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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某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案

【典型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一些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有一些不规范行
为。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1日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强调，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
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
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
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
袱，轻装前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
见》（以下简称《产权意见》）亦明确
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
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
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
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
题。”本案张某借用其他企业名义为其
自己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
符合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但张某并
不具有偷逃税收的目的，其行为未对
国家造成税收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
性。一审法院在法定刑之下判决其承
担刑事责任，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虽然对于本案判决结果，被告人
并未上诉，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刑
法的谦抑性要求认为，本案不应定罪
处罚，故未核准一审判决，并撤销一审
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最终，本案一
审法院宣告张某无罪，切实保护了民营
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将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和《产权意见》关于“以发展眼光
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
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的要求落到实处。本
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全国法院在司法审判
中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发展
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不规范问
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本案情】
2004 年，被告人张某与他人合伙

成立个体企业某龙骨厂，张某负责生产
经营活动。因某龙骨厂系小规模纳税
人，无法为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张某遂以他人开办的鑫源公司名义
对外签订销售合同。2006 年至 2007 年
间，张某先后与六家公司签订轻钢龙骨
销售合同，购货单位均将货款汇入鑫源
公司账户，鑫源公司并为上述六家公司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53 张，价税
合 计 4457701.36 元 ， 税 额 647700.18
元。基于以上事实，某州市人民检察院
指控被告人张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

【裁判结果】
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

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法定
刑以下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张某在法
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院未抗诉。某
州市人民法院依法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
张某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
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
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
认定张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
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不核准并撤销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
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该案经某
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宣告张某无
罪。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 （2016） 最高法刑核 51732773
号刑事裁定书。

二、中科公司与某某县
国土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纠纷案

【典型意义】
当前，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过

程中以“新官不理旧账”、政策变化、
规划调整等理由违约、毁约，侵犯了民
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同程度存
在。对此，《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大
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地方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
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认
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
合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
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
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也明确要
求：“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
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
补偿救济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
营 造 良 好 法 治 环 境 的 通 知》（法
〔2018〕1号）则更具体要求：“对于确
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当事人
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
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请求。对于当事人
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为最高
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案件，针对地方政府
的违约毁约行为，依法判决政府有关部
门承担违约责任，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
在招商引资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兑现
其依法作出的承诺，对于推动地方政府
守信践诺和依法行政，保护企业家合法
生产经营权益，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处理同类案件
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2009 年，某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高科技项目，中科公司与某某县国土局
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实际占
有、开发建设案涉工业用地。在中科公
司积极投资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调整
了包括中科公司案涉土地在内的200余
亩用地规划。案涉土地被政府单方收回
并由某某县国土局另行高价出让，由其
他公司拍得并开发房地产。中科公司的
投资建设被拆除，其损失未获赔偿。中
科公司于2013年1月以某某管委会和某
某县国土局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
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以本案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纠纷并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
由裁定驳回起诉。中科公司不服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审
理。一审法院审理后，仅判决支持了中
科公司地上物的基建损失，未考虑到民
营企业的履行利益损失。中科公司不
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地方政府
招商引资出让土地使用权给中科公司，
后又单方收回另行出让给案外人，导致
案涉出让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客观上终
结了招商引资进程，违背了中科公司落
地投产的意愿，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
相应责任。中科公司请求解除合同并返
还已经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投资款、租金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
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
综合考虑某某县国土局因违约行为的获
利、案涉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利益、
中科公司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额、资金使
用利益的损失及未来经营收益、市场风
险等因素，判决某某县国土局赔偿中科
公司直接损失及相关合同利益总计一千
万余元。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 （2017） 最高法民终340号民事
判决书。

三、王某等人与某某港
公司合同纠纷案

【典型意义】
《产权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土

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
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
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实践中，一些
法院存在将同公共利益仅具有牵连关系
的争议排除在民事争议范围之外的片面
做法，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权人和企
业家的维权成本，使得产权人和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甚至使
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本案中，王
某等人积极配合相关铁路线路的施工，
并得到了有关政府文件的认可，但之后
的相关经营损失及员工误工和遣散费等
却迟迟得不到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政府并未对案涉矿场进行行政征
收，王某等人和施工企业就其案涉矿场
的补偿问题的诉讼，属于平等主体之间
的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据此，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了二审判决，维
持了一审判决，支持了王某等人赔偿损
失的请求，这有利于切实强化各类市场
主体的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
识。本案对于进一步合理界定征收征用
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
具有典型的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某铁路客运专线规划线路需穿越王

