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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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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局）， 解放军
军事法院、 军事检察院， 总政治部保卫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
建设兵团分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 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在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学习， 切实贯彻执行。 执行中遇到的重
要问题， 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印发《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
院、 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惩治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
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侦查、起诉、

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的管辖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由犯罪地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必要时， 可以由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地， 包
括侵权产品制造地、 储存地、 运输地、

销售地， 传播侵权作品、 销售侵权产
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 网络接入地、

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 侵权
作品上传者所在地， 权利人受到实际
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对有多个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 由最初受理的
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管
辖。 多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公安
机关对管辖有争议的， 由共同的上级
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需要提请批准逮
捕、 移送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的， 由
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受理。

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 犯罪团伙跨
地区实施的涉及同一批侵权产品的制
造、储存、运输、销售等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行为，符合并案处理要求的，有关公安
机关可以一并立案侦查， 需要提请批准
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
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受理。

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中行政执法部门收集、调取
证据的效力问题

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
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
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审查， 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
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
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 公安机关认为有
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 应当依法重
新收集、制作。

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的抽样取证问题和委托鉴
定问题

公安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抽样取证，或
者商请同级行政执法部门、 有关检验机
构协助抽样取证。法律、法规对抽样机构
或者抽样方法有规定的， 应当委托规定
的机构并按照规定方法抽取样品。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 对于需
要鉴定的事项， 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有
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
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听取权利人、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鉴定结论的意见，可
以要求鉴定机构作出相应说明。

四、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自
诉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自诉案件， 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
能取得的证据， 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
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调取。

五、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
规定的“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问题

名称相同的商品以及名称不同但指
同一事物的商品，可以认定为“同一种商
品”。“名称”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对商品使用的
名称，通常即《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
际分类》中规定的商品名称。 “名称不同
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 是指在功能、用
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
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 相关公众一般认
为是同一种事物的商品。

认定“同一种商品”，应当在权利人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行为人实际
生产销售的商品之间进行比较。

六、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
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
标”的认定问题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

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 与注册商标之间
仅有细微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
等之间的间距， 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
特征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的；

（四）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
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七、关于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
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产品价
值是否计入非法经营数额的问题

在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假
冒注册商标侵权产品价值时， 对于已经制
作完成但尚未附着（含加贴）或者尚未全部
附着（含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

如果有确实、 充分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
他人注册商标，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八、 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或者部分
销售情形的定罪量刑问题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
四条的规定，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

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

已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 但与尚未销售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十

五万元以上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 货值
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五万
元、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
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
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
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
幅度的， 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
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九、 关于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
或者部分销售情形的定罪问题

销售他人伪造、 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
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
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六万件以上的；

（二）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
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三万件以上
的；

（三）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 已销售标识数量不满二万
件， 但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在六万件
以上的；

（四）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
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 已销售标识数量
不满一万件， 但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
在三万件以上的。

十、 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
“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问题

除销售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

（一）以在他人作品中刊登收费广告、

捆绑第三方作品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
费用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或
者利用他人上传的侵权作品， 在网站或者
网页上提供刊登收费广告服务， 直接或者
间接收取费用的；

（三）以会员制方式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他人作品，收取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的；

（四）其他利用他人作品牟利的情形。

十一、 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
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认定问题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一般应当依据著
作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 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 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
的著作权认证机构出具的涉案作品版权认
证文书， 或者证明出版者、 复制发行者伪
造、 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
范围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在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
案件中，上述证据确实难以一一取得，但有
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 复制发
行的，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
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的， 可以认
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有证据证
明权利人放弃权利、 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不
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或者著作权保护期
限已经届满的除外。

十二、 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
条规定的“发行”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
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
著作权构成犯罪的， 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
罪处罚，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

十三、 关于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问题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
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录像作品、录音
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传播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五百
件（部）以上的；

（三）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
到五万次以上的；

（四）以会员制方式传播他人作品，注
册会员达到一千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
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
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六）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数额或者数量
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
倍以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十四、 关于多次实施侵犯知识
产权行为累计计算数额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
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
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

二年内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
为，未经行政处理，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行为的追诉期限，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

不受前述二年的限制。

十五、 关于为他人实施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提供原材料、 机械设备
等行为的定性问题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
为其提供生产、 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
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
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或者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
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
务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六、 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竞合的处理问题

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同时
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依照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讯 （记者
韩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
天召开新闻通报会， 通报了包括黄光
裕案、 央视大火案在内的“

