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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劲标 杨 虹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从一位公交“扒手”的自我救赎说起

1 粗心丢玉石

百万玉石，先失，而后复得。当警方通知偷窃者已落网时，商人林宝伟却懵了：这眼前的“罪犯”黄复柯不正是千里送玉的“恩人”吗？
到底是盗取玉石的“神偷大盗”，还是“见义勇为”的“活雷锋”，黄复柯身上充满了谜团。

随着谜团的解开，围绕着黄复柯，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一场关于法律应该惩恶还是扬善的讨论也悄然展开。

物归原主，黄复柯松了一口气。第二
天，他买好了回广西的火车票准备回家。
临上车前，他想想不放心，特意在火车站
附近买了张手机卡， 给林宝伟打了个电
话， 提醒他记得给警察打电话告诉他们
东西找到了。

话末， 他还叮嘱林宝伟：“以后出门
在外要注意财产安全， 如果要碰到别人
捡到了这个包，是不会还给你的。 ”

为了确保安全， 黄复柯回广西兴业
县的老家老老实实待了两个月， 估摸着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才搭车回到了顺
德。

2012年12月9日，在容桂一家宾馆内
正准备退房的黄复柯被民警抓获， 而同
案犯杨某则因下落不明仍在逃。

经审讯，黄复柯承认了还包一事，但
坚称自己没有“偷”，只是“捡”。

2013年3月27日，黄复柯收到佛山市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起诉书时，顿
时傻了眼。 公诉书提到， 该批玉器经鉴
定，价值人民币91.4万元。

“91.4万元”意味着什么？ 黄复柯知
道漫长的牢狱之灾在等着自己。 他陷入
了迷茫，自己明明还了玉石，却依然还要
被追责。那一刻，他想了很多，“自己是没
有未来了。 ”

庭审中， 面对检方出示的目击证人
证言、治安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被告人
黄复柯当庭表示认罪。但整个庭审中，他
情绪都很低落，一直在落泪。

案件的事实比较清楚， 黄复柯构成
盗窃罪几成定局。 如果检方指控成立，
按照刑法规定，黄复柯所盗窃的玉石价
值人民币91.4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量刑标准应当是十年以上。 但是，黄复
柯在盗窃得手后不远千里，主动归还财
物的行为 ， 法律又应当给出怎样的评
判？

案件一经审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大讨论。有人说，这是盗亦有道；有人说，
他是最善良小偷；还有人说，他应该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尽管他归还了东西；也有
人担心，一旦否定了归还赃物的行为，会
不利于一些犯罪人的及时悔改。

对此，专业的意见主要有二：一种是
检方的意见， 认为应当将玉石的价值纳
入犯罪数额来进行量刑。 还有一种意见
认为，从事后归还赃物行为可以看出，被
告人并没有非法占有百万玉石的主观故

意， 应该在量刑时对该数额从起诉的数
额中予以扣除。

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顺德区法院
法官郑丁足身上，他是该案的承办人。

广东佛山， 南海平洲玉器市场。
在这全国最大的光身玉器加工和

批发基地， 每日往来客商过万， 而34
岁的江苏商人林宝伟也是其中之一。

2012年6月17日中午11点左右 ，
林宝伟走出玉器街， 准备去顺德区大
良镇。 他约了一家玉器店看货。

林宝伟没有打的， 而是在平南市
场公交站搭上了一辆由广州开往顺德

的客运公交。在他看来，这种方式又经
济又安全。

上车后， 他挑了一个车厢中间靠
窗的位子坐下， 棕色的背包随手放在
了旁边的空座上。 “越装作不在乎，越
不容易丢东西。 ”对此，林宝伟屡试不
爽，贵重的东西从未丢失过。

在车子的摇晃颠簸中， 林宝伟没撑
多久就睡着了。 或许是因为连日来的奔
波和头一天晚上熬夜核对账单， 他的身
体已疲惫到极点。

等林宝伟一觉醒来， 发现早已错过
了要下车的站点。 更糟糕的是， 放在旁
边座位的棕色背包不翼而飞！

“我价值百万元的玉石不见了。” 林
宝伟大叫一声， 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
头冒出。

