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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陈守海申请宣告陈延凯死亡一案，经查：陈延凯
（男，1974年 6月 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门头沟区
大峪黑山大街 18号）于 2007年 3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陈延凯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力申请宣告刘增霞失踪一案， 经查： 刘增霞，
女 ，1967 年 3 月 30 日 生 ， 汉 族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120102670330096X，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刘增霞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刘增霞失踪。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学发申请宣告张玉玲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张玉玲， 原身份证号码为 340122631106452， 女，1963 年 11
月 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南河村四组，
1980年 10月张玉玲在原安徽省肥西县四十井乡南河村胡大郢
与丁学发结婚， 并生育一子一女。 张玉玲于 1991 年起离家出
走，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
望张玉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兰申请宣告李珍瑞死亡一案， 经查： 李珍瑞，

男 ， 汉 族 ，1952 年 9 月 25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130602195209250017，于 2009年 3月 1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李珍瑞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河北]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全远申请宣告周从凤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周从凤（公民身份号码 422723196510243425，女，汉族，1965
年 10 月 24 日出生，原住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白洋镇善溪窑村
三组）于 2006年 11月 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周从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珠金申请宣告周建文死亡一案，经查，周建文，
男，1969 年 10 月 13 日出生，汉族，农民，原住江西省泰和县螺
溪镇木龙村一组 86号，身份证号码 362426196910131816。被申
请人周建文于 2004 年 4 月在泰和县螺溪镇木龙村出走， 经多
方寻找，至今无音讯。 现发出寻人公告，望周建文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地址：江西省泰和县人
民法院禾市法庭，电话：15727613918）。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西]泰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光一申请宣告李钟善死亡一案，经查：李钟善，
男，1945 年 9 月 19 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延吉市河南街白
丰委四组，公民身份号码 222401194509191516，1992 年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 其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年。 希望李钟善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桂芬申请宣告南保银死亡一案，经查：南保银

（男，汉族，1947 年 11 月 18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图们市
月宫街 3 委 10 组 3 户，身份证号 222402471118041）。 于 2010
年 1月 14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年。 希望南保银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图们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爱丽萍要求宣告被申请人刘永林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刘永林，男，汉族，1959 年 5 月 24 日出生（身
份证编号 210111195905244613）， 原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海棠街 65 号 271，于 2002 年 1 月 10 日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刘永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齐洪林申请宣告赵素文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赵素文，女，1950年 4月 7日生，汉族，住所地：海城市道沿村委
会，2000年 5月 8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赵素文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一年，从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2 月 17 日止，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士杰申请宣告刘凤秀死亡纠纷一案， 经查：被
申请人刘凤秀 （女 ，1968 年 10 月 5 日出生 ， 身份证号
210402196810051725）于 2008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刘凤秀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玉贤申请宣告黄玉萍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黄玉萍 ， 女 ，1971 年 6 月 20 日出生 ， 居民身份证号码 ：
210522197106205028，汉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住桓仁
满族自治县雅河乡联合村十组，于 1989 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黄玉萍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飞絮申请宣告王敬宽死亡一案， 经查王敬宽，
男，1939年 11月 28日出生，汉族，原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振
安委 10 组珍珠街 119-1 号，于 2000 年离家走失，至今下落不
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敬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辽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贾鹏贤请宣告贾秀栋死亡一案， 经查 （贾秀栋，
男，1969 年 6 月 19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
土佳屯村 1 组。 ）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因精神疾病走失，至今
未有音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贾秀栋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辽宁]灯塔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冬雪申请宣告张凤英死亡一案，经查：张凤英，
女，1973年 9月 17日生，辽宁省西丰县人，于九年前离家走失，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张
凤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云丽丽申请宣告谭玉东失踪一案，经查：谭玉东，
男，1970 年 12 月 24 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太康县人，原住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新建东街铁路小区 13 号楼 5 单元 3 号， 下落不
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谭玉东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长文、姜广辉申请宣告熊金通死亡一案，经查：
熊金通，男，1999 年 10 月 16 日出生，汉族，籍贯山东省平阴县
李沟乡安子山村，住所地山东省平阴县府前街 118-3 号，公民
身份证号码为 370124199910166538，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溺
水，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熊金通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个月。公告期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山东]平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会兰申请宣告乔国军死亡一案， 经查： 乔国军，
男，汉族，1971年 3月 8日出生，住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纪家
油坊村周家屯 1组，身份证号：220122197103084013。 2013年 11
月 11日，乔国军随“鲁文渔 67690”号渔船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
踪，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乔
国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日波申请宣告王劲宁死亡一案，经查：王劲宁，
男，汉族，1982年 11月 18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山后
王家村 65号，身份证号：371082198211181012。 2014年 1月 14
日，王劲宁随“鲁荣渔 58317”船出海作业期间不慎落水失踪，经
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劲宁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三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梁伟民申请宣告黄林花死亡一案，经查：黄林花，
女，汉族，陕西省洋县人，原住洋县长溪镇庙垭村四组，于 2008

