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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一审中虚假陈述
南通中院终审判令其为谎言买单

本报南通
8

月
15

日电
（记者张宽明通讯员吕
敏顾建兵） 今天， 江苏省南通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当事人在
一审中恶意串通、 故意隐瞒事实
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
决： 被告叶某给付富利高公司加
工费、 本案鉴定费、 诉讼费合计
66717.3

元。

被告叶某在
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 先后多次以泰富公司名
义， 到富利高公司处欠账领取代
为染色加工的多品种纱， 加工费

共计
49677.3

元。富利高公司向泰
富公司主张权利， 泰富公司否认
委托叶某到富利高公司处取货。

一审过程中， 因叶某否认
16

份送货单中收货人栏签名系
其所为， 富利高公司申请对送货
单中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叶
某同意， 并当庭表示： 如果经鉴
定所有签名均系其所为， 本案的
所有法律后果由其承担。

一审法院委托同济司法鉴定
所对

16

份送货单进行鉴定， 结
论意见为

16

份送货单中的签名

字迹均为叶某书写。

因泰富公司否认委托叶某到
富利高公司处取货，且通过司法鉴
定已确认

16

份送货单中叶某的签
名均由叶本人所书写，富利高公司
当庭撤回对泰富公司的起诉。

在一审中， 叶某辩称不认识
富利高公司， 也未到富利高公司
处领取过货物。

一审法院认为， 富利高公司
所举证据， 可以证明叶某到该公
司处领取加工物的事实， 且叶某
当庭表示： 只要司法鉴定认定送

货单中的签名由其书写， 本案给付
加工费的法律后果均由其承担， 故
不论本案的加工承揽关系发生于富
利高公司与泰富公司之间， 还是富
利高公司与叶某之间， 富利高公司
向叶某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 如
本案的加工承揽关系发生于富利高
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 叶某可以在
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后再行追偿。 据
此， 一审判决： 叶某给付富利高公
司加工费

49677.3

元。 案件受理费
1040

元， 司法鉴定费
16000

元，

合计
17040

元， 由叶某负担。

原本事情至此应当画上句号
了，但面对高达

6

万多元赔偿费，叶
某后悔了。 于是他赶忙又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 称他有新证据证明他
与泰富公司长期存在托运关系，且
他不但认识富利高公司， 还多次受
泰富公司委托去富利高公司提货，

认为该案应由泰富公司承担责任，

并向法庭递交了泰富公司向其出具
的对账单， 以证明他与泰富公司之
间存在委托代提货关系， 请求二审
法院在查清事实后， 依法改判或发
回重审。

■

法官说法
■

■最新审判■

本报新乡
8

月
15

日电
1897

元加入“英国
TVI

旅游快车” 后，

即可享受“免费入住五星级宾馆七
天六夜， 免费到国外旅游” 的待
遇。 这是一传销组织编造的美丽陷
阱， 导致

30

余人被骗上当。

今日，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发布消息， 该院以组织、 领导传销
活动罪对温玉等

3

人做出宣判， 判
处温玉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并
处罚金

2

万元； 判处杨瑞有、 郑枝
两人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并
处罚金

1

万元。

2009

年
5

月份以来， 被告人
温玉通过他人加入“英国

TVI

旅
游快车” 后， 伙同被告人杨瑞、 郑
枝在封丘、 长垣等地以“免费入住
五星级宾馆七天六夜， 可以免费
到国外旅游” 等为名， 要求参加
者以每单

1897

元， 购买八单后，

获得加入资格， 引诱参加者继续

发展他人加入， 就可以到盘主的位
置， 挣

500

美元， 到了快车盘上之
后到盘主位置可以挣

1

万美元。 经
查， 加入该传销组织的人员在

30

人
以上， 温玉、 杨瑞、 郑枝的层级均
在三级以上。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温玉、

杨瑞、 郑枝以推销英国
TVI

旅游快
车项目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
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
序组织层级， 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
作为返利计酬依据， 引诱参加者继续
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 扰乱经济
社会秩序， 其行为已构成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罪。 被告人温玉、 杨瑞、 郑
枝共同故意实施传销活动中， 温玉起
主要作用， 系主犯； 在共同犯罪活动
中杨瑞、 郑枝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据此， 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景永利红珍）

