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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公司怠于收费房产中介起诉追损失

拉拢他人偷渡打工以身试法换来刑罚

■新闻观察■

■最新审判■

私自安装摄像头侵犯隐私要拆除

拆东墙补西墙“养卡”养出纷争

本报记者郑金雄本报通讯员朱新风

“养卡”涉嫌欺诈

本报讯北京一家房产经纪公司在收回代为出租的
房屋时， 发现该房屋出租两年的时间， 自来水公司竟然
没有查过一次表、 收过一次费， 租户撇下押金一走了
之， 留下

633

吨水费的账单。 房产经纪公司为此将自来
水公司起诉到法院， 要求其承担这笔水费损失。

房产经纪公司起诉称，

2008

年
3

月起公司代理出
租丰台区某处房屋一套。

2010

年
3

月房屋内租户退房
时， 公司发现自

2008

年该租户入住到退房期间从未交
过水费。 向自来水公司查询， 该房屋最后一次交水费
时间是

2008

年
3

月， 表数为
714

， 至
2010

年
3

月的
表数为

1347

， 期间从未抄水表下水费单子， 也无任何
欠费记录。 此后房产经纪公司又将该房屋租给其他租
户。

2010

年
8

月份自来水公司找到房主称不交费就停
水， 并在

2010

年
9

月， 向房产经纪公司出具了水费缴
费通知单， 房产经纪公司不得不缴纳了该房屋

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8

月期间的水费共计
2540

元。

房产经纪公司认为， 自来水公司应每两个月抄一次
水表并出具缴费通知单， 但由于自来水公司未及时正
常入户查表， 导致房产经纪公司无法向租户收取水费。

自来水公司的上述不当行为导致公司遭受损失， 故房
房产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自来水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2388

元。

目前， 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苏洁）

本报讯
1

月
11

日，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判决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案， 依法判处被告人刘
兰顺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处
罚金

1

万元， 并没收其非法所得
5000

元。

2010

年
3

月， 被告人刘兰顺在得知廖某、 熊某
（另案处理） 能将偷渡人员夹带在旅游团中偷渡到韩国
打工的情况， 刘兰顺便找到想去外国打工的万某， 收取
5.5

万元为其办签证费用。 刘兰顺从中扣留了
5000

元为
己有， 另将

5

万元交给熊某， 由熊某通过浙江某旅行社
申请到日本驻上海总领馆日本国团队旅游签证等费用，

出国后准备从日本返回途中时免签进入韩国并滞留。

4

月
5

日， 万某从南昌到广州与被告人刘兰顺及廖某等其
他偷渡人员碰面， 准备在

4

月
9

日以团队旅游身份从广
州南沙码头出境至香港再转至日本， 最终滞留韩国务
工。

4

月
8

日， 刘兰顺在广州被抓获归案， 万某去韩国
打工未能得逞。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兰顺伙同他人为牟取非
法利益， 引诱、 拉拢

1

人以境外旅游的名义出境， 滞留
境外非法劳务， 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 因
其在犯罪过程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且因意志外原因未
得逞， 属犯罪未遂， 可从轻处罚， 又因其曾因犯罪被判
刑， 有酌定从重的情节， 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吴云余建文）

本报讯潘先生私自安装摄像头， 被邻居以侵犯隐
私权为由告上法庭。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此
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潘先生拆除涉案监控摄像头。

2010

年
7

月， 潘先生因自家门前及楼道经常出现
污物， 遂在房门外上方及南阳台上方外墙处各安装了一
个监控摄像头， 看看是谁在搞恶作剧。

原告章老太诉称， 被告安装的摄像头监控范围包括
原告南阳台外侧、 双方公用的北阳台以及楼梯走道， 使
得原告在公用部位的进出以及晾晒衣服的情况都能被看
到， 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

被告辩称， 作为房屋的产权人和目前实际居住人，

自家的摄像头无论从安装位置、 摄程范围及拍摄功能、

角度等， 均无法窥视到原告的个人隐私， 也未占用公用
部位， 不构成侵权。

法院认为， 本案被告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其监控范
围属公共及公用区域， 包括与原告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
的公用部位， 被告的上述行为足以侵害到原告的隐私
权。 且被告通过上述监控摄像头所采集的信息系为个人
所用， 对公共利益无益， 同时也不利于邻里之间的团结
和睦。 故本案原告作为最密切受侵害者要求被告拆除涉
案监控摄像头， 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