年农历正月十三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年。 希望黄林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洋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云波申请宣告杨秀容死亡一案，经查：杨秀容，

女，汉族，1963 年 10 月 23 日出生，户籍地：成都高新区大源南
二 街 152 号 6 栋 2 单 元 1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11196310233988。 杨秀容于 1987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杨秀容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恒玺、肖恒芩申请宣告唐顺芬失踪一案，经查
唐顺芬，女，生于 1983 年 10 月 4 日，汉族，云南省大关县人，原
住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悦乐镇沙坪村民委员会闸塘村民小组

30号，于 2003年 3月 19日离家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唐顺芬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云南]大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庆华申请宣告吴文波死亡一案， 经查： 吴文波，
男，1988年 1月 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福巷
9号，身份证号码：330102198801300013，于 2008 年 10 月 25 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
吴文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成云申请宣告梅洪伟死亡一案，经查：梅洪伟，
男，汉族，1979年 10月 30日出生，原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卫国乡
保家村高水饭屯五委一组。2013年 9月 6日 9时，梅洪伟在“辽
大旅渔 75037”渔船上海上作业时落入海中后失踪。经有关部门
证明梅洪伟不可能生还。 本院于 2013年 11月 9日起发出寻找
梅洪伟的公告，法定公告期届满后，梅洪伟仍下落不落。 本院依
法于 2014年 2月 12日判决梅洪伟死亡。 该判决现已生效。

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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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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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结合标的物的
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
同权利和义务， 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
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 但实际不构
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按
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 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

出租人, 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
从出租人处租回的， 人民法院不应仅以
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

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第三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承租人对于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

行政许可的， 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
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

无效。
第四条 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

效， 当事人就合同无效情形下租赁物归
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且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租赁物应当
返还出租人。 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合同
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或者租
赁物正在使用， 返还出租人后会显著降
低租赁物价值和效用的， 人民法院可以
判决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 并根据合
同履行情况和租金支付情况， 由承租人
就租赁物进行折价补偿。

二、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
第五条 出卖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向

承租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承租人因下
列情形之一拒绝受领租赁物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一）租赁物严重不符合约定的；
（二）出卖人未在约定的交付期间或

者合理期间内交付租赁物，经承租人或者
出租人催告，在催告期满后仍未交付的。

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 未及时通
知出租人, 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租
赁物，造成出租人损失，出租人向承租人
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

权， 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
付租金的义务， 但承租人以依赖出租人

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

租赁物为由， 主张减轻或者免除相应租
金支付义务的除外。

第七条 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
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承担，
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
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出租人转让其在融资租赁

合同项下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 受让方
以此为由请求解除或者变更融资租赁合

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

使用人， 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
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 第三人依
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

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 出租人主张
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
作出标识， 第三人在与承租人交易时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

（二）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
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

权登记的；
（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
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

查询的；
（四）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

他情形。
第十条 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

后租赁物归出租人的，因租赁物毁损、灭
失或者附合、 混同于他物导致承租人不
能返还，出租人要求其给予合理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合同的解除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出租

人或者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

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双方
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的；

（二）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
因意外毁损、灭失，且不能修复或者确定
替代物的；

