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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 一 议

贷款合同中银行自行调整利率条款的认定

今 日 聚 焦

◇

叶海涛李鹏飞

【各方观点】

【案情回放】

本案中调整贷款利率是银行的一项受限制权利

【法官回应】

析 疑 断 案

◇

瞿守印
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

2007

年
4

月
24

日， 原告郑某
（乙方） 与被告花旗银行（中国） 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甲方， 以下简称花
旗银行） 签订《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合
同》。 该合同第

3.1

条约定， “贷款
利率： 港币贷款利率将在甲方根据国
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基础
上由甲方自行调整”； 第

3.2

条约
定， “贷款利率调整： 甲方有权在中
国人民银行允许的上下浮动的利率范
围内根据市场状况不时调整港币贷款
基准利率， 但须书面通知乙方调整后
的贷款利率及生效日期， 甲方可以信

函或营业场所公告的方式进行该书面
通知”。 被告放款后， 原告按当时的
利率

5.25%

分期还款。

2007

年
12

月
4

日至
2009

年
4

月
27

日， 原告
就贷款利率问题多次以电子邮件及
律师函方式， 要求被告履行按国际
市场状况变动同步下调贷款利率的
义务， 并按香港港币利率调整的时
间分段计算， 分别退还之前多收的利
息。 被告也多次复函， 坚持认为调整
港币基准利率是被告的一项权利而非

义务， 但为保持与原告良好的客户关
系， 被告决定将贷款年利率进行一定程
度下调。

2009

年
4

月
27

日， 原告再
次要求被告按照贷款合同约定， 将贷款
利率按照市场情况降到

2.5%

， 并返还
多收的利息

197144.34

元。

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原告遂诉至
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判决原告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 依
法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 原告不服，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本案诉争贷款合同为格式合同， 在
房屋交易贷款普遍存在、 国家基准利率
不断变动的情况下， 该类合同条款如何
理解， 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甚至国家金融秩序的安全。 本案双方当
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 关于银行可自行
调整利率的条款如何认定？ 被告的履约
情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针对上述焦
点， 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发表了观
点：

罗培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银行未就合同条款与每一相
对方协商， 并不影响其正当性； 格式合
同是否正当主要在于提供方是否采取合
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
的条款， 及是否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
予以说明； 客户签署合同时， 未对银行
可单方面调整利率提出异议的， 应视为
认可， 即该条款具有约束力。

杨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
庭长）： 对于当事人的约定， 在不违背
金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
下， 应当首先尊重契约自由； 银行可自
行调整利率的约定， 是一个纯粹权利或
带有某种限制的权利或义务， 客户有无
质疑的权利， 值得研究。 如果银行不受
限制， 当利率变化有利于银行时， 其就
有调整的积极性， 反之， 亦然。 如此，

该条款的合理性就有欠缺。

Joe Longo

（德意志银行亚洲法律
总监）： 由于金融市场变化多样， 贷款
合同通常包含涉及未来的条款， 如

6

个
月后的利率， 由一方（一般是银行） 根
据即时市场或市场惯例确定， 另一方无
权决定， 但可以质疑利率是否合理。

周莉莉（汇丰银行法律顾问）： 格
式合同中往往约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
化调整利率， 处于公平考虑， 银行通常
允许客户选择同意与否， 客户不同意，

可以终止合同。 客户的质疑权， 通过终
止交易的方式行使更为有效。 若相关的
客户都来质疑， 客观上合同双方成本都
较大。

试用期间解除劳动合同之限制

◇

王刚

[

案情
]

2009

年
12

月
2

日
20

时许，被
告人崔清玉等人酒后路过济南嘉年博
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济南市济齐
路与堤口庄西路交叉口处的电力沟施
工工地，因崔清玉被该工地挖掘机所扬
起的石子砸伤，崔清玉遂与工地的施工
人员发生争执。 该工地施工人员遂打电
话告知该公司员工曹仁奇前来处理纠
纷，曹仁奇遂伙同张亮等人携带刀具赶
到施工现场，双方随即开始斗殴。 被告
人崔清玉之侄崔华村路经此处，看到崔
清玉与工地上的人争执打架，随即参与
斗殴。 其间，崔华村夺下张亮手中的刀
子，朝张亮腹部捅刺一刀，致被害人张
亮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破裂，经抢救无
效死亡。 被告人崔华村作案后，指使其
朋友被告人崔新达将作案工具刀子扔
掉，崔新达表示同意，并将该刀子扔到
堤口路与万盛街交叉口处的河沟内。 次

