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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阴阳合同 分摊税费滞纳金
郝绍彬 刘 义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鹿 轩

““绿地绿地””咋变安置房咋变安置房 虚假广告做的怪虚假广告做的怪
浙江省温州市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楼书”与“产品品鉴会”上宣称自己开发建设的楼盘绿地覆

盖率高，买房赠送面积。如此宣传被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发布虚假广告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对该

公司开出一张金额达86.6万余元的行政罚单。房开公司不服处罚，递上一纸行政诉状，要求法院判

令撤销该处罚决定。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房开公司利用广告对商品做虚假宣传行为成立，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合法，驳回了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

“绿地”变成安置房“赠送”面积落了空

■
法
官
提
醒

“全赠送”面积涉及法律合法性
涉案房开公司印发楼书中的

“望江”户型（137平方米）结构图及
产品品鉴会上展示的该户型结构图
关于书房的标示于该位置实际上是
一个U字型镂空。

关于房开公司在楼书、产品品
鉴会中提到的“全赠送”面积，法院
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商品房
的开发、经营主体，具备较高的房屋
建筑领域的专业技术能力与法律知
识水平，其本应当为广大购房者提
供优质、周到的服务，而不应当利用
自身优势误导和欺骗购房者。

本案中，所谓“书房”实际上是
一个U字型镂空，房开公司对此解
释为技术上的可改造性。事实上，
商品房的平面图是经过相关部门严
格审批的，购房者是否可以将本不
属于商品房范围内的镂空部位改造
为书房，纳入商品房范围内，不仅仅
涉及技术上的可改造性问题，还涉
及到法律上的合法性等问题，需要

进行全面、慎重的论证。
房开公司仅以技术上具有可改

造性，草率地将该镂空位置标注为
书房，并以所谓“全赠送”面积进行
宣传，误导购房者认为将该镂空位
置改造为书房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及法律上的风险。

房开公司提出其是在结合其他
宣传内容，并告知购房者“标注面积
仅供参考”及意在强调相应空间具
有技术上的可拓展性、房开公司不
另就后续拓展收取款项的具体宣传
语境中对上述所谓“书房”进行宣
传，没有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主张，
与法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鹿城法院认为，房开公司上述行
为构成了利用广告对商品作虚假宣
传，根据法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房开公司处以广告费用3倍的罚
款，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
且在处罚前举行了听证会，故而一审
驳回了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

房地产交易中存在的如实纳税问
题，不少人往往以阴阳合同加以规避。
税务机关一旦查实存在假合同真逃税的
情况，除要求补缴应交税费外，还会加处
罚金及欠缴滞纳金的问题。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例，或许对
预防阴阳合同有所警示。

为避税签阴阳房屋买卖合同

2011年 6月 8日，原告赵家兄妹（甲
方）同被告重庆某医药公司（乙方）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原告所有的重庆
市万盛区万盛大道一套153.27平方米商
业用房，以总价316万余元出售给被告。

2011年 6月 21日，赵家兄妹同重庆
某医药公司另行签订《重庆市房地产买
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格为176.5
万元，同时约定税费由被告承担。赵家
兄妹同被告将该合同作为房地产交易部
门的备案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
了316万余元的房款，并办理了该房屋的
过户手续。被告以 176.5 万元的成交价
缴纳了相关的契税等过户费用。

事情败露税务机关开出罚单

2014 年 6 月，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地
税局查实重庆某医药公司偷逃税行为。
2014年 9月 15日，该局对被告的违法事
实处以补缴税费6.7万余元及滞纳金3.1
万余元，并对被告偷税处以3.3万余元的

罚款。被告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缴纳了
上述税费、滞纳金及罚款。

2014年9月29日，万盛经开区地税局
就赵家兄妹的违法事实处以补缴税费23
万余元及滞纳金12万余元，并对其偷税处
以5万余元的罚款。赵家兄妹于2014年
10月8日缴纳上述税费、滞纳金及罚款。

2014年 10月 8日，万盛经开区地税
局出具证明，其内容为：“赵家兄妹 2014
年10月8日所补缴的税款23万余元中包
含租赁房屋应补缴的税款 2.6 万余元。
所补缴的滞纳金12万余元中包含租赁房
屋应补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 1.3 万余
元。所承担的罚款5万余元包含租赁房
屋应补缴税款产生的罚款1.2万余元。”

