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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抵押贷款艰难破冰， 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现行政策、 法律对集体土
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 农村房屋能否设立抵押， 抵押权如何实现， 历来争
议较大。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调研组， 对农房抵押贷款进行了
专项调查。 该调研报告引起绍兴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促成市委、

市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文件。

2011

年， 绍兴市在
20

个省级中心
镇及所辖村开展农房登记发放房权证工作， 并试点农房抵押贷款。

探索农房抵押贷款 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浙江绍兴中院关于农房抵押贷款的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为发展农村经济、缓解农户创业流

动资金紧张、 担保物难找无法向金融
机构贷款融资的问题，近年来，绍兴地
区逐步试点农房抵押贷款。

2009

年共
发放农房抵押贷款

8

户， 金额
50

万元；

2010

年发放
78

户， 金额
1337

万元；

2011

年发放
217

户，金额
3161

万元（见图）。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农村房屋普遍无产权证书。

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 不动产权属证
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实践中， 农村房屋普遍仅具有集体土
地使用权证，没有房屋产权证。 集体土
地使用权证对农房所占有宅基地享有
使用权具有证明力，但不能证明农户对
农房具有所有权。 绍兴部分地方试点农
房产权证制度， 向农户发放农房产权
证，但在产权证上记载“仅用于金融机
构贷款”，引申含义即不能用于交易、过
户，限制了农户对农房的所有权能，使
农户对农房仅具不完全所有权。

（二） 农房抵押法律效力受到限
制。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
集体所有， 农民只是享有宅基地使用
权，而不具备处分的权利。根据担保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耕地、 宅基
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
使用权，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抵
押。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地随
房走、房随地走”的原则，要求以建筑
物抵押的，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以建设用地
使用权抵押的，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
并抵押。 农房虽然附着于农村宅基地
之上，但农户只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宅
基地不能随房屋一同转移， 即否认了
房屋不动产的抵押特性， 实践中造成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后无法律保障的
尴尬境地，最终导致抵押无法进行。

（三）农房抵押登记无明确法律依
据。房屋抵押权的设定，除了签订抵押
合同外，还需完成抵押登记。 根据《房
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申请农
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 受让人
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 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房屋登记机关应当不予办理。由此
可知， 农村房屋的移转登记仅发生于
同村村民之间， 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
机构既不在同一行政村范围， 更无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第八十
八条也仅是允许乡镇、 村企业的厂房
等建筑物可以设定抵押权登记， 没有
涉及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村民房屋抵
押。基于此，房屋管理部门通常以集体
土地范围内农房抵押权登记无法律依
据为由，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而根据物
权法的规定， 房屋抵押权自登记时设
立，若农户无法办理抵押登记，则抵押
权并未设立。

（四）农房抵押权实现存在困难。

农房抵押后， 一旦借款人无法履行债
务，抵押权人需实现抵押权救济。但农
房抵押权实现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农
房的价值评估； 二是现行法律框架下
农房抵押权如何实现。 农村房屋建设
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标准，建房材料、成
本质量差异很大， 而且农村房屋所处
的位置，行政村离城市远近等，都会影
响农房本身的价值。 若一旦发生不良
贷款， 金融机构无法与抵押人协议以
抵押农房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该农
房所得的价款受偿， 只能借助诉讼途
径。但是一方面，依据相关规定抵押农
房的受让人仅限于无宅基地的同村村
民， 而同村村民碍于面子购买意愿往

往不高；另一方面，国务院出台的《关
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
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
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通知》

等政策，又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房。资
产有效处置变现困难， 影响了金融机
构开展农房抵押贷款的积极性。

三、对策和建议
在对待农房抵押贷款问题上，法

院要从支持农村金融创新、 回应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目的出发， 立足
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维
护农村金融稳定为原则，注重金融机构
不良贷款风险的防范与农户通过农房
抵押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同时强化司
法裁判的规制职能， 促进农房抵押贷
款依法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一）明确裁判思路，妥当认定农
房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长期以来，由
于缺少抵押物， 农民贷款融资非常艰
难，金融服务的缺席，影响了农村的进
一步发展。农房作为农民的安身之所，

