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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已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7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0

年
8

月
16

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八月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新审判■

长春大学教师出租房屋被杀案二审宣判

维持一审对被告人吕华荣的死刑判决
本报长春

8

月
16

日电
（记者郭春雨李卓阳通讯
员周婧） 今天， 轰动吉林省
长春市的某大学女教师郭某在出
租自家房屋时被恶意看房人杀害
案二审宣判，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裁定：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
人吕华荣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定罪准确， 量刑适
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依法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2009

年
3

月
5

日
19

时
50

分许， 姜某电话报案称， 在某居
民楼自家准备出租的房屋内， 发
现妻子郭某被杀害。 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经过现场勘查、 走访，

分析被害人可能是在接待恶意看
房人时被害， 遂调取了现场附近
“百脑汇” 商场的监控录像， 监

控录像中显示案发前被害人与一
穿蓝色大衣的男子一起向现场方
向走去。 公安机关确定该男子
有作案嫌疑， 遂向社会公布犯
罪嫌疑人的截图（在监控录像
中所截）。 后有群众匿名举报该
犯罪嫌疑人名叫吕华荣。 公安
机关通过侦查手段确定吕华荣
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2009

年
9

月
3

日凌晨
1

时许， 犯罪嫌疑人
吕华荣被抓获。 经审讯， 吕华荣
对抢劫杀害郭某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经一、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

2009

年
3

月
5

日
14

时许， 长春
市利民搬家公司司机吕华荣看到
郭某贴出的出租房广告后， 决定
以看房为名实施抢劫。 吕华荣用
公用电话与郭某联系看房， 见面
后在室内对郭实施抢劫。 郭反

抗， 吕拿管钳子击打郭头部数下，

抢得郭
200

余元及一只黄金手镯后
逃离。 据吕华荣交代， 其在看到出
租广告时就产生犯罪恶意， 决定如
果出租人是单身女性就实施抢劫。

同时还交代， 击打完郭某后， 当天
下午

5

时许， 其在一家超市把镯子

卖掉， 得款
2100

元。

经法医鉴定， 郭系钝器击打头
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被告人吕华荣死刑， 吕华荣不服，

提出上诉， 称主观上没有想杀死被
害人。 辩护人提出， 吕系初犯， 认

罪态度好， 希望量刑时予以考虑。

吉林高院二审审理认为， 被告
人吕华荣以租房、 看房为名， 选择
单身女性抢劫， 犯罪性质恶劣。 在
抢劫过程中持管钳子击打被害人郭
某头部数下致郭当场死亡， 犯罪手
段极为残忍，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其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社
会危害性极大， 虽无前科劣迹， 系
初犯， 能够认罪， 但不足以从轻处
罚。 吕华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理由
不予采纳。 故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流产后怕遭遗弃

竟偷婴儿“交差”

割电缆中断万人通话

“始作俑者”领刑九年

本报黄山
8

月
16

日电 流
产后害怕新婚丈夫离去， 为保爱情
竟冒充护士偷婴儿交差。 今天， 安
徽省祁门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
案， 一审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
张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被告人张某，

1986

年出生，

安徽歙县人。

2009

年
8

月， 张某
怀孕流产， 因害怕丈夫以流产事由
离开自己， 便萌发了偷一婴儿冒充
自己所生的念头。 于是， 张某对在
外打工的丈夫隐瞒了流产的事实，

仍假扮怀孕迹象， 企图瞒天过海。

今年
4

月
18

日
22

时， “预产期”

到了的张某窜至祁门县人民医院，

先从妇产科办公室偷走一套白大
褂， 然后冒充护士， 先后两次进入
产妇黄女士所住的病房， 以给婴儿
脐带消毒为名， 将刚出生

4

个小时
的婴儿抱走。 次日， 张某在歙县火
车站被警方抓获， 婴儿得到解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某
以收养为目的， 冒充医护人员骗取
婴儿， 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

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 系初犯、 偶
犯， 且被骗婴儿及时得到解救， 尚
未造成太大伤害， 法院遂依法从轻
作出上述判决。

（程燕飞）

本报哈尔滨
8

月
16

日电
（记者唐凤伟通讯员段春山
王传发） 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 黑
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镇的很多手机
用户遇到了相同的一件闹心事， 正
在打电话突然“被中断”。 原来是
有人盗割了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基
站的电缆线。 今天上午， 东宁县人
民法院对造成万名以上用户通话
“被中断”

1

小时以上的“始作俑
者”、 被告人南昌国进行了公开宣
判， 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九年。

2007

年
6

月
14

日， 被告人南
昌国曾因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被东宁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
个月。 南昌国自

