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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5〕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15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8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相关法律之规
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
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
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
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
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
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
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
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
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
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
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
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
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
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
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
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
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
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
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
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
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
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
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
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
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
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
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
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
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
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

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
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
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
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
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
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
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
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
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
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
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
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
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
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
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
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
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
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
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
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
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
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
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
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
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
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
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
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
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
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
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
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

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
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
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
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
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
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
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
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
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
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
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
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
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
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
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
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
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
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
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
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
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
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
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
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
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
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

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
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 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
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
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
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
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
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
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
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
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
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
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

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

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
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
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
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
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
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
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
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
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
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
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
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

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
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
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
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
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
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
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
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
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
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
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
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
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
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
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
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
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
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
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
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
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
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
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
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
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
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
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
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
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
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
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
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
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
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
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
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
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
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
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
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
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
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
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
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
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
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
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
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
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
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
理：

（一） 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
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6%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
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
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
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
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
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
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
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
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
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
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
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
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
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
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
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
后，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1 年 8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
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
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
一致的，不再适用。

本报讯 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法定
代表人以在公司的股份为自己所借债务
担保，这种担保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但该公司仍要为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这是为何？近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
区人民法院对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作出了判决。

2014年11月24日，被告杨某向李某
借款150万元，立借条一张，并注明“本人
属安徽某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愿
以公司的资产与股份为此笔借款作为担
保，如逾期不能归还此笔借款，该资产归
李某所有，并承诺承担法律责任”，并在
借条担保部分加盖了某食品公司的印

章。借款期满后，杨某陆续偿还了115万
元，剩余35万元欠款一直拖之不付，李某
遂将杨某和某食品公司一起告上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债权债务
关系明确，剩余35万元逾期不还，应承
担民事责任。杨某是某食品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自愿以该公司的

资产与股份为该借款担保，并加盖公司印
章，应当视为其以某食品公司名义为自
己的债务提供担保。但原、被告均未提供
证据证明该担保通过某食品公司股东会的
表决，该合同担保部分因此无效。虽然担
保部分无效，但作为普通债权人的原告
李某并无过错，依据法律规定，被告某
食品有限公司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杨某一次性偿
还原告李某借款人民币35万元；被告安
徽某食品有限公司对该35万元债务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杨 淼）

该案承办法官说，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决议,因此，如果未经股东会
同意，以公司的名义为股东借款提供
担保是必然无效的。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之规定，主合同
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

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
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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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中，债权人并不知道该担保
行为未经过股东会同意，因此，该公
司仍需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
公司在偿还此借款后，可依法向杨某
追偿。

■法官说法■六安一股东私盖公司印章为借款担保
法院：担保无效但仍需承担连带责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7日（总第6402期）

申请人南亚电气（南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于2015年6月10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34799973，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1月 21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5年5月21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863，220元，出票人为宝
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南亚电气（南通）
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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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兴华五交化商场因遗失天津市仁通钢铁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张，
账号为 11012563737201，号码 30700051 30530540，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2月 1日，收款人天津市仁通物流有限公司，金额 60000
元，汇票到期日2015年6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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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应速向本
院申报权利。期满后无人申报权利，申请人将有权申请本院依法
判决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伊犁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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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票
号00100063 22213592，票面金额1000000元（壹佰万元整），出票
日期 2015年 1月 6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7月 6日，出票人伊宁
市恒大雅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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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伊犁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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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票
号00100063 22213591，票面金额1000000元（壹佰万元整），出票
日期 2015年 1月 6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7月 6日，出票人伊宁

市恒大雅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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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赣州华茂钨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临海支行于 2015年 1月 19日签
发，票号为31300051 37557909，到期日为2015年7月19日，票面
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为临海市鹭昕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临海市豪升工艺品有限公司。票据经背书转让，申请人赣州华
茂钨材料有限公司为最后持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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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海曙鸿升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跃龙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31300051/36888678、出票日期 2015年 6月 30日、到期日 2015年
12月 30日、票面金额 40 000元、出票人宁波发烧友家电有限公
司、收款人宁波市海曙鸿升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跃龙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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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至汇票付款日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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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康宏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海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31300051/
36887809、出票日期 2015年 6月 8日、到期日 2015年 12月 8日、
票面金额50 000元、出票人宁波海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
人宁波康宏电子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
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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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至汇票付款日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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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钦州市庆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40200051/23108593，出票人富阳市富轮轮胎橡胶有限公
司，付款行浙江富阳农村合作银行，账号201000038776991，汇票金
额200000元，出票日期2015年3月31日，到期日2015年9月30日，
收款人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账号为1202021109016209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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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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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艾美特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持湖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园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编码 31300051/
31816743、票面金额 10万元、出票人湖州易森电器有限公司、收
款人浙江艾美特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2月15日，
到期日 2015年 8月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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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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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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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浙江中科兴环能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为32000051/21680352，票面金额为10万元，出票日期
为2015年5月19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8日，出票人为长兴
纳华碳化硅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祝玉通石门河碳化硅有
限公司，出票银行为长兴联合村镇银行营业部。申请人浙江中科
兴环能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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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
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2月4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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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兴吉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为 30100051/23598868，票面金额为 40000元，出票日期
为 2015年 2月 9日，到期日为 2015年 8月 9日，出票人为浙江超
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
交通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人长兴吉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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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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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港南沙港务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31300051/32662993，票面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24日，出票
人为桐乡市正海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蒙阴鸿鑫绒毛有
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日照丰泰物流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
为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申请人）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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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中辉裘革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31000051/24588000，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2015年7月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0月3日，出票人
为浙江乐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麦速贸易有限公
司，第一被背书人为桐乡市石门昌都皮革商行，第二被背书人为
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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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票号：31300051/32663560，票面金额为贰拾万元
整，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0 月 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4 月 9
日，出票人为桐乡市日月经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桐乡市龙洲布
艺复合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如皋市丁堰纺织有限公司，第
二被背书人为唐山三友远达纤维有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申

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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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科迪达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32000051/23329000，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0日，出票
人为桐乡市仙妮纺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张家港保税区嘉兰图
贸易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合肥文苑印刷有限公司，第二被
背书人为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申请人）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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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盐兴升机械厂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该汇票的

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29日，到期日为2015年10月24日，付款
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嘉兴海盐开发区支行，号码为 10200052/
25033060，票面金额为50 000元，出票人为海盐县华星机械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海盐鑫隆机械有限公司，后背书给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年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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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2月 6日受理了申请人凯登制浆设备（中国）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码为 10400052/
25702840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4年11月17日，汇票到
期日：2015年 5月 17日，出票人：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
司；收款人：重庆力之星机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出票金额：
70000.00元；付款银行：中国银行重庆巴南支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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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18日作出（2015）巴法民催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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