实际上也给农民提供了特殊的社会保
障， 但以农房作为抵押物还有许多政
策上的限制， 这些限制也构成农民自
身的顾虑。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创新
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扩大农村有效担
保物范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为土
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
款“开闸试水”，盘活了农村沉睡资产，

对农民创业增收，刺激农村金融发展、

培育新的内需增长点都将产生深远影
响。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有利于
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的各项
改革举措提供大力支持， 通过为农房
抵押贷款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促进当前农村房屋确权登记颁证制度
的逐步健全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推
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有序进行。

对于农房抵押合同法律效力问
题，我们认为，在担保法第三十六条中
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一体抵
押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禁止宅
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
押。物权法颁布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
和房屋一体抵押的原则调整为以建筑
物抵押的，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
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然而法律的
一大原则是非禁即入， 对于农房抵押
而言，首先，国家法律历来没有禁止农
民的房子进行抵押。虽然物权法、担保

法规定农村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
押，但农民的房子建在宅基地上，它已变
成农民的财产， 根据担保法第三十四条
“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
可以抵押”及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债务
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建筑物和其他
土地附着物可以抵押”的规定，农房所有
人应可以对其拥有的农房进行抵押。 其
次，农房抵押涉及到的是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建筑物抵
押的，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一并抵押的原则， 并未提及宅基
地使用权须与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
押。最后，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和第六十二
条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
让”、“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
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
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表明农民的
房子土地使用权是可以转让、出卖的，只
不过农民只有“一锤子买卖”，今后不能
得到第二处宅基地。因此，法院在认定农
房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时， 对于不存在
其他无效因素的农村房屋抵押合同，一
般不宜轻易认定为无效。 而在出现农房
抵押贷款合同无效情形下， 借贷合同作
为主合同，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按照担
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借
贷合同有效而抵押合同无效， 债权人无
过错的， 抵押人与债务人对借贷合同债
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
权人、抵押人有过错的，抵押人承担民事
责任的部分， 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
部分的二分之一。 借贷合同无效而导致
抵押合同无效，抵押人无过错的，抵押人
不承担责任；抵押人有过错的，抵押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 不应超过债务人不
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二） 注重对农房抵押权实质性审
查。关于农房抵押权实质性要件方面，我
们认为， 因农村房屋通常仅具有集体土
地使用权证而没有房产证， 一方面对于
农户而言， 在进行抵押贷款时无法对房
屋所有权提供有力的直接证据； 另一方
面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房屋产权证意义
更为重大， 一是因为根据物权法第十七
条规定，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
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房屋产权证作为农
户对自己所有房屋权属的直接证据，在
无证据证明房权证登记错误的情况下，

法律直接推定房屋产权证记载的权利人
为房屋的所有人； 二是通常抵押人仅就
拥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抵押， 尽管物权
法确定了抵押权的善意取得， 但从防控

贷款风险和减轻举证责任的视角， 金融
机构目前仅受理以自己所有的农房进行
的抵押贷款； 三是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归
还贷款本息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
抵押权情形时， 虽然相关法律和司法政
策对农房和宅基地的流转作了严格的限
制， 但具有房权证的农房在折价或变卖
时在操作层面也较无房屋产权证的农房
容易实现抵押权。因此，从防控金融机构
的不良贷款风险方面考虑， 法院在审查
农房抵押权设立时， 按照物权法第一百
八十七条“不动产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
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注重审查抵押农
房须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
证，并办理抵押登记。

对于农房抵押权与租赁权实现顺序
问题。我们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
条的规定， 农房抵押权与租赁权的实现
取决于两者设立的先后顺序。 审判实践
中，可区分以下情况进行处理：一是农村
房屋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登记的抵押
权可对抗其后发生的租赁关系； 二是农
村房屋抵押合同订立前， 租赁合同已登
记备案的或虽未登记备案， 但租赁关系
实际存在的， 如承租人已经实际占有使
用该不动产， 租赁关系不受抵押权的影
响。

（三）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形
成法院与政府协作机制。 农房抵押贷款
涉及农房产权登记发放、 抵押权登记及
实现、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支持
和保障农房抵押贷款， 需要法院及政府
职能部门树立合作意识，整合各自资源，

