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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
释。

第一条 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
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
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
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
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美容
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
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当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
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起诉部分或
者全部就诊的医疗机构的，应予受理。

患者起诉部分就诊的医疗机构后，
当事人依法申请追加其他就诊的医疗机
构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应予准
许。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追加相
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第三条 患者因缺陷医疗产品受到
损害，起诉部分或者全部医疗产品的生
产者、销售者和医疗机构的，应予受
理。

患者仅起诉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
售者、医疗机构中部分主体，当事人依
法申请追加其他主体为共同被告或者第
三人的，应予准许。必要时，人民法院
可以依法追加相关当事人参加诉讼。

患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受到损害
提起侵权诉讼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条 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
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
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
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
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五条 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
据。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
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但属于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形的除

外。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
书面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
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
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第六条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
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
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
（治疗） 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
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
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机构
提交由其保管的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等，医疗机构未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
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
过错，但是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无法
提交的除外。

第七条 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
十九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交使用
医疗产品或者输入血液、受到损害的证
据。

患者无法提交使用医疗产品或者输
入血液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
据，依法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
许。

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
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
的，应当对医疗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血
液合格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八条 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
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前
款规定的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
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医疗损害鉴定
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人。

当事人就鉴定人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人民法院提出确定鉴定人的方法，
当事人同意的，按照该方法确定；当事
人不同意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鉴定人应当从具备相应鉴定能力、
符合鉴定要求的专家中确定。

第十条 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
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
分的鉴定材料。提交的鉴定材料不符合
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更换
或者补充相应材料。

在委托鉴定前，人民法院应当组织
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第十一条 委托鉴定书，应当有明
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鉴定人应当
按照委托鉴定的事项和要求进行鉴定。

下列专门性问题可以作为申请医疗
损害鉴定的事项：

（一）实施诊疗行为有无过错；
（二） 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
（三） 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说明义

务、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
的义务；

（四） 医疗产品是否有缺陷、该缺
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
及原因力的大小；

（五）患者损伤残疾程度；
（六） 患者的护理期、休息期、营

养期；
（七）其他专门性问题。
鉴定要求包括鉴定人的资质、鉴定

人的组成、鉴定程序、鉴定意见、鉴定
期限等。

第十二条 鉴定意见可以按照导致
患者损害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
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或者与患者

损害无因果关系，表述诊疗行为或者医
疗产品等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

第十三条 鉴定意见应当经当事人
质证。

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经人
民法院审查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
定人有必要出庭的，应当通知鉴定人出
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鉴定人通过书
面说明、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
方式作证的，可以准许。

鉴定人因健康原因、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
的，可以延期开庭；经人民法院许可，
也可以通过书面说明、视听传输技术或
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无前款规定理由，鉴定人拒绝出庭
作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又不认可的，
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通知一至二
名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
意见或者案件的其他专门性事实问题提
出意见，人民法院准许的，应当通知具
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前款规定的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
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经质
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五条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人
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其他当事人
认可的，可予采信。

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的医疗
损害鉴定意见，一方当事人不认可的，
应当提出明确的异议内容和理由。经审
查，有证据足以证明异议成立的，对鉴

定意见不予采信；异议不成立的，应
予采信。

第十六条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的过错，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进行
认定，可以综合考虑患者病情的紧急
程度、患者个体差异、当地的医疗水
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违反侵权责
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义务，但
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请求医疗
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
者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
时，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
属意见：

（一）近亲属不明的；
（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
（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
（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前款情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

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
施相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
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
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的
诊疗行为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请
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区
分不同情况，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八
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
确定各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
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
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
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因医疗产品的缺陷
或者输入不合格血液受到损害，患者
请求医疗机构，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缺
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
液提供机构追偿的，应予支持。

因医疗机构的过错使医疗产品存
在缺陷或者血液不合格，医疗产品的
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
担赔偿责任后，向医疗机构追偿的，
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缺陷医疗产品与医
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
同一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与医疗
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
任的，应予支持。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其他
责任主体追偿的，应当根据诊疗行为
与缺陷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
力大小确定相应的数额。