日下午，被告人崔华村在崔清玉陪同下准
备到公安机关投案时， 被公安人员抓获。

同年
12

月
6

日， 被告人张廷华到公安机
关投案。 同年

12

月
30

日，公安机关将崔
新达电话传唤到案。

［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 在崔新达涉嫌帮助
毁灭证据罪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上出现
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崔新达经公安
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帮助毁灭
证据的事实，构成自首。 另一种意见认为，

崔新达虽然如实供述了帮助毁灭证据的
事实， 但其系因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缺乏到案的主动性，不能成立自首。

［评析］

笔者倾向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 崔新达虽经公安机关电话传
唤到案，并不能否定其归案的自动性、主
动性。 若仅从崔新达到案的方式系经公

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尚有探讨该归案
方式是否存在“自动性、主动性”的余地，

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第（一）项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
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或者虽被发觉， 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
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
向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
投案”。而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种类
予以了明确限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拘留以及逮捕，刑事诉讼法并没有
将电话传唤规定为强制措施， 在此情况
下， 若将电话传唤也理解为强制措施的
一种， 据此否认嫌疑人经电话传唤到案
的自动性、主动性，显然有违罪刑法定原
则。因此，经电话传唤到案并未排除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自动投案”的司法解释
之外， 应当理解为嫌疑人的该行为系自
动投案。

其次，将电话传唤到案，又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的，认定为自首，符合立法的本
意。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格言的展开》一
书中论述道：“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
益， 任何解释方法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
的论解释； 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
结论或者不能得出妥当性结论时， 就要
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立法对于自
首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嫌疑人对其违反刑法
的行为所导致的刑罚后果有一定的预见
性， 其归案行为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人身危险性， 也使刑法的一般预防和个
别预防的功能得以彰显。经电话传唤，嫌
疑人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 其既可以
到案，也可以不到案，如果否认该类行为
的自动投案性， 一方面不利于节约司法
资源， 另一方面也消解了嫌疑人作案后
自动投案的内在动力。

再次，将该类情形如不认定为自首，

可能会得出某些荒谬的结论。 嫌疑人接
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可以到案，也可

以不到案， 否定该类情形自动投案性
的理由在于嫌疑人的归案行为并非具
有完全的主动性。那么，如果嫌疑人接
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外出逃避，一
段时间后再回来投案， 又如实供述了
犯罪事实，根据上述理由，该种自动投
案的情形有完全的主动性， 应当认定
为自首。显然，接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
到案的没有认定自首， 而外出逃避之
后再回来投案反而认定了自首。 相比
较而言， 司法资源在后一种情况下的
使用、 后者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前
者要高，而后者能认定为自首，前者却
否定了自首成立的可能性， 显然结论
是荒谬的。如此认定自首的话，反而会
鼓励嫌疑人接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
后，不是积极到案，而是选择先外出逃
避再回来投案， 这也不利于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立。

综上所述， 犯罪嫌疑人接到公安
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因电话传唤并非
强制措施， 又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的， 应依法认定为自首。

（作者单位：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

[

案情
]

吴某与某制衣公司签订一份劳
动合同， 期限自

2009

年
8

月
10

日至
2014

年
8

月
9

日，约定试用
期为

6

个月，岗位为销售部营运经
理，试用期月基本工资为

5000

元。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制衣公司向
吴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理
由为“因试用期内解除合同”。为此，

吴某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制衣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并支付其
赔偿金