某等人投资经营的水田石矿场，因采石
爆破会给穿越该矿场的隧道造成安全危
险，某某港铁路客运专线设计单位于
2005 年 12 月 6 日致函某某市政府，请
求该政府协调关闭该水田石矿场。经某
某市政府协调，水田石矿场停产，就有
关关闭补偿事宜由王某等人与某某港铁
路客运专线建设单位通过协商解决。某
某港公司成立后，亦同意协商解决水田
石矿场停产补偿事宜，并于2007年6月
中旬致函某某市政府，委托某某市政府
协调办理水田石矿场的补偿事宜。经某
某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某某港
公司与王某等人，某某港铁路客运专线
如期开工。水田石矿场于2008年2月收
到预付补偿款 5000 万元，而对于双方
此前协商的生产线机器设备残值、填土
费、青苗费等补偿款和经营损失、员工
误工及遣散费，则未得到补偿。王某等
人于 2014 年提起诉讼，请求某某港公
司支付拖欠的生产线补偿费954.68万元
及利息损失约229.12万元，赔偿经营损
失 14378 万元及利息 3450.72 万元，赔
偿员工误工及遣散费648万元及利息损
失约155.52万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王某等人关于

某某港公司支付尚欠补偿款、经营损
失、员工误工及遣散费 54410758 元的
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由政府部门
主导关闭王某等人经营的水田石矿场
后，双方因补偿问题引发的纠纷，应当
参照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
定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裁决，不应作为
民事案件受理。据此，二审法院裁定撤
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等人的起
诉。王某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
为，政府并未对案涉矿场进行行政征
收，王某等人和施工企业就其案涉矿场
的补偿问题的诉讼，属于平等主体之间
的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二审法
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
合同纠纷，并驳回王某等人的起诉，适
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最高人
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

一审判决。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民再428号民事判决书。

四、北京某源公司与某
某汇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

【典型意义】
“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系当

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权意见》明确
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
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
探索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情节严重的恶
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权
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制定司法
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等形式，不断倡导采用裁量性
赔偿、合理开支单独计算等方式提高商
标侵权等知识产权案件赔偿数额。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侵权事实基础上，
综合考虑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知名度，侵
权人的主观恶意、生产销售范围以及对
相关公众造成实际混淆的后果等因素，
依据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
了较高的赔偿额，不仅使权利人受损利
益得到有效救济，也让侵权人不因侵权
行为而获利，彰显了人民法院着力解决
实践中存在的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
成本高等问题。本案人民法院在现行法
律中并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情况
下，采用裁量性赔偿方法，加大对知识
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对于处理同类案
件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北京某源公司系 商标和

商标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32
类，主要是果汁和果汁饮料等。该两注
册商标经过大量使用和宣传，具有较高
的市场声誉，并经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
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某某汇源公司在
其生产销售的三种水果罐头商品上使用

“ ”图文组合标识及“ ”文字
标识的、在网站宣传中使用“ ”图
文组合标识及“汇源”文字标识。北京
某源公司为证明某某汇源公司应当赔偿
的损失数额，提供了来源于某某汇源公
司工商档案中的《专项审计报告》，证
明某某汇源公司侵权期间获得的销售利
润为 1.03 亿元，营业利润为 9077 万
元，同时某某汇源公司在其宣传网站记
载“预计年销售额2 亿元”内容。 北
京某源公司请求之一为赔偿经济损失及
合理费用1亿元。

【裁判结果】
针对北京某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

请求，一审法院判决某某汇源公司赔偿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00万元。北京某源公司认为赔偿数额
过低，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确定商
标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应综合考虑案
涉商标的知名度、侵权产品的类型与产
量、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产品的生
产销售范围以及对相关公众造成实际混
淆的后果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赔偿额
仅考虑了水果罐头的生产和销售量，而
没有考虑某某汇源公司还侵权生产冰糖
山药罐头和八宝粥等两种侵权产品，且
鉴于某某汇源公司主观恶意明显，为使
北京某源公司受损利益得到补偿，让侵
权人某某汇源公司的侵权行为无利可
图，根据北京某源公司所提交的某某汇
源公司销售额以及获利情况的证据，最
高人民法院判决，某某汇源公司赔偿北
京某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五、天新公司、魏某申
请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
国家赔偿案

