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EEEEEE

EEEE

OOOOOOO

OOOO

PPPPPPP

PPPP

LLLLLLL

LLLL

EEEEEEE

EEEE

'''''''

''''

SSSSSSS

SSSS

CCCCCCC

CCCC

OOOOOOO

OOOO

UUUUUUU

UUUU

RRRRRRR

RRRR

TTTTTTT

TTTT

DDDDDDD

DDDD

AAAAAAA

AAAA

IIIIIII

IIII

LLLLLLL

LLLL

YYYYYYY

YYYY

PPPPPPP
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

7

版

现 场

周刊
■2012

年
1

月
9

日
■

星期一
■

责任编辑：赵 刚
■

联系电话：

(010)67550741 ■

电子信箱：

fa@rmfyb.cn

民商视角
□

许晓敏钟万秀

时间：

2011

年
12

月
14

日
地点： 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大法庭
案由： 抢劫
案情：

2011

年
9

月
23

日晚， 被告人朱明亮、 钟晓伟和李立在路边遇见中学生王浩和尤佳， 遂
向二人索要钱财并进行殴打， 致王浩因精神激烈刺激， 被“吓” 死在回家路上。

庭审直击
担保与其他法律的高度关联性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抢劫”5元钱“吓死”一学生

借腹生子的伦理与法律拷问

□

本报实习记者樊卓然
访谈对象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马忆南

访谈

担保制度是民商事领域中的重
要法律制度， 其以担保法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基
础形成独特的担保法体系。

笔者认为， 在审查担保法律关
系时不能片面地仅适用担保法自身
的法律制度， 而是应充分考虑到担
保法与其他法律体系的高度关联
性， 从而防止机械司法损害法律适
用的准确性。

除法定优先权外， 担保行为归
根结底是一种契约关系， 故对担保
法律关系的审查必然要首先考虑到
其与合同法制度的关联性。 事实
上， 担保关系成立的三种基本类型
即表明担保法与合同法的高度关联
性。 即第一类： 保证、 抵押、 质
押、 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
面合同； 第二类： 担保合同包括当
事人之间出具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
函、 传真等； 第三类： 担保合同也
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

因此， 在确认担保法律关系的
效力时不可能抛开合同法规则而独
立完成判断。 诸如， 担保法《解
释》 第一条规定， “当事人对由民
事关系产生的债权， 在不违反法
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以
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 可
以认定为有效”。 问题是， 该规定
中的“法规” 是仅指行政法规还是
应包括地方性法规？ 笔者认为， 显
然只能是指行政法规。 因为合同法
制度中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应
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
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
据， 不得以地方性法规、 行政规章
为依据。 因此，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判断担保法律关系的效力依据当然
不包括地方性法规。

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 的规
定是担保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其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抵
押、 质押制度的有关司法解释成果
并将之上升为调整物权制度的基本
法律层级， 故在审查担保物权法律
关系时， 物权法中关于担保物权制
度的适用效力高于担保法中关于抵
押、 质押制度的规定。 因为担保法
是物权法的下位法而不是物权法的
特别法， 此点应予特别注意。

担保法与一些特殊的部门法关
系密切。 诸如海商法中对船舶抵押
权、 船舶优先权等有特别规定， 故
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首先适用这些特
殊的部门法的规定， 在该类法律没
有规定的， 则可以适用担保法体系
的规定。

担保法与我国主要的商事主体
法公司法关系极为密切。 其中涉及
公司担保制度、 涉及股权质押制度
等是审查担保法律关系时必须考量
的法律因素。

外商投资制度是审查对外担保
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对
外商投资和对外担保一直采取较为
严格的审批制度， 担保法《解释》

也以列举的形式确认了多重涉外担
保制度的无效情形。 但笔者认为，

在适用担保法《解释》 时尤其应当
考虑到我国加入

WTO

后对有关立
法修正的承诺。 诸如新公司法的修
正已经在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上将
三大外商投资法纳入了公司法的统
一调整范畴。