司机惊得紧急刹车， 车上的乘客也

都围了过来。 “赶紧报警吧。” 司机提
醒。

不一会儿， 警察来了。 “背包里有
我的钱包、 身份证、 手机， 还有我刚刚
进来的新货———53块上好的玉石挂件，
价值100多万元啊！” 林宝伟脸色发青。

公交车后排的两位乘客向警方反映

情况说， 当车行驶到容奇大桥附近的时
候， 他们亲眼看到有两名中年男子将林
宝伟的背包拿走了， 并下了车。 “因为
害怕遭到报复， 当时没敢吭声。 ”

之后， 警方调取的监控录像也证实
了两位乘客的说法， 在客车行至容奇大
桥收费站附近时， 有两名中等身材的男
子一前一后下了车， 其中一人手拿一个
挎包。

两人下车后立即招手， 分别搭乘两
辆摩托车离开了警方监控摄像范围。 由
于案发车辆上面的监控摄像是坏的， 案
发的确切情形不明， 而下车点的监控录
像距离太远， 摩托车离开速度又太快，
警方无法看清犯罪嫌疑人面容， 窃贼一
时难寻。

林宝伟给在江苏淮安家中的妻子鲁

燕通了电话， “老婆， 我对不起你， 货
弄丢了。” 鲁燕给他重新打了货款和路
费， 林宝伟接着又去了云南。

自打接到了丈夫电话， 鲁燕接连
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100多万元的
货啊！我们是小本经营，货款都是东拼
西凑的，这下可怎么办？ ”

同年6月30日上午，无精打采的鲁
燕正在自家经营的玉器店里发呆。 不
远处，居委会的徐干部就跟她打招呼，
身边还带着一名操着南方口音的陌生

男子走了进来。
“这是广东来的陈老板，给你还东

西来了！”一头雾水的鲁燕慌忙起身迎
接。

“你是鲁燕？ 认识林宝伟吗？ 他是
你什么人？”这位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的
陈老板一边说， 一边从一个棕色背包

里掏出一张林宝伟的身份证。
看到棕色背包，鲁燕眼前一亮，这不

正是十天前丈夫丢的包吗？ 那批刚进回
来的玉器当时就放在这个棕色背包里。

陈老板告诉鲁燕， 自己前几天搭车
的时候无意中捡到了一个棕色背包，发
现里面有一张林宝伟的身份证和53块玉
石挂件。

“我自己不懂货，但看这53块玉石挂
件应该挺值钱的。包里又没有其他东西，

就这张林宝伟的身份证， 碰巧我刚好到
江苏旅游， 所以就按身份证上的地址来
找找这包东西的主人。 ”

鲁燕连忙向陈老板详细说明了自己

和林宝伟的夫妻关系， 并且告诉陈老板
因为丢了货物， 丈夫林宝伟现在又去云
南瑞丽给客人补货去了。

可是，慎重的陈老板还是不放心，要
求鲁燕背出了林宝伟的身份证号码，拿
出夫妻俩的结婚证、 户口本给他一一核

对。
最后， 他还要求鲁燕当面给林宝伟

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陈老板亲自和林
宝伟核对了背包的颜色、尺寸、里面的物
件，特别是那53块玉器的形状、大小、样
式，丢包的地点、时间等等。

