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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员 王 翠） 买房
人先期签订了订购书并交纳

10 万元定金 ， 后来提出要
把楼盘广告中宣称的 “高回
报率” 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却被拒绝， 最终双方未能签
约。 买房人所交 10 万元定
金能否适用定金罚则？

近日， 四川省成都市青
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这

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一审认为原 、 被告双方在
合同未能签订中均无过错，
依法不应适用定金罚则 ，
被告开发商应将 10 万元定
金返还原告石某。

2011 年 12 月 18 日 ，
石某与成都当地一开发商签

订定购书并交纳购房定金

10 万元 ， 申请定购市区建
筑面积 10.03 平方米、 总价
款 186 万余元的 1 层商品
房， 并约定在七日内即当月
25 日前签订 《商品房买卖
合同》 及其附件， 否则开发
商可另行销售， 且不退还已
付定金。 双方签约时， 就高
回报率能否写入合同内容发

生严重分歧。
开发商在销房时， 销售

中心及销售人员也明确承诺

了回报率， 在宣传单上也载
明了回报率， 石某说， 正是
因为看中高回报率才预签的

订购书。
“我希望把宣传单上的

高回报率等内容写入买卖合

同中。” 当石某按约定的时
间去签订买卖合同， 并提出
上述要求时， 却被售楼方坚
决拒绝。

被告开发商称， 在签订
定购书时其对商品房买卖合

同及其附件的正式文体已交

石某仔细阅读， 且相关文书
还在售楼中心公示。 石某是

在充分了解其所购房屋的背

景及现状后， 才签订的定购
协议， 并交纳了 10 万元定
金。 至于 “高回报率” 的文
字说明， 仅为要约邀请， 故
不能将楼盘广告的内容写入

《商品房买卖合同》 及其附
件中。

石某认为， 双方在签订
定购合同时， 卖方没有按照
自己宣传的、 对价格有重大
影响的承诺进行明确约定，
被告存在欺诈行为， 之后双
方无法就合同达成一致， 故
要求开发商退还定金， 而开
发商却认为按约定不予退

还， 遂引发纠纷。
法院认为， 双方所签订

购书合法有效， 而且该案中
的所售商铺的售价高达 186
万余元， 显然开发商在广告
宣传上的 “商铺投资价值分
析”， 是对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重大影响的描述和允诺，
因此石某要求将十年回报率

的保障性问题写入 《商品房
买卖合同 》 合乎情理 。 之
后， 双方各自出于自身利益
考虑， 无法就上述问题达成
一致， 最终导致定购合同的
目的无法实现， 未能签订正
式合同， 故法院对石某要求
解除所签定购书的主张予以

支持。
此外， 该案中商品房买

卖合同未能签订， 双方均无
过错，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 第四条 “因不可
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
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

订立的 ， 出卖人应当将定
金返还买受人 ” 之规定 ，
开发商应将 10 万元定金返
还原告石某。 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广告内容不写入合同
协商不成定金怎么办

该案承办法官喻言告诉

记者， 依照我国合同法的规
定， 当事人可以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有关规
定， 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
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务人
履行债务后， 定金应当抵作
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
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

的， 应该双倍返还定金， 即
为 “定金罚则”。

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

司法解释也规定， 因不可归
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 导
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

的， 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
买受人。

该案中， 涉案房屋每平

方米高达 18 万余元， 石某
购买的目的显然不是居住而

是为了投资， 回报率肯定是
其着重考虑的内容。 开发商
与石某之前虽已签订了定购

书， 但石某所看的合同文本
应是开发商预先提供的格式

文本， 签订正式合同时双方
依法可对部分内容进行必要

的修订和补充。 之后， 原告
提出将回报率的保障性问题

写入 《商品房买卖合同》 的
要求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
双方也多次进行商谈， 最终
不能协商一致也未能签订合

同， 石某并不存在过错， 而
开发商也无过错， 因此该案
依法不适用定金罚则， 开发
商无须双倍返还， 只需退还
10 万元订约定金即可。

双方无过错 定金要返还
本报记者 王 鑫

本报杭州 3 月 26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孟焕良） 今天， 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 张高平强奸再
审案公开宣判 ， 认为有新的证据证
明 ， 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
能， 原一、 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
实的主要证据， 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撤销原审判决， 宣告张辉、 张高平无
罪。

2003 年 5 月 19 日 ， 杭州市
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报 ， 当日上
午 10 时许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
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