为此，赵家兄妹起诉被告重庆某医
药公司要求支付涉案房屋交易税费，重
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万盛
经开区地税局在调查赵家兄妹及被告偷
税过程中，对被告经办人马某进行了询
问，马某称当时合同未明确约定交易税
费由谁承担，但口头约定由被告公司负
责缴交易税费……办过户手续时提交的
合同和实际成交的合同是不一样的，目

的是为了降低交易税费。

一审认定恶意串通合同部分无效

綦江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于
2011年 6月 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
被告于2011年6月21日签订的《重庆市
房地产买卖合同》就房款约定为176.5万
元的条款系双方恶意串通，偷逃税款以
损害国家利益，该条款应为无效，但该合
同其余条款应为合法有效。

2011 年 6 月 8 日，原、被告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虽未约定税费承担方，
但2011年6月21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地
产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税费由被告承
担。根据房屋买卖时被告具体承办人马
某在税务机关所作的陈述“当时合同未
明确约定交易税费由谁承担，但口头约
定由我们公司负责缴交易税费”，可以认
定双方就成交价316万余元的合同税费
由被告承担进行了约定。故赵家兄妹补
缴的税费20万余元应由被告承担。

滞纳金系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

纳税款从而对国家税收损失的补偿，其
并非行政处罚，可作为损失进行分担。
本案中，因原、被告就房屋成交价由实际
价 316 万余元恶意串通约定为 176.5 万
元，致此条款无效，税务机关针对赵家兄
妹收取的滞纳金系该条款无效后赵家
兄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未按期缴纳
税款系原、被告共同过错造成，滞纳金
应按双方各自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隐瞒真实交
易价格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使被告
从中获取更大利益，被告主动提出并积
极实施，其过错较大，原告配合实施，亦
有一定过错。法院酌情确定被告承担
70%，原告承担30%。

罚款系税务机关针对赵家兄妹的偷
税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其不能作
为损失要求被告承担，故对赵家兄妹要求
被告支付罚款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綦江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二审维持原判当事人自食其果

重庆某医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
当事人仅就 176.5万元的交易税费承担

进行约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
定负担税费于法无据，本案系双方恶
意，被上诉人亦具有过错，应承担其自
负的税费等为由，向重庆五中院提起
上诉。

重庆五中院二审认为，本案涉诉《重
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关于房款176.5万
元的约定属恶意串通，偷逃税款行为，因
损害国家利益，相应条款无效。

本案中，当事人虽未就成交价316
万余元的合同税费进行书面约定，但马
某作为买方经办人向税务机关表示

“口头约定由我们公司负责缴交易税
费”，足以证明双方对相应税费由买方
负担存在口头合同的事实。赵家兄妹
起诉请求某医药公司返还补缴税费款，
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应予支持。

滞纳金系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
缴纳税款从而对国家税收损失的补
偿，属纳税额外支付的费用，鉴于当事
人均未主张货币时间价值，一审径行
以现实损害按照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
原则加以分摊并无不妥。

据此，重庆五中院遂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恶意串通行为所致
行政罚款不属于缔约
过失责任适用范围

据重庆五中院主审法官邓瑀介绍，
税务罚款系国家税收行政主管部门对纳
税义务人违法行为的强制性处罚，本质在
于规制当事人税收行政管理方面的恶意
或过错，属于公法范畴的责任。而缔约过
失责任旨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之情形下，
对当事人因缔约或履约准备所致现实利
益损害之救济，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经济
交往中，当事人恶意行为致使合同无效
时，其恶意行为本身往往因损害社会公益
而触发行政或刑事方面的财产责任，相关
处罚金额并不涉及当事人缔约及履约基
础，不属于私法范畴的现实利益损害，无
法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法理予以救济。

法官提醒，民事审判实践中，应区
分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及相应责任形态，
不宜将公法层面的过错与制裁纳入私
法范畴的利益衡平。本案中，原告方出
售门面搞阴阳合同虽系帮购买人逃税，
但其作为法定的纳税义务人，该行为同
时具有税收行政管理方面的过错，由此
被税务机关处罚所缴纳的罚款诉请相
对人承担于法无据，依法予以驳回。

鹿城法院认为，广告法是在 2015年
9月修订的，修订前的广告法规定的“广
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
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
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
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
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
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

服务的商业广告，不论其形式具体如
何，都应在修订前的广告法的调整范
畴。

本案涉案楼盘的商品房属于商品，
房开公司作为该商品房的经营者，承担
费用，通过印发楼书、举办产品品鉴会
等形式，目的在于直接介绍其所推销的
商品房，故涉案楼盘的楼书、产品品鉴
会，属于修订前的广告法调整的广告。