（侯荣康）

老刘因信用卡透支被告上法
庭， 起诉他的不是银行， 而是林
女士， 林女士要求老刘偿还

9

万
多元借款。

1

月
12

日， 记者从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获
悉， 法院判决老刘赔偿刘女士所
有借款。

林女士是一位“商人”， 她
做的“生意” 很特别， 就是帮人
将信用卡套现， 靠抽取手续费盈
利。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
现， 本案是因信用卡套现引发的
官司。 思明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刘
丽碧介绍说，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
为“养卡” 产生的纠纷。

记者了解， 在厦门， 这些年
悄悄流行着“养卡” 一族， 即将
信用卡透支， 在交付一定手续费
后， 由“养卡人” 先垫付透支费
用， 在自备的

POS

机上用该信
用卡刷卡虚假消费。

刘丽碧告诉记者， “养卡”

族流行于城市白领之间， 主要是
通过缴交手续费请别人垫付信用
卡透支费用， 再虚假消费， 通过

此种方式来保证信用度不受损
伤。

老刘就是一个“养卡族”，

他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也不是
厦门本地户口。 但是， 神通广
大的套现中介帮他开具了包括
虚假收入证明等假证明， 从而
为他办理了多张高额度的信用
卡， 此后， 老刘频频从中套现。

他靠“拆东墙补西墙” 的方式
“养卡” ， 至少套现了

10

多万
元。

但是， 老刘既没有固定收
入， 又没有其他资产， 也就没
有还款能力， 因此， 他只能依
靠套现中介帮他“养卡”。 他将
自己的卡交给林女士， 而林女
士替老刘偿还每月的最低还款
额。 有时候， “养卡人” 林女
士就在设在该公司的

POS

机上
刷一下卡， 取回了自己代垫给
老刘的钱。

这样，老刘在“消费”后，又
可以过一个月再还款了。林女士
不仅帮助老刘用

POS

机套现，实

现虚假“消费”，她还借了一些钱给
老刘。因为，老刘办了多张信用卡，

每一张都透支， 他又没有还款能
力。于是，林女士频频借钱给老刘，

每个月都要帮助他偿还银行规定
的“最低还款额”。

当然， 林女士也从中抽取了高
额的手续费。 但是， 由于老刘根本
没有还款能力， 结果他向林女士借
的钱越来越多。 最近， 林女士发
现， 老刘资金链断了， 他所有借进
的钱， 一笔都还不起， 甚至连手续
费都一直拖欠着。 林女士开始担心
自己借出的钱和被拖欠的手续费要
不回来了， 于是， 她先让老刘写了
一张借条， 然后再向法院起诉， 要
求老刘归还欠款。

刘丽碧说， 这些“养卡族” 给
法院制造了不少麻烦， 因“养卡
族” 引发的案件越来越多， 思明区
法院光

2010

年就受理近
5000

件信
用卡纠纷案件，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养卡” 纠纷案件。 “养卡” 实
质上就是一种套现行为， 为法律所
禁止。

据业内人士介绍， 一般情况
下， 以卡养卡的原理就是把几张
信用卡的还款日期错开， 日常消
费用第一张信用卡， 在还款期限
之前， 用第二张信用卡透支提
现， 还第一张信用卡的债， 依此
类推， 数张信用卡轮换透支。

记者在厦门一些法院了解
到， “养卡族” 引发的纠纷在法
院审理的案件中所占比例不小。

这些人手上有五六张信用卡， 一
张卡该还钱了， 就用另一张卡去

还， 多次刷卡后可透支的额度会
越来越高。 但是如果没有偿还能
力， 债务也越积越多， 直至借款
人丧失还款能力后， 进入诉讼程
序拍卖家庭财产。

思明区法院朱法官对记者
说： “这样的行为严重危害了
金融市场秩序。” 他认为， “养
卡” 行为其实是持卡人和养卡
人合伙在欺诈银行， 法律是禁
止的， 且持卡人在交付“养卡”

之前， 未与养卡人签订书面协

议， 一旦发生债权纠纷， 追究起
来也非常困难。 而且， “养卡”