（三）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
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出租
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一）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
赁物转让、转租、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
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物的；

（二）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
和数额支付租金， 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
条件， 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不支付的；

（三）合同对于欠付租金解除合同的
情形没有明确约定， 但承租人欠付租金
达到两期以上， 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金
百分之十五以上， 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四）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承

租人无法占有、使用租赁物，承租人请求
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仅

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未对租赁物的
归属及损失赔偿提出主张的， 人民法院
可以向当事人进行释明。

第十五条 融资租赁合同因租赁物

交付承租人后意外毁损、 灭失等不可归
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解除， 出租人要求
承租人按照租赁物折旧情况给予补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融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

同被解除、 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解
除，出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或者
以融资租赁合同虽未约定或约定不明，
但出卖人及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为

由，主张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被解

除、 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
的，应当免除承租人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承租人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

定，要求出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一）无正当理由收回租赁物；
（二）无正当理由妨碍、干扰承租人

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三）因出租人的原因导致第三人对

租赁物主张权利；
（四） 不当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占

有、使用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 导致承租人对出卖人索赔逾期或者
索赔失败， 承租人要求出租人承担相应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明知租赁物有质量瑕疵而不告

知承租人的；
（二）承租人行使索赔权时，未及时

提供必要协助的；
（三）怠于行使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

的只能由出租人行使对出卖人的索赔权

的；
（四）怠于行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只

能由出租人行使对出卖人的索赔权的。
第十九条 租赁物不符合融资租赁

合同的约定且出租人实施了下列行为之

一，承租人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 要求出租人承
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出租人在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
赁物时，对租赁物的选定起决定作用的；

（二）出租人干预或者要求承租人按
照出租人意愿选择出卖人或者租赁物

的；
（三）出租人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

定的出卖人或者租赁物的。
承租人主张其系依赖出租人的技能

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

的，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条 承租人逾期履行支付租

金义务或者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
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租

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

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

除融资租赁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告知其
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作出

选择。
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

全部未付租金， 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
未予履行， 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
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
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 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

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

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

赁物价值的差额。 合同约定租赁期间
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的， 损失
赔偿范围还应包括融资租赁合同到期

后租赁物的残值。
第二十三条 诉讼期间承租人与

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
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

确定租赁物价值； 融资租赁合同未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的， 可以参照融资租
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折旧以及合同到

期后租赁物的残值确定租赁物价值。
承租人或者出租人认为依前款确

定的价值严重偏离租赁物实际价值

的，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
机构评估或者拍卖确定。

五、其他规定
第二十四条 出卖人与买受人因

买卖合同发生纠纷， 或者出租人与承
租人因融资租赁合同发生纠纷， 当事
人仅对其中一个合同关系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另一合同关系

的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

利害关系的， 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

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不

一致， 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未对租赁
物的实际使用人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
经审查后认为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与

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的 ， 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

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

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
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
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因融资租赁

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
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法发 〔1996〕19 号） 同时废
止。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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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共五部分二十六
条，分别就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
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
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 违约责任以及融
资租赁合同案件的诉讼当事人、 诉讼时
效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发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有关问题

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 请问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是

什么？
负责人： 融资租赁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被引入我国，与交易实践相比，有关融
资租赁的立法则相对滞后。 1996 年最高
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 《关于审理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立
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 有效解决了实务
之需。 1999 年合同法制定时，对该规定
的相关内容予以吸收， 并在第十四章专
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 成为审理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近
年来， 融资租赁业在我国呈持续高速发
展态势。 不仅新设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
持续快速增长， 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和纠
纷数量也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8
年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

件为 860 件，2012 年为 4591 件，2013 年
则已达 8530 件。 各地法院普遍反映，在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构成、 租赁物的范
围、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系、合
同解除的后果、 租赁物的公示等方面争
议较多。因合同法的规定相对较为原则，

现行法律规定已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之

需。 2009 年底，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建议， 最高人
民法院启动了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

