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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金融秩序 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从第一张银行卡诞生至今， 银行卡以迅猛之势渗透到国民生活。 根据央行
发布的 《2012 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统计， 到 2012 年年底， 全国累计发
行银行卡 35.34 亿张。 银行卡产业涉及法律关系复杂， 涉及银行卡案件逐渐增
多， 部分银行卡案件审理难度也日益增加。 为此，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将
目光聚向银行卡， 对当前银行卡民事纠纷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并尝试
提出一些纠纷处理方案。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卡纠纷的调研报告

渝中区法院受理银行卡纠纷情况表

司法拍卖是一种主体特定、 内容特定的公法行为， 通
过公开竞价的方式， 将被查封的房产、 车辆等财产进行变
价， 从而全部或部分实现相关权利人的债权。 在执行程序
中， 司法拍卖既是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重要手段， 也
是确保法院生效裁判得以兑现的关键措施。 为了准确把握
司法拍卖机制运行的基本情况， 更好地提升司法拍卖工作
的实效， 促进执行工作的有效开展， 近期，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对三年来浦东法院执行案件司法拍卖运

行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 司法拍卖工作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1.拍卖成交金额大， 效果明显。 得益于不动产市场的持

续升温， 司法拍卖的成交金额也水涨船高。 三年来， 执行
案件累计涉拍卖 1062 件， 已拍卖处理 686 件， 累计成交金
额达 11.56 亿元， 案均 168 万元， 通过司法拍卖全部或部分
实现债权的案件占全部涉拍卖执行案件的 54%， 以拍卖促
履行效果明显。

2.不动产拍卖比例高， 逐年上升。 随着不动产保值增值
效应的增强， 作为家庭或企业重大资产的不动产在强制执
行中地位越发凸显。 2011 年至 2013 年， 司法拍卖标的物为
不动产的比重逐年上升， 分别为 69.6%、 73.7%和 77.6%。 不
动产拍卖在全部拍卖案件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 而动产拍
卖的比例逐年下降。

3.拍卖有效促进执行， 撤拍比例较高。 许多案件被执行
人在判决、 裁定生效后， 因各种原因不按期履行义务， 待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相关财产被法院查封并进入司法拍卖
程序后， 感受到执行的威慑力， 被迫履行义务或者与申请
人达成和解， 从而撤回拍卖的情况较多。 三年来， 进入评
估拍卖程序后撤拍的比例分别为 44.96%、 40.7%、 36.17%，
撤拍数量占移送拍卖案件数量的四成左右。

4.一拍成交率偏低， 拍卖成本较高。 相对来讲， 公众对
司法拍卖情况并不熟悉， 参与竞拍人数相对较少， 而竞拍
人又往往对司法拍卖价格存在较低的心理期望值， 使得拍
卖成交情况并不理想。 从实际情况来看， 三年来， 动产一
拍成交率年均 30%左右， 而不动产拍卖一拍成交率平均不
到 20%， 往往要经过二拍甚至三拍方能成交。 而一次流拍
后再次拍卖需要重新确定拍卖底价， 既增加了执行成本 ，
也不利于实现拍卖标的物价值的最大化。

二、 影响司法拍卖效果的问题及原因
1.评估机构评估价格不合理问题。 部分评估机构评估手续不规范、 不合理，

使得评估价格偏高， 抑制了市场参与司法拍卖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了司法拍卖
目的实现。 同时， 存在评估、 拍卖费用收取标准不合理的状况， 这既增加了被
执行人的负担， 也提高了执行成本。

2.房产中介利用拍卖非法牟利问题。 部分房产中介利用司法拍卖程序上的漏
洞， 与他人串通合谋， 虚构委托关系参与竞拍， 再加价销售谋取巨额价差； 或
利用信息不对称， 发布虚假消息， 对外谎称有内部关系， 骗取中介费用； 甚至
通过司法拍卖偷逃税款， 严重扰乱了司法委托拍卖正常秩序， 也损害了公平交
易的市场环境。

3.被执行人制造执行障碍问题。 部分被执行人在获知房屋被拍卖成交前， 将
拍卖房屋出租给他人， 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 同时设定较长的租赁期限，
甚至设立虚假租赁合同， 设置房屋清场障碍， 既严重影响竞买人的竞拍积极性，
也容易引发新的纠纷； 部分被执行人在房屋拍卖成交后拒不搬出， 甚至在清场
时纠集社会人员对抗执行， 给执行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4.公众参与司法拍卖不便问题。 由于司法拍卖的特殊性， 公众难以在短时间
内对拍卖标的物的情况作充分的调查， 只能通过报纸、 网站获得有限信息。 同
时， 司法拍卖信息在特定报刊、 网站上发布， 信息渠道相对狭窄， 导致公众普
遍对司法拍卖信息缺乏了解， 出于对竞买风险的考虑， 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公众
参与司法拍卖的几率， 导致司法拍卖流拍数量较高而溢价率较低。

