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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公信法院” 创建， 提高公正司法水平， 进一步推动淄博法
院商事审判服判息诉工作的发展， 淄博中院今年上半年在全市

9

个基层法院
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商事审判“服判息诉、 案结事了” 工作的专题调研。 以下
是对该项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总结。

创新管理机制 力争案结事了

当前全市法院商事案件服判息诉的概况

""""""""""""""""""""""""""""""""""""

———山东淄博中院关于商事审判服判息诉的调研报告

表一：各基层法院
2009

年上半年和
2010

年上半年上诉案件数量对照表

阻碍商事审判服判息诉的原因分析

"""""""""""""""""""""""""""""""

提高商事审判服判息诉的对策和建议

"""""""""""""""""""""""""""""""""

表二：各基层法院
2008

年和
2009

年商事案件调解工作情况表

◎

上诉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
2008

年， 山东省淄博中院共新收二
审商事案件

858

件，审结
864

件。

2009

年，

淄博中院共新收二审商事案件
848

件，比
2008

年少收
10

件，审结
852

件。

2010

年上
半年，共新收二审商事案件

393

件，与去
年同期收案

492

件相比，减少
99

件。 从今
年上半年全市各基层法院上诉的商事案
件数量来看， 除个别法院上诉案件比去
年同期上升

46.5%

外，其他各基层法院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 全市商事案件服判息
诉率明显提高。 （见表一）

◎

商事案件调撤率有所上升
2008

年以来， 全市法院商事审判的
调撤工作取得了较大发展。

2008

年至
2009

年，全市
9

个基层法院中，有
7

个基层
法院商事一审案件的调撤率有不同程度
上升。 高青县法院调撤率连续两年均达
80%

以上， 全市其他基层法院商事一审
案件调撤率均达

60%

左右。 中院二审商
事案件的调撤率也明显提高，

2008

年审
结的二审商事案件中， 调解、 撤诉结案
203

件， 调撤率为
23.5%

；

2009

年调解、撤
诉结案

271

件，调撤率为
31.8%

；

2010

年上
半年调解、 撤诉结案

98

件， 调撤率为
32.5%

。 （见表二）

◎

二审发回改判的商事案件数量仍

居高不下
2008

年以来， 全市各基层法院商事
一审案件上诉的数量明显减少， 但二审
发改的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 淄博中院
2008

年审结的二审商事案件
864

件中，发
回、改判

162

件，发改率为
18.8%

。

2009

年
结案

852

件中，发回、改判
167

件，发改率
为
19.6%

。

2010

年上半年审结的
301

件中，

发回
24

件，改判
21

件，发改率为
14.95%

。

二审发改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全市各基层法院商事一审案件
审判质量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

服判息诉工作存在地区差异
由于受各区县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的影响， 各基层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在
数量、 案件的类型和疑难复杂程度等方
面存在明显差异， 各基层法院商事审判
法官的办案压力以及对于每一案件服判
息诉工作所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则相
应的具有较大差异， 是影响服判息诉率
高低不同的主要因素。比如，在淄博市的
中心城区张店区，

2008

年和
2009

年张店
区法院审结的商事案件为

3884

件和
3230

件，上诉率为
11.2%

和
10.5%

；而在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的高青县，

2008

年和
2009

年
高青县法院审结的商事案件为

454

件和
307

件，上诉率为
2%

和
1.95%

。

◎

当事人的理性与获利性阻碍了调
解工作的开展

商事纠纷的主体多是理性的经济
人，其中大部分是商法人，以获取最大利
润为其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除非
是一种积极双赢的调解方案， 否则商事
纠纷的当事人更愿意选择理性的、 强制
性的裁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另外，

由于部分案件当事人将调解作为拖延履
行债务的手段，即便是达成调解协议，也
因债务人未自觉履行而进入执行阶段。

这种调解效果弱化的趋势， 使得债权人
情愿法院直接判决通过执行实现利益，

也不愿以放弃部分利益为代价换回不能
自觉履行的调解协议。

◎

某些领域的行业内部管理运行机
制阻碍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主要是涉及金融企业和保险公司这
类商法人主体的案件， 由于其体制和行
业规则的限制，对于涉及诉讼的纠纷，往
往不能或不愿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而
是依赖于法院的判决。 对于金融企业而
言， 由于其在签订金融借款担保合同以
及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相对规范， 权利义
务约定明确， 债务人规避法律和合同的
抗辩往往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金融企业
必定胜诉的结果使之不愿放弃任何利
益；加之金融企业内部的某些硬性规定，