【典型意义】
在刑事办案实践中，在处理企业

家犯罪时混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
法人财产、企业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
的情况时有发生。《产权意见》对此
明确要求：“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
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采取查
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
时，要依法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
法人财产。对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
等自然人违法，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
不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
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
通知》 亦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

“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
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
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本案中，人民法院严格区分了企业家
犯罪所得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财
产，依法纠正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
中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财产的不当
处理行为，充分将《产权意见》和最
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政策落到实处，
具有典型指引价值。

【基本案情】
魏 某 原 系 某 无 线 电 服 务 部 经

理，该服务部于 2002 年 8 月 22 日改
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天新公司，魏某
任天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无线
电服务部自 1993 年起建立账外账资
金。1998 年起该账外账资金由魏某
掌管使用。某某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2006） 江阳刑初字第 183 号刑事判
决认定被告人魏某犯挪用资金罪，
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经某某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 某 省 某 某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于
2006 年 7 月 14 日收取了魏某退交的
20 万元赃款，另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6 月 21 日、7 月 3 日分别扣押天
新公司资金 121.20 万元、15 万元、
25万元，并将上述扣押款项分161.20
万元、20 万元两笔交至某某省某某
市财政局，该局《四川省行政罚没收
据》处罚摘要注明为“罚没款”。

天新公司、魏某向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解除扣押或
返还天新公司、魏某被某某省某某市
人民检察院扣押的企业及个人银行存
款及现金181.20万元，并支付天新公
司银行存款106.90万元、魏某个人银
行存款4万元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经审理认为，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
院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0万元，
虽然包含魏某个人保管的账外账资
金，可能带来违规违法管理资金的相
应法律责任，但所保管资金所有权并
未转移，仍然属于天新公司所有，故
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扣押该
161.20万元资金系错误扣押案外人财
产，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扣押、冻
结，退还原主。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
察院没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时将扣
押的上述资金退还天新公司，而是将
181.20 万元扣押资金按罚没款处理，
全部缴纳至财政部门，处理不当。某
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应将扣押、处
分的181.20万元返还给天新公司，并
支付相应的利息。据此，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某某省某
某市人民检察院返还天新公司扣押资

金181.2万元，并支付扣押资金的利
息180250.48元。

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 （2016） 川委赔 32 号国
家赔偿决定书。

六、李某、腾飞龙公司
执行申诉案

【典型意义】
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过程中，对

建筑物等财产超标的查封，不允许民
营企业处分该超标的部分财产的行
为，既不利于产权人充分发挥其财产
价值，也侵害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产权意见》要求：“完善涉案财物保
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
做到公开公正和规范高效。”本案中
案涉328套房屋被查封、评估后，案
涉民营企业进行了复工，使查封的房
屋实现了升值。申诉人据此事由向执
行法院提起异议，请求中止拍卖，重
新评估并解除超标的部分的查封，理
据充分。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
执行法院重新对申诉人提起的事由进
行审查，并根据查封标的物市场价值
重新评估，解除超标的查封部分。本
案处理有利于推动和规范涉案财物鉴
定、估价、拍卖等制度的完善，确保
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本案
的处理，对于在执行中针对确定被查
封标的物价值的同类案件具有典型指
引价值。

【基本案情】
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

许某申请执行李某、腾飞龙公司民
间借贷执行案中，查封了腾飞龙公
司开发的案涉楼盘的 328 套在建房
屋，并在评估后对案涉房屋启动拍
卖程序。李某、腾飞龙公司认为，
案涉房屋被评估时正处于停工状
态；评估后，案涉房屋又进行了复
工并已基本完工，共投入资金逾 1
亿元，房屋价值已发生重大变化，
但执行法院在拟处置程序中，并没
有对案涉房屋重新评估，仍以复工
前的评估价值对房屋进行整体拍
卖，属于超标的查封和拍卖房产。
李某、腾飞龙公司先后向某某港市
中级人民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异议和复议，请求中止
拍卖，对案涉房产价值重新评估，
并根据新的评估价格解除对超标的
房屋的查封。李某、腾飞龙公司的
申请相继被驳回后，向最高人民法
院申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案涉房