法院认为，购买商品房是消费
者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而商品房所
在楼盘周边的环境、空间布局等系
评判该楼盘及商品房品质的重要标
准，所以商品房经营者应尽量如实
对楼盘周边的环境、空间布局等进
行标识，以便于购房者充分了解商
品房的相关情况，使购房者作出符
合其真实意愿的决策。

但是，商品房宣传广告推销的
商品毕竟是楼盘规划红线内的商品
房，楼盘规划红线外的环境、空间布
局情况，有时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
距离界线，如果一律要求商品房经
营者在商品房宣传广告中全部做到
详细、具体的标示，确属过于苛刻，
故在一般情况下，不将楼盘规划红

线外的环境、空间布局情况作为判
断广告是否虚假的内容，除非存在
刻意的隐瞒和误导。

本案中，涉案楼盘西南角方向的
安置房楼盘，与涉案楼盘相邻，面积较
大，且部分已建成，属涉案楼盘周边的
重要楼盘。房开公司在涉案楼盘的楼
书中，已将该楼盘周边的环境、空间布
局情况作了比较详细、形象的描述，标
示了其他重要楼盘、绿地、道路、河流，
但却未将上述安置房楼盘标示，而用
绿色植物标示，明显是误导消费者认
为该地块上并无建筑物，为绿地。房
开公司以购房者应尽合理注意义务等
为由，力图免除其在宣传广告中应如
实标示的义务及未如实标示的责任，
与法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
法
官
说
法

用“绿地”标注安置房属误导消费者行为

“悦江锦园”（又名“时代滨江”）是温
州一高品质住宅区，由温州某房地产开
发公司开发建设。

2013年1月，房开公司印制、分发涉
案楼盘的“楼书”。该“楼书”对楼盘规划
红线外的周边楼盘、绿地、道路、河流等

环境、空间布局作了比较详细、形象的标
示，但却将该楼盘规划红线外西南角方
向，且与该楼盘相邻，实际上为安置房
（部分已建成）的楼盘用绿色植物标示。

2013年 4月 20日，房开公司又举行
了涉案楼盘的产品品鉴会。期间，房开
公司以“望江”户型（137 平方米）为例，
称“建筑面积约 137 平方米≈171.6 平方
米”，全赠送=25.19平方米，其展示的户
型结构图上标示为书房图样（全赠送：

12.44平方米）的位置对照测绘公司出具
的该楼盘对应的“分层分户平面图”实际
上是一个U字型镂空。

在楼书中，房开公司也将“望江”户
型（137平方米）的该U字型镂空位置在
户型结构图上标示为书房图样。

房开公司的宣传吸引了大量的消费
者。市民曾先生称，自己被房开公司宣
称“环境优雅、绿化覆盖率达到 66.6%，
所有绿地及公用设施均为小区专享，系

温州顶级豪宅品质住宅区……”的广告
所吸引。尤其是看到了诱人的户型图和
超大赠送面积结合宣传，之后他又参加
了房开公司组织的产品介绍会，观看了
售楼处实景沙盘、听取了房开公司销售
人员的详细介绍后与房开公司签订了

《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该小区一处房
产，合同中载明全赠送面积 29.57 平方
米，半赠送面积11.66平方米。

曾先生付了购房款后才知道“真
相”：房开公司所称的绿地要开始建安置
房，全赠送面积也只是一个结构性空井，
自己搭建房屋就属于违章建筑。

“楼书”“产品品鉴会”中房开公司
声称的绿地变成了安置房，赠送面积落
了空，像曾先生一样认为自己是“被
骗”的众多业主向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名举报，称房开公司在售楼时发布
虚假广告。

收 到 举 报 后 ， 温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即 着 手 调 查 ， 并 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 应 房 开 公 司 要 求 举 行

了 听 证 会 。
2015 年 6 月 5 日，温州市市场监

督 管 理 局 作 出 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该局认为房开公司发布涉案楼
盘楼书和产品品鉴会的广告内容与
事 实 不 符 ， 其 行 为 已 违 反 了 广 告
法的规定，构成发布虚假广告违法
事实，依法罚款 86.6 万元，上缴财
政。

认定广告虚假宣传 开出罚单86.6万余元

2015 年 9 月 1 日，房开公司起诉温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法院判令撤
销该处罚决定。同年10月15日，鹿城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中，房开公司认为其发布楼
书、组织产品品鉴会活动的行为不属于