代理人根本无权给出任何调解意见。 至
于判决后， 债务人能否履行还款义务则
是执行的问题。对于保险企业来说，由于
具体负责办理保险业务的支公司在保险
事故发生后， 对于是否予以赔偿以及赔
偿的数额问题往往要按照内部机制层层
上报，手续烦琐不说，且往往牵涉到保险
公司工作人员的责任问题，因此保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宁愿法院作出对保险公司不
利的判决，也不愿出具调解意见。 因此，在
审判实践中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和保险合
同纠纷案件鲜有调解成功的，而这两类案
件在商事案件中占的比例较高，从而影响

了商事案件调解工作的成效。

◎

法官的司法审判能力不足
商事审判对法官的专业化知识要求

较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类型的疑
难案件不断涌现， 相应的各种商事法律
法规也不断颁布和修订。 面对新颁布的
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如何准确的适用
于新出现的案件， 这也是商事审判法官
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前，商事审判法官的
司法素质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迅猛发展
的形势需要， 作出的判决对事实认定不
清，对责任划分有误、对案件的法律关系
认定不准，特别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说
理性不强，使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公正性
和权威性受到置疑，导致上诉、申诉及上
访现象发生。此外，有少数法官在审理案
件时不注意言行， 出现言语和行为不规
范的现象，协调方式方法不当，易引起当
事人的误解和反感， 从而使得当事人因
对法官的不信任而产生对判决结果的不
信任，导致上诉、申诉及上访。

◎

诉讼代理人的不利影响阻碍了服
判息诉工作的发展

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多为公司企业，

其诉讼代理人多为公司的常年法律顾
问。 多数代理人能指导当事人对案件判
决结果做出合理预测， 促其理性地接受
调解方案或判决结果。同时，法官对当事
人所做的释明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很
好地帮助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或是法院
的判决结果。但是，有些案件的诉讼代理
人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并不积极配合，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调解和案件的服
判息诉工作。 尤其是签订有风险代理合
同的诉讼代理人， 为了获取高额的代理
费，极力怂恿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方案，亦
不协助做好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 影响
了商事案件服判息诉工作的开展。

◎

部分当事人对上访的过分倚重阻
碍了服判息诉工作的发展

部分当事人由于缺少法律知识，不

◎

强化商事审判管理， 提高商事案
件质量和效率

案件质量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 是
公正司法及服判息诉的保证。 实现商事
审判“服判息诉、 案结事了” 的工作目
标， 提高商事审判质量和效率是最为根
本性的工作。

一是要牢固树立商事审判质量效率
意识。 深刻学习和领会深化审判管理工
作的相关规定， 克服“狭隘服务” 观
念， 将案件质量和效率放在商事审判工

作的第一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全
方位、 高质量的商事审判服务。

二是创新商事审判管理机制。 要结
合商事审判工作实际， 吸收商事审判好
的经验与做法， 创新商事审判管理机
制， 不断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 逐步
形成功能健全的商事审判质量管理体
系。

三是加强商事审判队伍建设。 吸收
学历高、 能力强的人员投入到商事审判
工作中来， 充实商事法官队伍， 减轻商

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法规， 一旦案件因
证据不足败诉，不是从法律规定、事实证
据等方面找原因， 而是主观臆断办案人
员办案不公、徇私枉法，进而到处上访。

还有些当事人思想认识有偏差， 过分依
赖上访，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有把事情闹大，

才会有人重视，才会有结果，使得当事人
寄予上访的希望远远高于其他解决方
式， 甚至在审理过程中将上访作为要挟
法院和法官的武器， 严重破坏了法院正
常的商事审判工作秩序。