极易造成信用卡信息泄漏， 被不
法分子用来牟利。

对此， 厦门大学法学院朱炎
生教授提醒， 以卡养卡最终是要
以现金全额还款的， 国外曾出现
持卡人在刷爆多张信用卡后破产
的例子。 朱炎生建议， 在进一步
完善个人征信体系的基础上， 将
现行的以刷卡和透支次数为标准
的信用卡额度提升规则， 改变为
以持卡人的还款能力和担保情况
为基础。 另外， 持卡人应珍视信
用记录， 量入为出， 要知道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个人最终
无力偿还， 滥刷信用卡的损失也
会给家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重庆缉毒总队原二支队长获刑两年

“接访院长的作风太好了，一个电话
就化解了俺十二年的官司， 感激得俺全
家了不得！ ”

1

月
12

日，山东省临邑县兴
隆镇西寨村年过古稀的村民刘少堂老汉
兴冲冲地将一面鲜红锦旗送到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信访大厅法官们的手中。

1999

年
5

月
31

日， 经某县法院调
解， 临南银河电子化工厂应给付刘少堂
运送砂石料款

3.7

万多元， 而该案进入

执行程序后， 由于该厂停产倒闭、 厂主外
出躲藏等原因， 一直没有执结。 去年

6

月
28

日正值德州中院院长接访日， 刘少堂
抱着试试的想法向值班院长反映了案情和
要求， 值班院长当即打电话向原审法院了
解原因、 督促限期办理。 于是在此后数月
内， 原审法院积极采取措施， 很快让刘少
堂拿到了渴盼已久的欠款。

郑春笋张军杨敏摄

本报讯
1

月
11

日， 重庆市缉毒总
队原二支队长唐农徇私枉法一案在重庆市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唐农犯徇私
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09

年
5

月
11

日， 重庆市公安局沙
坪坝区分局西永派出所在西永矿山坡查获
一制造冰毒加工厂，经逐级上报，成立了由
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罗力为组长， 被告人唐
农等人为副组长的专案组。

5

月
15

日确定
该加工厂由谭力仁开办。

7

月
9

日，谭力仁
在江北机场被捉获带至重庆市公安局沙坪
坝区分局禁毒支队， 罗力和被告人唐农随
后赶到。 罗力和被告人唐农及禁毒支队民
警周利伟提讯谭力仁， 后周利伟离开审讯
室。罗力给被告人唐农使了个眼色，被告人

唐农离开座位站在审讯室门口， 罗力对谭力
仁讲：“喊你不要乱跑你要乱跑， 还要去坐飞
机，你只有自己‘刚起’，大不了坐几个月牢，

我后面来想办法。 ” 后在离开禁毒支队上车
前， 罗力对被告人唐农讲：“不要把我今天给
谭力仁说的事给其他人讲。 ” 被告人唐农回
答：要得。 事后被告人唐农未向组织反映。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唐农明知罗力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包庇谭力仁的违法犯罪
行为，不仅隐瞒不报，还帮助其创造条件，其
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鉴于被告人唐农在共同
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 被告人唐农
当庭表示不上诉。 （孙怀君）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两名“私
家侦探” 定罪处刑， 被告人原正、 拥
正德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罚
金

1

万元。

私家侦探有着怎样不为人所知的
运作模式？ 私家侦探的行为有何危害
性， 我国法律为何要对这些“福尔摩
斯” 说“不”？

借商务调查为名
行私家侦探之实

2009

年
6

月， 原正、 拥正德各
自投资

6

、

7

万元， 在北京通州区注
册成立了“北京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
心”， 单从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上看，

经营范围包括市场调查、 法律咨询、

技术服务、 会议服务等项目， 并无任
何夺人眼球之处。

但打开网页， 看看这家公司在互
联网上发布的广告，却别有一番精彩，

这家公司已摇身变为“北京东方福尔
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并在网上分门别
类的列举了营业执照上所没有的许多
项目：对公司业务包括负面新闻清除、

