审理，主审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

焦点有两个：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原告
对于三被告的票据追偿权是否成立。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中止审理。
主审法官认为，出票人被告B公司与收票

人被告C公司之间的出票行为中B公司
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并不当然影
响后续票据转让行为的效力，鉴于被告B
公司未能提供后手票据转让行为与前手
涉嫌犯罪行为存在牵连的证据，故本案不
应中止审理。

关于原告的票据追偿权是否成立。主
审法官认为，虽然原告A公司以质押协议
形式获得票据，但实际亦已通过银行转账
支付对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合法的
债权行为，应予保护，另本案票据为电子票
据，票据背书转让本身具有便捷的特点，不
受时间空间限制，所以在出票当日即多次
转让亦属交易常态，原告A公司在受有票
据时并不知道出票人工作人员行为中存在
违法犯罪行为，不宜认定原告存在恶意或
者重大过失，故原告善意合法取得票据，在
票据到期被拒绝付款的，可以对出票人、背
书人行使追索权。

据此，判决被告B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A公司人民币
8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从2017年9月15日

按年息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被告C
公司、D公司为上列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后，被告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中，原告之所以能够胜诉，正是由

于原告基于商业信任，支付相应款项，合法
取得票据权利，符合善意取得的要求。同
时，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原告有权对背书
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
索权。

商海固然波涛汹涌，但依然有一盏明
灯可以导航，那就是诚信。这种诚信也逐
渐演变成对交易对象、对交易方式、对交易
目的的商业信任。高邮法院也建议所有企
业在生产经营中，从诚信出发，尊重交易习
惯和商业目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通讯员 于谦

高邮法院：用法治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高邮市人民法院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 联办

关注中高考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7月 28日，备受
瞩目的2020年中考成绩揭晓，全市700分
以上的考生共386人，其中，730分以上的
考生共23人。此外，2020年我市邮中、一
中、二中、三中等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也正

式划定。
据了解，高邮中学非指标生录取分数线

为689分，第一中学统招录取分数线为640
分，第二中学统招录取分数线为599分，三
垛中学统招录取分数线为566分，其他高中

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为549分。

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切分线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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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宏明 记者 赵妍东
方) 7 月 30日下午，
市检察院召开2020
年上半年新闻发布
会，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代表以及市内主要
媒体记者等参加新
闻发布会。

2020 年 1 至 6
月，市检察院围绕中
心工作，服务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围绕年
初“防疫和办案两不
误”要求，帮助指导
100余户商铺、20家
企业按规定复工复
产并提供政策宣传
和法律咨询服务；落
实“六稳”“六保”要
求，对涉案民营企业
负责人慎捕慎诉，走
进全市 33 家企业，
发放《致全市企业家
的一封公开信》和联
系卡；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后
对 9 名涉恶犯罪嫌
疑人提起诉讼；强化
司法办案，促进检察
工作提质增效，共批
准和决定逮捕各类
犯罪嫌疑人 51 人，
提起公诉388人，精
准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总体刑事犯罪案件
数量因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持续加强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3人，提起诉讼3人；积极化解社会
矛盾，共接收处理各类信访事项9件，七日
内程序回复率、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率均
为100%，且重复信访率降低。

同时，聚焦主责主业，全面增强检察监
督实效，强化刑事监督，上半年共监督立案
1人、监督撤案10人、纠正违法5件次，监
督采纳率100%，对监外执行活动违法行为
提出纠正2人。认真开展民事、行政及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民事检察方面，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1件，发出审判和执行监督检察
建议8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办案规模增长
近4倍；在行政及公益诉讼检察方面，立案
办理34件，发出诉前建议25份、行政审判
检察建议1份等。提升检察建议质量实
效，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要求，就校外培训
机构不规范经营等问题，向主管部门制发
检察建议，成功推动开展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专项整治等。