现一具女尸 。 经公安机关侦查 ，
认定是安徽省歙县人张辉 、 张高
平所为。

2004 年 2 月 ， 杭州市人民检
察院以张辉、 张高平犯强奸罪向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 2004
年 4 月 21 日， 杭州中院以强奸罪分
别判处张辉死刑、 张高平无期徒刑。
2004 年 10 月 19 日 ， 浙江高院二审
分别改判张辉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根据张辉之父张高发 （张高平之
哥） 的申诉， 2012 年 2 月 27 日， 浙
江高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 另行组成

合议庭调阅案卷、 查看审讯录像， 认
真调查核实有关证据。 为进一步查清
案情， 2012 年 7 月， 复查合议庭专
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

查， 8 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 石河
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 张高平， 并
于 2013 年 1 月前往新疆将张辉、 张
高平换押回杭州， 以便于进一步提审
核查。

今年 2 月 6 日， 经浙江高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认为， 张高发的申诉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
百四十二条、 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
之规定，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
错误， 决定进行再审。

3 月 20 日， 本案因涉及他人隐
私 ， 浙江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对
张辉 、 张高平一案依法进行了不公
开开庭审理 。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
派检察员出庭执行职务 ， 张辉 、 张
高平及其委托的律师和法律援助律

师到庭参加了诉讼 。 庭审中 ， 合议
庭依法组织检、 辩双方进行了举证、
质证 ， 检 、 辩双方还各自发表了辩
论意见。

本报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
赵兴武 通讯员 李丽媛） 因往日积
怨， 外甥苏平在亲戚的寿宴上借着酒
劲与舅舅打了起来， 并咬掉了他鼻子
上的一块肉。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
民法院在审理这起故意伤害案期间，
根据当事人间达成的谅解， 作出一审
宣判： 外甥苏平犯故意伤害罪， 免予
刑事处罚 。 记者今天获悉 ， 上诉期
满， 双方都未提起上诉， 南京法院系
统适用新刑诉法判决的刑事和解第一

案已生效。

2011 年， 苏平到了结婚的年
纪 ， 母亲一咬牙给儿子买了套面
积不大的房子当婚房 。 舅舅张周
包揽了婚房装修的事 。 可等苏平
验房时 ， 发现水 、 电等线路装得
乱七八糟 ， 基本不能用 。 苏平不
愿付钱 ， 还忍不住数落了舅舅几
句 。 张周一听来了火 ， 挥拳直捣
苏平的脸面 。 苏平被打碎的眼镜
碎片扎得满脸都是血 ， 经检查 ，
眼睛视力严重下降 ， 但舅舅没有
任何表示 。 若非母亲一再竭力劝

阻， 苏平早就报警了。
经此一事， 两家人再没来往。 去

年， 一位亲戚在鼓楼某饭店摆寿宴，
请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包括苏平和
张周两家人。 为了防止他们二人再起
冲突， 特意将他们隔得很远。

起初 ， 大家互相敬酒 ， 一团和
气。 眼见着酒席快结束了， 主人凑到
张周身边， 打算劝他和苏平和解。 谁
知道， 张周喝多了， 不但骂了外甥苏
平几句， 还顺手拿起一个空酒瓶砸向
苏平。 苏平和张周扭打在一起， 等大

家好不容易将两人分开时， 张周左侧
鼻翼已经缺了一块肉。

经过鉴定， 张周左侧鼻翼有两厘
米的缺损 ， 对容貌有影响 ， 但未毁
容， 已构成轻伤。 之后， 苏平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本来， 这件事属于家庭纠纷， 双
方可以协商和解。 但是， 张周怒气难
消， 坚持要求对外甥提起公诉， 并向
鼓楼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平的母亲和其他亲人一方面想

方设法劝服弟弟， 一方面四处筹钱赔

偿损失。
公安机关、 检察院以及法院的工

作人员也不断做张周的工作。 最终，
苏平和张周自愿达成了和解协议： 苏
平一次性赔偿张周 10 万元， 供舅舅
治疗以及后期整形， 并向舅舅真诚道
歉。 之后， 张周撤回民事诉讼， 并写
了一封谅解书， 请求法院对苏平免予
刑事处罚。

鼓楼法院认为， 苏平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 致人轻伤， 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但苏平和张周因家庭矛盾产生纠
纷， 案发后苏平自首， 并主动赔偿受
害人损失， 受害人请求对苏平免予刑
事处罚。 苏平所在的单位和社区也出
具了情况说明 ， 希望不要让苏平坐
牢。 综合这些情况， 苏平犯罪行为轻
微，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南京首例刑事和解案生效
外甥咬伤舅舅赔偿 10万免予刑罚