本报讯
37

岁的张女士在一
家私人诊所生下了儿子， 然而， 出
生时男婴窒息， 没有得到及时抢救
死亡了。 由于涉嫌非法行医罪，

“接生婆” 常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 近日，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十年。

据常某供述，

2007

年
2

月，

她与丈夫来京打工， 丈夫在昌平做
临时工， 常某便在自己租住的屋子
里开起了诊所。 虽然她的诊所并没
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自己
也没有医师资格证， 但还是偷偷摸
摸地开了半年。

同年
7

月
25

日晚上， 一名男
子敲开了诊所的门， 他一面搀进来
一个孕妇， 一面要求常某接生。 这
个孕妇， 便是张女士。 常某看了看
张女士的情况， 便开始接生。 不
久， 一个男婴顺利地生了下来。 然
而， 这个男孩并不像正常的孩子一
样号啕大哭， 常某这才意识到婴儿
窒息了， 常某先是给孩子打了几针
强心针， 见没什么起色， 又做了一
会人工呼吸， 一通折腾下来， 孩子
总算恢复了一些。 但没过多久， 孩
子的哭声又变得微弱起来， 常某意
识到自己力不能及， 赶忙叫了救护

车， 这时， 回家报喜的父亲也回到了
诊所， 他抱起孩子打车赶往了医院。

当男婴送到的时候， 医生立即给他
做了紧急抢救， 但是已经晚了。 经
过对男婴做全面的检查发现， 男婴
脑部有损伤， 并且患有先天的肺部
疾病。 给男婴做抢救的医生认为，

像男婴这种情况， 如果在他出生后
2

、

3

分钟内能做及时的处理， 就有
可能抢救过来。 常某第二天便匆匆搬
了家。 时隔四年， 在逃的常某被公安
机关抓获。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承认了常某非
法行医的事实， 但辩称， 被害人张女
士是高龄产妇， 婴儿本身就存在先天
疾病， 即便婴儿在医院出生孩子依然
会出现窒息的可能； 被告人常某是初
犯， 且被抓获后悔罪态度良好， 希望
法庭从轻处罚。 常某也当庭认罪。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常某未取
得医师执业资格而非法进行诊疗活
动， 造成就诊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行医罪， 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被
告人常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
认罪，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判处常某
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刘菁菁陈晓慧）

本报讯 （记者王贵廷刘
宝权） 近日，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人民法院和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毒豆芽”

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6

名被告人犯
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分别
获刑六个月至二年不等， 并处

1

万
元到

2

万元不等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王长
志伙同陈艳玲在位于沈阳市皇姑
区鸭绿江西街

11-3

号住处， 为牟
取非法利益， 在豆芽生产过程中
加入尿素和抗生素（恩诺沙星），

并将生产出的豆芽予以销售。

4

月
20

日， 两人被警方抓获， 并从
其家中扣押绿豆芽成品、 半成品
共计

360

公斤。 被告人阮文明、

李红伟在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盛发蔬菜批发市场生产、 销售含
有恩诺沙星、

6-

基腺嘌呤等物
质的豆芽， 于

4

月
17

日被警方抓
获。 同时被抓获的还有被告人郭
娟、 杨军， 他们生产、 销售的豆芽

中， 同样含有恩诺沙星、

6-

基腺嘌
呤等物质。

经沈阳市卫生局专家论证， 恩诺
沙星为专用兽药， 属于禁止使用和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 在生产过程中， 添
加了恩诺沙星的豆芽， 对人体健康构
成威胁， 属有害食品。

沈阳市农委法规处杨宏介绍：

“豆芽在生产过程中， 是不允许使用
任何添加剂的。 加入尿素和

6-

基
腺嘌呤可使豆芽长得又粗又长， 而且
可以缩短生产周期， 增加黄豆的发芽
率。 但是人食用后， 会在体内产生亚
硝酸盐， 长期食用可致癌。”

法院认为，

6

名被告人在生产销
售豆芽过程中掺入有毒、 有害化学物
质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一审分别判处王长志、 陈艳玲有期徒
刑十个月和六个月， 并各处罚金