对话背景
广州富豪夫妻请人代孕八胞胎的

消息， 让已经活跃数年的地下代孕机
构浮出水面。 人们惊呼科技时代的精
湛技术之外， 也开始做起了道德伦理
的问答题。 代孕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为？

我国的现行法律如何规定的？ 应当如
何来规范代孕行为？ 记者通过采访北
京大学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 让上述
问题一一破解。

代孕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法周刊： 马教授， 您认为应当如何

来定义平时我们所说的代孕行为？

马忆南： 代孕与传统的“借腹生
子” 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是指借助现
代医疗技术将丈夫的精子注入代孕母
亲的体内授精， 或将人工培育成功的
受精卵或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怀孕
的行为。 在代孕中

,

以自己的子宫代替
委托夫妻之妻怀孕的妇女称为代孕
母。

代孕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为基因型
代孕， 代孕者既提供子宫又提供卵子，

因而与胎儿之间有基因上的血缘关系。

另一种为妊娠代孕， 代孕者只提供子
宫， 替代怀孕过程， 本身不提供卵子，

这种情形出生的婴儿与代孕者之间没有
基因上的血缘关系。

法周刊： 代孕行为会带来怎样的社
会影响？

马忆南： 虽然代孕可以满足少数没
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孕育自己孩子的心
愿， 但是这种行为是违背伦理道德的，

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首先， 代孕将破坏传统家庭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 代孕意味着生儿育女可
以脱离夫妻关系而发生， 这让中国传统
的、 比较稳定的家庭模式面临瓦解的危
机。 其中代孕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难界
定的问题是最显著的， 特别是母女姐妹
间相互代孕， 会让家庭伦理、 代际关系
产生混乱。 同时， 如果供需双方产生好
感， 还会引起新的家庭矛盾。 此外， 代
孕还容易引起继承、 抚养等亲子关系的
混乱， 不利于代孕所生儿童的健康成
长。

其次， 代孕会使女性子宫商品化。

当前所谓的“爱心代孕” 往往是有偿
的， 代孕母在基本支出之外往往会获得
一笔丰厚报酬， 这势必将子宫商品化，

使女性特别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妇女沦为
有钱人的生殖机器。

母亲的概念被碎裂成不同的生理器
官、 组织与细胞。 医学界取代了母亲，

成了生命的起源与创造者。 不同女人的
卵子、 荷尔蒙、 子宫就成了医生创造生
命的原始材料。 如果女性可以靠怀孕与
生产的能力赚钱， 市场将根据代孕母的
智商、 肤色、 健康与生育能力， 为这些
女性标价， 贬低代孕女性的人格。

再次， 出钱委托他人代孕， 等于把
儿童变相当做商品进行买卖， 破坏人性
尊严， 违反儿童人权。 出卖儿童的方式
有了新的内涵———打着人工生育的幌子
将自己生育的子女作为金钱和物质的交
换体。 代孕还可能被用于器官买卖， 比
如代生一个婴儿来供给需求者的身体部
分器官， 这是对生命的严重亵渎。 代孕
契约一旦透过国际市场的交换机制， 贩
卖女人（子宫） 与小孩的行为将很快地
会被国际化。

立法应当采取禁止态度
法周刊： 立法上应当如何对待代孕

行为？

马忆南： 我认为现阶段立法不宜开
放代孕， 前面已经提到了的代孕的社会
影响， 这一行为弊大于利是显而易见
的。 立法应当采取禁止的态度， 我国的
《人类辅助生殖管理办法》 也明确， 不
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但是这一
规定属于部门规章， 效力层级较低。 所
以应当在法律当中， 例如婚姻法中明确
代孕行为的法律责任。