创新工作举措。 国土局负责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办理， 建设局负责房屋所有权证
办理，规划局负责规划调整，财政局提供
财政保障， 镇乡街道负责宣传和组织实
施， 法院负责农房抵押贷款违约后的司
法裁判和处置。 在农房抵押权登记及实
现、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上，政府职
能部门和法院需制订必要的制度予以保
证，通过政府纪要等形式，建立健全农房
抵押登记及流转管理的基本原则、 基本
条件、主要方式、基本程序、流转的土地
收益分配与管理。在抵押权实现时，流转
农房及所占宅基地的范围可适当扩大至
试点乡镇乃至县级辖区内的农业户口人
员。 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上， 探讨开展
“宅基地租赁权”制度，在抵押权实现时，

农房买受人取得农房所有权， 至于农房
所占用的宅基地， 并非取得物权性质的
“宅基地使用权”， 而是取得债权性质的
“宅基地租赁权”，基于该债权，房屋买受
人既可以占有使用该宅基地， 集体土地
所有人也能收取相应的宅基地租金，用
于保障抵押人的基本居住权， 从而实现
社会的和谐。

（四）注重社会效果，动态跟踪调研，

合力化解纠纷。农房抵押贷款，不仅涉及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风险防范与农户通过
农房抵押实现经济利益的平衡， 甚至涉
及农户居住权、生存权等根本利益。法院
在裁判农房抵押贷款案件时， 可遵从熟
人社会认同的纠纷解决方式， 着重运用
村民和公众比较能够接受的情理来把握
和认定案件事实， 更加注重诉讼结果的
真实性和合理性。发挥村民委员会、集体
经济组织等农村基层组织对乡土社会、

风俗人情以及农村交易习惯更有深刻体
会和熟悉的优势， 联动农村基层组织合
力化解农房抵押贷款纠纷。 法院通过处
理农村房屋抵押贷款纠纷案件， 及时收
集掌握农房抵押贷款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分析涉诉案件的共性特征，及时
总结审判经验，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统筹
兼顾各方利益， 并注重保护广大农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

（课题组成员：钱武生史和新陈
键张帆）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建设绝大多数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的土
地征收问题。 近年来，因农村土地征收引发的矛盾纠纷此起彼
伏，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集访，这其中很多涉及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一、案件特点
1．

征地面积大。 其所需的土地面积都很大。 如重庆绕城高
速公路西、北两段共计

30

公里，征地总面积
5597

亩，拆迁房屋
15.2

万多平方米；草街航电枢纽工程（北碚区段）征地
2860

亩，拆
除房屋

509

栋；遂渝铁路北碚段征（占）用土地
2277

亩，拆迁农房
61198

平方米。

2．

安置人员多。 如重庆绕城高速公路在北碚区分西、北两
段征地共涉及

4

镇
2

街
15

个村
100

个社， 需安置征地农转非
3299

人，拆迁企业
35

户；草街航电枢纽工程（北碚区段）征地涉及北
2

个村
18

个社，其中有
9

个社为整社征收，该项目征地需安置农转
非人员

2213

人。

3．

时间跨度长。 重庆绕城高速公路在北碚区分西、北两段
建设。 西段在北碚境内长约

11

公里，于
2004

年底实施征地，

2005

年
3

月进场施工，历时
3

年多，到
2008

年
12

月建成通车；北段在北
碚区境内长约

19

公里， 于
2005

年
9

月实施征地，

2006

年
4

月进场
施工，

2010

年才建成通车。

4．

矛盾纠纷多。 由于土地征收涉及农民利益较大，矛盾较
多，很多纠纷协商解决和调解不了，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重庆
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2011

年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208

件， 其中涉及
征地纠纷的有

193

件，占受理案件数量的
92.7%

。 每万人收案数
达到了

5.1

，创历史新高。

5．

类型多元化。 起诉到法院的纠纷中，失地农民有请求支
付征地补偿纠纷，有请求获得征地安置纠纷，有请求确认征地
行为违法纠纷，也有请求赔偿损失纠纷。同时，施工方有起诉排
除施工妨碍纠纷、施工损害赔偿纠纷。除行政诉讼外，还有民事
案件，群体性纠纷较多，法院处理难度大。

