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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历来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
难点， 一直是制约知识产权审判整体效
率和质量的瓶颈。为突破这一瓶颈，北京
市各级法院频出高招。

北京二中院创新了“三人技术组、五
人合议庭”的审判模式，由三名具有理工
科背景、 具备较强技术理解能力的法官
或人民陪审员组成技术组， 负责先期介
入案件审理， 技术组组长主持技术事实
调查，解决专利技术比对等技术问题，还
负责对承办法官草拟的裁判文书中的技
术问题部分进行核改签批； 由具有技术
类案件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担任审判
长， 与技术组成员和另外一名法官共同
组成五人合议庭。 这一模式运行一年多
来， 二中院先后审理了

39

起疑难复杂的
技术类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仅为

74

天。同
时，该模式审理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发回。

在审理某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件过
程中，技术组赴被告处现场勘验，

20

分钟
即完成了全部技术比对工作。 经过技术
审理后， 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走向有了
更清晰的认知，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很
快达成了调解协议。

北京一中院则吸收了来自多个行业
的专家陪审员参与庭审， 从专业角度提
升司法的公信力，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

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一起发明专利案中， 涉及众多医
药生物专业术语。 原告对法院是否能够
了解相关问题存在疑问。等到了庭审时，

原告发现法院不仅能够理解这些专业术
语，还充分掌握着技术发展的状况，能对
案件争议焦点的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进
行准确、全面的总结。当专家陪审员详细
询问该专利的一些专业问题时， 原告代
理人信服了， 接下来的庭审也变得十分
顺畅。

据统计，

2009

年一中院专家陪审员
共参与审理了

643

件知识产权疑难案件，

调解撤诉
104

件，调撤率达
16%

。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

立法缺陷与司法保护

（下）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经济法眼
□

本报记者马守敏本报通讯员高志海常鸣

北京 知识产权的智慧保护

十大案例：皆为大牌和大腕

□

本报记者马守敏

（文接上期）

由于公司法固有的立法缺陷，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股东知情权的
保护倾向于“严格”审查，往往扩大
保护了公司的抗辩权，而对股东“查
阅目的的正当性” 却作出了各种限
制性解释。

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还有一项重
大的缺陷在于： 股东在提起知情权
之诉前， 很少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诉
前证据保全———对公司账簿的“查
封” 措施来控制和防止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篡改”财务信息。 导致股东
即便在知情权之诉胜诉的情形下也
无法借助强制执行程序获得真实财
务信息。笔者认为，不仅应当保护股
东通过“查封”账簿等证据保全行为
获得公司真实信息的权利， 而且股
东有权通过司法鉴定来“审计”有关
财务资料， 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在财务资料方面“作伪”，并有权以
审计结论来作为解决股东与公司之
间有关权益纠纷的依据。

“股东知情权”制度在公司法的
立法结构中被设置在“有限责任公
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一章之“设
立”一节中。从这种制度安排就可以
看出， 公司法没有将股东知情权提
高到维护公司治理结构和安全运行
机制的高度。事实上，股东知情权并
不只是产生或存续于公司的“设立”

阶段， 大量的知情权纠纷是产生并
存续于公司设立后的全部经营运行
期内的。

针对公司法的立法缺陷， 笔者
认为， 应当修订该法并设立专门的
“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一章，取代
目前“组织机构”这种不能准确体现
股东投资关系特质的制度安排，并
且应当设立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的连
带责任机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
度地促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敢滥
用控制权， 从而促进公司的“人合
性”。股东知情权是有限责任公司治
理中解决“人合性” 问题的关键所
在， 否则在股东知情权不能实现的
情形下， 则完全无法避免“公司僵
局”的形成，从而引发公司的“解散
之诉”和司法强制清算程序，其结果
还是等于损害了全体股东及公司的
利益。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应当扩大对
股东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适用，对
股东查阅目的的“正当性”应给以宽
松的解释。 根据不同性质的股东身
份对其知情权进行分类对待。 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东， 其知情权不应受
到任何限制， 凡是与公司及其经营
行为有关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合
同文本、 债权债务凭证及其他任何
信息文件及法律文书等均应当是股
东的查阅范围；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
的发起人股东或记名式股东的知情
权亦应不受任何限制； 对于无记名
的散户投机型“股民”类股东的知情
权可给予一定的限制。

