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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Delta Electronics Company Ltd:

香港伯仕龙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
Delta Electronics Company Ltd (

以下简
称
"

贵司
")

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23

日及
2011

年
12

月
27

日签订了三份合同，贵司仅依约分别支付了三份合同的
定金，现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及
2011

年
12

月
23

日所签订的合同货物
按贵司要求己在

2012

年
1

月
20

日前生产完毕。 至今为止，贵司一
直未来本公司办理付款提货，给本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请贵
司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

5

日内前来本公司深圳联络处办理付款
提货手续，否则，本公司将处理此两份合同货物，因此造成的损
失由贵司承担。 另外，本公司与贵司在

2011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第三份合同， 本公司多次催促贵司前来确认此合同大货产前
样，但贵司至今拒绝前来，请贵司于本公司声明之日起

5

日内前
来本公司深圳联络处确认大货产前样，否则，本公司将停止该
合同货物的生产，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贵司承担。 本公司多
次通过电话及邮件等方式均无法与贵司取得沟通，本公司再次
以公众媒体形式告知贵司。 特此声明

!

声明人
:

香港伯仕龙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31

日

申请人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20583550

、票面金额
127196

元、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2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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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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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20583548

、票面金额
132000

元、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4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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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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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科泰沃德电源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
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00907254

、票面金额未填、出票人同申请
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5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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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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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鸿里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一张，该票据记
载：票据号码为

00602300

、出票人为上海威旺消防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42,228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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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汉宋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厦门

湖里支行营业部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据记载：票号

1040005221476119

，金额
为人民币

10

万元整， 出票人：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帐号：

406558379866

，出票日期：

2012

年
1

月
16

日，收款人：上海熠励贸
易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2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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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
]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联晟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6710005120009946

的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9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5

月
8

日，出票人为珠海市金兴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江西联晟电子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53970

元，付款行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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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深达机械五金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NO.

1030005223297878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1052

元， 出票人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
东莞市深达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珠海
市分行，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 票据到期日为
2012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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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阴市中正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号码为
3130005220439042

、 出票日
2011

年
8

月
12

日、 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11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5

万元、 出票人为哈尔滨
龙庆钢构彩板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天津市恒兴钢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哈尔滨银行安发支行）， 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并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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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新罗油封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持有的招商银行

哈尔滨开发区支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号码是
3080005392620789

号，金额为
36,630.69

元，出票人哈尔滨东安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哈尔滨利民橡胶有限公司，后背书
转让至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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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号码
为
10400052/20873834

， 票面金额人民币叁万零捌拾元柒角贰
分，出票人为国药控股黑龙江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1

年
12

月
7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6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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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沁阳市冠豫实业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行

31300052 20756266

丢失，票面金额
5

万元，出票人为洛阳兰迪
玻璃机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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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松滋市盛达花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

号：

30200053 20750001

、出票人：湖北白云边销售有限公司、收
款人：湖北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松滋市盛达花
纸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1

年
10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4

月
10

日、付款银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金额人民币：

200000

元）

一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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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条、第
196

条、第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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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
]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泰市齐阳玻纤有限公司因遗失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号为
31300051/

24414820

， 票面金额为
100

万元， 出票人为赣州宏康电子基材有
限公司， 出票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

日， 收款人为陕西普声电气有限
公司， 付款银行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康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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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瑞德丰农资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的承兑汇票， 票号为
3130005221467333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不慎遗失。 出
票人： 中宁县凯诺农资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人： 深圳市瑞德
丰农资有限公司， 付款行：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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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夏
]

中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富思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00100061/20054195

，票面金额伍万玖仟捌佰柒拾伍元贰角整，出
票人杭州贝因美豆逗儿童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杭
州浣纱支行，出票日

2012

年
2

月
14

日，收款人为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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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6

月
6

日（总第
53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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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德阳市法院系统将在全国政法系统
在职公务员中遴选优秀法官

33

名。遴选对象、

条件、报名、考试等规定详见四川人事考试网
（网址：

www.scpta.gov.cn

）、 德阳人事考试网
（网址：

www.dykszx.com

）遴选公告。联系人：

高勇，联系电话：

0838-2595013

、

2595106

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6

月
6

日

四川省德阳市法院系统
遴选优秀法官公告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等法律的规定， 结合审判实
践， 制定本解释。

一、 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

同， 一方以送货单、 收货单、 结算单、

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 人民
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 对买卖合
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 债权确认书等函件、

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 买卖合同当
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 订购
书、 预订书、 意向书、 备忘录等预约合
同， 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
同， 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

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
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
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
由主张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 买受人要
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
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的
规定认定电子交易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
同时， 还应当适用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
定。

二、 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第五条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

交付的电子信息产品， 当事人对交付方
式约定不明确， 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买受人收到约
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
付。

第六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
条的规定， 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
的物的， 可以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
物。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代为保管期
间的合理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代为保管期
间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
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
和资料”， 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 保修
单、 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产品
合格证、 质量保证书、 质量鉴定书、 品
质检验证书、 产品进出口检疫书、 原产
地证明书、 使用说明书、 装箱单等。

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
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
的物义务， 买受人不认可的， 出卖人应
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
实。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
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 买受人以普通发