三、 提升司法拍卖实效的相关对策
1.完善对评估拍卖机构的评价机制。 建议负责执行的法院围绕评估拍卖资质

和收费、 拍卖成交情况、 当事人对评估和拍卖价格的异议等， 逐步建立对司法
拍卖机构的评价机制， 综合评价其在司法拍卖过程中的整体表现。 同时， 逐步
探索建立评估拍卖机构黑名单， 对在司法拍卖程序中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机构， 限制其参与司法拍卖； 对该类评估拍卖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 通过司法
建议等方式及时向主管和监管部门反馈。

2.强化司法拍卖监督。 拍卖程序启动后， 负责执行的法院应按照相关规定对
竞买人的身份、 资格进行事先严格审核， 审查合格后方准予参加拍卖； 拍卖时，
法院应当派员到场对拍卖过程进行监督， 防止出现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扰乱拍卖秩
序、 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暗箱操作谋取非法利益和其他利益方控场等问题； 拍卖
成交后， 应监督拍卖价款的支付情况， 确保拍卖价款及时划至法院指定账户。

3.严格司法拍卖工作流程。 评估拍卖工作具有极强的程序要求， 执行法官应
树立高度的程序合法性意识， 加强评估拍卖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的学习， 严格按
照司法评估拍卖相关规定进行操作， 强化拍卖程序的监督和检查， 确保各个环节
均手续完备、 不留瑕疵， 防止程序不完备， 彻底避免案件 “带病” 评估、 拍卖。

4.探索实行网络拍卖。 网络拍卖可以有效避免委托拍卖中可能存在的拍卖佣
金较高抬高竞价成本、 易发生暗箱操作、 关联交易等问题， 还能有效克服当前
委托拍卖信息渠道狭窄、 参与竞拍不易的弊端， 能最大限度地拓宽公众参与司
法拍卖的渠道。 建议把握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化趋势， 开展网络拍卖的可行性研
究， 结合地区司法拍卖工作的实际情况， 探索实施网络拍卖， 以发挥网络拍卖
在成交率、 溢价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以信息化手段最大限度实现财产价值。

（课题组成员： 戴玉龙 郑 岗 陈莹峰）

一、 银行卡纠纷案件基本
情况分析

（一） 受理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
趋势 。 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为
例， 2008 年度新收一审案件 122 件，
2009 年收案 944 件 ， 2010 年收案
1206 件， 2011 年收案 1346 件。 以上
数据显示， 银行卡纠纷已经成为渝中
区人民法院新收案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 。 2009 年银行卡纠纷梯级增长明
显， 2010 年之后受理银行卡纠纷呈
现较稳定趋势。 （见图）

（二 ） 银行卡案件分布高度集
中。 从区域分布看， 在重庆五中院辖
区内， 一审案件主要集中在渝中区法
院。 从案件类型看， 绝大部分案件为
信用卡透支案件， 近两年伪卡、 盗卡
民事纠纷在重庆法院也屡次发生。

（三） 涉案标的额小， 基本一审
终结。 因涉及纠纷多为信用卡透支纠
纷， 持卡消费、 取现金额有限， 故涉
及诉讼金额一般不大。 仍以渝中区法
院为例， 近三年来受理信用卡纠纷案
3331 件 ， 诉讼总额达 1.2 亿余元 。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 月间受理
案件中标的额在 1 万元以下的纠纷为
2908 件， 占到银行卡纠纷的 66.8%，
而标的额在 5 万元以上的案件 116
件， 只占此类纠纷总数的 2.7%。

（四） 一审缺席审理比例较大，
调解率低。 由于持卡人信息不全或恶
意透支 、 消费后更换住所 、 下落不
明， 此类纠纷只能通过缺席审判方式
审理； 此外， 一些银行诉讼是为了完
善呆账核销的手续， 银行内部调解授
权机制尚未完善， 银行卡纠纷的调解
率较低。