二、原因分析
1．

法律规定不完备，不能及时享受安置待遇。 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立项后，地方政府为加快建设进度，多采用边征地、

边施工、边报批的方式运行。由于没有完善的征地批文，被征地
农民无法办理“农转非”，无法及时进入社会保险系统。同时，有
些困难群众因不能及时“农转非”而无法享受城镇人员低保待
遇。

2．

征地补偿标准低，不能明显改善生活水平。 现行规定的
征地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原用途的年产值倍数来进行测算，这种
测算办法，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 按重庆市政
府

[2008]45

号文件，土地补偿费最高每亩
1.6

万元，安置补助费
每人

2.8

万元，这两项费用还要用于交纳养老保险，用完之后，

其生活将面临困境。

3．

因征地批文滞后，引发“政策补差”矛盾。 一般征地补偿
费的确定以征地公告发布时的政策标准为准， 而征地补偿标
准，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将会有一定的调整提高。

由于有些建设项目在征地公告时还没有征地批文，在征地批文下来时，征地补偿政
策却提高了补偿标准，被征地农民往往强烈要求按新的补偿标准获得补偿。

4．

征地程序不规范，损害行政机关的公信力。 有些建设项目，征地部门在征地过
程中不注重严格的征地程序，征地行为不规范，引发被征地村民质疑征地行为合法
性。 如征地公告的内容不具体，补偿范围和标准不透明、不明确，有的工作人员在具
体测量时不公正等。

5．

部分非理性诉求，征地部门无法予以满足。 部分被征地人员对政策法律的理
解存在误区，片面理解、断章取义，完全否定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政策，提出过高的要
求，少数人甚至漫天要价，故意阻挠征地工作。

三、对策建议
1．

改革和完善审批制度和程序。 要从根本上避免“三边工程”的出现，完善用地
手续，仍然需要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加强与规划和国土等部门的联系，确保工程
建设的土地利用中依法用地、合理用地。 同时，各职能部门也必须转换工作理念，要
按照“依法依规、突出重点、节约集约、优质高效”的原则，加强协调配合，简化审批手
续，优化审批程序。

2．

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制度。 我国
2004

年修改宪法时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土地征收应该补偿，但并没有对征地补偿原则作出规定，应及时出台法律明确规定
土地征收应遵循相当补偿的原则，放宽征地补偿的范围和标准，以市场价格为计价
基准进行补偿，提高补偿标准，使被征地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补偿，更好地保
护被征地人的利益。 同时，为保证以市场价格进行土地征收补偿工作能得以顺利进
行，还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补偿价格评估体系。

3．

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程序。 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征收程序存在明显不足，有
可能导致征地审批权的滥用，同时征地补偿标准由政府单方制定，征地听证往往流
于形式。应当通过完善程序设计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国土资源部门
应当对建设项目“为公共利益需要”进行严格审查；另一方面，要建立与被征地农民
集体和农户的协商程序，强化并保障被征地者的参与权，如果达不成协议，再按照法
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征收。 这样可以化解矛盾，减少纠纷。

4．

规范土地征收的行政行为。 实务中，很多征地矛盾纠纷是由于征地行政机关
的行政行为不规范、不严谨造成的。土地征收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各行政部门的相关
行政职权亦缺乏系统的、明确的法律规定，其行政行为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如果
行政职权行使不当，就会引发矛盾纠纷。 同时，因欠缺有效的行政监督措施，有些行
政机关甚至违法行政，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要不断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
度，规范土地征收行政行为。 （课题组成员：吴佳斌杜利张宗信任国粹）

深圳市通顺发进出口有限公司、汤宜成：本院受理原告立
星（厦门）物流有限公司诉刘春景、深圳市通顺发进出口有限公
司、汤宜成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1

）厦海法商初字第
166

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刘
春景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支付原告立星（厦门）物流
有限公司代为垫付的各项费用及报酬共计

110

，

182

元，并支付
相应款项应付之日起起至本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驳回原告对被告刘
春景的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对汤宜成的全部诉讼请求；被
告深圳市通顺发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承担责
任，案件受理费元