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
外。

第九条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
立多重买卖合同， 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
情况下， 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
的， 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 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
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二） 均未受领交付， 先行支付价
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
等合同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 均未受领交付， 也未支付价
款， 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
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出卖人就同一船舶、 航空
器、 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
同， 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 买受
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 应当按照以
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 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
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
合同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 均未受领交付， 先行办理所
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
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三） 均未受领交付， 也未办理所
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依法成立在先合同
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
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 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
人之一， 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
移登记， 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
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三、 标的物风险负担
第十一条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第二款第（一） 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
运输的”， 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
理托运， 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
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 标的物毁
损、 灭失的风险负担， 按照合同法第一
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
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
承运人后， 标的物毁损、 灭失的风险由
买受人负担，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第十三条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
运输的在途标的物， 在合同成立时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 灭失却
未告知买受人，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
标的物毁损、 灭失的风险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当事人对风险负担没有
约定， 标的物为种类物， 出卖人未以装
运单据、 加盖标记、 通知买受人等可识
别的方式清楚地将标的物特定于买卖合
同， 买受人主张不负担标的物毁损、 灭
失的风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 标的物检验
第十五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

期间未作约定， 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

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 型号、 规格
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
七条的规定， 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
瑕疵进行了检验，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
的除外。

第十六条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
向第三人交付标的物， 出卖人和买受人之
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
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以出卖人
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为标的物的
检验标准。

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
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
间” 时， 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
质、 交易目的、 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 标
的物的种类、 数量、 性质、 安装和使用情
况、 瑕疵的性质、 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
义务、 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 买受人或者
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 自身技能以及其
他合理因素，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
断。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
“两年” 是最长的合理期间。 该期间为不
变期间， 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或者
延长的规定。

第十八条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 依
照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 买受人在检
验期间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 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
异议的期间， 并根据本解释第十七条第一
款的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
的合理期间。

约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短
于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
量保证期间的， 人民法院应当以法律、 行
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
为准。

第十九条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
异议， 出卖人以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 确
认欠款数额、 使用标的物等为由， 主张买
受人放弃异议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
定的检验期间、 合理期间、 两年期间经过
后， 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
符合约定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 又以上
述期间经过为由翻悔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五、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

款作为质量保证金， 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
间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
值或者使用效果， 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
价款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买受人在检验期间、 质
量保证期间、 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

出卖人未按要求予以修理或者因情况紧

急， 买受人自行或者通过第三人修理标的
物后， 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
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
定， 买受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
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当事人主张以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和实
际交付的标的物按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
差价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价款已经支付， 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
后多出部分价款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
出的变更， 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
约金的约定， 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
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 买受
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
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 但对
账单、 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

出卖人根据对账单、 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
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对账单、 还款
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
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 利息
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
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出卖人以买受人
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 人民
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为基础， 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
准计算。

第二十五条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
当履行从给付义务， 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 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 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

项的规定， 予以支持。

第二十六条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
后， 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
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
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 对方以合
同不成立、 合同未生效、 合同无效或者不
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
整过高的违约金的， 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
若不支持免责抗辩， 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
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
明，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违约金
的， 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第二十八条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
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 对方请求
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
以并处， 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
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九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
约造成对方损失， 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
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

张， 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第一百
一十九条、 本解释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等规定进行认定。

第三十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
造成对方损失， 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
错， 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
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 违约方主张从损失
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除
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但出卖
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买受人标的
物的瑕疵， 出卖人主张依约减轻或者免除
瑕疵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 主张出
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但买受人在缔约时不知道该瑕疵会
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六、 所有权保留
第三十四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主张合

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
留的规定适用于不动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
留， 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 买受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 对出卖人造成损害， 出卖人
主张取回标的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

（二） 未按约定完成特定条件的；

（三） 将标的物出卖、 出质或者作出
其他不当处分的。

取回的标的物价值显著减少， 出卖人
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三十六条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
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出卖人主张
取回标的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本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

项情形下， 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
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
其他物权， 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 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七条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后，

买受人在双方约定的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回
赎期间内， 消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事
由， 主张回赎标的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没有回赎标的物
的， 出卖人可以另行出卖标的物。

出卖人另行出卖标的物的， 出卖所得
价款依次扣除取回和保管费用、 再交易费
用、 利息、 未清偿的价金后仍有剩余的，

应返还原买受人； 如有不足， 出卖人要求
原买受人清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
原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另行出卖的价
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除外。

七、 特种买卖
第三十八条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 系指买受人
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
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
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损害买受
人利益， 买受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
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
金， 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
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 买受人请求返还
超过部分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
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的
租金标准确定。

第四十条合同约定的样品质量与文
字说明不一致且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能达
成合意， 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没有
发生变化的， 人民法院应当以样品为准；

外观和内在品质发生变化， 或者当事人对
是否发生变化有争议而又无法查明的， 人
民法院应当以文字说明为准。

第四十一条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
用期内已经支付一部分价款的， 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但合同另有约
定的除外。

在试用期内， 买受人对标的物实施了
出卖、 出租、 设定担保物权等非试用行为
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第四十二条买卖合同存在下列约定
内容之一的， 不属于试用买卖。 买受人主
张属于试用买卖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 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
符合一定要求时， 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
物；

（二） 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
可时， 买受人应当购买标的物；

（三） 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
调换标的物；

（四） 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
退还标的物。

第四十三条试用买卖的当事人没有
约定使用费或者约定不明确， 出卖人主张
买受人支付使用费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八、 其他问题
第四十四条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

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 买受人以出卖人违
约在先为由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
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 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 拒绝
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
款等补救措施的， 属于提出抗辩；

（二） 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
金、 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 应当
提起反诉。

第四十五条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
权转让、 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
七十四条的规定， 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
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
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首
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再
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
布的有关购销合同、 销售合同等有偿转
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

,

与本解
释抵触的， 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
用。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 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
终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决定再审的， 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45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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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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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五月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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