2

万
元。 另四名被告人被沈阳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 并各处罚金

1

万元。

沈阳首批“毒豆芽”案一审宣判

诱骗 30余人入伙 组织传销三人获刑

高龄产妇失爱子“赤脚医生”被判刑

据该案承办法官介绍， 当事人在民事诉
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履行对法
庭的忠实义务。在法庭上自愿作出的承诺，对
承诺者自身具有约束效力，不可随意反悔。本
案中，叶某为谋一己私利，在一审中，对知道
的事实故意隐瞒，对证据上的签字拒不承认，

并放言如为其签字愿意承担责任， 该承诺实
体上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程序上非因法定原
因不得随意撤销，理应如数予以兑现。

法官说，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举证时
效制度， 对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当事人有正当
理由不能按时提出的证据， 法院以查明客观
事实为目标， 适当放宽时效的限制， 最大限
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也有一些当
事人出于恶意， 先故意消极地不提出证据，

逾期又进行证据突袭，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
应严格适用举证时限制度的有关规定， 严格
审查其作为新证据的资格， 积极适用证据排
除规则， 使恶意者的非法目的无法达成。

该案中， 叶某出尔反尔， 歪曲事实， 玩
弄所谓的诉讼技巧， 严重违背了公民诚实信
用的道德底线， 扰乱了诉讼秩序， 浪费了司
法资源， 故法院严格适用证据规则， 坚决排
除非法证据， 使失信者的非法企图化为泡
影， 让失信者为其失信行为付出代价。

南通中院审理认为，根
据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以及二
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
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叶某
一审中所作承诺如何认定；

二审中所举证据材料能否被
采纳作为新证据。

关于叶某一审庭审中所
作承诺的认定问题。《民法通
则》 第四条确立了公民进行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三条要求当事人在进行民事
诉讼活动时应当“积极、全
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第八条要求当事人对自己在
诉讼过程当中的言辞负责，

除非在受到威胁、 存在重大
误解或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
下， 不得任意撤回自己所作
出的承诺。

就实体权利的处分而
言， 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
能力的当事人， 有独立处分
自己的权利并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的能力。 法律并不禁
止第三人自愿为债务人承担债
务偿还的责任， 即使这一承诺
系单方向债权人做出。 即第三
人向债权人单方作出由其履行
债务之承诺的， 法院应当认定
该承诺的效力， 第三人将由此
承担相应债务清偿的责任。

本案一审中， 富利高公司
依据

16

份送货单向泰富公司及
叶某主张权利，泰富公司否认与
富利高公司之间发生过承揽合
同关系， 并认为应由叶某个人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叶某以其
不认识富利高公司、 送货单中
的签名并非其所签及从未到富
利高公司处领取过货物等为
由，主张其与富利高公司之间不
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并当庭承诺
如果送货单中签名是其所签，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基于叶
某愿意承担责任的承诺，富利高
公司撤回了对泰富公司的诉讼
请求。 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根
据富利高公司的申请委托鉴定
机构进行了笔迹鉴定，该鉴定的

目的不仅是单纯证明签名的真
伪，同时亦是对叶某是否履行承
诺的求证。经鉴定，该

16

份送货
单上的签名均为叶所签，则叶某
需履行只要签名系其所为即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承诺。该承诺
系叶某向债权人单方作出的承
担债务的处分行为，实体上不违
反法律的规定，程序上非因法定
原因不得随意撤销，自然应当认
定其法律约束效力， 叶某应积
极履行该自愿承担本案法律责
任的承诺。

关于叶某在二审中所提交
的证据材料认定问题。《证据规
定》 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
限内提交证据材料， 超过举证
期限提供的证据必须为新的证
据。本案中，叶某主张二审中提
交的证据材料是在一审判决后
收集， 但该证据材料并不符合
上述规定的第一种新发现的证
据情形。一审中，富利高公司向
叶某主张权利时， 叶某明知与
泰富公司及富利高公司之间均
存在实际上的关联， 相关证据