5000

元。 仲裁委员会审理
后支持了吴某的请求。 后制衣公司
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其
解除行为合法有效。 本案在审理过
程中， 制衣公司提供了公证机关出
具的公证书， 证明其在公司网站上
发布有招聘信息， 其中对销售部营
运经理一职的录用条件之一为“试
用期内整体销售业绩必须超过去年
同期及前任销售经理”，并提供了吴
某在职期间的销售业绩未达到要求
的相关证据。而吴某对此予以否认，

陈述其系经人介绍入职， 并非看到
招聘简章应聘，且入职以来，制衣公
司一直未要求其试用期内达到一定
的销售指标。

[

评析
]

审理中，本案有两种意见：第一
种意见认为， 制衣公司通过网站发
布招聘简章，明确了录用条件，而吴
某未能达到此条件， 制衣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第二种意见认
为，制衣公司虽证明发布招聘简章，

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对录用条件在
合同中有明确约定， 制衣公司亦未
举证证明在吴某应聘的过程中告知
其具体的录用条件（如在试用期内
要达到的销售业绩等），故应驳回制
衣公司的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用人单
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 应严
格依法进行。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笔者认为，用人单位
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 应符合以
下条件：其一，用人单位设定的录用
条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如不得以
民族歧视、相貌等设定录用条件；其
二， 用人单位应举证证明其已明确
告知劳动者具体的录用条件。 如劳
动合同中的书面约定、 劳动者面试
时的视听资料等；其三，用人单位应
举证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其设定的录
用条件；其四，用人单位应在试用期
内作出解除决定；其五，用人单位在
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向劳
动者说明理由，并依法送达《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本案中， 制衣公司虽在其网站
上发布过招聘简章， 对销售部营运
经理一职的录用条件进行了明确规
定，但制衣公司在招聘吴某时，经双
方磋商，录用条件完全有可能变更，

故在吴某予以否认的情况下， 制衣
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 制衣公
司因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吴某之间有
关于销售业绩方面录用条件的明确
约定， 尤其是在劳动合同中未有约
定， 故其以吴某试用期内不符合录
用条件为由， 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
定，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 应
驳回制衣公司的诉讼请求。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

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是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叶海涛。 她认为， 本案贷款
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
并无违法之处， 合法有效， 合同当事人
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合同第

3

条明确约定， 港币的贷款利率在花旗银
行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行” 制定的基
准利率基础上由花旗银行“自行” 调
整， 花旗银行“有权” 根据市场情况不
时调整港币贷款的基准利率。 从该条文
用语不难看出， 调整贷款利率系花旗银
行自行行使的一项权利， 并非是在市场
行情发生变化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因此， 郑某主张调整利率是银行的义务
而非权利， 与上述合同条文内容不符，

其要求确认花旗银行不调整利率的行为
构成违约， 并要求返还多收的利息， 缺
乏合同和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对于格式合同的订立、 效力和解释
规则，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
条、 第四十一条分别作了规定。 结合这
些规定，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 笔者对
本案的法律适用作如下进一步分析：

1．

格式条款应首先坚持一般性文义
解释

合同是缔约双方第一位的法律， 文
字条款则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的
具体规则。 对于文字条款的争议， 一般
来讲， 解释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以合
同外观文字为基础的文义解释； 二是以
当事人意思为基础的目的解释。 其中，

文义解释是基础， 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合
同内容即条款、 文字， 合同解释“首先
要确定当事人约定的含义”。 对于格式
条款含义不明或有多种理解的， 由于提
供方有能力、 有义务、 有经验对合同文
字作周全细致的审查， 预见并防范不利
解释带来的后果， 故该类条款的解释，

应当严格从文字条款出发， 特别考虑一
般交易习惯和市场环境下， 相对方的平
均、 合理理解和接受程度， 对于提供者
的单方意思、 隐含的有利意思， 不应该
作扩大适用。

本案中， 系争合同第
3.1

条“港币
贷款利率将在甲方根据国际市场状况自
行制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由甲方自行调
整” 的表述， 应作如下通常理解： 第
一， 涉案港币的基准利率应由被告根据
国际市场状况自行制定； 第二， 港币的
贷款利率将由被告在制定的上述涉案港
币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自行调整。 第

