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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禹爱民 本报通讯员 廖朝晖 文/图

“弃婴”，“尿毒症”，“骗保”，“犯罪”……这些字眼儿是 80后女孩聂水华身上特有的标签。
近日，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10万元；对其养父聂炳光等 16名亲

友、邻居也分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至 5000元罚金不等的刑罚。
所有被告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因需要定时进行血液透析，聂水华被批准保外就医。面对记者，聂水华

后悔不已地说：“它（“骗保”）没能拯救我的生命，反而害了关爱我的整个家庭和亲友邻居们。 ”

尿毒症女孩的悲情骗保路

出生:办公室拾来的女婴
2013年 11月 10日，雨下个不停，空气中

透着丝丝寒意。在衡山县南岳镇莲花路 39号三
楼一间不足 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
聂水华。她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与记者象征性
地握了握手，脸上挤出一丝难言的苦笑。

“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刚碰面，聂
水华就从枕边翻出自己两年前拍的大头贴。
照片中的女孩皮肤白皙， 一双大眼睛灵动活
泼，身穿红色风衣，过肩的长发随风飞扬。

“在养父母眼里， 我虽不能算 ‘掌上明

珠’，但也称得上是他们的‘掌上莲花’！”她指
着自己当年的青春照片对记者说。

可如今，眼前的聂水华皮肤蜡黄，手臂布
满针孔，肚子隆起似有身孕，体重已从之前的
106 斤骤降至 75 斤。

聂水华说， 她一出生或许就注定是一场
悲剧。

1989 年农历正月二十五上午 11 点左
右， 村支部书记聂炳光办完父亲的丧事返回
电厂上班， 突然听到办公室传来一声婴儿的

啼哭，他定睛一看，只见自己办公桌上居然放
着一个新生女婴。 女婴的襁褓中还塞着一张
红纸片， 上面仅写着孩子的出生日期：“一九
八九年正月二十二”。

面对出生才 3天的小生命，身为村支部书
记的聂炳光只好一边打听女婴父母的消息，一
边和妻子悉心照料孩子。 经过一个多月，始终
没有女婴亲生父母的消息，尽管夫妇俩已经生
育了一儿两女，但他们还是决定收留下这个被
不幸抛弃的孩子，并给她取名“水华”。在当地，

“水华”是莲花的别名，他们希望女儿能出淤泥
而不染。

“当时，我们铁了心，就算是勒紧裤腰带，
也要将她养大成人。 ”说起当时的情形，聂炳
光两眼泛着泪光，“水华小时候身体很不好，
经常半夜哭闹，我和妻子轮流照看她。 ”

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 聂水华成长得
乖巧懂事，也出落得水灵动人，真正成了夫妇
俩眼中的“莲花”。

聂水华 20岁生日那晚， 聂炳光夫妇向她
坦露了她的身世之谜，3人抱作一团嚎啕大哭。

“告诉水华后，我心里就释然了，感觉完
成了一名养父的使命。”老人推了推下滑的老
花镜，抹去泪痕。

噩梦：花季少女患尿毒症
初中毕业后 ， 聂水华跟随姐姐去广

东省佛山市某制衣厂务工 ， 后经人介绍
有了男朋友。

2012 年农历正月十六 ， 聂水华和男
友领了结婚证 ， 并计划当年国庆节举行
隆重的婚礼。

她原以为， 幸福近在咫尺 ， 触手可
及 。 孰料 ， 2012 年 7 月 14 日 ， 她因多

次头疼无力到医院检查 ， 被确诊为尿毒
症 。 医生告诉她 ， 这种病被称为 “第二癌
症 ”， 只能通过换肾或者 “透析 ” 来维持
生命 。

从医院出来后， 聂炳光神情笃定地告诉
妻子： “我要把肾给她。” 第二天， 他便带
着女儿到长沙进行肾源配型 。 坐在长途车
上， 他拉着女儿的手说： “水华， 别怕， 爸

爸哪怕死在手术台上， 也要治好你的病。”
可是医院的配型结果显示不相符合。
“我恨自己不是她的亲生父亲。” 忆及此

处， 聂炳光红了眼眶， “就是砸锅卖铁、 倾
家荡产， 也一定要治好她。”

2012 年 7 月中旬 ， 聂炳光通过当地媒
体发布 “寻亲救女” 的通告。 历经半个月，
聂水华的亲生父亲终于出现， 但肾源配型同

样宣告失败了。
聂水华只能一边做血透， 一边等待合适

肾源。 为了节省住院费用， 聂炳光每周用摩
托车载着女儿， 从南岳后山东湖镇南溪村翻
到前山南华附三医院， 往返需 3 个多小时。
后来随着聂水华身体每况愈下， 透析日渐频
繁， 聂炳光索性在镇上租了一间出租屋， 一
个月 200 元， 老两口全心照料女儿。