二、 银行卡民事纠纷审理
难点

从当前审理银行卡纠纷案件情况

看， 主要纠纷分为两种情形： 伪卡刷
卡情形下民事纠纷及信用卡透支引起

的民事纠纷， 现分别就其审理难点分
析如下：

（一） 伪卡刷卡情形下银行卡纠
纷

1.银行卡真伪及盗刷原因难以查
明。 实践中， 银行卡盗刷纠纷发生可
能是多种原因引起， 有持卡人未妥善
保管银行卡及密码导致银行卡资金损

失 ； 有持卡人授意他人使用卡内资
金、 然后恶意报损情形； 有在 ATM
机上安装读卡器等非法测录设备或利

用 “钓鱼 ” 网站等盗取银行卡信息
后， 克隆卡盗取卡内资金情形。 何种
原因造成损失、 是否是伪卡交易的事
实查明是审理难点。

2.归责原则不统一， 举证责任分
配难。 银行卡盗刷情形下归责原则的
确定是民事权益纠纷解决的中心点。
法院对不同主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的

审理思路也在发生变化， 实践中并未
形成统一。 对银行民事责任承担， 既
有观点认为应采用过错原则， 也有观
点认为， 应实行严格责任原则。 在归
责原则确定基础上， 如何分配举证责
任就成了审理该类案件的关键。 当人
民法院难以查清账户内减少的资金是

被盗取还是持卡人本人或委托他人支

取； 持卡人是否妥善保管了银行卡及
密码； 取款所用的卡是否是伪卡等事
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 法院将适用举
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认

定。
3.是否应根据 “先刑后民” 原则

中止信用卡纠纷审理。 一种观点认为，
持卡人损失的数额决定了银行承担责任

的范围。 由于追赃和退赃与否确实关系
持卡人损失的大小， 民事案件必须依赖
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 另一种观点认
为， 民事诉讼是比刑事追赃更好保护民
众合法权益的途径。 如果采用 “先刑后
民” 的处理方式， 法院和当事人将面临
案件无限期中止审理的困境， 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

4.商户审查责任原则认识不一。 银
联卡特约商户在消费者输入正确密码

时， 是否有义务核对持卡人的签名和信
用卡上的签名是否一致， 或让持卡人出
示身份证对持卡人的身份进行确认。 特
约商户的审核义务应是实质审查还是形

式审查， 对造成的损失， 商户与银行及
客户之间如何分担， 这在实践中还存在
争议。

（二） 信用卡透支引起的民事纠纷
1.银行收取的透支利息是否过高引

发诸多非议。 目前， 各银行除对贷记卡
透支按月计收复利， 准贷记卡透支按月
计收单利外， 对信用卡持卡人未偿还最
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还有

权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 这极易导致持
卡人欠款的非本金部分所占比重畸高。
当前信用卡透支诉讼中， 多数人民法院
按当事人合同约定， 主张了复利、 滞纳
金和超限费。 也有一些法院认为， 透支
利率已含有惩罚性质， 再计收复利、 滞
纳金和超限费等， 该违约金过高， 约定
应为无效。

2.信用卡全额收取罚息条款是否有
效存在争议。 全额罚息指的是， 只要持
卡人逾期没有全额还清信用卡透支消费

产生的债务， 无论已偿还多少， 发卡行
都会以全部透支金额为计算基础， 自记
账日起计收逾期利息。 全额罚息条款是
否构成格式条款， 该条款是否有效， 透
支持卡人能否以计收违约金过高要求调

低计算标准？
3.透支逾期未还或超限额透支而未

止付的， 银行对扩大损失能否请求返还
存在分歧 。 银行发现持卡人超限额透
支 ,在未及时止损情况下， 允许新的透
支发生， 银行对扩大损失能否请求持卡
人及保证人承担返还责任？ 一种意见认
为持卡人不断透支构成违约， 持卡人及
保证人均应承担全额还款责任。 另一种
意见认为， 银行在发现持卡人超限额透
支的情况下， 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止付
措施， 致使透支金额扩大， 由此造成的

损失， 银行有明显过错， 银行无权要求
加大保证人的责任。 何种观点正确有待
进一步明晰。

三、 银行卡民事纠纷疑难问
题的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讨论形成以下
倾向性解决方案：

（一） 对银行卡盗刷纠纷中疑难问
题的解决思路

1.归责原则问题。 我们认为， 对发
卡行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即只要不存
在法定的免责事由， 银行就应当承担还
款责任。 主要原因： 一是银行作为发卡
机关， 掌握银行卡的制作技术和加密保
护技术， 发卡行在账户信息管理、 银行
卡的信息安全等方面占优势地位， 而持
卡人相对处于弱势。 二是发卡行拥有雄
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有能力改进银
行卡发行、 管理系统， 有效避免交易风
险。 三是确立发卡行严格责任原则， 更
有利于保护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处于弱