3.2

条“贷款利率调整： 甲方有权在中国人
民银行允许的上下浮动的利率范围内根
据市场状况不时调整港币贷款基准利率，

但须书面通知乙方调整后的贷款利率及
生效日期， 甲方可以信函或营业场所公
告的方式进行该书面通知” 的表述， 应
作如下一般解释： 被告可根据市场情况
不时调整涉案港币贷款的基准利率， 但
应当履行一定的书面通知手续。 可见，

系争条款的约定清晰明朗， 并不存在理
解上的歧义或其他解释， 为权利性条款。

2．

系争格式条款不存在无效情形
系争条款为银行单方事先拟定、 重

复使用， 且未与客户协商的格式条款，

该类条款虽为要约人事先制作， 未与承
诺方充分磋商， 但是， 并不能因此认定
其无效， 除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的欺诈、 胁迫、 恶意串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几种无效的情
形； 具有免除造成对方人身损害或重大
过错造成对方财产损失时的赔偿责任的
条款； 免除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 加重
相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主要
是法定或根据合同性质双方应主要履行
的义务或享有的权利的。

本案中， 首先， 签约的原、 被告均
系平等主体， 原告具有充分的协商机会
和是否缔约的决定权， 在境内外币贷款
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 可以自主选
择银行进行贷款， 不存在被告利用优势
地位强迫原告接受不平等条款的市场环
境， 因此， 原、 被告双方签订的贷款合
同， 应当认定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
果。 其次， 系争格式条款明确被告有权
在自行制定的涉案港币的基准利率的基
础上自行调整港币的贷款利率， 该条款
系赋予被告合同项下的权利， 并未免除
被告的责任， 亦未加重原告的责任或排
除原告的主要权利。 再次， 自

2002

年
3

月
1

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境内外
中、 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 贷款利率
管理政策， 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

式， 由中、 外资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
市场利率的变动情况以及资金成本、 风
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 故我国境内的
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式已实行市
场化， 由相关金融机构根据有关因素自
行确定， 系争合同不违反金融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3．

系争格式条款应受的限制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对格式条款作了

特别限制， 一是格式条款的内容应遵循
公平原则； 二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 有
提醒对方注意和应对方要求对格式条款
予以说明的义务。

本案中， 对于银行自行调整利率是
否显失公平， 根据银行业市场情况， 国
内外资银行的外币融资主要来自于以下
三个渠道： 母行（境外） 融资； 吸收境
内居民的外币储蓄存款； 同业市场的资
金拆借。 因此， 每家外资银行的融资成
本和渠道等均不相同， 故每家外资银行
给予客户的贷款利率和优惠利率也不尽
相同。 在此情况下， 被告依照涉案贷款
合同的约定， 根据国际市场状况决定港
币贷款利率是否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

并未存在双方利益明显失衡的问题。

对于“提示”和“说明”义务，除醒目
标注、充分提示外，银行应结合相对人和
条款内容的特殊性， 充分考虑国际市场
成熟度、 客户的认知度， 对不同交易对
象、不同的免责或限制责任条款，进行不
同程度的提示和说明。同时，对于合同履
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 应及时通过
公告、信函、电视广播等合理方式持续披
露。本案中，系争条款约定了银行的持续
披露义务， 银行也通过合理方式予以了
履行，原告对此也无异议。

对于客户的质疑， 是一种建议， 还
是具有对等协商性质， 构成对银行单方
调整权的约束， 结合本案来看， 客户的
质疑是一种提醒和督促， 是客户维护自
身权益的辅助手段， 需要银行的认可和
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对银行并无当然的
约束力， 故在未有明确法律规定和合同
约定的情况下， 笔者更倾向于其是一种
建议。 在本案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 当
外币同期贷款利率的国际市场发生变动
后， 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下调合同项下的
港币贷款利率， 被告经与原告交涉后，