确认林宝伟就是失主之后， 陈老板
这才将背包还给了鲁燕。

尽管还有装着 1000 多元现金的钱
包和 1 部手机没有找回， 但价值 100 多
万元的玉器失而复得， 这已让林宝伟夫
妇高兴得跳起来了。

鲁燕再三表示要给点“意思”以表示
感谢，并提出要给陈老板“报销”3000 元
的路费，但都被陈老板拒绝了。

2 “活雷锋”来了

林宝伟跟办案民警联系， 说玉石
找到了。

可警方却很较真， 对于案件的侦
破一直没有中断。 根据乘客提供的线
索，警方认为，两名窃贼分工明确，手
法老练， 他们判断： 这是一起惯偷作
案。

就在鲁燕在江苏遇到好心的陈老

板时，警方也取得突破进展，找到了案
发当天载着两名窃贼离开的摩托车司

机。
经过辨认， 两名司机从警方提供

的嫌疑人照片中， 指认出两名分别叫
黄复柯和杨某的犯罪嫌疑人。 由于两
人经常在公交车上扒窃， 都已是派出
所“常客”了，警方立即锁定了两人。

有人千里还包更让警方产生疑

点：在顺德捡到的背包，为什么要舍近求
远去江苏还？ 而且，和背包、玉器一起丢
失的还有钱包、现金和手机，为何还回来
的只有玉器和身份证？

办案民警立即从广东顺德赶往江苏

淮安，向鲁燕核实情况。鲁燕讲述了陈老
板还包的经过。

当办案民警拿出嫌疑人照片给鲁燕

辨认时， 鲁燕一眼就指着犯罪嫌疑人黄
复柯的照片告诉民警， 他就是还包的陈
老板。

2012年12月13日， 容桂派出所民警

通知林宝伟，经过排查和侦破，偷包的窃
贼黄复柯已经落网了。

本是让夫妻俩感激涕零的“活雷锋”
转眼就变成偷包的公交窃贼， 这个事实
多少有点让林宝伟夫妇接受不了， 会不
会是警方弄错了？

如果偷了东西， 谁还会自掏腰包跨
省归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庭上，45岁的广西籍被告人黄复
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012年6月17日，黄复柯和“搭档”杨
某在顺德大良的新■路口公交站上车，

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在熟睡的林宝伟和他

身旁的棕色背包上。
先是黄复柯佯装找座位， 坐在了林

宝伟身后的座位上，悄悄地从后排伸手
将林宝伟身旁的背包拿了过去，放入自
己的灰色挎包中。 而此时，在车门旁接
应的杨某见黄复柯得手后，立即招呼司
机要下车，然后两人搭乘摩托车离开现
场。

下车后，黄复柯和杨某立即打开背
包清点“战利品”：里面有一部诺基亚手
机、一个棕色钱包和一个黑色塑料袋。两
人利索地将手机卡取出扔掉，电池拔出，
钱包里的1400元现金平分。

当两人好奇地打开黑色塑料袋时，
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雕工精细、 成色上
好的翡翠玉石挂件。

3 “意外”落网者

“本来只是想偷点小钱，谁知道会
有翡翠玉石呢？”面对这无意中摊上的
“大买卖”，两人却由惊喜转为惊恐。

“车上也不知道有没有摄像头，该不
会被通缉吧？ ”黄复柯和“搭档”都很担心。

“到底是赶快卖了东西，大家分头
跑路，还是怎么处理？ ”两人一时没有
了主意。 最后黄复柯提出，大家先散了
各自回去想想，东西先由自己保管。

虽然不清楚这批玉器的确切价

格， 但凭经验也认为应该价值不菲，带
着玉器挂件回家的黄复柯犹如抱了个

烫手山芋， 怎么处理这些玉石让他寝
食难安。

“以前那只是小偷小摸， 关几天就

放了，这次要是被抓可就得蹲牢房了，搞不
好一辈子都出不来。 再说，要是这包东西真
的很值钱，价值几百万的，那还不得要了丢
东西人的命，会害人家家破人亡的。 ”

由于害怕事情败露，更害怕被抓，黄
复柯一连几天不敢出门， 听到有人敲门
也如惊弓之鸟。

就这样， 黄复柯担惊受怕的生活持
续了三天。 “实在受不了了。 ”黄复柯决
定———就说是捡到的，把东西还回去！

由于钱包里有林宝伟的身份证，黄
复柯断定这个身份证住址为 “江苏省淮
安市平桥镇”的林宝伟应该就是失主，或
者至少也与失主相关。

于是， 黄复柯立即从顺德赶往广州
火车站， 想买一张前往江苏淮安的火车
票。 然而出远门对于初中都没有毕业的
他，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最远的出
门就是从广西老家到谋生的顺德， 自己
活了四十多岁， 从来没有离开过两广地

界， 怎么才可以从广州到江苏淮安真是
不清楚。 ”

为此，黄复柯还特意买了两张地图，
一张中国地图，一张铁路地图。 然而，依
靠这两张地图， 从广州到江苏原本只需
要坐一天的火车， 黄复柯却整整在路上
奔波了一个多星期。

由于身上带着贵重玉器， 担心遭遇
“同行下手” 的黄复柯一路提心吊胆，上
车时将背包牢牢抱在身上， 一分钟也不
敢打瞌睡。

最终，黄复柯经过广东到山东、山东
再到江苏淮安的连续转车，终于在出门后
的第九天，也就是2012年的6月30日，辗转
找到了林宝伟家。

4 千里还赃路

最终，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黄复柯有
期徒刑七个月 ， 缓刑一年 ， 并处罚金
1000 元。

“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宽大的处理 ，
太好了。” 宣判后， 黄复柯掩面痛哭。