输入不合格血液与医疗机构的过
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
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三条 医疗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明知医疗产品存在缺陷仍
然生产、销售，造成患者死亡或者健
康严重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生产者、
销售者赔偿损失及二倍以下惩罚性赔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被侵权人同时起诉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人
民法院经审理，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医
疗机构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医
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残疾赔偿
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按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

（一） 一个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的，按照该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赔偿标
准执行；

（二）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均承担
责任的，可以按照其中赔偿标准较高
的医疗机构所在地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患者死亡后，其近
亲属请求医疗损害赔偿的，适用本解
释；支付患者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
费用的人请求赔偿该费用的，适用本
解释。

本解释所称的“医疗产品”包括
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等。

第二十六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
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
为准。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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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3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3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2月14日起施行）

法释〔2017〕2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已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13 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2月14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今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解释》）。就《解释》发布的背景
和主要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负责人。

问：《解释》起草的背景是什么？
答：医疗卫生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党中央高度
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上阐述了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
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
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为
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保障人
民健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快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周强院长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医疗
纠纷调解和司法解决机制，促进卫生与
健康事业的法治化治理，为增进人民健
康提供司法保障。

近年来，全国法院受理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数量总体上较为平稳。2014
年受理19944件，2015年受理23221件，
2016 年受理 21480 件，在整个民商事案
件中占比不大。但各方面普遍反映，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
案件调撤率低，其中有关举证责任、鉴定
程序、责任构成、责任承担等法律适用中
的争点、难点问题多，亟需统一裁判尺
度。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
研基础上，起草了《解释》，于2017年
3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13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7年12
月13日发布。《解释》 的制定和发布，
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实施
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促进平安医院建设，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有力举措。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解释》的起
草过程。

答：《解释》 的起草工作开始于
2011 年，历时 6 年多，前后修改 20 余
稿。我们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
进行调研，收集整理并认真研究了全国
各地法院制定的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数十万字的指导意见材料，先后多
次到浙江、北京、江苏、福建等地实地
调研；多次召开卫生系统座谈会，充分
听取卫计委有关部门、医学会、医学专
家和医院代表意见；在高校召开专家学
者论证会，认真听取法学、医学专家意
见；召开全国部分法院调研座谈会，听
取审理医疗损害案件一线办案法官意
见。经过起草小组多次讨论修改后，书
面征求卫计委、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
等单位、各高级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内相关部门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400

余条。在对各方意见认真梳理、充分研
究吸收后，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征求意见，最终形成送审稿提交院审判
委员会审议。

为广泛汇聚民意民智，把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充分反映到司法解释中，
2017 年 3 月 27 日，周强院长主持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解
释》 时，专门邀请了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列席会
议。《解释》审议通过后，我们又围绕
代表委员们所提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研究，对《解释》相关内容作了
有针对性的完善，最终发布实施。

问：起草《解释》遵循的基本原则
是什么？

答：《解释》的起草，主要遵循了
以下原则：

一是认真贯彻中央有关政策精神，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解释》的起草，认真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按照全面依法治国、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的总体部署和“一手抓严
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活动、一手抓医
疗纠纷预防与处理长效机制建设”的
工作要求，统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的裁判尺度，推动健全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法律适用的长效机制。

二是平衡好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与
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关系。

《解释》的起草，认真贯彻“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总
体要求，尊重医学自身的特点与规
律，合理分配医疗风险，既要依法保
护患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卫生与健
康事业的法治化发展，从而实现为增

进人民健康福祉提供法治保障、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司法
目标。

三是坚持合法性解释原则。《解
释》的起草，按照崇尚法治、尊重法
律、恪守规则的精神，紧紧围绕侵权
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于法
律规定较为原则的规则予以细化，以
更有效的指导审判实践。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与总结审判经
验相结合。《解释》针对当前审判实
践中亟需解决且有一定普遍性的问
题，通过梳理并总结吸收各地审判实
践经验，比如北京、上海、安徽、广
东、江苏等地关于诊疗过错认定、产
品责任承担等的经验做法，对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难点、争点问
题作了细化规定。