国外对于代孕也均持审慎的态度，

原则上禁止代孕， 但是有的国家对于无
偿代孕行为予以肯定。 然而这必然面临
大量的个案审查， 哪些才属于无偿代孕，

判断的尺度不好把握， 所以我不主张开
放代孕行为， 它无法承受伦理与道德的
拷问。

最大限度保护子女利益
法周刊： 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例如

代孕母与子女的关系界定问题， 应如何
解决？

马忆南： 有偿代孕契约在我国是
违背公序良俗的， 所以无效， 因此各
方的权利义务并没有办法通过合同来
约束。

而对于代孕母与子女的关系界定问
题该如何处理， 我认为， 为最大限度保
护子女利益， 在确定亲子关系时应力求
体现以下几种倾向：

确定有意愿的抚养方为法律父母。

代孕母虽然形式上怀胎十月一朝分娩
,

但是如果其初衷并非是基于对孩子的渴
望和抚养的意愿

,

将其认定为法律上的
母亲对于胎儿十分不利。 而委托代孕的
夫妻往往是经过慎重考虑， 不仅是在物
质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了为人父母的准
备， 所以对因代孕所出生的子女当然有
义务以父母身份抚养。

尽量为子女确定双系抚育。 从人类
两性的差异以及现有抚育方式来看， 由
父母双方进行抚育的模式最有利于子女

成长。 代孕情况下， 往往拥有完整稳定
的家庭结构， 因而能够建立父母双系抚
养并赋予代孕子女身份法上的正当地
位。

适当考虑子女的成长和受教育环
境。 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受教育环
境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
的。 在代孕中， 受术夫妻通常都具有良
好的经济基础和家庭环境， 能够为代孕
子女的成长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 相
反， 一般情形下同意代为受孕的女性多
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兼顾“血缘主义” 的传统。 虽然法
律赋予养子女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义务，

然而没有血缘的子女多少还是会受到社
会歧视， 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不像自然
血亲那样坚不可摧。 因此， 我们在确认
代孕亲子关系时还要兼顾事实上的血缘
联系。 大多数情形下

,

代孕中的受精卵
至少包含委托夫妻中一方的生殖细胞，

将委托夫妻认定为法律上的父母是对自
然事实的正确判定。

但是这当中有一种特例， 那就是代
孕母既提供子宫又提供卵子的基因型代
孕， 此时由于代孕母与所生子女既有血
缘联系又有孕育过程， 所以她其实就是
孩子的亲生母亲， 与该子女具有天然的
无法阻断的母子联系。 如果代孕母提出
证据证明自己与所生子女之间拥有血缘
关系， 并具有抚养亲生子女的愿望， 应
认定其为孩子的法律母亲。

中学生“遇劫吓死”

审判长： 你们从王浩那里得到了
多少钱？

朱明亮：

5

块钱。

2011

年
9

月
23

日晚
10

时，武平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某中学门口
边，一名中学生摔倒在地，自行车压在
身上。 民警赶赴现场并将该学生紧急
送往医院，但终告不治。

当晚早些时候， 年仅
15

岁的王浩
在同学尤佳的陪伴下骑车外出修手
机。

“喂，喂，你们停下来。 ”

王浩和尤佳回头看着两个年纪相
仿的男孩一边叫着一边向他们跑过
来，只得停下了自行车。

“有没有钱， 拿出来请我们吃东
西。 ”朱明亮盯着两个男孩问道，李立
则一脚踢在了王浩的后腰上。 王浩无
奈地掏出了

5

元钱递给朱明亮，尤佳犹
豫了下，摇摇头说没有钱。

审判长：让王浩走之后，为什么还
要去追他？

朱明亮：我们想叫他快点走，他走
得太慢，好像很轻视我们一样。

“那个长白头发的，看到一次打一
次。 ”朱明亮看着王浩，忽然想起朋友
钟晓伟的“交代”，于是转身找钟晓伟
去了。

钟晓伟没找着， 回头却见在原地
“看管”王浩二人的李立正津津有味地
吃着雪糕。得知是尤佳买的之后，朱明
亮恼怒起来：“你不是没钱吗？”他一把
将瘦小的尤佳拖进边上的小巷拳打脚
踢， 而跟进来的王浩同样遭遇了朱明

