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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皮埃尔的寡妇》 这部世界著
名的电影， 说的是

1849

年， 在法属
加拿大群岛中的一个名叫圣皮埃尔
的荒凉的小岛上， 水手尼尔醉酒后
与人打赌砍死了船长。 按照当时法
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律的规定， 尼尔
被判处死刑。 但是， 法律又规定，

必须要有断头台和刽子手才能执行
死刑。 但岛上既没有断头台也没有
刽子手， 这样， 尼尔就被暂时收监，

等待从千里之外的法国运来断头台。

在等待死刑期间， 尼尔为岛民做了
许多好事， 以近乎新生的被洗刷干
净的心灵得到了社会宽容和岛民的
谅解。 冬去春来， 断头台终于千里
迢迢运来了。 然而， 圣皮埃尔岛上
没有一个人愿意亲手砍下尼尔的头，

即便是地方政府支付高额报酬， 也
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残忍的刽子手。

岛民们还撕毁了招募刽子手的所有
布告， 聚集在一起向当局呼吁不执
行死刑。 看管他的上尉和上尉夫人
甚至让尼尔驾船逃跑， 但尼尔不愿
给大家带来麻烦， 最终还是留在了
岛上。

影片结尾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依法

处决了尼尔， 上尉被政府认为构成叛乱
罪执行枪决， 上尉夫人和尼尔的恋人悲
痛欲绝……荒凉的圣皮埃尔岛从此多了
两个不幸的寡妇。 对此， 圣皮埃尔岛上
的居民并不认为这是严格执法， 相反抱
怨法律不通人性。

确实， 千百年来或者说人类自有刑
罚以来， “杀人偿命”、 “法不容情”

是普通民众的常识， 也是执法人员必须
遵循的基本司法理念。 然而， 面对千奇
百态的案件， 面对我们进入和谐、 发
展、 稳定成为时代主题的现代文明社
会， 人们应该也必须不得不以审视的目
光重新打量一切了。

为什么圣皮埃尔岛上的民众几乎一
边倒同情尼尔， 希望他获得宽容呢？ 也
许在他们看来， 法律就应当是珍惜生
命， 体现宽容、 怜悯、 善良、 爱心之
情。 他们认为， 尼尔是在酒醉后过失
杀死了船长， 法律应对故意和过失进
行区别， 应对认罪态度、 悔改表现予
以考虑， 给尼尔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 中借神
父之口所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
错误的。” 因此， 好的法律应兼容惩罚
与宽恕的张力， 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
呼唤刑罚的报应， 而且呼唤在具备一
定条件情形下的宽容。 任何使法律高
深莫测以突出法律的神圣和威严的想
法和做法都是有害的， 法律只有以人
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才会是神圣和威
严的。

法律是人类基本情感的规则化， 它
只能体现人类的基本情感而不能与之相
悖。 这就要求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严格
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常情发
生冲突的时候， 只能以常情为限度、

为依据来解释理解法律， 而不能作出
明显违背常情的司法判决。 唯有如此，

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 才可能
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 因为， 这个
时候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大家的利益
是一致的， 遵守法律就是在维护自己
的利益。 既使大家不知道法律的具体
规定也没关系， 因为法律实质就是大

家所认同的常识、 常情、 常理的化身，

这时的法律已经内化为大家的行为规
则了， 我们怎么还能说“法不容情”

呢？

因此， “法不容情” 只能在这个意
义上使用： 法不能徇私情。 私情是一种
个人特有的社会资源， 它与案件本身并
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在司法过程中考
虑了无关的私情， 则恰好是对人类基本
感情的亵渎， 因为照顾不应该照顾的私
情必然同时损害不应损害的利益。 徇私
情就意味着不平等， 就意味着不公平、

不公正， 就不是按照大家都认同的道
理、 规则办事， 因而也就违背了常情。

刑法的鼻祖贝卡利亚说： “一切违
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 最
终也是有害的。 ……一切违背人的自然
感情的法律的命运， 就同一座直接横断
河流的堤坝一样， 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
没， 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 并
逐渐地溃灭。” 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讲依法治国， 如果法治意
味着良法之治的话， 搞法治不可能不考
虑人情， 不可能不以人情为基础。 而所
谓的良法之治， 实质上只能是人性之
治、 人情之治！