屋在评估后又进行复工，执行房产的
现状及价值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申诉
人据此向执行法院提起异议，请求中
止拍卖，重新评估并解除超标的部分
的查封，执行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执
行异议，有损害申诉人企业产权和其
他合法权益之虞。某某港市中级人民
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申
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材料未予审查，
遗漏当事人请求。据此，最高人民法
院作出 （2017） 最高法执监401号执
行裁定，依法撤销了某某港市中级人
民法院、某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
执行异议裁定和执行复议裁定，将该
案交由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
查。

该案发回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新审查期间，某某港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基于其他事由，裁定中止本案的
执行，支持了申诉人的主张。

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执监401号
执行裁定书。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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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秦州区锋利特精密模具配件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票据票号为 31000051/25428307，票据金
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江阴长庄金属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江苏中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浦发江阴支行营业部。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5月 31日，向本院申报权利。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通知浦发江
阴支行营业部在公示催告期间停止支付上述票据，以保护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美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 1 份号码为
90400041/21028904的江苏银行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案号（2018）苏0602民催24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南通美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江苏银行
银行汇票、号码90400041/21028904、票面金额人民币19000元、出
票人南通美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天生产业新城南通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2月23日、付款日期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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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安震旦胜日应用材料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
票 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32300051
20072777，面额人民币 50 000 元，出票人上海和活实业有限公
司，收款人上海昱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30日，到期日2019年1月30
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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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市大东区金鑫鹏不锈钢制品加工处持有银行转
账支票 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30802130 91178876，面额人民币 57 718元，出票人沈阳市大东
区金鑫鹏不锈钢制品加工处，收款人空白，付款银行招商银行沈
阳北顺城支行，出票日期空白。经审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
予以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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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258，面额人民币 100 000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23日，到期日2019年1月
2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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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278，面额人民币 100 000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23日，到期日2019年1月
2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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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281，面额人民币 100 000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23日，到期日2019年1月
2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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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275，面额人民币 100 000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23日，到期日2019年1月
2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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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261，面额人民币 100 000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7月23日，到期日2019年1月
2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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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091，面额人民币 50 000 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
银行，出票日期 2018 年 7 月 23 日，到期日 2019 年 1 月 23 日。现
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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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菏泽亚兴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2300051
20069115，面额人民币 50 000 元，出票人大连益佳源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辽宁振兴
银行，出票日期 2018 年 7 月 23 日，到期日 2019 年 1 月 23 日。现
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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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厦门北林实业有限公司因公司工作人员在公司搬迁

过程中保管不善，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号码为 31300051
48069404、出票人为辽宁基瑞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 100,000.00元、付款行为营口银行鞍山分行账务处理中心、收
款人为鞍山市隆驰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5月21日、
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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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厦门北林实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号码为31300051 48069404、出票人为辽宁基瑞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元、付款行为营口银行鞍山
分行账务处理中心、收款人为鞍山市隆驰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2018年5月21日、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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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因遗失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1张（票据号码为3140005130422247、签发行为潍坊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支行、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人为潍坊瑞
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三元玻璃集团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8年4月17日、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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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三龙三合板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31300051/42669330、出票金额壹拾万元、出票日期2017年7月17
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1月17日、出票人烟台仁千康商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济南索菲莱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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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三博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丢失浙商银行济南
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1600051/21065322；出票人为
同，山东同弘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发药业有限公司；背
书人空白；金额为1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8年7月12日，到期日

为2019年1月12日申请公示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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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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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沃地丰生物肥料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号码为 30300051 23385022，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22
日，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1日，票面金额为200000元，付款行为
中国光大银行潍坊分行，出票人为潍坊市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已受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郓城恒信釉料制品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号码为 31300052 30080323，出票日期为 2018年 4月 11日，
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1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付款行为潍坊
银行潍徐路支行，出票人为潍坊市冠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烟台市钦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已受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丢失（号码为 30300051 23383110，出票日期为 2018年 2
月6日，到期日为2018年8月3日，票面金额为500000元，付款行
为中国光大银行潍坊分行，出票人为诸城国汇建设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诸城龙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已受理。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号码为30300051 23383116，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6
日，到期日为2018年8月3日，票面金额为500000元，付款行为中
国光大银行潍坊分行，出票人为诸城国汇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诸城龙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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