亮和李立的殴打。

噩梦还没有结束， 路过的钟晓伟
被朱明亮叫住了，他看到王浩就气不打
一处来，拍着王浩的脸说：“你出来干什
么？ 讨打啊？ ”边说边踢了王浩几脚。

朱明亮开始对着王浩的头比划，

嘴里念叨着“左勾拳右勾拳再一拳”，

李立一拳打在了王浩的右脸上。

“没钱了。 ”不敢躲闪的王浩抽泣
着回答。 这个时候响起的电话铃声引
起了钟晓伟的注意， 他抢过王浩的手
机，上

QQ

，卸手机卡，玩得不亦乐乎，

没有人搭理王浩要回手机的哀求。

终于，在朱明亮的要求下，钟晓伟
把手机还给了王浩，然后说你们走吧。

如遇大赦的尤佳撒腿就跑， 王浩
却怔怔地站在原地。

“我数一二三，然后追你，被我们
追上了就再揍你。”看着留在原处的王
浩，朱明亮不耐烦了。听到朱明亮开始
计数， 王浩赶紧骑上自行车往学校方
向骑去。

审判长：之后你们追了吗？

朱明亮： 追了二三十米后就停下
来各自去玩了。

然而，王浩在跑了短短
100

米左右
后，摔倒在路边，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经龙岩市公安局法医尸体检验鉴

定：王浩系遭他人抢劫、殴打、恐吓等行
为时，精神激烈刺激，过度紧张，诱发了
脂肪栓子的形成， 导致肺脂肪栓塞急性
呼吸衰竭而死亡。

“借钱”埋下矛盾种子
审判长：王浩给了你们钱之后，为什

么还要打他？

朱明亮：因为钟晓伟以前说过，王浩
向老师举报他到学校敲诈别人钱的事

情，要见一次打一次。

钟晓伟：那天中午，我一个人到某中
学学生宿舍叫他们凑钱给我， 期间打了
王浩，还叫他晚上出来谈事情，他说妈妈
会骂，出不来。所以晚上看到他在外面就
很生气。

原来， 与王浩就读于同一中学的钟
晓伟经常向同学“借钱”，几次有借无还
之后，同学们开始拒绝。钟晓伟便开始威
胁：“不拿钱给我，你就死定了。 ”

再有不肯就范的，他就直接搜身，搜

到钱就拍拍对方的脸：“你以后小心点！”

他也不记得向多少同学“借过钱”，更不
记得“借”过多少钱了。

但是尤佳记得：“钟晓伟跟我一起读
书，一开始就叫我拿钱给他，先后有

100

多元，没还过，他也不会还的。 我不借给
他，他就打我，告诉老师被他知道了也会
打我，打过我四五次了。 ”

“最后一次叫他们拿钱是
9

月
23

日中
午，我一个人到了学校的二年级宿舍，叫
他们凑钱给我，每人

100

元。 然后还打了
王浩。 ”钟晓伟的陈述逐渐明朗了案情。

在他看来，王浩“不懂事”，把他敲诈钱财
殴打学生的事报告了老师，所以该“见一
次打一次”。

然而， 王浩并没有向自己的家长求
助， 他只是曾经通过短信告诉了远在外
地打工的堂哥，说有人要打他。甚至在事
发时他接到母亲的电话， 也只是说在回
家路上了，没有透露正被敲诈殴打。

本案该定抢劫罪还是敲诈勒索罪成
为庭审辩论的焦点。

审判长问：“被告人对事实有什么认
识？ ”

朱明亮回答说：“我不知道是抢劫，

我以为是敲诈勒索。 ”

