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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开心网的恩怨纠葛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下称开心人公司）与北京千橡互联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千橡互联公司）

和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千橡网景公司） 的恩怨由来已
久。

开心网（

kaixin001.com

） 成立于
2008

年
3

月，是由开心人公司经营的
一家提供社会性网络服务的网站，仅
用半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社交
网站。

2008

年
10

月，千橡互联公司开通
了“开心网”（

kaixin.com

），该网站提供
社会性网络服务，除网站中文名称一模
一样外，服务功能、网站布局、页面设置
都与开心网（

kaixin001.com

）近似。

2009

年
5

月，开心人公司以不正
当竞争为由将千橡互联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其停止使用“开心网”网站名
称，停用“

kaixin.com

”域名，赔偿经济
损失

1000

万元，公开赔礼道歉，并承
担诉讼费用。

一审审理期间， 千橡互联公司把
开心网（

kaixin.com

）

ICP

证转给了千
橡网景公司， 故开心人公司追加千橡
网景公司为共同被告。

2010

年
10

月， 北京二中院作出
一审判决：“开心网” 属于知名社会性
网络服务的特有名称， 两被告构成了
不正当竞争， 今后在提供社会性网络

服务中不得使用与“开心网” 相同或
近似的名称， 并赔偿开心人公司人民
币

40

万元。

商标是否侵权
一审中， 北京二中院认定， 千橡

互联公司与千橡网景公司使用“开心
网” 名称进行网站服务， 与开心人公
司的“开心” 文字注册商标核准的服
务类别不相同也不相近似。

对此， 开心人公司认为， 北京二
中院认定事实错误。 两被告使用“开
心网” 作为网站名称提供网站服务，

在国家商标局发布的《类似商品和服
务区分表》 中被列在第

42

类
4220

小
类， 而开心人公司“开心” 文字商标
核准的服务也是在第

4220

小类中。

开心人公司代理人表示， 根据北
京高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七条规定， 应当
认定同一小类上的服务属于类似服
务。 因此两公司在网站服务上使用
“开心网” 标识， 构成在类似服务上

使用与“开心” 注册商标近似的商
标。

此番言论引起了千橡互联公司与
千橡网景公司的质疑： 该商标权是开
心人公司在开心网（

kaixin.com

） 运
营数月后从原权利人处收购的， 并且
其受让的“开心” 商标核准使用的专
用权范围是保健浴室、 疗养院等， 唯
一与计算机有关的专用权是“计算机
硬件出租”， 属于

42

类， 而开心网
（

kaixin.com

） 属于
41

类里的“提供
在线游戏”， 二者在服务目的、 内容、

方式、 对象等方面均无交叉之处， 不
构成类似， 因而不构成商标侵权。

千橡互联公司与千橡网景公司代
理人表示， 开心人公司取得商标时间
为

2008

年
12

月
28

日， 而千橡开心
网在

2008

年
10

月就已开通， “上诉
人不能以一个在后获得的权利对抗被
上诉人在先取得和使用的权利， 这违
反保护在先权利的基本法律原则。”

域名是否混淆
开心人公司代理人称， 一审法院

没有认定域名“

kaixin.com

” 能够导

致用户混淆误认，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
定。

开心人公司表示， “开心网”

（

kaixin001.com

） 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
社交网站， 其域名也成为知名域名和标
识。 千橡网景公司在开心网成名后使用
的“

kaixin.com

” 域名的主要部分
“

kaixin

” 是“开心” 注册商标和“开心
网” 这一名称主要部分的拼音， 读音相
同， 含义相同， 足以致使网民产生误
认。

此番论述并没有得到千橡互联公司
与千橡网景公司的认可。 他们认为， 域
名并不等于网站名称的拼音， “

kaixin

”

与“

kaixin001

” 在域名的主体部分具有
较明显的区别， “一般用户均可以轻易
作出识别， 不会导致误认。”

千橡互联公司与千橡网景公司代理
人并称，

2010

年下半年被上诉人已经
将开心网“

kaixin.com

” 与人人网合
并， 输入“

kaixin.com

” 域名会直接跳
转到人人网的网页， 所以使用该域名
的行为已经完全没有导致用户误认的可
能性。

北京高院当庭作出判决， 驳回开心
人公司全部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法眼观世
□