广告法所称的广告，市场监督管理局适
用广告法对其进行处罚是适用法律错
误。

房开公司称，楼书、品鉴会应当属于
宣传资料、展览和其他商业活动范畴，将
其定义为“广告”于法无据。

“全赠送面积”意在强调相应空
间具有技术上的可拓展性，是可以
被改造成书房的，并不存在技术上
无法改造成书房的情形。既然技术
上可操作实现，那么就不存在欺骗
一说。

房开公司不服处罚 起诉市场监管局

法院认定“楼书”“产品品鉴会”属于广告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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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兰州运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号码为 31600051 20809649，票面金额为 50000元，出票日
期为 2016年 2月 3日，到期日为 2016年 8月 3日，出票人为白银
霞钰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白银鑫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人为浙商银行兰州分行会计核算中心）一张，申请人于2016年2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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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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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豪大钢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30600051/21484159、出票金额为伍万元、出票人为恒天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收款人为郑州纺机自
控设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15日、持票人为申请
人、付款行为广发银行郑州分行黄河路支行本部的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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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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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锦迪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30600051/

21747967，票面金额为 20000元，出票人为苏州久宏纺织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吴江市恒昌纺织品整理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广
发银行吴江盛泽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5年
12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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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锦迪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30600051/

21747965，票面金额为 20000元，出票人为苏州久宏纺织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吴江市恒昌纺织品整理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广
发银行吴江盛泽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5年

12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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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锦迪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10300052/

26183863，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吴江市宏源喷织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吴江市锦迪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吴
江谭丘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2月 25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2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汇票到期日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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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浦发银行
南 京 雨 花 支 行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2 张 ，票 号 分 别 为
3100005125700426、3100005125700439，票面金额分别为20万元、
50万元，出票人均为江苏企创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均为南京地
盈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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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于2016年1月1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
票据记载：票号 10400052/27727554，出票金额 10000元，出票人
江苏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世纪金元机电有限公
司，付款行中国银行镇江扬中支行，出票日期2015年12月21日，
汇票到期日 2016年 6月 1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后一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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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该票据记载：票号 10400052/27727546，出票金额 20000 元，
出票人江苏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世纪金元机
电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镇江扬中支行，出票日期 2015年
12月 21日，汇票到期日 2016 年 6月 1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或
提示付款日后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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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通达汽车修配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珠利盛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达顺化
纤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常熟市通达汽车修配厂，出票行为江苏常
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2 月 2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8 月 2 日 ，票 面 金 额 为 10000 元 ，票 据 号 码 为
3140005128843555，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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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伏尔特工业滤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新裕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通惠
织造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扬州伏尔特工业滤材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6 年 7 月 27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30005141389311，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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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地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汇票 1
张，票据记载：票号00100061 24460927，出票人成都市温江区鑫
金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付款银行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收款人四川
地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查收款人应为四川地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此处系笔误），票据金额68705.27元，出票日期2015年3月
10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9月9日，该汇票由成都市温江区鑫金康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票给四川地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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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刘乐安因其持有的股权证持有卡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股权证持有卡记
载：股东姓名：刘乐安；身份证号码：510122195307223214；股东
编码：H200000176，股权证编号：0003276；股权数量 3500 股。该
股权证持有卡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持有卡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股权证持有卡的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沂庆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于 2013年 1月 23日签发的票号为
3130005129065245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7月23日，
票面金额人民币 3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朝辉广告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台州市黄岩红叶钢结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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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和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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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紫控科技有限公司因持中国民生银行杭州萧然
支行于 2015年 8月 5日签发的编码为 3050005325362365号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300000元，出票人杭州明华纺织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鹏尔昇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鲁西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煤化工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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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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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因持交通银行湖州分行承兑
汇票一份（编码为30100051/24488657、票面金额20万元、出票人
浙江湖州南浔经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湖州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1月21日，到期日2016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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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重庆麻柳沿江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因号码为32100051/
20092139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16年2月3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8月3日，出票人：重庆麻柳沿江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收款
人：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出票金额：9 380 000.00元；付款
银行：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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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8月19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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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遗失的3050327220253844号银行本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
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6年2月22日依法作出（2015）雨民催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11月 18日受理了申请人宁波昂亿丝针织品
有限公司因遗失由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乌山支行于
2015 年 10月 15日签发的票号为 31300051/33988141，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150000元的银行汇票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 2月
17日依法作出（2015）台民催字第 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宁波昂亿丝针织品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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