2010

年
度十大典型案件”。 这是该院建院

15

年来首次对外通报年度十大案件， 也
是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公开、 透明的
新举措。

北京二中院管辖北京东部八区
县， 受地域特点影响， 审判、 执行工
作中的新类型案件、 敏感性强的案
件、 群体性案件较多。 此次通报的十
大典型案件分别是： 黄光裕案、 央视
大火案、 密云

18

人恶势力案、 丈夫
拒绝签字致孕妇死亡案、 高速通行卡
丢失首发按最远端收费案、 新婚夫妇
登长城雷击身亡案、 百度与

360

不正
当竞争案、 真假开心网不正当竞争
案、 全国首例互联网电视机侵犯信息

网络传播权案和碧溪广场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执行案。 十大案件涵盖了刑事、 民
事、 知产、 执行等各种案件类型， 均具
有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大、 案情疑难复
杂等特点。

北京二中院副院长、 新闻发言人白
山云在通报会上介绍说，

2010

年， 该
院审判工作呈现收案平稳、 结案上升、

未结案下降的良好态势。 全年新收案件
2.83

万件， 同比增长
2.2%

， 审结
2.84

万件， 同比增长
2.1%

， 未结案
530

件，

同比下降
8.1%

， 结案率达
98.2%

。 为
充分利用好典型案件的价值， 发挥典型
案件的辐射效应， 回应人民群众对重大
案件审判、 执行结果的关注， 进一步促
进审判工作的公开、 透明， 北京二中院
组织部分媒体代表组成评选委员会评选
出十大案件。 本报作为媒体代表参与了
评选。

精审典型案件 打造“品牌”法院

北京二中院通报
2010

年度十大典型案件

■法官说法■

猜谜， 是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娱乐活
动，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却利用谜语
进行赌博。

1

月
5

日， 利用猜谜语赢大奖方式进
行赌博的被告人张永生、 慎青峰被河南省
新密市人民法院依法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自
2010

年
8

月
7

日开始， 被告人张永生、 慎青峰等人设

立赌局， 以猜谜语中大奖为诱饵， 以
1

比
20

的高额回报为诱惑， 诱骗群众买票
参与。 截至去年

8

月
21

日被查封时， 被
告人张永生、 慎青峰等人设立的赌局共

开设
130

多场， 参与人员上千人次， 涉
案金额

7

万余元。

案发后， 张永生交代说， 这些所谓的
猜谜， 全是骗人的。 因为谜底由他说了

算， 就算群众猜对了， 仍然说没有猜中。

因为他在规则里早已经写明， “对谜底不
做任何解释”。 那些作为谜面的诗有的是
他们从书上抄下来乱改的， 或者就是自己
胡编乱造的， 有些和谜底根本就没有关
系。

经法庭调查， 张永生组织的“有奖智
谜竞猜活动” 在活动之初， 会先让一些参
与者中奖， 引诱更多人投注。 越到后来，

投注金额越大， 少则十多元， 多的上千
元， 但真正中大奖的人却没有一个。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永生、 慎
青峰以营利为目的， 以智谜竞猜为名， 在
固定场所连续进行赌博十余天， 情节严
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被告人
慎青峰还系累犯， 应从重处罚。 据此， 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猜谜赢大奖 变脸成赌博

河南新密法院判决“设谜人”构成开设赌场罪
张胜利王海强段占魁

本案承办法官介绍， 开设赌场罪， 是
指为他人赌博设立、 提供场所的行为。 只
要行为人符合上述行为特点， 不论组织的
人数或者赌博金额的大小， 都将构成本
罪。

开设赌场罪是
2006

年从赌博罪中分
离出来的新罪名。 由于开设赌场吸引他
人赌博， 参赌人数多、 赌资数额大， 社
会危害较之一般的聚众赌博更加严重，

因此， 刑法特将“开设赌场罪” 单列于

赌博罪之外。

承办法官说， 本案中， 张永生、 慎青
峰的行为形式上是智谜竞猜， 但谜面与谜
底是否相符不能确定， 即使如被告人张永
生所说谜面与谜底相符， 但其一个谜面设
置多个谜底的行为就是变相赌博。 虽然被
告人慎青峰辩解其与张永生不是合伙人，