“虽说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这二十几年
来， 我们都把她当亲生孩子养， 怎么能放弃
呢？ 多好的一个姑娘。” 聂炳光的妻子唐秋
莲指着和女儿的一张合影， 潸然泪下。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爸妈和姐姐
哥哥都是那么的爱我。 ”聂水华说，正因为这
份无私的爱，才连累了她的家人。

巨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
家庭负债累累。 聂炳光每个月 1000元的退休
金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可聂水华刚查出病
的那一个月，就花去了 5万余元医疗费。

2012 年 7 月下旬某天，聂水华在湖南湘
雅附三医院住院治疗时， 有几个陌生男人多
次到其病房，询问她是否需要假发票，并告知
其“假发票”可以换来“真钞票”。

聂水华告诉记者， 当时做假发票的人跟
她解释，得了这种病，需要很多钱治疗，他们
可以帮忙做整套发票和清单资料， 到时她回
县农合办能多报销点钱，只要她出点费用。

“要是费用报不了那么多怎么办？ ”聂水
华担忧地问道。“可以拿些其他人的身份证去
报销，很方便。”听罢对方的解说，聂水华稍稍
安神。

昏暗中， 聂水华仿佛看到了一线迷茫的
希望，因为自新农合医疗保险开始施行时，她
就投了保。

殊不知，陌生男人说的那些“招数”，恰如
罪恶的“黑手”将她推向犯罪的道路。

她说，“那时我真的什么都豁出去了，暂
时想不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

就这样， 聂水华在 2012 年 7 月至 12 月
间，先后用自己和他人的名字，从销售假医药
费用发票的人员手中以每份 500 元左右的价
格买回 24 份虚假住院医药费收据（票面金额

共计 115 万元）及相关虚假住院资料，并将这
些高血压、肝硬化、心脏病、肺炎、骨折、卵巢
癌等名目繁多的假医药费收据及资料交给哥

哥聂志军，由他用自己及亲友、邻居等 17 人
的身份证从县农合办骗取补偿款共计 42 万
余元。

据聂志军交代， 报销的这些钱他全部交
给了父亲聂炳光用来买药、 做透析和支付开
发票人的手续费。

聂志军起初对妹妹住院期间前两次大额

发票报销表示怀疑，曾询问她这些多余的发票
是怎么来的， 金额为何要比真实住院的钱多，
聂水华谎称，医院见她生了重病，且生病寻亲
的事迹还上了新闻媒体，就多给她开了一些。
聂志军也就将信将疑地替妹妹去报销了发

票。
但后来聂水华即便没住院， 她也要哥哥

聂志军拿票去报销，聂志军就心知肚明了。他
不仅没有阻止妹妹，反而多次向亲友、邻居借
身份证及医保卡交给妹妹， 由妹妹找人购买
假发票与病历资料， 并帮其到农合机构报销
费用。

开始，聂炳光也提醒过女儿“千万不要做
假发票”，但对于父亲的隐忧，聂水华只感叹
道，“多报销点钱，就能多活几年。我反正只报
10 万元来换肾，报满了就不报了。 ”聂炳光后
来没有去制止女儿的行为， 也多次帮助女儿
去借亲友的身份证及医保卡交给女儿去制

假。
据法庭调查表明， 聂水华每次购买的假

发票和资料， 都需要支付票面 5%至 10%的
手续费。她每次找的制假人都不一样，彼此互
不认识，也没留下任何联络方式，最后一次交
易时间是 2012 年 11 月底。

求生:冒险买假发票骗保

本案判决那天， 被告人席上挤满了一
排人，他们中除了有聂炳光的亲生儿子、女
儿和孙女外， 其他人都与被告人聂水华一
家或是亲戚朋友关系，或是左邻右舍关系。

“我曾作为村干部，经常教育父老乡亲
要遵纪守法 。 可如今却为了孩子走上法
庭。 ”聂炳光告诉记者，他这一生都愧对这
些穷亲戚，“他们没钱借， 只能借出自己的
身份证。他们没有收取咱家任何好处费，连
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