2008

年
8

月
15

日
刑满释放以来， 不思悔改， 为获取
钱财又重操旧业， 再次将犯罪的黑
手投向了正在使用的中国电信或中
国移动基站的电缆线。 从今年

2

月
6

日至
3

月
4

日近一个月时间， 他
先后

9

次分别在东宁县老黑山镇老
黑山村东山电信基站、 太平沟村电
信基站和移动基站以及和光村电信
基站和移动基站等

3

个村屯
5

个基
站盗割正在使用的电缆线， 有
11200

位用户的通话被中断平均
1

小时以上， 其中
3

月
4

日， 被告人
南昌国盗割和光村移动基站内正在
使用的电缆线， 致

900

位用户通话
被中断长达

4

个小时。

3

月
8

日，

东宁县公安局抓获被告人南昌国。

东宁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南昌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割正
在使用中的电缆线， 破坏公用电信
设施， 致使

1

万名以上用户通话
中断

1

小时以上， 构成破坏公用
电信设施罪。 其曾因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

5

年内又
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 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遂作
出上述判决。

审理完这起案件，掩卷深思，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39

岁的被害
人是大学女教师， 风华正茂， 才
华出众， 正值人生和事业发展的

壮年； 被告人家中有一名
9

岁的
孩子， 他也会有无尽的牵挂。 综
观此案， 犯意是为了抢钱， 结果
是抢劫杀人， 给社会、 给被害人

的家庭， 乃至给被告人（上诉人）

的家庭， 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2000

余元钱就搭上了一条人命！

这个案件给人以什么启示？ 不

劳而获，甚至贪图人家钱财，图财害
命，必将自食恶果。凭劳动挣钱致富
最坦荡、最踏实、最安全、最幸福。

令人惋惜的是， 如果不是由单
身女性发广告， 如果不是单身女性
陪陌生男子进出租屋看房， 如果当
时再有一两个人陪伴受害人， 或许
这起案件就不会发生。当然，生活由
不得假设，我们能做的、容易做的依
然是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连线法官■

善良的人， 请睁大警惕的眼睛
吉林高院刑三庭审判长杨小平

李春阳：本院受理原告杨冬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张家湾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陈松雄：本院受理吴功田诉陈松雄、浙江酷哥玩具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陈松雄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本院定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
9

时在第
16

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

浙江
]

义乌市人民法院
蚌埠市得力登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市一洲有限公司诉你

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欠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三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宁波海事法院

太仓通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通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刘
静、吴陈、吴小雨：本院在执行申请人苏州卓越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
你们担保合同追偿纠纷一案中， 依法裁定对吴陈名下位于如东县掘
港镇香阁里大街昆仑花苑

1

幢
401

室房地产进行评估、拍卖，以拍卖
所得价款优先清偿本案相应债务。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房地产的
评估报告和拍卖民事裁定书。经评估，上述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

539200

元，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结果有异议，须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与本院执行局联系并提出书面
异议。 逾期，本院将对上述房屋依法拍卖。

[

江苏
]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开发区华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因遗失编
号

07533216

、出票日期
2010

年
8

月
4

日、发票人为申请人、其他
项未填写、付款人为天津银行开发区支行的天津银行转账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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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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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扬雄物流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转帐支票

4

张（号码分别为
CG/02 53208722-CG/02

53208725

，金额、收款人、出票日期均未填写，盖有广州扬雄物流有限
公司银行预留印鉴，无背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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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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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康宜药业有限公司因中国银行广州番禺祈福支行

号码为
DG-0224730356

的支票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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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柳州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票据号

码为：

GA/0108273032;

票面金额为
58476.6

元；出票行是交通银行珠
海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是

2010

年
4

月
2

日；收款人为乐清市柳州
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

收款帐号为
3032703010400116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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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鹤山市信福缘大药房有限公司因遗失空白普通支票壹本，

号码为：

09132651-09132675

（共
25

张），开户行：广东发展银行鹤山支
行；账号：

103302517010003787

，户名：鹤山市信福缘大药房有限公司。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如公告期限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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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鹤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攀枝花攀煤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
GA/01 04775632

、面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为南通新
一伦色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新飞纺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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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市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号码为
GA/0103570247

，出票人为富阳吉欣金属家具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帐号为

7331510182100081786

，汇票金
额为

51349

元，到期日为
2010

年
9

月
15

日，收款人为杭州江东特种玻
璃有限公司。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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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州泰仑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因持湖州市商业银行吴兴支行

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签发的编码为
GA/01 03324922

号的银行汇票一
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元、 出票人为湖州泰仑电力器材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厦门集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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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即持票人） 温岭市东南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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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台州黄岩支行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签发， 到期日为
2010

年
11

月
18

日，票号为
G/0 A/1 08088011

，票面金额人民币
78734

元，出票人
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温岭市华驰汽车配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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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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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7

日（总第
47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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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 辽宁省辽河两级人民法院面向
全国公开选调法官

:

中级法院
5

人、基层法院
3

人。

选调条件及选调办法请登录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网站（

http://www.lhfy.com.cn

）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迎宾路（辽河中级
人民法院）

邮编：

124010

电子邮箱：

fgpxzs_yt@sina.com

电话：

0427-7820256 7825899(

传真
)