“刑事和解不是法院与当事人之
间的和解， 更不是当事人花钱买刑。”
本案生效后，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法官、 本案审判长李丽媛就相关问题
接受了采访。

李丽媛说， 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的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刑事

和解作出了严格规定， 并不是任何案
件都可以和解的。 可以和解的案件有
两种， 一种是因为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及刑法第二编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 民主权利罪， 以及第五章侵犯
财产罪的 ，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
的。 另一种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

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

犯罪案件。 对这两类案件， 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真诚悔罪， 通过向被
害人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方式获
得被害人谅解 ， 被害人自愿和解
的， 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当事人愿意和解的， 公检法机

关在听取相关当事人意见后对自愿

性、 合法性进行审查， 并主持制作和
解协议书 。 达成和解协议后 ， 公安
机关可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

议 ， 检察院可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
的建议 。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
判处刑罚的 ， 可作出不起诉决定 。

法院可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 参
照刑诉法的这一新规定 ， 本案的斗
殴属于民间纠纷 ， 加上苏平进行了
积极赔偿 ， 得到了谅解 ， 所以对苏
平作出了免于处罚的决定 。 如果被
告人苏平没有得到谅解 ， 将可能面
临八到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第二百

七十七条也有例外， 即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这条的规定。”

李丽媛说， 本案中， 张周和苏平
是舅甥关系 ， 因为家庭纠纷起了冲
突， 张周可以要求公诉也可以自诉。
法院了解到 ， 苏平的家庭状况不是
很好 ， 而张周起初要求赔偿金额较
高 ， 双方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 后经
过多方做工作 ， 张周的气也消了 ，
向法院递交了谅解书 。 再者 ， 苏平
一旦被判刑 ， 很可能工作就没了 。
因此 ， 为修复亲情 、 弥合裂隙 、 减
少社会对抗，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刑事和解不是花钱买刑
李自庆 邓光扬

图①： 法官到行动不便
的张某家中开庭。

图② ： 简易的
法庭开审了。

图③： 形同陌路的两个
“兄弟”再次握手。

一枚国徽、一把法槌、三五
桌椅， 一个简陋的巡回法庭就
在广东省新丰县回龙镇鸡岭村

“开锣”了。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 为了方便行动不便的当
事人，日前，新丰县人民法院法
官驱车 60 多公里山路，将法庭
搬到了他的家里。

事情是这样的： 被告张某
为谋生计，于 2010 年 8 月向原
告刘某借款 5.6 万元购买解放
牌货车，约定 2011 年底前归还
欠款。后由于经营不善，张某无
奈之下只能将货车转卖出去，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其还因车
祸导致双腿骨折， 暂时只能在
轮椅上活动。

还款期满后， 刘某多次催
要无果后， 于今年 1 月向法院
提起诉讼。这次开庭，经过法官
的不懈努力， 双方最终握手言
和， 张某承诺在今年 12 月 25
日前归还全部欠款。

“真没想到法官大老远的上
门来， 不仅解决我的燃眉之急，
还修复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坐
在轮椅上的被告张某对前来开

庭的法官潘希洁连连道谢。

回龙镇 法槌响
林劲标 徐志毅 袁亚菲 文/图

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讯
（记者 刘晓燕 通讯员

王 雪 涂 浩） 认为王先生
私自将父母骨灰海葬， 导致
自己无法祭奠， 王先生的三
个兄妹将其诉至法院， 要求
赔偿。 记者今天获悉， 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

回王先生上诉， 维持一审法
院作出的其赔偿三个兄妹精

神抚慰金各 2000 元的判决。
2005 年 10 月 22 日 ，

王先生将父母的骨灰海葬。
2012 年 7 月 ， 王先生的三
个兄妹得知上述情况后， 诉
至一审法院称： 父母生前未
对骨灰处理留有遗嘱， 后王
先生保管父母骨灰 。 2012
年 6 月 27 日， 他们得知王
先生已将父母骨灰进行海

葬。 王先生私自处理父母骨
灰的行为侵犯了他们三兄妹

的祭奠权， 造成精神痛苦，
故要求王先生各赔偿精神抚

慰金 2 万元。 王先生辩称，
父母生前曾留有口头遗嘱要

求将骨灰进行海葬 。 2005

年 5 月 20 日， 自己曾在家
庭会议上告知三个兄妹关于

海葬一事 ， 三人未提出异
议。 2005 年 10 月初， 自己
再次电话通知三人共同参加

海葬仪式， 三人因故未能参
加。 同年 10 月 22 日， 自己
将父母的骨灰海葬。 骨灰海
葬属父母遗愿， 自己已将海
葬一事告知三人， 三人并未
提出异议。 三人的诉讼请求
超过诉讼时效， 且自己的行
为并未侵犯三人的人格权，
故不同意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