事法官的审判压力， 避免因时间和精力
的有限性而影响案件的服判息诉工作。

尤其要注重加强基层商事法官的业务学
习和培训， 着力改变基层特别是人民法
庭商事审判力量薄弱的现状。

四是做到个案审理的优质高效。 实
行从承办人到审判长到庭长再到院长层
层把关的审签制度，确保裁判标准统一，

突出抓好案件质量， 努力把每一起案件
都办成“铁案”、“精品案”，保证所办案件
达到优质高效， 努力化解当事人之间的
矛盾纠纷。

◎

正确处理调判关系， 合理采取调
解与判决方式结案

调解与判决， 只是商事案件的不同
结案方式，最终要以平息矛盾、化解纠纷
为根本目的； 而且由于商事主体的趋利
性， 使其更加追求纠纷处理的效率。 因
此，作为商事法官要正确理解和贯彻“调
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 善于对
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紧
紧围绕“案结事了”目标，根据案情确定
更为合适的办案方法。对于历时较长，案
件事实难以查清， 当事人责任难以划分
的案件； 双方当事人系亲属关系或合作
关系， 强硬判决不利于亲属关系修复或
合作关系继续的案件；涉及当事人众多，

矛盾激烈的群体性纠纷、集团诉讼案件；

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
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等等，尽
量采取调解方式结案， 以便更好的化解
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对于当事人虚假诉
讼或者假借调解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提出
的方案显失公平，勉强调解会纵容违法者、

违约方，且使守法者、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受
损的；调解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投入的成
本与解决效果不成正比的；案件当事人双
方或一方属于不接受调解的主体性质，如
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银行
的金融借贷纠纷之类等等， 要科学把握
当判则判的时机，及时裁判，避免在此类
案件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做不必
要的调解工作， 充分发挥调解与裁判两
种手段的积极作用。

◎

增强商事案件的调解能力与调解
技巧

调解是高质量审判， 调解是高效益
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增强
商事法官的调解能力和技巧对于提高商
事案件的调解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结合淄博法院商事审判的调解实践，

归纳整理几种适合于商事案件的调解技
巧。

一是增强商事审判法官的商事专业
性。商事案件有其自身的规律，突出的特
点就是专业性强。 办案法官不仅要对相
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烂熟于心，对具体
的专业知识也要有深入的了解。 这样商
事审判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才能张
口不说外行话，调解也就容易进行了。因
此，要大力加强商事审判法官在证券、金
融、票据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工作，以提高
其专业化知识。

二是抓住调解的时机， 做好调解中
的释明工作。 商事法官要掌握好调解的
时机，在庭审前、庭审中、庭审后均可根
据案情做好调解工作。在调解中，法官应
当依职权及时向当事人作出事实及法律
上的分析和引导， 避免当事人因各种因
素的影响而错误地对于判决结果寄予过
高期望， 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趋
于合理， 促使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方案逐
步接近及趋向一致，从而达成调解协议。

三是充分运用财产保全推动调解。

商事审判中要强化保全措施促成调解，

促使义务人主动履行。 针对于实际生活
中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义务人能欠则欠，

能拖则拖， 想方设法逃避义务履行的问
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果断、有效的
财产保全措施， 断绝一些负有义务的当
事人想当“老赖”的侥幸念头，促使其由
被动逃避到主动要求调解。 例如淄博市
某基层法院审理的原告

××

公司诉被
告
××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欠原
告化工产品款

80

万元，原告多次追要，被
告每次只付两三千元的路费钱。 原告起
诉后申请法院将被告与其往来的账户查
封， 法官又到被告所在地将被告企业开
办的其他账户全部查封。 被告主动到法
院要求与原告和解， 将拖欠原告近两年
之久的货款一次性付清。

四是完善调解保障制度。 我们在审
判实践中发现， 部分案件当事人将调解
作为拖延履行债务的手段， 即便是达成
调解协议， 也因债务人未自觉履行而进
入执行阶段。这种调解效果弱化的趋势，

使得债权人情愿法院直接判决通过执行
实现利益， 也不愿以放弃部分利益为代
价换回不能自觉履行的调解协议。 为
此， 在调解中， 可以通过设置违约金、

担保等制约条款来保障调解协议的自觉
履行。 既充分保障了权利人的利益， 又
阻却了违约失信行为。

五是借助外力促调解。 建立调解联
动机制，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发挥
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促进调解解决争
议和纠纷， 形成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和
司法调解“三位一体” 的大调解格局，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比如沂源县法院在
审理一起涉及少数民族人士的案件中，

