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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副庭

长钱晓峰认为， 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
未成年人的判后帮教工作， 是长期以来
困扰少年法庭法官的一大难题。 对未成
年人的判后帮教， 应当充分借助社会力
量， 形成帮教合力， 实现助人自助。

本案体现了判后帮教的无缝衔接。
一是少年法庭与帮教志愿者协会的接

力 。 少年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 积极
与帮教志愿者协会开展合作 ， 在落实
爱心企业后 ， 大胆对外来未成年人适
用非监禁刑 ， 让其边工作边进行社区

矫正 ； 二是上海市社区矫正与未成年
人原籍社区矫正组织的接力 。 在上海
和陕西两地社区矫正组织的帮教接力

下 ， 周某能够回到原籍自主创业 ， 并
将其打造成当地的帮教基地 ， 接纳失
足人员来回报社会。

对周某帮教工作的成功， 是深圳帮
教志愿者组织、 少年法庭、 上海帮教志
愿者协会、 上海与陕西两地社区矫正部
门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同时也为少
年审判中整合力量开展对外来未成年人

的帮教带来新的启示。

本报讯 “经过这次教训 ， 将
来， 我一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绝不
再酒后驾车。” 近日， 广东省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欧某的行为

构成危险驾驶罪， 鉴于其情节轻微免
予刑事处罚。

今年 1 月 27 日晚上，欧某喝完米
酒后在家休息，次日凌晨 5 点半，发现
儿子突发高烧，欧某便驾驶摩托车，搭
载妻子及儿子去医院， 途中与驾驶电
动自行车的罗某发生碰撞， 导致双方
车辆倒地损坏，罗某受伤。

案发后， 欧某的妻子立刻主动报
警。 经交警鉴定， 欧某被认定为 “醉
驾”。 与此同时， 欧某也一直留在案
发现场等候处理， 并向被害人罗某赔
礼道歉， 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1500
元， 取得了罗某的原谅。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被告人欧某无视国家法律， 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已构成
危险驾驶罪， 应依法惩处。 但鉴于被
告人欧某在其妻报警后一直留在现场

等候处理， 归案后又能如实交代其犯
罪事实， 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 又鉴于被告人欧某积极赔偿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 有悔罪
表现，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还鉴于被
告人欧某犯危险驾驶罪的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 遂作出如上判决。

（何 娟 李世寅 刘 峰）

醉驾情节轻微
免予刑事处罚

■权威透析■

法院保障民生
典型案例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 各类金
融机构不断推出金融创新，在此背景下，
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交易安全
和高效尤为重要。 2014 年 4 月 2 日，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 2013
年上海金融商事、 刑事审判的总体情况
和典型案例，并针对涉银行、涉保险、涉
证券期货信托、涉金融消费者权益、涉信
用卡犯罪案件等 5 个分类进行了专题发
布。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犯
罪的有效防治， 通过商事裁判合理引导
金融创新， 维护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市
场安全。” 上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说。

眼花缭乱的境外交易平台

2008 年起， 许某在未经国家主管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先后以其实际控制
的富信宝公司和融衡公司的名义招聘员

工， 通过租赁境外服务器及交易软件，
设置三个网站的方式 ， 在境内招揽客
户 ， 搭建 ETCATS、 IG、 ETF 三个期
货交易平台， 进行黄金、 外汇、 原油、
股指等期货保证金交易。

经司法审计，上述三个交易平台有内
地客户共计 1812人，存入资金共计 1.9亿
余元，取出资金共计 1.6亿余元，内地客户
亏损额 6596万余元。 根据资金收入支出
流水账和“每天工作内容”及涉案个人账
户明细反映的客户出入金记录，2008年 1
月 10日至 2012年 3月 1日期间，三个交

易平台出入金客户共计 2494人， 入金金
额为 1.9亿余元，出金金额为 1.1亿余元。
三个交易平台盈利资金用于交易平台的

运营、员工工资、公司办公费用等共计 800
余万元，用于 IB返佣 5192万余元。

法院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许某等

五名被告人八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 10 万元至 5000 元不等的罚金。
【点评】