4916

元，由原告负担
2412

元，被告刘春景负
担

2504

元，公告费由被告刘春景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一份，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

福建
]

厦门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受理了申请人柳州市钢全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31300051/

24770168

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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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

月
20

日作出（

2012

）兴民
催字第

1

号民事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柳州市钢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

广西
]

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
王新福：本院受理原告赵赛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哈
民初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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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

[

新疆
]

哈密铁路运输法院
刘浪、崔杰：申请再审人胡伟、吴建容因与被申请人刘洋、

於巧、刘浪、崔杰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

2010

）南法民初字第
1733

号民事判决和（

2010

）南法民初字第

1733

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认为，本案应予再
审，由本院提审。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渝五中法
民申字第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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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渝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郑贵瑞、重庆正通审计
师事务所：本院受理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梁柏林、原审被告重庆渝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郑贵
瑞、重庆正通审计师事务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渝五中
法民管异终字第

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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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兹有最高法院
000682

号工作证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特
此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干警谢应超同志，工作证编号：京高法—

594

，因工作
证丢失作废，特此证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烟台水产集团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送达（

2010

）烟执债
凭字第

1－3

号执行裁定书和查封清单，继续查封你公司位于烟
台市芝罘区南河南崖

21

号内
2

号， 房产证号为烟房权证芝字
第

212554

号，面积
73.54

平方米的房产，查封期限（

2012－2－7

至
2013－2－6

），现予以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叶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永安商品砼预制
构件供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喀什地区天诚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执行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

2009

）

农三江民初字第
2

号民事调解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拍卖）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王载裕：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波银行石支行与被执
行人王载裕、蒋兆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宁波市
恒正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王载裕名下的位于宁波市江东区
华泰街

128

弄
26

号
308

室的房地产予以评估， 现已作出浙恒
估字（

2011

） 第
S1101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本院已依法作出
（

2011

）甬鄞执民字第
1137-3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上述房地产。

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
未申请重新评估，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浙江
]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张忠：本院受理（

2012

）温瓯执异字第
1

号案外人胡国执
行异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

中止对坐落于温州火车站站南商城
C

幢
507

室房屋的执行。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此裁定不服，认为据以
执行的原生效法律文书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认为
与据以执行的原生效法律文书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许可执行之诉。

[

浙江
]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珠海市尉发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头票号为
30l0005120906623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9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9

日，出票人为珠海市尉
发工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广州市花都区和发铸造机械厂；付
款行为交通银行珠海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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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 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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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郑州北斗星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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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600051/20620650

，票面金额
10

万
元，出票人为河南省中业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市管城
区鸿兴物资供应站， 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21

日， 到期日期
2012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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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北斗星材料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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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600051/20620651

，票面金额
10

万
元，出票人为河南省中业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市管城
区鸿兴物资供应站， 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21

日， 到期日期
2012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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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连云港轩正贸易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张银行承

兑汇票灭失，票号
31700051/20190292

，票面金额
500000

元，付
款行江苏灌云农村合作银行清算中心，出票人连云港灌云仁济
医院，收款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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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灌云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泊头市鑫泉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CA/01 00477678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徐州蓝翔煤矿
物资有限公司， 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收
款人江苏天能集团徐州煤炭物资供销公司， 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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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潍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4020005122729198

，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徐州
苏叶放心早餐工程有限公司，出票行徐州市聚鑫颖源食品有限
公司，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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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潍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4020005122729181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徐州苏叶放心
早餐工程有限公司，出票行徐州市聚鑫颖源食品有限公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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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潍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4020005122729182

，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徐州
苏叶放心早餐工程有限公司，出票行徐州市聚鑫颖源食品有限
公司，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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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泉州安溪鑫兴亿鞋业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溪支行承兑汇票
1

张（出票人：泉州安溪鑫兴亿
鞋业有限公司， 出票人帐号

411760914284

， 票据号码：

1040005221471295

，票面金额
242500

元，出票日期
2012

年
1

月
17

日，收款人：浙江永发合成革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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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安溪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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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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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总第
525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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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绍兴地区发放农房抵押贷款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