邀请有关民族机构， 参与调解， 利用他
们与少数民族特有的密切联系来协助法
院进行调解， 定纷止争， 化解矛盾， 实
现了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
高度统一。 注重发挥代理律师在调解工
作中的积极作用， 注重解决律师风险代
理收费与调解结案之间的矛盾。 积极推
进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参与或主持调解
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 对于专业性较
强的商事案件， 还要主动寻求专业性机
构的帮助。

◎

及时做好判决案件的释明工作
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要及时作出判

决， 但并非一判了之， 而是找准切入
点、 结合点， 做好判后释法、 判后答疑
等释明工作，避免不必要的上诉、上访、

申诉等情况发生。法官在案件宣判后，应
该关注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及理由是否存
有疑虑， 及时的答疑不仅能帮助当事人
对判决理由加深理解， 还能促使当事人
服判息诉，增强其对法律的认知度，取得
良好的教育效果。 尤其是一些情绪较为
激动的当事人， 在诉讼中由于对法律规
定的认知不深入，对诉讼结果预期过高，一
时无法接受判决结果，如果法官置之不理，

很可能造成当事人的申诉或是盲目上访。

例如，我们处理的一起村委与村民之间的
企业联营承包纠纷案， 此案

1990

年立案，

期间经中止审理、两度被中院发回重审，双
方矛盾十分尖锐。 在审理期间，合议庭通
过有关部门等多途径多次做调解工作，最
终不能达成调解协议。 为维护司法权威，

依法及时判决，同时，通过大量的法律讲解
和疏导工作，当事人表示理解。该案判决
后未引发上访事件。

“服判息诉、案结事了”是法院商事
审判工作的目标

,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
研活动能够推动法院商事审判服判息诉
工作有一个新的发展。

（课题组成员：倪玲玲聂燕玲）

邹荣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甬海商初字第
15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嘉兴市帝伊韩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雄

伟建筑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0

）嘉秀王商初
字第

16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王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颜廷池（山东省郯城县胜利乡果园村）：本院受理原

告吴通江、郭小英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嘉海民初
字第

48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

浙江
]

海宁市人民法院
付渭良、徐惠立、祝金龙、吴志平：本院受理原告衢

州市衢江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衢
商初字第

6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

浙江
]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郑全达、郑春林、郑泉国：本院受理原告许柏根诉你
们、郑全亮、任伟、黄桂蓉、任千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0

）台黄民
初字第

5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浙江
]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因转账支
票（票据号

20430398

、签发日期未填、出票人北京中传网
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
面金额

61983.57

元）丧失，于
201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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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财经印刷厂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50075080

、签发日期
2010

年
11

月
16

日、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金额未填）丧失，

于
201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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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财经印刷厂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50075077

、签发日期
2010

年
11

月
15

日、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金额未填）丧失，

于
201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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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财经印刷厂因转账支票（票据号
50075081

、签发日期
2010

年
11

月
16

日、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金额未填）丧失，

于
201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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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力美高科印刷物资有限公司，其称票号
GE/02 05472048

，金额为
11800

元（大、小写齐全），出
票日期

2010

年
11

月
20

日，收款人未填写，出票人为北
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支付银
行华夏银行北京通州支行，未经背书的华夏银行转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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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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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上海众山特殊钢有限公司因票号为
EB/01

00164159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
30

万元。 到期日：

2010

年
11

月
11

日，持票人：上海众山特殊钢有限公司）一张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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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首诺导热油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舜丰针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常熟市晟泰化纤纺织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
为苏州首诺导热油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常
熟淼泉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9

日，票面金额为
1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2748051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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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首诺导热油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金海岸针纺织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常熟市金纺化纤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
人均为苏州首诺导热油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
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02319084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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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出票人为江苏海星岛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苏州宝加利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
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行，出票
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3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
码为

02313535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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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连天源基化学有限公司因持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EA/01-

01766492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票人
杭州张氏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中杰纤维有限公司，背
书人无锡市罗纳贸易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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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源基化学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

作银行衙前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04152567

号的
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90000

元，出票人浙江开氏实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背书人无锡市
罗纳贸易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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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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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余姚市佳华进出口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

1

份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GA/01 05667008

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为浙江凯达布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余姚市舜茂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海宁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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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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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海宁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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