只是受其雇用帮忙， 但其不否定张永生雇
用他的目的是帮忙招呼场子， 防止他人闹
事， 且开票人系慎青峰所找， 也就是说慎

青峰在开设赌场的活动中有很大的帮助作
用， 属于分工不同， 但均起主要作用， 应
以主犯论处。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 参赌
人数累计达到

120

人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本案中， 被告人张永生、 慎青
峰连续开设赌场

130

余场， 参赌人数远远
超出

120

人， 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
件， 因此应以开设赌场罪追究二人的法律
责任。

本院受理的北京微斯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破产还债案件，

经审计：北京微斯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北京微斯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提请本院
终结北京微斯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依法作出（

2008

）一中民破字第
2168

号民事裁定，终
结北京微斯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
7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的申请于
同日裁定受理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裁定宣告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

2010

年
12

月
14

日，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北京
龙发贸易公司破产财产总额为

172.63

元，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
产管理人已支付破产费用为

3360

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请求本院终结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
认为，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北京龙发贸易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
7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的申请于同日裁定受理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 本院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裁定宣告北京翔都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

2010

年
12

月
14

日，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财产总额为

11.43

元， 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
理人已支付破产费用

4460

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请求本院终结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
认为，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
定，裁定：终结北京翔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
7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北京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的申请于同日裁定受理北京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裁定宣告北京中垦
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2010

年
12

月
17

日，北京中垦东
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北京中垦
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总额为

1263.47

元， 北京中垦
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已支付破产费用

1621

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请求本院终结北京中垦东方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北京中垦东方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终结北京
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
7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北京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 查明，

2010

年
6

月
17

日，北京信宏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信宏审字

[2010]1042

号《审计报告》”，其中记载
截止到

2009

年
7

月
28

日， 中垦东方公司的资产总额是
2071700

元，负债总额
3924900

元，所有者权益是
-1853200

元。

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本院确认， 无异议的债权金额是
12152219.82

元。 本院认为，根据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
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

[2007]27

号《关于下达中国农垦（集团）总
公司所属

87

户企业关闭破产项目的通知》、北京信宏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债权申报情况和破产管理
人对中垦东方公司债权、债务清理的情况，表明中垦东方公司
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应
予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裁定宣告
北京中垦东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依法受理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
作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于

2009

年
7

月
9

日依法裁定宣告
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破产。 经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
司破产管理人清算，发现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的财产不
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破产管理人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申请本院终结对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

司的破产程序。 经本院审查，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破产
管理人的申请属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作出（

2009

）二
中民破字第

01384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
作公司的破产程序，债权人的债权不再清偿。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齿轮厂申请
宣告破产案。 依据《破产法》有关规定，公告如下：债权人自收到
通知后一个月内， 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本院指定天津
市齿轮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定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
68

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
司建筑工程公司水电工程部申请宣告破产案。 依据《破产法》有关
规定，公告如下：债权人自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
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按《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本院指定天津市机电工
业总公司建筑工程公司水电工程部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北
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十一经路
6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
时出席。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天工缝纫机
零件总厂申请宣告破产案。依据《破产法》有关规定，公告如下：债
权人自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本院指定天津
市天工缝纫机零件总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天津市河北
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
68

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阀门公司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应当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人逾期申
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本院指定天津市阀门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天津市
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本院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三）上午十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阀门厂申请
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
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人逾期申报
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 本院指定天津市阀门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天津市
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本院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十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日用化学助
剂厂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
关规定，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
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提交有关证据；债
权人逾期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处理。本院指定天津市日用化学助剂厂破产清算组
为管理人（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本
院定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在本院（地址：天
津市东丽区先锋路）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液压件二厂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
定，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人
逾期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本院指定天津市液压件二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

邮编：

300010

）。 本院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本院（地址：天津
市东丽区先锋路）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届时出席。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阜阳市联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债务人阜阳

市联运公司现有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共债权
人分配。本院根据受理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依
法作出（

2010

）阜民破字
0001-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阜阳
市联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白银市乡镇企业供销公司的申请， 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裁定立案受理了白银市乡镇企业供销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白银市乡镇企业供销公司破产清算
组担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其处理事务的地址在甘肃省白银市
白银区人民路

100

号市政府旧统办楼十一楼
C

区（联系人：李
忠，联系电话：

0943-8251138

，邮编：

730900

）。 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

4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同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是连带债权等情况，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 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3

月
6

日
15

时在市政府旧统办楼十一楼
C

区会议室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或委托代理人应
当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和授权
委托书。 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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