本报实习记者高振霞

两个开心网 越争越开心？

物业纠纷 渝北求解

时间：

2011

年
4

月
11

日
地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

11

法庭
案由： 涉嫌不正当竞争
案情：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认为北京千橡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使用

“开心” 作为网站名称、 使用“

kaixin.com

” 域名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时构成对“开心网” 的仿冒，

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直击

□

张瑞雪杨枫
访谈对象： 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法院院长戴军

访谈

对话背景
近年来， 物业纠纷案件

数量不断增加。 对当事人而
言， 事情不大， 烦恼不小；

对法院而言， 标的不大， 案
件难办。 一场官司之后， 物
业与业主的关系往往难以缓
和， 有时甚至激化演变成群
体性事件。

今年
3

月， 一种全新的
人民调解形式———物业纠纷
专项调解亮相重庆渝北。 在
渝北区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
下， 渝北区委区政府组织区
法院、 区司法局、 区国土房
管局等部门， 建立起区、 街
镇、 社区三级物业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 联动解决物业
纠纷。

“隐身” 股东的出路

直击

� �

这起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领域的
“反不正当竞争第一案”， 历时近两
年，终于告一段落。

本案主审法官张冰在接受《法
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心人公司
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其实际损失，

也难以证明千橡互联公司和千橡网
景公司的侵权获利， 原审法院综合
考虑涉案侵权行为的方式、期间、规
模、 后果及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
定的赔偿数额尚属合理，应予维持。

“涉及互联网的纠纷很多，很难
对这些纠纷进行严格明确的界定。”

一位社交网络的业内人士表示，

“

kaixin.com

” 的域名仍握在千橡集
团手中， 他们可选择的品牌也有很
多。

记者了解到， 开心网（

kaix鄄

in001.com

）计划在美国上市。 同时，

人人网也正在推进其上市步伐，有
可能在

5

月中旬左右正式在美国上
市。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徐红明
曾撰文指出：一场真假大戏的背后，

却是两个开心网点击率和受关注
度迅速提升的事实。 “尽管表面上
看，两个开心网闹到上法庭对簿公
堂的地步，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
宣传对长于营销的开心网来说，不
仅是一个低成本的营销， 也是助力
SNS

网站让更多人知晓并关注的好
办法。 ”

谁是赢家

回放
� �

现实中， 有人就是喜欢玩“隐
身术”

,

包括投资公司不乐见于正
大光明地当股东， 而是善于隐藏在
“幕后” 成为实际控制人。 但是，

此举往往悲喜轮替、 利弊互见， 幕
后老板们不可不察。

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及其权
益保护问题在公司法中没有涉及，

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种对立的认定
和处置思路： 一是全面否认隐名投
资的合法性， 拒绝确认隐名投资者
的股东身份， 将之仅限制在系与显
名股东之间的一种合同权利； 二是
充分保护隐名投资行为， 对其行使
“显名化” 权利并成为公司股东的
诉求不加限制。 这两种对立的认知
状态， 实际上强化了隐名投资权益
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

现在好了， 公司法“解释三”

的出台解决了这种弊端。

根据该解释， 有限责任公司的
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
同， 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
投资权益， 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
东， 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
同效力发生争议的， 如无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也就是说， 隐名投资自此已经
不再是一种值得争论合法与否的
“妾身不明” 之态了， 而是成为一
种合法的投资形态。 最起码， 名义
股东已不能随意否认实际出资人的
投资行为效力。 此可谓出路之一。

更进一步的保护在于， 如果实
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
归属发生争议， 实际出资人以其实
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
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 公
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
人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述规定的要害在于， “实际
出资” 是取得权益的根本依据， 而
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工商登记等“外
衣” 并不是确认投资权益的主要根
据。

但麻烦在于， 当实际出资人发
现名义股东存在“挤兑” 其合法权
益的风险而要求自己直接成为真正
的“显名” 股东时， 无法直接请求
司法保护， 而是必须要翻越一道公
司治理结构中的“人合性” 之墙。

也即， 实际出资人只有经过公司其
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 才能成为
公司股东。 这种通过公司股东的
“同意” 而“准正” 的途径， 亦可
谓隐名投资者的出路之二。

假如此后公司或其控制人拒绝
给原隐名投资者完成股东变更手
续、 签发出资证明书、 记载于股东
名册、 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公示登记的， 则可以诉请人民法院
给予支持。