发布会上，市检察院相关人员还详细
回答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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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尤祖轩）近日，市委组
织部召开全市“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座谈交
流会，传达学习省委组织部抓党建促联建助
推“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行动电视电话
会和扬州市委组织部抓党建促联建“千企联
千村、共走振兴路”行动电视电话会精神，并
解读了《关于加强“两新”组织党组织规范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代
表就近期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
算作交流。会上还选取部分先进地区非公企
业党建案例分享学习心得。

自全市“党旗飘扬在一线，稳企兴企在行
动”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市级机关部门、乡镇
（园区）选派的222名“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充分发挥组织宣传、联系服务、协调指导作
用，围绕组织设置、阵地建设、组织生活、党员
管理、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具体工作，赴企
业开展深入指导，用实际行动响应“党旗飘在
一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的号召，
积极为全市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贡献力量。

“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集中座谈交流

今年中考，汪曾祺学校初三（2）班的蒋
翀同学取得了743分的优异成绩。面对这样
的好成绩，蒋翀和他的父母都觉得有些“出乎
意料”。

“这次考试成绩属于超常发挥，语文稳中
有进，数学和英语考得最好。”日前，蒋翀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考期间，自己在考场上
心态较好，考完一科立即放下，不纠结对错，
然后全心准备下一场考试。“现在成绩下来
了，整个人都轻松了，我对此次成绩很满意。”
蒋翀松了口气说道。

谈及自己的学习方法，蒋翀表示也没有
什么太特别之处。“我比较注重课堂效率，一
直紧跟老师的讲课节奏，我觉得提高课堂效
率比课后花时间更有用。其次，在理解老师
授课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思考，将老师讲授的
知识点和平时自学作比较，看看理解上是否
有出入，在做题时再联想到相关的知识点，做
好归纳总结，基础才能打牢。”蒋翀说，他的语

文成绩一直很稳定，也比较好。他学习语文
有自己的小妙招：“语文一定要多阅读，多花
时间熟记知识点，特别要注重作文素材的积
累，写作的切入口一定要小，从小处着笔，再
进行引申突破。”

蒋翀还告诉记者，他每天坚持睡前20分
钟阅读，这一良好习惯的养成离不开父母的
谆谆教导。小学二年级时，他很喜欢电子琴，
一开始学习兴致较高，后来随着年级升高曾
一度想放弃，在父母督促下，才坚持下来，并
顺利通过十级考试。这时他才体会到父母的
用心良苦，并一直保持着持之以恒的学习态
度，做事绝不半途而废。

学习之外，蒋翀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特别喜欢打篮球，每个周末都会和同学打
几场，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心情。这也是
他能够始终保持良好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考已经结束，对于未来的高中学习生
活，蒋翀既憧憬又有些忐忑。为提前适应高

中课程，他正在预习高中知识。“现在的目标
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将来争取考个理想的
大学。”蒋翀说。

记者 翁正倩

蒋翀蒋翀：：注重课堂效率注重课堂效率 打牢知识基础打牢知识基础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交投集团定于2020年 8

月11日上午9：00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

中心（蝶园路52号）招标三室对以下房产进行公开招

租：1、高邮市经济开发区马棚新界路一处房产（原马

棚国土所），房屋面积约405.44㎡，年租金参考价1.65

万元，租期一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金 1.65 万

元；2、高邮市伯勤社区希望路原伯勤初中校内食堂5

间，房屋面积约120㎡，年租金参考价0.55万元，租期

一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金0.55万元；3、高邮市

伯勤社区希望路原伯勤初中校内传达室西5间及部分

空地，房屋面积约 120㎡，空地面积约 400㎡，年租金

参考价0.55万元，租期一年，租金一年一清，竞租保证

金 0.55 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

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2020年8月10日下午5：00前（节假日

除外）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二楼202

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行：江苏高邮农村商业

银行屏淮支行，账号：3210840361010000020998。

标的展示时间：2020年7月31日至8月10日（节假

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蝶园路29号

咨询电话：0514-80527803（左先生，招租单位）

0514-84363778（吴女士，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午）

0514-84394986（周先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午）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高邮市交投集团

2020年7月31日

公房出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