因此， 在公司法未被修订前司
法实践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利用司法
裁判权“微调”有关不良制度，将公
司法立法缺陷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
小的范围内。 （全文完）

调解是一把钥匙
当知识经济在“知识产权保护战

略纲要” 的护航下驶上快车道， 和
谐、 大局的观念， 更应自觉地融入北
京知识产权法官的司法理念之中。 北
京市各级法院力推“以调解带动审
判” 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模式， 并制
定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诉讼调解规范，

要求法官、 书记员全员、 全程参与诉
讼调解， 坚持把理解、 尊重、 民本、

民生融入到知识产权诉讼调解中， 力
求通过调解定纷止争、 平息矛盾， 促
进矛盾双方合作、 共赢。

2009

年， 因未经授权出版了林
语堂的七部作品， 现代教育出版社被
推上了二中院被告席。 林语堂的后人
作为权利人， 是否一定要等待一个漫
长的审判执行周期， 才能得到其权益
保护的结果？ 现代教育出版社已经出
版的图书， 如果因侵权不能销售， 是
否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二中
院的法官们决定先调解。 仅仅用了

4

个月时间， 七案就全部调解解决， 各
方利益均得到保护。 长居国外、 已作
好长期应诉准备的林语堂后人， 专门
从美国来函， 称赞二中院“知识产权
庭法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令我们
十分钦佩， 也让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和司法体制充满了信心”。

据悉， 在二中院， 一审案件调撤
率连续

5

年超过
50%

， 调解案件自动
履行率

100%

， 即时履行率高达
95.7%

。

去年， 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了中
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 朝阳区法
院、 海淀区法院立即与调解中心合作
网络版权调解。 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
础上， 北京高院代表全市法院知识产

权庭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调解中心正
式建立委托调解机制， 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

能动是一种动力
社会的发展呼唤知识产权法官走出

封闭的窠臼， 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把握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方向， 释放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的力量。 北京法院位于首
都， 特殊的区位特征赋予他们发挥司法
能动性， 为首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保
驾护航的重要使命。

“我们企业正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
困惑， 法官能到我们企业参观指导， 真

是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及时雨。”

2009

年
5

月， 凡客诚品公司负责人面对来访
的二中院知识产权法官， 发出由衷的感
慨。

该院积极参与企业专利预警、 新产
品论证等工作，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 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梳理案件
审理中发现的企业存在的相关问题， 向
相关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
议， 改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通过
知识产权案例发布、 评析， 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状况宣讲， 企业人员知识产权培
训， 召开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等多
种宣传形式， 提升相关社会公众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

2008

年
4

月， 特许经营合同纠
纷案由转为知识产权案由后， 知识
产权案件中多了一些经营经验不
足、 怀揣创业发财梦想、 往往遭遇
特许陷阱的农民、 下岗工人等弱势
群体。 针对该类案件当事人大多处
于外地、 来京诉讼不便、 缺乏法律
意识且请不起律师的情况， 北京法
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注重加大诉
讼指导力度。 能够邮寄的材料， 决
不让当事人到法院来领取； 能够一
次程序解决问题， 决不让当事人跑
两次， 最大限度地给他们提供人性
化的便利， 最大可能减少他们的诉
讼成本。

2009

年的一天， 河北唐山的赵
春霞手握“情系百姓执法为民” 字
样的锦旗和感谢信， 来到二中院接
待大厅。 她是一位特许经营合同纠
纷案中的被特许人。 她在感谢信中
写道“法官处处为当事人着想， 尽
可能地给当事人提供方便， 情系百
姓， 依法裁判， 使我这个弱女子很
快赢得了官司， 使我对人民法官为
人民有了切身体会”。

为使法官正确理解相关司法政
策， 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给百
姓提供更多的司法保护， 北京法院
系统还举办了知识产权“精品案件”

交流会， 针对影视作品权属证据、

特许经营合同“两店一年” 规定的
效力等疑难问题开展调研。 起草的
规范性意见， 不仅确保了司法标准
的统一， 使当事人对于法院某类案
件的审理结果具有了较为稳定的预
期， 一审服判率大幅度提升， 还在
知识产权界和相关行业引起了很大
反响， 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授权确
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 �

近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2009

年知识产权诉讼十大案例。

“耶莉娅”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

赛美公司未经许可在网站、杂志、产
品宣传手册、商业合同中以及服装上，使
用了与耶莉娅集团的“耶莉娅”注册商标
相近似的“耶利亚”和“耶利妮亚”标识。

法院判决赛美公司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
为，赔偿各种损失

33

万元，并刊登公开声
明，为原告消除影响。

微软
Windows XP

、

Office

2003

专业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侵权案

微软公司三次到思创未来公司购买
预装有微软

Windows� XP�

专业版和微
软

Office� 2003�

专业版软件的个人台式
计算机

12

台， 并取得思创未来公司出具
的销售凭证、 质保卡及保修卡。 法院判
决思创未来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赔
偿微软公司各种损失

46

万元， 并收缴了
涉案的

12

台组装机。 体现了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 对规范计算机销售市场起
到了积极作用。

“可搬式屏幕装置”实用新型
专利侵权案

本案是中国法院对外国知识产权权
利人给予平等保护的典型案例。本案中，

专利权人原主张被控侵权产品侵犯了其
专利中的两项权利要求， 一审法院判决
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12

万元。 二审审理过
程中专利权人对其专利进行了修改，删
除了部分权利要求，尽管如此，二审法院
对赔偿数额仍予维持。 本案的意义在于
确定了在专利侵权案件中， 原告所主张
的权利要求的数量， 不是确定赔偿数额
的依据。

范曾《十二生肖图》著作权侵
权案

香港金币总公司、 北京市中海福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范曾授权， 制作发
行了由金币

12

枚组成的《范曾十二生肖
纯金币》。考虑到范曾作品极高的享誉度
及纪念金币增加了高额的利润， 法院全
额支持了原告

500

万元的诉讼请求。这是
北京法院近年判决的赔偿数额最高的著
作权侵权案件之一， 体现了法院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

“防火隔热卷帘”发明专利侵
权案

德源门窗厂未经英特莱摩根公司许
可，制造、销售侵犯涉案发明专利权的防
火卷帘产品并在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
主场馆消防工程中安装使用。法院认定，

被控侵权产品的特征属于以基本相同的
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
同的效果， 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与
涉案专利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等同的特
征，构成侵权。法院全额支持了原告请求
赔偿

150

万元的主张。

《大话股神》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 宝辰饭店公司提
供了视频点播系统， 该行为属于信息网
络传播行为。未经许可使用涉案电影，侵
犯了北京世纪星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
该电影的独享信息网络传播权， 判决其
停止提供《大话股神》的点播服务，赔偿
原告各种损失

1.５

万元。

“马克华菲”有奖征集著作权
侵权案

赵伟轩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三幅
平面彩绘作品邮寄给马克华菲公司，参
加该公司发起的征集创意作品活动。 不
久， 马克华菲公司将赵伟轩作品印制在
其生产的

T

恤服装上进行销售。 法院判
决马克华菲公司向赵伟轩赔礼道歉，并
赔偿

3

万元。

当前， 通过有奖征集活动， 将应征
作品的相关权益据为己有的现象屡见不
鲜。 本案的判决从法律层面对这种现象
予以了否定， 维护了应征者的著作权
益。

“半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

半亩田餐饮公司在经营场所的牌匾
上突出使用“半亩田”文字，从该文字的
含义读音和外形看，均与“半 ”商标
近似，与原告的服务类别也相同，故构成
了商标侵权。 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在其经
营餐馆的牌匾上突出使用“半亩田”文
字，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

万元。

“神州数码”驰名商标侵权案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神州

数码及图”商标已经成为驰名商标。北京
神州通才国际教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未
经许可，在计算机培训服务中以网站、报
刊、学员证等形式使用该商标，二者存在
一定的关联性， 会引起相关公众对服务
提供者的混淆，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使用，

并赔偿原告各种损失
2

万元。

“雪莲”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

雪莲股份公司系“雪莲
Snowlotus

及
图”商标专用权人。亚格威公司从案外人
获得“雪莲伊梦

XUELIANYIMENG

”商
标的使用许可， 但其除在羊毛衫产品上
突出使用“雪莲”、淡化“伊梦”外，还在产
品外包装上单独突出标注“雪莲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字样。法院经审理认定，亚
格威公司的行为构成在类似商品上使用
近似商标的行为，判决其停止侵权行为，