不少聂家的亲友听闻了聂水华的病情

后， 都表示：“只要不引火烧身， 借个身份
证，再帮她跑一趟农合办也不是什么大事，

报销的钱就当是捐款给聂水华治病。 ”
2012年 12月 25日下午， 聂志军听红十字

会的熟人说，聂水华在农合办报销的发票有点问
题。 在接受检方询问时，聂志军坚持辩称，他其后
才被告知这些发票是票贩子帮妹妹搞来的。

10 多年前， 聂志军因盗窃罪获刑，“我从
1995 年坐牢到去年才假释回家， 对现在的社
会存在一定隔阂，有点脱节。 如果早知道这是
违法的，我绝对不会去做，我不想再坐牢了。 ”

停顿了半晌之后，聂志军表示，他愿意承
担自己的责任，“理解妹妹的做法， 她也就是
想活命。 我没钱帮她治病，就帮她跑农合办报
销，借身份证弄资料。 ”

公安机关在办案时， 要求曾经帮过忙报
销的人都要到公安机关交代情况，退还赃款。
“为了此事，我们家得罪了很多亲戚朋友。 他
们也没有这笔钱，经济确实困难。 ”聂志军说，
他和父亲又到处去拆东墙补西墙， 借钱给那
些亲戚去投案退款。

“我的一切梦想都被无限期延后了。 希望
能跨过这个寒冬， 还想陪爸爸妈妈过一个温
暖的新年。 ”说这些的时候，聂水华眼中滑过
一抹亮光，又瞬间黯淡，紧接着眼泪扑簌。 由
于病魔突袭， 聂水华计划的婚礼被无限期延
后。 去年年底，丈夫甚至向她提出离婚。 但年
初过生日许愿时，她还是希望能穿一次婚纱。

虽尚未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但聂水华已
改口称丈夫为“前男人”，“看透了，也就好了，
幸好还有父母和家人陪着我。 ”

聂水华现在的全部生活就是伴着消毒水

气味和疼痛每周到医院透析两次。她真实的住
院发票和住院治疗资料都留着放在家里，合计
有近 10万元。 因为骗保获刑，按照有关规定，
聂水华这些真实发票不能去农合办报销。

“如果能法外开恩， 让我们报销这些发
票，孩子的生命或许能延长一些时日。 ”聂炳
光说，看着孩子数着日子度日，他心如刀割。

采访结束时， 聂水华从自己那一整版的
大头贴上剪了一张，送给记者。 照片中的她露
出甜甜的微笑， 其背景上方有七个极小的黑
色仿宋字，“我还是一无所有”。

能好好活着，对聂水华而言，既是一种期
许，更是一种奢望。

愿望:她期盼穿一次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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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救命钱”咋成“唐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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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尿毒症患者已逾百万，并以每年12万人左右的速度
递增。 昂贵的医院账单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让众多贫困患
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透析患者总数已
超过10万人，每年用于透析治疗的费用接近100亿元，但大部分
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 而聂水华这样的尿
毒症患者，一旦离开了透析，他们最多活不过一个月。

用几百元购买假病历、假发票，就可报销巨额医疗费。 制售
假病历、假发票已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细致的地下产业链条，
聂氏家族骗保案并非个案。 个别医疗机构甚至将农村医保当做
非法敛财的“摇钱树”。

此案承办法官贺炳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政府
不断加大对农村医保的投入， 目的是为了减轻广大住院患者的
负担，可有人竟然打起农村医保报销的主意，购买假发票来骗取
报销。 他认为，千难万难，也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

为何假手续能通过层层审核骗走大笔“救命钱”？对此，衡山
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工会主席何凌波告诉记者，这
些伪造的病历和发票齐全，都盖有单位公章，具有很强的欺骗
性。 当前农村医保信息没有实现全国共享，基层医保工作人员
缺乏甄别假手续的能力，农村医保才会成为诈骗犯罪侵害的重
灾区，“我们也曾打电话到各家大医院进行核实，但他们大都强
调要对病人情况保密，不愿告知。 ”

“农民‘救命钱’大量流失，亟须引起重视。 ”何凌波建议，国
家应尽早建立全国医保管理查询信息共享系统， 实现住院票证
网络查询和住院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查询共享，将医保卡使用
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直接与医保报销额度挂钩，并印制统一
的防伪发票。 此外，还应加强宣传，强化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守法
意识。

基于聂水华的特殊境况， 何凌波表示， 农合办有望为聂水
华报销她的真实票据， 但是需要走一个严格的程序， “她本人
需要打一个申请报告， 详细说明情况， 再将报告递交至衡山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管理委员会审查， 考察审核后才能决定
是否为其恢复医保。 我们既要做到犯罪必究， 也会考虑有难必
帮。 但是， 若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反思， 类似的事件或将继续
上演。 ”