雇员忠诚调查、竞争对手调查、企业商
账追收等； 对私人业务包括婚姻调查

取证、人员行踪调查、财产调查取证、

追债讨债清债、全国信息调查等。该公
司标榜的经营方针是“诚信、守法、迅
捷、 保密”，

24

小时专人电话值守、全
天候接受客户委托。原正、拥正德除了
在网页上对公司业务大做文章以外，

也不忘规避工商部门的检查， 将公司
办公地点设在了海淀区。

“北京东方福尔摩斯商务调查中
心”分工明确，原正负责“接活”以及与委
托人洽谈、通过网络从其他的调查公司
购买个人信息，再将所购买的个人信息
卖给委托人， 拥正德负责调查婚外恋、

讨债等业务，拿着摄像机、密拍手表、录
音笔对他人进行跟踪、偷拍偷录，再将
偷拍资料交给委托人。 该公司成立以
来，私家侦探的生意做得可说是风生水
起。 看看原正开出的价码吧：查房产信
息，每份

2000

元至
2500

元；查手机通
讯记录，每份

1500

元至
2600

元；查银
行余额信息， 每份

1000

元至
1500

元；

查户籍信息， 每份
300

元至
500

元；查
医院病历，每份

2000

元至
2500

元。

根据原正、 拥正德二人的供述，

其二人所获取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委
托人从未与其二人发生过纠纷， 其二
人也是以保证客户满意为宗旨。

委托人满意了，私家侦探获利了，

被调查者的权益却又如何保证呢？

私家侦探面前
公民成“透明人”

我国已步入信息化社会， 无论是
政府进行决策管理， 还是商业机构开
展商业活动， 必须以掌握大量的信息
为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 公民个人信
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从国际社会来看， 对于公民个人
信息的正当获取至少应当遵循以下基
本原则： 限制收集原则， 就是说信息
获取者应当以合法的、 公正的手段获
取资料， 必要时， 应得到公民本人的
同意或告知本人； 目的特定原则， 个
人信息的收集目的在收集前就应当特
定， 收集的信息也应与收集目的相
关， 之后的信息利用仅限于实现收集
目的或与最初的收集目的不相抵触的
其他目的； 限制利用原则， 对公民个
人信息原则上不得用于与收集目的相
抵触的目的， 除非得到公民本人同意
或者法律另有规定。

审理上述案件的承办法官告诉记
者， 私家侦探所获取的个人信息初始
来源， 大多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在履
行职责或者电信、 金融等公共服务部

门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而获得， 其他
单位或个人没有合法理由、 未履行正
当手续，获取上述信息均属非法；而私
家侦探采用密拍手表这种设备对公民
进行跟踪偷拍， 也是严重违法的“越
位”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
明确规定，监视、密拍等活动属于侦查
行为，是国家侦查机关的专有权力，其
他任何机关、个人不得行使。

私家侦探只以牟取经济利益为出
发点， 采用购买、 窃取等方式非法获
取其无权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并以
此为业。 与此同时， 大量公民个人信
息被非法流转， 大量公民暴露于实施
非法拘禁、 绑架、 敲诈勒索、 诈骗甚
至杀人等活动的犯罪分子面前， 成为
了“透明人”。

惩治私家侦探
法律利刃出鞘

早在
1993

年
9

月， 公安部便已
下发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
所” 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
事事务调查所”、 “安全事务调查所”

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对已
有的“私人侦探所” 性质的民间机构

要进行清理， 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取缔。 禁止以更换名称、 变换方
式等形式， 继续开展类似业务。

到了
2000

年，国家经贸委、公安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又联合下文，

要求取缔各类讨债公司， 严禁任何单
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

但在司法实践中， 上述规定显露
出了一定局限性。 司法机关将私家侦
探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时， 多是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如果委托人
给付私家侦探的钱款数额无法查清，

私家侦探的行为又没有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 是不能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的。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我国公民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

原有法律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公民对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 也无法满足打
击日益猖獗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七）》 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的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刑法修正案（七） 将国家机关或
者金融、 电信、 交通、 教育、 医疗等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 出
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
重的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 对窃取或
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这些信息的行
为也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有专家评论，刑法修正案（七）新增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触犯该罪
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将对那些
非法获取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人构成极
大的威慑，某种程度上能减少非法获取
和利用个人信息行为的发生。

为何要对私家侦探说“不”

本报记者刘晓燕本报通讯员张鹏

因国企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主要工作已经完成， 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本院裁定批准并执行， 故应终结国企房
地产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裁定
终结国企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上海信益化工经营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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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裁定终结本案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依法裁定受理了债权人上海
精细化工研究所申请债务人上海信益化工经营公司破产一案，