当然， 凡事有利即有弊， 股东
“隐身术” 背后也可能存在极大的
法律风险。 诸如， 投资份额及权益
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 而且如果第
三人构成“善意取得” 的法律状
态， 则幕后老板也可能丧失对公司
的控制权。 这是后话， 待后文再作
解析。

多元力量解决专门问题
法周刊： 可否简要介绍一下物业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责？

戴军： 物业纠纷有很多类型。 从我
院的受案情况看， 有业主起诉物管公司
要求赔偿因未尽维修义务导致的损失；

有业主起诉业主委员会要求撤销业主委
员会与物管公司签订的物业合同； 有业
主委员会起诉物管公司要求对公共设施
进行维护， 或者要求物管公司终止物业
服务移交相关物业资料、 归还业主收
益， 等等。 其中， 以物管公司起诉业主
要求缴纳拖欠的物业费纠纷为主， 此类
纠纷占已审结案件的

90%

以上。

针对不同的纠纷类型， 我们建立了
三个层面的调解组织： 业主拖欠物业费
的这类纠纷， 由社区调解组织完成； 比
较复杂的纠纷由街镇调解组织完成； 除
重大疑难纠纷外， 区级调解委员会一般
情况下不参与具体的物业纠纷调解， 仅
发挥指导作用。

物业纠纷专项调解其实就是调动多
元力量来解决专门问题。

法周刊： 那么法院在其中发挥什么
作用？

戴军： 法院的职责主要有两项。

一是对各级调解组织进行业务指
导。 除定期组织调解人员培训、 召开联
席会议、 开展专项调研外， 法官还分片

对口联系各个调解组织， 随时接受咨
询， 提供指导。

二是进行司法确认。 如调解成功，

则由该调解组织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当事人可凭该调解协议书免费向法院申
请司法确认。 如调解不成， 则由调解员
引导进入法院诉讼。

诉讼不是最优选择
法周刊：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很

大一部分物业纠纷转移到基层调解组
织， 法院是不是有“甩包袱” 之嫌？

戴军： 物业纠纷涉及主体较多， 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交错纷杂， 不易
梳理。 此外， 一些业主运用法律手段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还不够强，

遇到问题只是简单地用拒缴物业费的
方式来进行对抗， 没有搜集和掌握必要
的证据， 这些都会给审理工作带来一定
难度。

但是法院不怕案难办， 就怕办不
好。 从

2010

年渝北法院物业纠纷案件
办理情况来看， 判决了

211

件， 调解
19

件， 撤诉
390

件。 数据可以说明几
个问题：

调解要趁早。 物业纠纷发展到诉讼
阶段， 双方矛盾较深， 难以沟通， 并且
纠纷大多涉及小区业主的共性诉求， 物
管企业担心退让后导致连锁反应， 往往
不愿退让；

判决效果不好。 往往是事情有了
“断” 但心结没有“解”， 有的更可能埋
下隐患， 以致酿成更大的纠纷；

业主、 法院可以双赢。 一般情况
下， 业主经过法官解释会选择补缴物业
费， 所以撤诉率较高。 这说明多数业主
并不是真的愿意耗费大量精力在这种小
事上， 只要及早干预， 及早调处， 就可
以实现业主少耗神、 司法资源少耗费的
双赢。

所以我认为， 物业纠纷案件， 人民
调解是比诉讼更优的选择。 如果这个算
是“包袱” 的话， 法院也只有站在满足
群众实际需求、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立
场， 积极实践社会管理创新， 党委政府
才会帮助我们“甩包袱”， 其他部门才
会主动“接包袱”。

应该是个好模式
法周刊： 一般情况下， 各街镇、 社

区都有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 还有必要
针对物业纠纷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吗？

戴军： 首先， 物业纠纷快速增长的
前景可以预期。 从

2008

年至
2010

年，

我院受理物业纠纷案件数量年平均增长
率达到

26％

。 “十二五” 期间， 我区
物业管理覆盖率将达到

85%

以上。 无论
是解决现实问题或是未雨绸缪， 建立专
门的调解组织都很有必要。

其次， 物业纠纷往往涉及人数多、

影响面广、 专业性强， 调处难度较之一
般的民间纠纷要大得多， 传统的调解组
织很难独立承担起调解任务。

再次， 物业纠纷调解组织不是另起
炉灶， 而是在原有的便民诉讼网络基础
上注入新的元素。

普通的物业欠费纠纷， 不涉及专业
知识， 原有的便民诉讼调解人员就可
以胜任。 涉及某些专业知识的纠纷，

各级调解组织都可以邀请法官、 律师、

土地房管部门人员、 专业物管人员参
与调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专门的组
织体系， 才赋予了相关部门责任和义
务， 同时也避免了机构重叠和人力浪
费。