聂水华搂着母亲的脖子，两人笑靥如花。

2013年 3月 6日，本院根据敦煌市工业和信息管理局的申
请裁定受理敦煌市天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
理， 认为敦煌市天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长期不能正常营业，资
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权益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
保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 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裁定宣告敦煌市天力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 [甘肃]敦煌市人民法院

2013年 3月 6日，本院根据龙正国的申请裁定受理敦煌市
神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认为敦煌市神
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资不抵债，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负
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裁定宣告敦煌市神龙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 [甘肃]敦煌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珠江化工
集团申请被申请人广州市蔚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鑫
化工”）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 蔚鑫化工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55 层 邮编： 510623 联系人： 曾娜
联系电话：020-38191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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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
未依照规定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有关债务人的财产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有关债务人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
讼应当向本院提起。 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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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月 30日上午 10时召开，会议的地点将另行通知。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2013)深中法破(预)字第 96、97、98、99 号 深圳瑞吉丰发

展有限公司、卢堡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臣泽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九龙原贸易有限公司: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产
申请书、证据材料一套、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
证通知书。 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 如你
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7 日
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定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
就该申请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听证会，时间依次为上午 9 时
30分、9时 50分、10时 10分、10时 30分。 你司法定代表人、相
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六十日即为送达。 二 O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齐齐哈尔市牛奶公司申请破产一案，经破产初步
清算，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作
出（2011）齐铁破字第 1-10号破产裁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湖北省襄樊市工艺品对外贸易公司破产还债

一案，因该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根据湖北省襄樊市工艺
品对外贸易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 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作出
〔2013〕鄂襄阳中破字第 00005—2 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湖北
省襄樊市工艺品对外贸易公司的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不再清偿。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6年 11月 24日以[2006]鄂荆民四破字 3-1号民事
裁定宣告荆州市沙棉九环服饰制衣厂破产还债，现该破产企业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的规
定，本院于 2013年 10月 17日裁定宣告其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未得
到清偿的债权不予清偿。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7年 5月25日以 [2006] 鄂荆中民四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宣告湖北省荆州市制药厂破产还债， 现该破产企业破
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
的规定，本院于 2012年 8月 20日裁定宣告其破产清算程序终结，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予清偿。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5 年1月 14日以[2005]鄂荆中民四破字第 1-1号

民事裁定宣告荆州市百货公司破产还债，现该破产企业破产财产
已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的规定，
本院于 2013年 6月 18日裁定宣告其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未得到
清偿的债权不予清偿。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栾庄的申请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裁定受理江苏
省安徒生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徒生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 并指定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安徒生公司的管理
人。 管理人已依法公告了申报债权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
通知。本院现通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调整为 2014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在本院（南京市广州路 35 号）第二
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
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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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年 5月 14日， 本院根据徐厚军的申请裁定受理南京
百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此后债务人停止经营，无收入项目），
百汇公司资产总额为 36250504.45元，负债总额为 50586666.39
元，所有者权益为-14336161.94 元，已资不抵债。 本院认为，百
汇公司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百汇公司管理人申请宣告
百汇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1
月 12日裁定宣告南京百汇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南通分厂清算组

的申请， 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裁定受理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
自行车厂南通分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
自行车厂南通分厂清算组为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管

理人。 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 向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管理人 （通讯地
址：南通市唐闸镇南市街 105 号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
南通分厂清算组，联系人：陆建栋，电话 18962910629）申报债
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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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15 时在江
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246 号本院 13 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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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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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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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南通自行车总厂上海自行车厂南通分厂的申请，
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裁定受理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南通新江海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南通通捷自行
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 南通市唐闸镇南市街 105 号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
司，联系人：蒋其兵，电话 18012883359）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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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南通通捷自行车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

定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13：45 时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246
号本院 13 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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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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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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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盐城市石油化工机械厂破产还债申请，受
理了债务人盐市石油化工机械厂破产还债一案，并以（2007）盐
民破字第 0002-3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宣告盐城市石油化工机
械厂破产。 于 2013年 10月 30日裁定确认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现债务人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于 2013年 11月 6日裁定
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裁定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整， 并于
2013年 11月 7日指定了以计奇为组长的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资产管理人。 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 向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资产管理人（通讯地址及办公室地址：江苏省阜
宁县澳洋工业园鼎蓝路 1 号，邮政编码：224400，联系人：戴国
翠，联系电话：0515-87883202、13813212656）申报债权，逾期未
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

使权利。 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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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
年 3月 18 日 9 时在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大会议室召开，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
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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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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