材料也已存在， 叶某完全可以
通过正当的陈述与证据收集来
证明其与富利高公司之间不存
在承揽合同关系， 不承担案涉
还款责任。 但叶某为了泰富公
司的利益， 否认与富利高公司
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故意歪曲
本案事实， 作出了相应的虚假
陈述。二审中，叶某为了推卸其
自愿承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又全盘否认其一审的陈述及允
诺， 将一审不愿提供的证据材
料具陈于二审法官面前， 意图
将已经被其歪曲的事实进行纠
正， 将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转
移由泰富公司承担。 叶某与泰
富公司这种玩弄诉讼技巧的行
为， 正是民事诉讼法意图遏止
的滥用提出证据权利的典型行
为。

本案中叶某在二审中所提
交的证据材料因违反证据规则
而未被认定， 叶某在承担案涉
还款责任后， 如认为泰富公司
亦应承担责任的， 可依据相应
的证据再行法律救济。

■

庭审焦点
■

一审不提供证据 二审时突然提出

本报记者张宽明本报通讯员吕敏顾建兵

失信者为失信
行为付出代价

本报讯
8

月
12

日， 四川
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一起
冒用他人身份办理信用卡并多次
套现消费但按期还款并销户的案
件宣判， 一审以妨害信用卡管理
罪依法判处被告人贾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

2008

年
8

月到
2009

年
5

月期间， 贾某使
用何某（犯信用卡诈骗罪， 已判
刑） 交给他的刘某的身份证信息
和自己捡来的廖某的身份证， 办
理了

5

张信用卡， 多次套现使用
后按时还款销户。 庭审中， 贾某
非常悔恨， 称自己法律意识淡
薄， 一时头脑发热， 才想到这样

“借钱” 花， 以为利用他人身份
证去办理信用卡， 只要按期还上
就没事， 最后将其销户处理， 别
人根本不会发觉， 也不会给他人
造成经济损失， 更没有想到会触
犯法律。

法院认为， 被告人贾某违反
国家信用卡管理法规， 使用虚假
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其行为符

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成要
件， 已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贾某骗领信用卡
5

张， 涉及金额
较小且按时归还， 系初犯， 认罪
态度较好， 可酌情从轻处罚。 故
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行为性
质、 量刑情节等， 依法从轻作出
上述判决。

（冯璐陈雪竹梁宪）

本案的主审法官介绍说，“妨
害信用卡管理罪”是

2005

年刑法
修正案（五）拟定的新罪名。与“信
用卡诈骗罪”有很大区别。 “信用
卡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其重点在于“非法占有”。 而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指违反国
家信用卡管理法规， 在信用卡的
发行、使用等过程中，妨害国家对
信用卡的管理活动， 破坏信用卡
管理秩序的行为， 该罪并不要求
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

目的， 只要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害
了金融系统对信用卡的正常管理
就构成犯罪。

贾某使用他人的身份证明骗
领信用卡，虽然主动还款并销户，

对银行及被冒领人没有造成任何
经济损失， 但其行为违反了国家
信用卡管理法规， 破坏了信用卡
管理秩序，已经构成犯罪。法官提
示广大市民要保管好自己的身份
信息， 不要将身份证借给他人使
用， 银行也要严格审核办卡人身
份，让犯罪分子没有漏洞可钻。

用他人身份证办卡消费
被判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

法官说法
■

冒用他人身份证办卡
未恶意拖欠仍属犯罪

被收养
7

年后重回亲生父母身
边生活， 被收养人是否有义务支付
原养母的赡养费？ 日前， 上海市松
江区人民法院对这样一起赡养费纠
纷案作出判决， 驳回了原养母的诉
讼请求。

吴女士在
4

岁时， 因家庭经济
困难， 她的生父母将其送给没有子
嗣的朱女士收养， 并将户口落户在
朱女士处。

7

年后， 朱女士生了两
个女儿， 吴女士遂由生父母接回家
中， 此时双方解除收养关系。 几年
前， 原告朱女士的丈夫去世， 吴女
士与朱女士就不再来往。 今年

77

岁的朱女士称， 在与被告解除收养
关系后， 夫妇俩一直给予吴女士生
活资助。 现在自己年事已高， 身患
多种疾病， 需依赖药物治疗和护
理， 但每月仅有四百多元的低保收
入， 故起诉法院要求吴女士一次性
支付赡养费

9

万余元。

庭审中， 吴女士承认双方之间
曾经存在收养关系， 但在自己

11

岁时， 双方已协商解除了收养关

系， 因此现在自己和朱女士之间不
存在养母女关系， 要求支付赡养费
无法律依据。 另抛开双方是否存在
养母女关系， 朱女士主张的赡养费
金额也过高， 按照上海市最低生活
保障费来计算， 朱女士每月有