势地位的持卡人， 激励银行改进技术，
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

2．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在具体分配
举证责任时， 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层次：
（1） 持卡人起诉时， 应举证证明自己与
发卡单位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 持卡
人账面资金数减少， 银行拒绝再支付。
（2） 发卡人抗辩应证明自己已对外支
付。 持卡人以卡内资金并非持卡人支付
进行抗辩的， 持卡人应举证证明卡内资
金被支取时， 持卡人本人不在支取地，
以及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出示了银行

卡等以证明伪卡的存在。 （3） 银行应
对银行卡的真伪承担实质审查义务， 因
此银行应举证其依据真实卡支付。 在没
有相关刑事认定可以援引的情况下， 可
认定存在伪造银行卡的情形有： ①储户
持有的真实存折中无涉案交易的打印记

录； ②银行监控录像中所记录的涉案交
易中用以取款的银行卡的颜色、 图案等
与真实的银行卡不一致； ③ “同一张”
银行卡在较短时间内在相隔甚远的两地

进行操作等等。 （4） 对伪卡内资金损
失的分担， 银行应举证其设施安全、 取
款周围环境正常、 自己已尽到善良管理
人义务。 银行无法完成其尽到高度善良
管理人注意义务举证责任的， 即不能完
全免责 。 （5） 密码丢失的责任分担 。
如银行能够举证证明储户向第三人故意

泄露密码、 且泄露密码与资金丢失间存
在因果关系的， 储户应承担全部责任；

如银行提供监控录像等证明持卡人在输

入密码时未规范操作， 对密码泄露有过
失的 ， 储户对密码丢失应承担主要责
任； 如银行无法举证持卡人对密码泄露
有过失的， 银行因掌握银行卡的加密保
护技术， 对密码被盗承担主要责任； 同
时可推定客户未尽到妥善保管密码义

务， 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6） 损失扩
大的举证责任。 银行举证证明持卡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 但
未及时止损的， 可适用过错相抵原则以
适当减轻或免除银行的责任。

3．特约商户责任问题。 根据 《银行
卡业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 特约商户在
受理银行卡联网业务时， 若经审查发现
签购单签字与银行卡所留签字不符时，
应拒绝受理并及时与收单行联系处理。
故银行特约商户在受理银行卡时未履行

审核义务导致财产损害， 应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特约商户要证明其已尽到审核
义务， 其一要证明真实交易的发生， 特
约商户必须提供交易单据或凭证证明购

买商品或服务消费行为的真实发生。 否
则， 就应承担非授权交易后果。 其二，
特约商户要证明其已对信用卡使用尽到

表面审核义务。 特约商户负有核对持卡
人在交易凭证上的签字与信用卡签名条

上的签字、 信用卡正面的拼音姓名是否
一致的合理审查义务。 当然， 不能苛求
特约商户具有笔迹鉴定专家一样的专业

鉴别能力。 因此， 特约商户对信用卡审
查仅履行形式审查义务。

4．是否适用先刑后民。 我们认为，
客户与银行之间合同或侵权诉讼与刑

事诈骗并非同一事实 ， 也不以刑事案
件的审理作为处理民事案件依据 ， 故
可以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 只是存在
一个问题即刑事追赃与民事判决还款

之间程序衔接问题 。 如果在民事案件
审理阶段就已经追赃和退赃的， 其退还
部分应当从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承

担者应给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 如果追
赃和退赃是在民事案件终结后作出的，
则可在执行阶段综合刑事和民事判决的

责任认定结果确定受害人以及责任人的

责任范围。
（二） 信用卡透支民事纠纷疑难问

题解决方案

1．信用卡透支计付利息、 滞纳金和
超限费问题。 我们认为滞纳金是行政强
制执行中执行罚的一种类型， 其产生基
础是公法之债的不履行， 故银行无权收
取滞纳金。 关于复利的问题， 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的 《关于信用卡透支利息可否
计算复利问题的批复》 中明确， 信用卡
透支不计复利。 利息、 滞纳金和超限费
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违约金， 而持卡人
透支后， 银行的实际损失无非是资金占
用损失 ， 考虑到信用卡透支利息已较
高， 在信用卡透支纠纷中， 持卡人申请
对复利、 滞纳金、 超限费申请调低的，
法院应予以支持。