赔偿雪莲股份公司各种损失
21

万余元。

该案的判决将注册商标的不规范使
用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 对商标专用权
人合理界定自身商标的专用权和禁用权
边界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另外，对涉及
的企业名称保护问题， 该案采取区别化
的保护方式， 是对解决企业名称与在先
权利冲突的一次有益尝试。

突破技术瓶颈

� � �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荣宝斋诉武汉荣宝斋商标案。

常鸣摄

� �

首例市场开办主体法律责任、 首例建筑作品保护纠纷、 “耶莉娅”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微
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在新一年“知识产权日” 来临之际， 北京市法院系统集中公开开庭和
宣判了一批疑难典型案件， 还公布了

2009

年知识产权诉讼十大案例。

申请人周少佳因遗失周少佳开出的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澜石支行支票一张（支票号为
75197774

，票面金额为
4848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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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梁碧玲因遗失佛山季华支行出售的中国

建设银行佛山季华支行支票一张（支票号码为：

EC/02

21129290

，票面金额为
49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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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GA/01 02356640

，付款行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帐号
为

7235110182600014623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
票日期为

2009

年
4

月
20

日，出票人为河北唐银钢铁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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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北
]

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州市天翔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GA/01 02369000

，付款行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帐号
为

7235110182100001307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
日期为

2010

年
2

月
4

日， 出票人为河北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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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河北
]

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鑫鹭船舶修造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该票据记载：票码为：“

GA/01

”

01111026

号，票面金
额为

150

，

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1

月
17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0

年
5

月
17

日，出票人为大连华锐股份
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大连华锐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最后背书人、持票人同申请人，付款行为广东发展银行
大连软件园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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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的行为无效。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天诚燃气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转账支

票一份， 该票据记载： 支票号码为：“

GS/02

”

07346967

号，票面金额为
51

，

410.00

元，付款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9

日，出票人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辰晨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收款人空白，持票人同申请人，付款行为大连甘
井子农村合作社银行大连湾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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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东芝外服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大连分

公司因遗失银行转账支票一份，该票据记载：支票号
码为： “

ES/02

”

13898643

号， 票面金额为
47

，

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15

日，出票人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连机场海关，收款人、持票人同申请人，付
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大连机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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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康拓顺达科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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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01 00602358

，出票日
2009

年
11

月
26

日，出票人晋中经纬化纤机械有限公司。出票行晋
中市建行经纬支行，收款人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榆次分公司，票面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整，最后持票人
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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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高亚玲因所持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证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股权证记载：股东名称：高
亚玲；股份数量：

20

万股；股权证编号：

22600000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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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左洁铭因所持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证记载：股东名
称： 左洁铭； 股份数量：

10

万股； 股权证编号：

2120000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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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因遗

失银行承兑汇票（汇票付款行：杭州联合银行半山支行营
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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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02034897

，金额为
伍佰万元整， 出票日期

2009

年
8

月
25

日， 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2

月
25

日，持票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票据营业部，出票人为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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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汇票付款行： 杭州联合银行半山支行营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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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02034898

，金额为伍佰万
元整， 出票日期

2009

年
8

月
25

日， 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2

月
25

日， 持票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
部，出票人为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钢铁集
团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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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云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因支票一份（号码

GA/

01 05405281

，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浙江恒科
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0

年
3

月
25

日）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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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大成钙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行为浦发

绍兴城北支行、出票人为绍兴市中才轻纺有限公司、收款

人绍兴市东源针织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0000

元、汇票号码
为

GA/01 01992891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9

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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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建国摩托车修理店因遗失付

款行为招商银行绍兴越兴分行、出票人为绍兴越龙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绍兴市电机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汇票号码为
GA/01 01784888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1

月
3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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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贝尔卡特（山东）钢帘线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出票日期
2007

年
12

月
12

日， 票号为
D/0 B/1

03301861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浙江凌云摩托
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志远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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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贝尔卡特（山东）钢帘线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出票日期
2007

年
12

月
12

日， 票号为
D/0 B/1

03301842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浙江凌云摩托
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志远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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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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