并指定上海信益化工经营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裁定宣告债务人上海信益化工经营公司破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合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指定安徽省安兴破产清
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合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合肥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合肥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合肥市和平路

1

号；邮
政编码：

230011

；联系电话：

0551-4401745

）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 合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合肥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十八
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合肥恒兴轧钢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指定安徽省安兴破产清
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合肥恒兴轧钢有限公司管理人。 合肥
恒温兴轧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合
肥恒兴轧钢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合肥市和平路

1

号；

邮政编码：

230011

；联系电话：

0551-4401745

）书面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合肥恒兴轧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合肥恒兴轧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十八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已

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作出裁定， 受理债务人合肥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安徽省安兴破产清算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为合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合肥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书面申
报债权（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和平路

1

号； 邮政编码：

230011

； 联系电话：

0551-4401745

）， 书面说明债权的性质、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据材料（应提交原件）。 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 合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召开， 各债权

人应准时参加。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必须向本院提
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作出裁定， 受理债务人合肥新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安徽省安兴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为合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合肥新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
权（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和平路

1

号；邮政编码：

230011

；联系
电话：

0551-4401745

）， 书面说明债权的性质、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保，并提交证据材料（应提交原件）。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合肥
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召开，各债权人应准时参加。 债权人委
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必须向本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已
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作出裁定，受理债务人合肥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同时指定安徽省安兴破产清算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为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合肥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
债权（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和平路

1

号；邮政编码：

230011

；

联系电话：

0551-4401745

）， 书面说明债权的性质、 数额和有无
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据材料（应提交原件）。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 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时整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召开， 各债权人应准时参
加。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必须向本院提交由委托人签
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1999

年
12

月
17

日依法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
县农机供应公司破产还债一案，经破产清算，该企业的破产财产
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算
完毕。本院根据破产还债管理人的申请，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依
法作出（

2000

）陆民（二）初字第
4-2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终结广西
壮族自治区陆川县农机供应公司破产还债程序， 破产程序终结
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广西
]

陆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中京集团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了由王勇任组
长的破产管理人。 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

90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石家庄市桥东区中山东路
126

号
-

凯嘉大厦
8B-01

、 邮编
050000

、 联系人周晓龙， 手机号
13903214828

、 张磊， 手机号
13933029985

， 电话
0311 -

86999505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河北中京集团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申报期限届满后第

14

日上午
9

时召开，出
席会议的债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或授权委托书。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邢台新亚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裁定受理其破产一案。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邢台市中兴东大街
189

号物
美百货四楼邮编：

054001

电话：

0319-3089216

联系人：杨
香月）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 未如期申报债权的，按《破产法》第

56

条规定处
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3

月
1

日
10

时在管理人处
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
报人应提交本人及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以（

2010

）邢民破字第
16

号民
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债权人邢台市酶制剂厂申请债务人邢台翔
宇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破产一案。 该债务人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次日起

30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邢台市桥东区辛庄
北路

24

号，电话
0319-3027865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
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未依规定申报的，不得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程序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邢台市酶制剂厂会
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或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1

月
24

日依法作出（

2010

） 遵民破字第
001-1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申请人遵化市利达棉纺厂破产还债，

并指定管理人对财产进行清算，经委托唐山拍卖行公开竞价拍
卖，破产财产整体变现收益为

4600

万元，遵化市人民政府收回
划拨给遵化市利达棉纺厂使用的国有土地权变现收益和有效
抵押土地的出让金，剔除有效抵押，并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现
破产财产变现收益为

-237.66

万元，因无财产可供分配，清偿率
为零。

2010

年
12

月
19

日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依法作出（

2010

）遵民破字第
001-5

号民事
裁定书，宣告终结遵化市利达棉纺厂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
的债权不再清偿。

[

河北
]

遵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阳印铁厂作为债务人向本院申请破产还债。本院

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依法裁定受理， 同时宣告该企业破产
还债。并指定安阳市国资委、财政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
成的清算组为破产案件管理人。 有关该企业的债权人，如未收
到《申报债权通知书》，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破产
案件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完
毕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审判
庭召开，请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准时参加。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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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3

日（总第
48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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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访院长一电话 12年陈案得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