后， 王先生不服， 上诉至北
京二中院。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

为， 王先生有义务通知三兄
妹参加海葬仪式。 王先生虽
辩称已履行通知义务， 但未
能举证加以证明。 一审判决
认定王先生未尽到告知义

务， 存在过错， 使三人错过
参与父母殡葬仪式的机会，
给三人造成精神损害， 所作
判决并无不当， 应予维持。

独自将父母骨灰海葬
未通知兄妹被判赔偿

出现新证据 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

浙江高院再审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申请人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3年 3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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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3月 12日，票据记载：票
面号码为 10201130 23354493，金额为空白，出票人为北京市化
工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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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北京丰润龙舟汽车有限公司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3年 3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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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3月 8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
为 87113431，金额为空白，出票人为北京丰润龙舟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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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龙岩闽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 （票号为 1050043/20119585、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整，申请人为龙岩天和建设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龙岩闽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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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淮南市沪宁机电物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哈尔滨银

行科技支行承兑汇票遗失，号码是 3130005221727528 号，金额
为 100,000.00 元， 出票人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后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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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天津华顺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 ， 汇票承兑号码为 10400052/20886072， 出票金额为
100,000.00 元，出票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2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1月 21日，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呼兰支行营业部，出票人
为华润雪花啤酒（黑龙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黑龙江省新承包
装有限公司，最后背书为申请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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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文安县盛泰超市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402 00051
23585458、票面金额为 10万元、出票人为文安县盛泰超市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北京盛泰格兰仕空调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文安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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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文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巴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

号：GA/01 02691317、出票人：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收
款人：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上海巴
斯夫聚氨酯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08年 12月 22 日、汇票到期
日：2009年 6月 22日，付款银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金额人民
币：100000 元）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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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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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纳尔科（中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 1 张，票号为票号为 30400051/20193844，面额为 30 万
元整，出票人为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华夏
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6 月 26 日。
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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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火炬羽绒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票号为票号为 30500053/22126703，面额为 20 万元整，出票
人为长沙圣东服饰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收
款人为义乌市酷雅服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6月 10日。 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 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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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延边星禹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因其将银行承兑汇票

壹张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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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票号码为 3020005322334110 汇票金额为
500000元、出票人为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
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修建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年 11月 7日，
到期日为 2013年 5月 7日，付款银行为中信银行长春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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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杨 志 宁 因 遗 失 一 张 银 行 本 票 （ 票 号 为
1020337520637356，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日 2013 年 3 月
19 日，申请人杨志宁，收款人杨丹，持票人杨志宁，支付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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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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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寿光巨能金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票号为 3130005124105456，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
出票日 2012 年 2 月 14 日，到期日 2012 年 8 月 14 日，出票人
联塑（杭州）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台联机械有限公司、背
书人杭州台联机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该申请人，出票行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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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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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晋江市安海广洋皮革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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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1050005321472103，金额 100000元，出票行建行永嘉
县支行，出票人蜘蛛王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温州博飞鞋业有限
公司，背书人漳州市阳光皮革制造有限公司、晋江市安海广洋皮
革贸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 2013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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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方舟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

票 （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月 10日、 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0
日、号码为 3200005121235507、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
温州赫菲托斯电机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乐清市方舟贸易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营业部），于 2013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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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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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坛丘达胜涂层厂因遗失由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 （票号 10200052 21423214，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湖州力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州金添纺织

丝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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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嵊州市天大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由中国工商银行

台州临海支行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为 10200052 22633803，到期日 2013年 5月 29日，票面金
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临海市白水洋纸箱厂，收款人宁海县宁
兴纸业有限公司并先后背书转让给嵊州市天宇纸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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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西科达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汇票号：30400051 21148501、出票人：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
任公司、收款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广西
科达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2 年 11 月 16 日、汇票到
期日：2013年 5月 16日，付款银行：华夏银行武汉江汉支行、金
额人民币：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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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安徽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汇票号：30200053 22407546、出票人：武汉泰易成生化药业有
限公司、收款人：武汉香榭琴台茶业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安徽金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2 年 12 月 19 日、汇
票到期日：2013年 6月 19日，付款银行：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金
额人民币：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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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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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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