事实上， 很多时候我们坚持“本本
主义”、 硬搬法条， 其实也并不见得就
是高举法律的旗帜， 依法办事。 试想，

作为食槽中饭的所谓的法律人， 又有几
个是按照从书本上学来的法律知识及国
家的法律规定来办事的呢？ 又有谁是先
学了合同法再上街买菜呢？ 因此， 法律
永远都不可能取代人们的常识、 常情、

常理， 背离人情的法律不可能为人们所
接受， 所谓的“法不容情” 只不过是恶
法亦法的诡辩！

（作者单位： 湖北省荆州市江北地
区人民检察院）

●

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 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德） 拉德布鲁赫
●

与其责骂罪恶， 不如伸张正义。 ———（英） 丁尼生

法人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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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保护方式的有益探索
———简评《物权请求权制度研究》

□

马俊驹
书海遴品

请求权是民法体系构建的核心要
素， 是我国民法研究中重要的基础理论
问题之一。 在民法请求权体系中， 物权
请求权又是最具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内
容。 自《德国民法典》 最早规定物权请
求权的内容以来， 关于物权请求权性质
的论争就没有停止过。 在我国， 是否承
认物权请求权， 如何界定其性质， 已经
成为确定整个民法体例的关键问题。 因
此， 对其进行研究当有重要意义。 辜明
安博士凭着自己扎实的法学功底和不懈
的学术追求， 选择了这一重要而且困难
的研究课题， 对物权请求权制度进行了
一次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 完成了以
《物权请求权制度研究》， 由法律出版社
出版， 为物权理论的发展增添了一项具
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新成果。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 物权请求权作
为物权保护和救济制度的确立， 无疑是
对物权法理论的极大丰富。 但是， 因问
题本身的复杂性， 物权请求权在我国理
论界和立法上产生分歧不可避免， 显然
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理论上对物权请求

权的合理性作充分说明， 作者颇费思
量， 首先从请求权概念及其合理性出
发， 进而论证物权请求权的合逻辑性以
及其作为物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能
性。 尽管这一部分不是本书的主体和重
点， 但是作为本书论题的基础性研究，

不失其精彩和重要性， 尤其是作者对
“请求权概念的理论分析和物权请求权
的定位” 及“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保护
制度的合理性” 等部分的论证和说理，

不仅条理清楚， 分析得当， 而且旁征博
引， 破立结合， 主旨明确， 为后文对物
权请求权的本体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在其后对物权请求权本体内容的论
证中， 作者仍以全面深刻、 缜密细致的
笔触进行细腻的分析， 颇值赞赏。

综观全书， 笔者认为作者试图在以
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首先， 作者将权
利解析为两层含义， 一是权利之本体，

二是权利之实现和保护须借助的手段，

后者即为请求权， 因此， 作者认为请求
权是实现和保护基础权利的技术手段，

不存在脱离基础权利的请求权。 其次，

作者在分析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二
者的共性和差异时认为， 即在民事权利
体系中， 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是处

于同一逻辑层面的以其本权保护为本旨
的请求权， 对物权配置请求权是理论逻
辑的当然结论。 其三， 作者在研究物权
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时， 着重分析
了诉讼时效适用的现实基础， 从维护现
实的交易安全和社会整体秩序出发， 合
理解释了物权请求权得否适用诉讼时效
的原因。 其四， 作者运用所有人———占
有人关系规则， 分析了所有物返还请求
权的效力和返还请求权与其所涉相关请
求权的关系， 为研究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其五， 结合我
国物权法的规定， 本书全面分析论证了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地役权的物权请
求权， 为把握我国物权法上的物权请
求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并为我
国物权请求权未来立法的完善提出了
积极的、 具有参考价值的初步构想。

应该说作者的这些观点和看法都具有
其可取之处， 尤其是对请求权的基本
定位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不管其是否
会对民法理论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
的影响， 都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我国
民法同其他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一样，

在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但我们也深知在民法研究（尤
其是民法基础理论研究） 中要有所创
新是有难度的， 本书作者的观点可能
有值得商榷之处， 读者不见得都同意
其研究结论， 但其创新的意识和严谨
的研究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改革以来，