法周刊： 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 物
业纠纷调解组织是否发挥了你们预想的
作用？

戴军： 物业纠纷调解组织是区委、

区政府专门下文成立的， 目前全区已经
建成了

23

个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人、

财、 物都有充分的保障， 对相关部门和
调解人员都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和奖励办
法。

目前， 物业纠纷专项调解模式运行
时间不足一个月， 虽然已经有了调处成
功的案例， 但我认为还处于初创阶段，

部门之间的衔接协作还有待磨合。 同
时， 还要加大宣传力度， 我相信这是个
好模式， 但还需要让老百姓知道有这种
模式， 并且愿意采用。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4

月
16

日（总第
4943

期）

孙淑丽：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全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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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黑龙江
]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赞： 本院受理原告谭波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简转普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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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湖南
]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李良：本院受理原告熊海燕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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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西
]

宜丰县人民法院
江门市新会区发达实业贸易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江门

市新会区财政局、江门市新会区财务发展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江门
市新会区发达实业贸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二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莱州市仓上金矿、莱州金仓矿业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

公司与你二单位偿还黄金基金纠纷一案，本院已裁定再审。 现
依法向你二单位公告送达（

2007

）民二监字第
62

号民事裁定书
副本、（

2011

）民再字第
1

号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亚洲电子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振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及咸阳偏转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09

）民监字第
140-1

号民事裁
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台湾）多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被申请人
（德国）宝马股份公司（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KTIENGESELLSCHAFT

）、 原审第三人你公司商标行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知行字第
43

号受理通
知书及再审申请书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

个月即视
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季中山：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巩文杰与被申请人四川省宜
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季中山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民申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旭晨源利源商贸易中心：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巩文杰
与被申请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旭晨源利源
商贸中心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民申字第
16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周雪琴、张怡：本院受理台州市原野进出口有限公司、张

冬友、陈米才与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民申字第
1556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苏志忠：本院受理上诉人周伟斌与被上诉人邱冬梅、原审

被告苏志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0

）漳民终字第
6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受理了申请人如皋市第二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票号

GA/01

05513864

，票面金额肆万玖仟五百元整，出票人为申请人，出票
日期

2010

年
10

月
2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依法作出（

2010

）皋催字第
002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如皋市第二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江苏
]

如皋市人民法院
祝晓华： 本院受理原告孙慧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湖德商初字第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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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浙江
]

德清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招商银行承兑
汇票五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五张票据记载： 编号：（

1

）

GA/01 03093139

、（

2

）

GA/01

03093138

、 （

3

）

GA/01 03093141

、 （

4

）

GA/01 03093146

、 （

5

）

GA/

01 03093144

；出票日期：

2011

年
2

月
16

日；出票人：万虎国际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万虎光大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持票人：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因五案件出票日期、出票人、收款人、持票人、票据金

额均相同，故以一公告形式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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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西万昆投资有限公司因将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为由，由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汇票记载： 汇票号为

30100051 20268381

， 出票金额人民币
3000000

元，出票人广西华通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南
宁桃源支行，收款人广西万昆投资有限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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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西
]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邯郸市富翔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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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1300052/00855321

，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
为新乡市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
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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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获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马瑞利汽车电子（广州）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AA/01-0794844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88

，

311.00

元整、出票人
为武汉李尔云鹤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汉博泽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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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
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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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马瑞利汽车电子（广州）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AA/01-07948413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742

，

993.00

元整、出票人
为武汉李尔云鹤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汉博泽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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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现

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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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杭州萧山美特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

村合作银行银发支行于
2011

年
4

月
6

日签发的编码为
00100041 22768412

号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票面金额
1500000

元， 申请人杭州萧山美特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
杭州大路金属热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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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桐乡市圣吉龙羊绒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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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号码为：

EA/01 01499635

、金额人民币
20

万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0

日、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10

日、出票人浙江申浩
兔业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人吉县嘉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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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桐乡市圣吉龙羊绒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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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号码为：

EA/01 01499494

、 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

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0

日、 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10

日、 出
票人浙江申浩兔业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人吉县嘉昶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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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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