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未导
致被害人不敢正常生活、 上学的危害后

果的才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导致了被
害人的死亡， 应以抢劫罪追究两被告
人的责任。

然而辩护人指出， 从被告人钟晓
伟的整个作案过程分析，其只是恐吓、

殴打并追逐了王浩，即使强拿了王浩
的手机也在朱明亮的要求下马上还
给了他， 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
的特征，应定性为寻衅滋事，但被告

人未满十六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不应单负刑事责任。

被告人是否应该为死者死亡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也是争论之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由于
被告人以暴力、胁迫方法抢劫、殴打、恐吓
原告之子王浩，造成王浩的死亡，因三被
告人犯罪时未满

18

周岁，应由被告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却认为，

受害人王浩死亡的重要原因是其特殊
性质的身体状况导致的，被告人在主观
上没有故意或过失，王浩的死亡属意外
事件，被告人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辨

申请人北京鸿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1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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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29

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为

00719365

，金额为
17100

元，出票人为北京鸿
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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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温州市正强汽摩配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50946

、出票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神力
混凝土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5

日、收款人为河
南鸿基实业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5

月
25

日、付款行为郑银陶支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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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辽宁众力汽配科技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1006528

、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省
天冰冷饮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1

日、收款人为新
乡市成林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1

日、付款行为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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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储金商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0606037

、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神火国贸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21

日、收款人为河南神火煤
电股份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付款行为民生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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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泽兴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23

日，出票人：武汉市深龙贸易有限
公司，出票人账号：

8191-39300

，付款行：华夏银行徐东支行；收
款人：湖北泽兴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

046901040003050

，

收款人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建二分理处， 票号：

30400051/

20584338

，票面金额：

10

，

000

，

000

元，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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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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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襄阳市炯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500051/0016867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人为东
风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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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宁波保润石化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该
票据记载：票号

BB/01 03237130

，金额
60000

元，出票人江苏永
兴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收款人江苏永兴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付
款行扬中工行营业部， 付款行行号

102314304437

， 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8

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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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汇
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鼎力管件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 该票据记载：票号

31700051 20107284

，金额
100000

元，

出票人扬中市中建物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扬中市中煤建材物资
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扬中农村合作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
2011

年
7

月
19

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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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汇
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镇江纽普兰气力输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 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理。 该票据记载：票号

B/0 A/1 00018971

，金额
20000

元，申请
人镇江纽普兰气力输送有限公司，收款人国电诚信招标有限公
司，行号

102314304437

，出票日期
2010

年
8

月
27

日。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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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汇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票

记载：汇票号为
10200052/21550989

，票面金额
100

万元，出票日
期

2011

年
9

月
23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出票人：山东
康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 背书人：

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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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

票记载：汇票号为
10200052/21550990

，票面金额
150

万元，出
票日期

2011

年
9

月
23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出票
人：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
司。 背书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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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票

记载：汇票号为
10200052/21550263

，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票日
期

2011

年
9

月
8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6

日，出票人：山东康
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 背书人：山
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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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

票记载：汇票号为
10200052/21550336

，票面金额
80

万元，出票
日期

2011

年
9

月
8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6

日，出票人：山
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 背书
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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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该汇

票记载：汇票号为
10200052/21550361

，票面金额
90

万元，出票
日期

2011

年
9

月
8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6

日，出票人：山
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 背书
人：山东欣康祺医药有限公司、潍坊惠宇经贸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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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吴江市永珠转移印花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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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山东省博兴县永鑫化工有限公司、账
号为

15734901040022933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票据号
码为

1030005220559138

、收款人为山东成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30

日、 到期日为
2012

年
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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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博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晋县丰腾电缆辅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出票人西安核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号
3040005120048750

，

金额陆万捌仟贰佰陆拾伍元整，付款行华夏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后由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背书给申请人宁晋县
丰腾电缆辅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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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陕西
]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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