问：《解释》对医疗美容损害责
任纠纷的法律适用是如何规定的？

答：审判实践中，因为美容问题
引发的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尤其是对
此类纠纷是否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的范畴争议较大。明确医疗美容损害
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规范
医疗美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具有重要意
义。 ⇨⇨下转第四版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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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扬州江亚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付款行为杭州银行
合肥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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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扬州江亚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号码为31300051 43923156、出票金额为10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9月27日、到期日为2018年3月27日、出票人为合肥合锻智能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建湖县成名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背书人
为建湖县成名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上海凯源泵业有限公司、上海昌翔实
业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扬州江亚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三、自公告之日
起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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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景融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因票据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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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芜湖景融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4020005128151912，票面金额100000元整，出票日2017年5月23
日，到期日2017年11月23日，付款行为芜湖扬子农商行，出票人
芜湖市鸠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芜湖市三联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依次背书转让给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芜
湖景融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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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政成陶瓷有限公司因遗失佛山农村商业银行
支票1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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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佛山市政成陶瓷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编
号为31404430 38299539、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10日、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 404446.00元、出票人为佛山市政成陶瓷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空白的佛山农村商业银行支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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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岳阳博锐泰测控仪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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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岳阳博锐泰
测控仪表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30400051-
21674780，票面金额为22,450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8日，出票
人为湖北金润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岳阳博锐泰测控仪表有限公
司，最后持有人为岳阳博锐泰测控仪表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华夏银
行硚口支行。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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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银行承兑汇票（票据
号码为：30300051-2438932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19800元，出票
人为北大医药武汉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持票人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行为中国光大银行
武汉分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经本院审查，决定受理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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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此期间内，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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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苏坤申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800051 20336063、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3月17日，金额为5万元、出票人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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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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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苏坤申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800051 20336064、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3月17日，金额为5万元、出票人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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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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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票号为 31800051 20336065、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1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17日，金额为 5万元、出票人为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被
背书人江苏坤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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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隆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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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江苏隆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汇票，票号
为90400041 21012694、出票日期为2016年10月17日、付款期限
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金额为100000元、申请人为江苏隆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睢宁县国库支付中心—清算专户。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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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东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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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苏省东图城乡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汇票，票号为00100041 26416504、
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7日、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金额为6000
元、申请人为江苏省东图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如皋市财政局。
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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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宏润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姜堰支行2017年
6月8日签发的，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江阴盛宝莱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收款人江阴夏立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票号为1030005227519051
号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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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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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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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塞山区上沪阀门管道销售处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1份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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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西塞山区上沪阀门管道销售处。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10200052／25896452，金额人民币贰拾万
元整，出票人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中核苏
阀球阀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付款期限
为2017年10月5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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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百灵汽车电气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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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南京百灵汽车电气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50005121336590，出票人为苏州富时捷
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一员电器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南
京百灵汽车电气机械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7年 11月 3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5月3日，票面金额为2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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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宁市华兴冶化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4953859，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为湖
北诚挚铸件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年 5月 3日，汇票到期日
期为2017年11月3日，收款人为郧县华明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最
后背书人为济南汇锦川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常宁市华兴冶
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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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6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常宁市华兴冶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号码
31400051/24953859、票面金额 10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常宁市华兴冶化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湖北]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华森散热器制
造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由广发银行南京分
行湖南路支行出具的票号为 30600051 22209583、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11 月 5 日，金额为 20 万
元、出票人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中邦制药有
限公司、被背书人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永嘉五湖
贸易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浙江华森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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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23 日做出(2017)苏 0105 民催 1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江华森散热器制造有限公司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受理了申请人城印国际城市规划与设
计（北京）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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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5日依法作出(2017)
京0108民催9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北京东
升路支行票面号码为10200044 20469368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城印国际城市规划与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史赛克（北京）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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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5日依法作出了
（2017）京 0108民催 11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交通银行北京西三
环支行票面号码为 3010005122848717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史赛克（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有权
向付款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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