488

元的低保收入， 足以满足生活需
要， 也无需他人赡养。

法院认为， 虽然朱女士收养过
吴女士， 但吴女士十岁左右时， 已
回到亲生父母处随亲生父母共同生
活至成年， 因此实际上在吴女士十
岁左右尚未成年时， 双方已解除了
收养关系， 双方的养母女关系已终
止， 吴女士已恢复与亲生父母之间
的父母、 子女关系， 故原、 被告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即行消除。 朱
女士陈述在吴女士回到生父母处生
活时， 朱女士夫妇一直给予被告生
活费资助， 既无相关证据证实， 亦
无法律上以此可以作为要求被告赡
养的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纳。 鉴
于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养母女关系，

故驳回原告的诉请。

曾经养母的赡养费是否该支付？

陆怡

申请人常州天瑞表面技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9031679

，票面金额
1

万元，出票行
无锡交行，出票日期

2010

年
3

月
4

日，汇票到期日
2010

年
9

月
2

日，出票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
天瑞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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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经纬工业网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9334054

，票面金额
10

万元，出票行
无锡交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4

日，出票人无锡富年达钢铁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邦贸物
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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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6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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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9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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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5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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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1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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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7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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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

TCL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063238

、面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
票人为南通牧绒王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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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丰豪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31300051/01084140

、面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
为江苏成名钢构重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成超贸易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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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国平因所持成都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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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 股东姓名为王国平， 身份证号码为
510103195010285116

，股权证帐户号为
WH101098

，股权代码为
100061

，股权数量为
97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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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量具厂申请，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作出
（

2011

）西民破字第
0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
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天津市量具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管
理人的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电话：

022-24450408

，

邮编：

300010

。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天津市量具厂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和交付财产。 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十时在天津市
河西区人民法院召开，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

19

号。 债权人

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漆包线厂分厂申请，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
作出（

2011

）西民破字第
0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
清算的申请， 并依法指定天津市漆包线厂分厂破产清算组为管
理人。 管理人的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 电话：

022-

24450408

，邮编：

300010

。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漆包线
厂分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和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十时
三十分在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召开，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
道

19

号。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安徽长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已
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宣告该公司破产， 经本院指定破产管理
人进行清算，破产人安徽长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财产在
支付破产费用及清偿部分优先债权后已无财产对普通债权予
以清偿。 本院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作出（

2009

）长民破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
偿。

[

安徽
]

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甘肃长风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还债案

件，经破产清算，该企业财产除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外，已不足以
支付第一顺序的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其它
债权清偿率为零。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申请，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0

）兰法民破字第
00002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
甘肃长风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还债程序。 未得到清
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新添孚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申请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作出（

2011

）番法民破字第
1

—

1

民事裁定书受理广州
番禺加宏钟表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加宏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有
关加宏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管理人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187

号广信牡
丹阁三楼， 联系人： 胡育新、 陈硕律师， 电话（

020

）

38312200

；

38312180

；

38312225

；邮政编码
510620

】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
债权时应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加
宏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加宏公司及其高管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企
业财产、各类证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有关加宏公司的债
权人不得接受债务人的履行；有关加宏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
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
依法申报债权； 有关加宏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
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
加宏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市广
路

8

号祈福酒店度假俱乐部召开。

[

广东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依法宣告广东省湛江五金矿产
进出口公司破产。

2011

年
7

月
12

日， 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
议，通过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院已作出裁定予以确认。现该
破产企业的清算工作已结束， 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于
2011

年
8

月
3

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不再清偿。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哈尔滨装饰织物厂提出的申请，于
2011

年
5

月
4

日裁定受理了该厂破产一案， 并指定哈尔滨装饰织物厂清算
组为管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未收到
本院通知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哈尔滨装饰织
物厂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债务人的债务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管理人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广街

71

号，

邮编：

150016

，联系人：郭强，电话：

0451-84275419

，

84275426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第五日上午九时在哈尔滨
市道里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召开（遇法定假日顺延），请届时出
席。债权人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材料。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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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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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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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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