我国民法理论获得极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肯定是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随
之而发生的社会变革之社会实践对民法

的需要， 但是学者的理论贡献也功不可
没， 离开学者们的努力和一点一滴的理
论创新的汇聚， 就没有今天我国民法理
论日益丰富和发展的大好局面。 从这个
意义上说， 本书或许是有值得我们所关
注的理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 没
有人会拒绝财富， 没有人会轻视对自己
财产和财产权利的保护， 社会和谐在很
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财产权利以及相应
秩序的和谐， 因此， 确定相应的财产
秩序是一件于国于民都十分必要的事
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以为物权
法就是构建和保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法。 因此， 尽管物权法的制定充满
了争论和不同的意见， 但其颁行似乎
是不可阻挡的事情。 回顾物权法制定
的过程， 我认为物权法的制定和颁布
不但是立法机关所做努力的结果， 而
且是民法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和进取心
的集中体现， 来之不易。 虽然我们的
物权法还不完善， 还有进一步修正和
完善的必要， 但保障其顺利实施至关
重要， 对此需要学者从理论上充分阐
释物权法的相关制度和原理， 以期指
导实践， 并为其进一步完善做好理论
上的准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
同意本书作者的看法， 物权法的颁行
不但不是物权法研究的终结， 而是物权
法新的研究的开端。 也正因为此， 本书
的研究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不失为物权
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研究的有益探索。

故对其进行介绍并向读者推荐。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
生导师）

法容情，法不容私亲
———重温电影《圣皮埃尔的寡妇》

□

余大伟
法路心语

法律是人类基本情
感的规则化， 它只能体
现人类的基本情感而不
能与之相悖。 “法不容
情” 只能在这个意义上
使用： 法不能徇私情。

私情是一种个人特有的
社会资源， 它与案件本
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在司法过程中考虑
了无关的私情， 则恰好
是对人类基本感情的亵
渎……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把散
见于

1940

年《法理学》一书中的有关法理
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资料集中在第一部分。

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对一般法律
理论的实质性问题所作的论述，乃是以某
些蕴含在我研究法理学问题的进路中的
哲学假设和方法论假设为基础的。

埃德加·博登海默，

1908

年出生于
德国柏林， 在获得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
后于

1933

年移民美国，此后在华盛顿大
学研习美国法律并于

1937

年获得
LL.B

学位。从
1951

年开始担任犹他大学和芝
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并于

1975

年成为法
学荣誉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
并成为“综合法理学”代表人物

;

主要论
著有：《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论正义》、《权力、法律和社会》、《责任哲
学》和《英美法律体系导论》等。

约翰·罗尔斯是美国当代著名
的哲学家、 伦理学家， 他的《正义
论》 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

政治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对伦理学、 政治学及法理学都产生
了巨大影响， 成为经典之作。

关于正义的作用， 约翰·罗尔
斯在《正义论》 的开篇中就写道：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
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一种理论， 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
洁， 只要它不真实， 就必须加以拒
绝或修正； 同样， 某些法律和制
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
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
改造或废除。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
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 这种不可侵
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
能逾越。 因此， 正义否认为了一些
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
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有
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
于少数人的牺牲。 在论述了正义的
作用后， 他接着指出正义的主要问
题是社会的基本机构， 是社会主要
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
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
式。

在论述了正义的作用及主题
后， 他在《正义论》 的第二章探讨
了正义的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为
平等自由的原则， 即每个人对与所
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
的平等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
权利； 第二个原则为差别原则及机
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
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 使他们在
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 在符合
机会平等的条件下的职务和地位向
所有人开放。 关于此两个原则的关
系， 他指出， 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
二个原则， 自由只能为了自由而限
制，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平原
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 只有在充分
满足了前一原则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后一原则。

在提出两个正义原则后， 他假
设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阶
级出身、天赋和气质，以及他们的善
的观念的具体内容， 也不知道他们
属于什么时代和所处社会的经济、