也曾数次下调相关港币贷款利率， 一定
程度上考虑了原告的利益。

（作者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云南民建昊成集团公司、杨代昌：本院受理宗申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诉云南民建昊成集团公司、 杨代昌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贰份、开庭传票及证据一套。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锦澄砂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市鑫宏源物资有
限公司上诉你、马新柱、曹振民、魏菊红、孙贯平物权确认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
6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洪伟：本院受理了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原长岭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 并定于举证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吉林
]

长岭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虞市谢塘镇建华橡塑厂因遗失华东三省一市银
行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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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01 10247373

，出票金额为
5765.90

元，

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上虞市支行，收款人上虞市谢塘镇建华橡
塑厂，出票日

2010

年
12

月
27

日，付款期限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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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虞市谢塘镇建华橡塑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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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3133

，出票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行中
信银行绍兴上虞支行， 出票人上虞舜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
款人上虞市谢塘镇建华橡塑厂， 出票日

2010

年
12

月
2

日，到
期日

2011

年
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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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遗失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3758724

、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30

万元
,

出票人为东莞虎彩印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汉
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出票
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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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富阳孙氏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广东福迪汽车有限

公司于二
0

一
0

年九月二十六日发出给广州新晖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后背书予富阳孙氏纸业有限公司的广东发展银行佛
山南海科技支行承兑汇票（号码：

GA/0101383093

，金额：

30000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法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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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科菱电线有限公司因遗失佛山市南海灏扬

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于二
0

一
0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出给东莞
市科菱电线有限公司的广东发展银行南海九江支行支票（号
码：

GG/0208728014

，金额：

13664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
院决定受理。 依法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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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北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将其持有的巩义浦

发村镇银行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出具的出票人为河南联通铝
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华豫铝业有限公司，票号为

GA/01

05612217

，票面金额为
5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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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巩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丢失了由新密市农

村信用联社开出的承兑汇票一张，票号为
GB/01 02516385

，收
款人为新密市建欣煤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29

日，票据金额
1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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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新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捷通电工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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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BB/01 03510646

，票面金额：

150000

元，出票人为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 出票人账号：

1712020429021004751

，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油
田支行，收款人：濮阳市信原实业有限公司，汇票出票日：

2010

年
7

月
30

日，到期日：

2011

年
1

月
27

日，最后被背书人为西安
捷通电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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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治市潞欣达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GA/

01

—

02081548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整、出票人为东风汽
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收款人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通用
铸锻厂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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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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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谷城县钟氏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GB/0102743571

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已受理。 该票据记载：出票人谷城县银环铸造有限公司，收
款人谷城县钟氏实业有限公司，出票金额

40000

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21

日。 依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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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谷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思创亿川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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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01 05801946

，票面金额为贰拾伍
万元整，出票人为荆州市鸿翔达毛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
北省江汉棉纺织厂，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4

月
6

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0

年
10

月
6

日，经背书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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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昌京鄂汽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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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记载：承兑汇票号码
为

GA/0100756583

、 出票金额人民币
120

万元、 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6

月
13

日、出票人宜昌京鄂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付款银
行宜昌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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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昌市宏益冶炼有限公司因其遗失九江银行瑞昌

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票号为
GA/

0107644035

，出票人为五常市宏益矿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和承
兑行为九江银行瑞昌支行， 收款人为瑞昌市宏益冶炼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7

日，出票行为地为江西省瑞昌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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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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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瑞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昌市宏益冶炼有限公司因其遗失九江银行瑞昌支行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整， 票号为
GA/

0107644001

，出票人为五常市宏益矿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和承兑行
为九江银行瑞昌支行，收款人为瑞昌市宏益冶炼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

2010

年
12

月
7

日，出票行为地为江西省瑞昌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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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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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瑞昌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受理了申请人重庆先锋渝州电
器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GA/01

05504345

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10

年
4

月
7

日，汇票到
期日

2010

年
10

月
7

日， 出票人浙江科马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付款行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 汇票金额人民币
65700

元，收款人重庆先锋渝州电器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
作出（

2010

）台路催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重庆先锋渝州电器有限公司有权请
求支付。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1

月
13

日（总第
48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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