2．信用卡领用合同中全额罚息条款
法律效力问题。 大部分银行在销售信用
卡时都没有尽到提请注意义务， 只是在
广告中宣称其免除年费的消费次数等，
并没有对逾期未还的透支利息计算作出

详细说明。 由此导致了很多持卡人并不
清楚， 如有部分款额未还会导致全额按
日万分之五的高利率计息。 因此， 关于
全额罚息条款， 银行并没有尽到其应尽
的 “提请注意与说明义务”， 违反了合
同法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定， 持卡人以显
示公平抗辩的 ， 人民法院可判定为无
效。

（课题组成员： 王 姝 石 磊 刘

玉妹 赵振华 王雪飞）

北京万泰北海大厦有限公司： 申请人李敏因你公司未按法律
规定时间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 故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强制
清算。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及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你公司对申请人李敏提出的
强制清算申请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不提的，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武陟县保安服务公司的申请，受理了武陟县
保安服务公司申请破产一案。经本院审查，申请人已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应当宣告武陟县保安服务公司破
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
于 2014年 1月 21日作出（2013）武民破字第 2-1号民事裁定书，
宣告武陟县保安服务公司破产。 [河南]武陟县人民法院

神塑科技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 2014年 1月 20日裁定
受理神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指定湖南潇湘破产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神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神塑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管理人湖南潇湘破产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通讯地址：宁乡县玉潭镇二环西路百宜华府 2栋 1
单元 1002房，联系人：陈洋，联系电话：18975841487、82975898）申
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

使权利。 神塑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年 5月 28
日上午 8时 30分在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体育馆召开，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是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湖南一品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本院于 2014年
1月 20日裁定受理湖南一品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并指定湖南潇湘破产清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湖南一品豪生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一品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湖南潇湘破产清算有限责
任公司（通讯地址：宁乡县玉潭镇二环西路百宜华府 2栋 1单元
1002房，联系人：陈洋，联系电话：18975841487、82975898）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

权利。湖南一品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年 5月 28日上午 8时 30分在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体育馆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因沅江市香之乡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沅江中天破产清算

事务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经审查，管理人已按
照《沅江市香之乡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完成了全
部债权清偿工作，现沅江市香之乡食品有限公司已无财产可供
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裁定终结沅江市香之乡食品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债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湖南]沅江市人民法院
因南通市化油器厂破产管理人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经本院裁定准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请求本院终结南通市化油器
厂破产清算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裁定终结南通市化油器
厂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作出（2014）通商破字第 0001 号
裁定，受理了南通润通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
苏新希望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管理人地址：江苏省
南通市桃园路 12 号中南城 Ｂ 座 2706 室 ， 联系人吴俊逸
13901464734。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0天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说明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并提供证据。 逾期未申报的依法
处理。 南通润通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 14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彩诺商贸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遗失（票据号码 31300052-22849869；票面金额 500 000 元；出
票人北京华顺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北京正通金马商
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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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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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张平安银行

深圳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0700051/30174365，出票人:广东
新澳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 1000000 元，出票
日期:2013年 7月 25日， 汇票到期日:2014年 1月 24日， 收款
人:贵州华能焦化制气股份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及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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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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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润康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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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500053 22252534，金额为 10000 元整，出票日期
为 2013 年 11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 年 5 月 11 日，出票
人为常州海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常州新区强龙物资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1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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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华泰塑胶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400000 元，票号为 30800053 94258609，出
票人为天威新能源（扬州）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阴健正金属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9 日，出票行为招行
扬州开发区科技支行），于 2014 年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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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面金额为 252000 元，票号为 30300051 21336976，出
票人为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省信诺医药
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3 日，出票行为中
国光大银行扬州分行），于 201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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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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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市常吉纺织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号为 00100041 25537406，申请
人为扬州市朴席环宇玩具厂，收款人为扬州市常吉纺织品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14 日，出票行为江苏仪征农村
商业银行朴席支行）， 于 2014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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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155000 元，票号为 30300051 21339607，
出票人为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新舟化工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出票行为中国光大银行
扬州分行），于 2013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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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盛明建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3100051 27515770，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人营口山峰
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出票行营口银行清河大街支行、持票人为
申请人， 收款人盖州市鸿盛碎石经销处、 出票日期 2013 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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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盖州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干县腾达箱包配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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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5120384700，出票日期：2013
年 11 月 26 日，出票人绥中明晖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背书人
依次为秦皇岛东腾贸易有限公司、中冶长城重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天津盛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金额 100，0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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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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