对此判决， 郑丁足解释说， 结合黄
复柯 “只想偷些小钱” 的当庭供述和归
还玉石的行为， 可以认定被告人黄复柯
在扒窃时产生了对盗窃对象的价值认识

错误。 他的主观目的是在公共汽车上通
过小偷小摸的行为窃取小额财物， 而不
是想窃取大额财产， 或采取能盗多少就
多少的概括故意式的放任。

法官认为， 黄复柯对盗窃对象产生
的价值认识上的错误部分不应计入盗窃

数额之内。 换句话说， 53件翡翠玉石的
价值不应计入本案所盗窃的数额之内。

黄复柯无意中撞上了 “大买卖” 之
后毫无惊喜反而因此担惊受怕， 在做了
“恶” （盗窃） 的抉择之后， 又选择了
人性中的 “善” （归还）。 这就是无可
争议的 “善” 举， 应当得到社会的肯定
和法律的认可。

笔者由此想到英国法学家麦克莱说

的一句话，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正如判决书中所言， “被告人黄复柯的
扒窃行为毫无疑问应受道德的谴责和法

律的惩罚， 但其后不远千里将所盗玉石
完璧归还失主的行为， 不论其是出于自
身的良知还是对法律的敬畏， 都应该在
道德上予以肯定和在法律上予以正面评

价， 并且可以也应该成为其改过自新之
路的起点。”

2014 年 1 月 20 日， 黄复柯正在家
乡准备年货， 再也没有比这一刻更能感
受到自由的可贵； 再也没有比这一刻更
能感受到找回人生起点的不易。

浪子回头金不换。 黄复柯用自我救
赎再次证明这句话。 拯救他的是， 他始
终坚信法律终会认可他的 “善”。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5 心慌慌“过堂”

6 法认可了“善”

被告人获知判决结果后，当庭嚎啕大哭，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根据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申请于 2013年 12月 25日裁定受理
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4年 1月 8日指定天
津市津翔电梯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的债权
人应自 2014年 4月 23日前， 向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破产管理人
（通信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号；邮政编码：300010；联系
电话：(022) 2445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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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市津翔电梯厂破产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5月 7日（星期三）上午十时在
本院第十三法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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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2013）深中法破字第 49 号本院根据深圳市联合宝利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裁定受理深圳惠好
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
事务所为深圳惠好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惠好实业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4 月 1 日前， 向深圳惠好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1
号 楼 23 层 。 联 系 人 ： 缪 顺 进 。 电 话 ：0755 -82818106、
13828888449。 传真：0755-82816898。 邮编：51804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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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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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圳惠好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惠

好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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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深中法破字第 1 号 本院于 2014 年 1 月 3 日裁定受
理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金
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
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3 月 10 日前，向
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 1
号中电信息大厦 15楼 1507室。联系人:王纯利 13418687235尹
军 13714355293 电话 0755-82947528 传真 :82947530) 申报债
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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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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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深圳市航天科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3月 18日 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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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深中法破字第 53号 本院根据荷力隆蜂窝纸制品 (深
圳)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年 11月 18日裁定受理荷力隆蜂窝纸
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广东众诚律师事
务所为荷力隆蜂窝纸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 荷力隆蜂窝纸
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年 4月 2日前向荷力隆
蜂窝纸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
路 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 3008室，联系人:陈嘉伟、刘浩、李素
贞，电话:0755-83297776，传真:0755-83289711)申报债权。 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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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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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力隆蜂窝纸制品(深
圳)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荷力隆蜂窝纸制品
(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4
月 15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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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一四年一月九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深中法破字第 50 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联合宝利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裁定受理深圳盛平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中银(深圳 )律
师事务所为深圳盛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盛平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4 月 1 日前， 向深圳盛平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38
号现代国际大厦 2801。 联系人 : 刘云 、 王佳容 。 电话 :
15013722534、13510650912。传真:0755-82531555。邮编:518048)
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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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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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盛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深圳盛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 2014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
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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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河南省龙泰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
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于 2011年 6月
18日作出（2006）汤法破字第 7-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破产。

[河南]汤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

公司、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裁定受理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和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
合并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指定湖南湘剑律师
事务所和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为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湖
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湘潭
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步恒
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恒
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湘潭恒源
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步恒润竹
木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4 月 25 日前，向湖南恒
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湘潭恒盾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怀义亭幸福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11100； 联系人： 罗秘辉 、 肖红 ， 联系电话 ：13707327062、
13975211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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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恒盾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湘潭恒盾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 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 年 5 月 6 日 9 时
在本院一楼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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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会议时还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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