起草工作。
在广泛征集各地法院及融资租赁行

业对融资租赁合同争议法律问题意见的

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年起草了
司法解释稿， 并先后召开了法院系统、融
资租赁行业、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对司法
解释稿进行反复论证、 修改。 2013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网公布了司法解
释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专门征求
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
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和部门的
意见。 在综合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反馈的
1000余条意见及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的
意见后，我们对司法解释稿作了进一步的
修改和完善。 在此基础上，经 2013年 1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9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解释。 本解释
稿共五部分二十六条，主要针对融资租赁
经营实践和审判实务中反映突出、争议较
多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重点解决了融

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合同的履行及
租赁物的公示、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以
及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问题。

记者： 司法解释的制定坚持了哪些
指导思想？

负责人：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当中，
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

一是促进交易，规范发展。 通过减少
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严格限定
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等方式，维护融
资租赁合同按约正常履行。充分考虑融资
租赁合同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

特点， 审慎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
引导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规范和促
进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是尊重市场，鼓励约定。合同法规
范在本质上属于任意性、补充性的规范，
本司法解释也更多的体现出了约定优先

的指导思想。 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
断者， 融资租赁合同是平等市场主体之
间签订的合同， 合同条款的约定本身就
包含了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对履约成

本、履约收益和履约风险的判断。 因此，
在司法解释中，我们坚持约定优先原则，
鼓励双方当事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合同

的履行和解除、租赁物的风险负担、租赁
物清算等问题作出约定， 以减少诉讼风
险和损失的不确定性。

三是细化规则，易于操作。现行的合
同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了融资租赁

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 但是从司法审判
的角度看，一些条文的规定较为抽象，各
地法院在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差

异。比如，出租人的协助索赔义务及其法
律责任， 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免
责的例外情形， 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
司法救济方式等。针对这些问题，司法解
释均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以统一
司法裁判尺度， 增进裁判结果的可预测
性。

四是尊重现实，适度前瞻。 融资租赁
被引入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其在
近五年才取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融资租
赁交易形式和交易实践尚处于不断的发

展变化之中，相关监管制度、法律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也需要一个积累和稳定的过

程。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司法解释对行业
经营实践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做法、行业惯
例给予了必要的认可；另一方面司法解释
也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为融资

租赁交易的实践需求与未来相关法律制

度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衔接。
五是立足国情， 参照惯例。 在司法

解释的起草过程中， 我们坚持从实际出
发， 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交易实践进行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 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
和建议， 依法衡平各方利益， 力求司法
解释的各项规定契合我国的融资租赁交

易实践和发展阶段， 并对相关域外立法
例和国际公约的共性规定给予了必要的

参照。
记者： 在融资租赁行业高度发展的

过程中，租赁物的范围、租赁的形式不断
拓展， 由此也产生了对一些融资租赁合
同的性质和效力的争议。比如，有的合同
被认定为借款合同， 有的融资租赁公司
开展的业务被认为是影子银行业务，还
有不少融资租赁交易采取了售后回租的

形式， 存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
资租赁合同的争议。 司法解释对此问题
持何态度？

负责人： 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联
系最为密切的金融交易形式。 在支持工
业企业设备更新、 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
化、 推动航运业发展以及解决小微企业

融资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客观地说，在我国融资租赁行
业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 一些融资租
赁公司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存在

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的合同虽然
名为融资租赁合同， 但实际上并无实
际的租赁物， 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
定上看，仅有资金的借贷，而无租赁物
的占用、使用。 有的虽有租赁物，但租
赁物的价值与租金构成并无直接关联

或差异过大， 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体现
的不是租赁物的购买价值及出租人的

成本利润， 而是承租人占用资金的利
息成本。就这些合同的性质问题，各界
存有不同认识。 司法解释第一条对此
作出了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结合
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
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 对是否构
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
为融资租赁合同， 但实际不构成融资
租赁法律关系的情形， 人民法院按其
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由此可以
看出， 司法解释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
易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

征，不认可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
合同”， 以促进金融与实业的结合，规
范和引导融资租赁业务及行业的健康

发展。
对融资租赁行业实践中广泛存在

的售后回租交易问题， 确实存在合同
性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资租

赁合同的争议。 下转第四版

为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已
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97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
布，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2 月 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3年 11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97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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