政治状况和文明水平， 只知道有关
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 政治和经济
的理论原则、 社会组织基础和人们
的心里学法则， 即处于无知之幕下
的人们将选择自由作为他们的首要
原则， 而不会选择功利主义作为他
们的首要原则， 因为功利主义为了
达到最大利益值而允许牺牲个人的
利益，哪怕是个人的根本利益。

约翰·罗尔斯对正义的作用、

适用对象、 两个正义原则及其相互
关系以及处于无知之幕下的人们将
选择自由作为首要原则等的论述，

对伦理学、 政治学及法理学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法院一直被视为正
义的守护者， 作为法官， 我们更应
该好好研读他的《正义论》。

（作者单位： 江西省德兴市人
民法院）

约翰·罗尔斯
与他的《正义论》

□

何春华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

薛军

法官书架

申请人北京中通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
支票一张， 于

2010

年
5

月
17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0

年
5

月
13

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53457488

，

金额为
34450

元，出票人为北京东方天锐科技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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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合力通（北京）资讯有限公司因丧失转
账支票一张，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
为

2010

年
5

月
12

日， 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23110741

，金额为
27645

元，出票人为北京泰利鑫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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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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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北方创美广告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
（票据号

04680608

、 票面金额
15 000

元； 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14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
人、背书人未填）丧失，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海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

（票据号
05067801

、 票面金额
40 000

元； 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14

日、 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票人同申请

人、背书人未填）丧失，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程序， 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 本院现已受
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怀建集团九河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24193036

、 票面金额
1 900 000

元；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15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
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丧失，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
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世纪哆来咪儿童摄影中心因转账支票

（票据号
20078977

、 票面金额
11 899

元； 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7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丧失，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程序，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现已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科苑新创技术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
（票据号

20414896

、 票面金额
152 000

元； 签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17

日、出票人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持票
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丧失，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 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

院现已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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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DB/01

04065230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5

月
21

日，持票人同申
请人，票据申请人为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物资装
备中心，出票人为中国银行北京通州支行营业部，收款
人为天津市塘沽区民意商贸有限公司， 金额

10

万元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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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萝岗区中艺五金塑胶厂因遗失支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支票的出票人为佘汝维，持票人为申请人，开户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增城中新支行，支票号码为

31213929

，

金额为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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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催示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增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阳泉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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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02949054

、票面金

额为
2

万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3

月
22

日，出票人为石家
庄迪诺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石家庄泽兴氨基酸有限公
司，后背书至申请人，付款行为河北银行。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0

年
10

月
7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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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因申请人武汉永鑫船舶附件有限公司遗失三张银行

转帐支票，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 三张票据记载：收款人均为武汉永鑫船舶附
件有限公司、 分别是票号为

EG/02 06102700

、 金额为
243504

元、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19

日；票号为
EG/02

06102775

、金额为
248846

元、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19

日；票号为
EG/02 06119124

、金额为
209891

元、出票日期
为

2010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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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石市石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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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

GA/01 05814106

，金
额

5000

元，出票人黄石市东威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出票行黄石银行开发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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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市瑞莲化工涂料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

票（承兑汇票编号：

DB/01 05495672

号， 出票金额：

140

，

000.00

元，出票人：长春富维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0

年
4

月
30

日，付款行：中国银行长春市汽
车厂支行，收款人：长春市振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被背
书人：吉林市瑞莲化工涂料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10

月
20

日）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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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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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林
]

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门子变压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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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号码

01309500

， 出票人杭州富时特化工有限公司，

收款人天津康顺化学有限公司， 付款行浦发杭州分行高新
支行， 其票面金额为伍拾万元整， 出票日

2008

年
8

月
11

日，到期日
2009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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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劳士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因所持的浙江杭

州余杭农村合作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被盗， 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

GA/01

02402424

，票面金额
30

万元，出票人杭州远华丝绸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余杭华绫丝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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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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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号码为

GA/01 01918225

， 出票日期
2010

年
4

月
29

日，出票金额
4000000

元，出票人宁波欧龙
电器有限公司，帐号

9412-94120154740002023

，收款人宁波
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奥贸易有限公司， 帐号
33101995138050500376

，付款行浦发宁波分行慈溪支行，行
号

310332500099

， 背书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奥贸易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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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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