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2010

年
8

月
16

日

辽宁省辽河两级人民法院

选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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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外商投资企业在
设立、 变更等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
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当事人在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 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
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
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
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未经批准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该合同未生效。 当事人请求确认
该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
被认定未生效的， 不影响合同中
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
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
力。

第二条当事人就外商投资
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
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
质性变更的， 人民法院不应以未
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
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

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
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
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
额、 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
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

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
件中， 发现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
机关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具
有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
形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该合同
具有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可撤
销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外商投资企业合同
约定一方当事人以需要办理权属
变更登记的标的物出资或者提供
合作条件， 标的物已交付外商投
资企业实际使用， 且负有办理权
属变更登记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
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完成
了登记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
方当事人履行了出资或者提供合
作条件的义务。 外商投资企业或
其股东以该方当事人未履行出资
义务为由主张该方当事人不享有

股东权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外商投资企业或其股东举证
证明该方当事人因迟延办理权属
变更登记给外商投资企业造成损
失并请求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五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成立后， 转让方和外商
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 经受
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
履行， 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
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

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
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
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以
转让方为被告、以外商投资企业为
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转让方与外
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履
行报批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受让方同时请求在转让方和外
商投资企业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期
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时自行报批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拒不
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
限履行报批义务， 受让方另行起
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赔偿损失的
范围可以包括股权的差价损失、

股权收益及其他合理损失。

第七条转让方、 外商投资
企业或者受让方根据本规定第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
股权转让合同报批， 未获外商投
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 受让方另
行起诉， 请求转让方返还其已支
付的转让款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受让方请求转让方赔偿因此
造成的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根据
转让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大
小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
体赔偿数额。

第八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方支付转让款

后转让方才办理报批手续， 受让
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经转让方
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
行， 转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
因迟延履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成立后， 受让方未支付
股权转让款， 转让方和外商投资
企业亦未履行报批义务， 转让方
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指令转
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
续。 该股权转让合同获得外商投
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的， 对转让
方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转让合同成立后， 受让方已实际
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并
获取收益， 但合同未获外商投资
企业审批机关批准， 转让方请求
受让方退出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
管理并将受让方因实际参与经营
管理而获得的收益在扣除相关成
本费用后支付给转让方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外商投资企业一
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
股东之外的第三人， 应当经其他
股东一致同意， 其他股东以未征
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
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
经同意；

（二）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

项书面通知，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
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

（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

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第十二条外商投资企业一
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
股东之外的第三人， 其他股东以
该股权转让侵害了其优先购买权
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他股东在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主张优先购
买权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转让方、 受让方
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
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三条外商投资企业股
东与债权人订立的股权质押合
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
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成立时生
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
权质押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仅以股权质押合同未
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
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未生效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权质押合同依照物权法的
相关规定办理了出质登记的，股
权质权自登记时设立。

第十四条当事人之间约定
一方实际投资、 另一方作为外商
投资企业名义股东， 实际投资者
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
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
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

（一） 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
资；

（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

（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
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
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
意。

第十五条合同约定一方实际
投资、 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
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无效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认定该
合同有效。 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
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
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
名义股东依据双方约定履行相应义
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 实际投
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
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外商投资企
业名义股东向实际投资者请求支付
必要报酬的， 人民法院应酌情予以
支持。

第十六条外商投资企业名义
股东不履行与实际投资者之间的合
同， 致使实际投资者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 实际投资者请求解除合同并
由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承担违约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实际投资者根据其
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约定，

直接向外商投资企业请求分配利润
或者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实际投资者与外商
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被认
定无效，名义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高
于实际投资额，实际投资者请求名义
股东向其返还投资款并根据其实际
投资情况以及名义股东参与外商投
资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对股权收益
在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明确表
示放弃股权或者拒绝继续持有股权
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以拍卖、变卖
名义股东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所得向实际投资者返还投资款，其
余款项根据实际投资者的实际投资
情况、 名义股东参与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管理的情况在双方之间进行合
理分配。

第十九条实际投资者与外商
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被认
定无效， 名义股东持有的股权价值
低于实际投资额， 实际投资者请求
名义股东向其返还现有股权的等值
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外商投
资企业名义股东明确表示放弃股权
或者拒绝继续持有股权的， 人民法
院可以判令以拍卖、 变卖名义股东
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所得向实
际投资者返还投资款。

实际投资者请求名义股东赔偿
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名义股
东对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
大小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
体赔偿数额。

第二十条实际投资者与外商
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恶
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被认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
将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
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第二十一条外商投资企业一
方股东或者外商投资企业以提供虚
假材料等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变更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所载股东，

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他方股东丧失股
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 他方股东
请求确认股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已经
善意取得该股权的除外。

他方股东请求侵权股东或者外
商投资企业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
湾地区的投资者、 定居在国外的中
国公民在内地投资设立企业产生的
相关纠纷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施行后，

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
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
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
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本规定施行前本
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
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2010年5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7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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