根据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 的规
定， 任何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均需
要经过国务院或国务院职能部门的批

准，许某等人在境内发展代理商、招揽客
户、签署合约、开户、收取、结算保证金等
期货交易关键节点的行为， 反映出金融
犯罪手段的新型化和智能化。 随着金融
犯罪日益向伪造信用卡、 销售基金、林
权、推荐股票信息、代理操作证券账户、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虚构交易非法
套现等领域拓展， 金融投资者需要具备
理性投资意识， 对 “高额回报”、 “快
速致富” 的投资项目要冷静分析。

“代销基金” 的诱惑

2011 年 6 月 ， 吴先生前往银行办
理存款业务， 在银行理财顾问沈某的极
力推荐下购买了某基金， 沈某通过银行
计算机代吴先生操作购买了 9 万元基
金， 吴先生输入银行卡密码， 但银行未
与吴先生办理书面手续。

4 个月后， 吴先生得知该基金发生
亏损， 与银行发生争执。 2012 年 7 月，
吴先生将基金全部抛售， 亏损达 24000
余元， 随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银
行赔偿其资金损失。

法院最终判决银行赔偿吴先生损失

7000 余元。
【点评】

网点众多的优势使得银行成为代销

基金、 保险等金融产品的重要渠道， 银
行作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的代销方，
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 应了解客户的
风险偏好、 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
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 提供合适的投资
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 并向客户解释相
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 揭示相
关风险。 金融消费者作为具有完全认知
能力的民事主体， 则应对自身的投资行
为风险承担合理注意义务。

期货交易软件惹祸

邱先生是期货公司的老客户。 2010
年 1 月 7 日期货市场开盘后， 大连商品
期货交易所多个期货合约的价格出现

大幅下跌， 当天上午 10 时至 10 时 15
分，期货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出现客户
登录缓慢和无法正常登录交易的异常

情况。 后经调查，系软件程序处理能力
不足导致客户在该时段无法正常交易，
期货公司很快通过软件更新修补了上述

系统漏洞。
邱先生向法院起诉， 表示自己在当

天持有大量期货合约 ， 本来打算上午
10 时全部平仓， 因交易软件故障导致
无法及时成交， 只能在 10 时 15 分后以
较低价格平仓 ， 产生了 122 万元的损
失， 现要求期货公司全额赔偿。

法院综合考量了邱先生可能下达平

仓指令的盖然率、 合约价格快速下跌过
程中以最高价格实际成交的盖然率， 以
及邱先生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未及时采取

其他交易方式进行平仓的情况， 最终判
决期货公司赔偿邱某损失 34 万元。
【点评】

券商和期货公司作为交易系统的指

定和提供者， 应当通过对交易系统定期
或不定期的测试以发现系统可能存在的

瑕疵， 并通过程序更新予以修补， 或对

金融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提示和指导， 以
避免因交易系统故障而致使金融消费者

遭受损失。

“高息揽储” 吓出一身汗

2008 年 5 月， 徐某和时任银行客
户经理的陈某采用虚构银行高息揽储

业务的手法 ， 诱骗俞先生办理金额为
2500 万元 、 期限为一年的存款业务 ，
约定息差为 16%。 整个过程中，陈某负
责接待俞先生 ， 为其办理理财金账户
开户手续 。 俞先生在空白回单上签字
确认 ， 然后将开户申请材料及身份证
交给陈某 ， 陈某在没有征得俞先生同
意的情况下 ，在开户申请资料上的 “网
上银行”栏打钩 ，并开通俞先生上述账
户的网上银行 ，领取了移动数字证书 ，
即“U 盾”。 随后，俞先生仅拿到一张理
财金账户银行卡和一本加盖银行印章

的理财金账户活期对账簿 ， 陈某则暗
地里将 U 盾交给了徐某。

此后， 俞先生将 2091 万元存入账
户， 徐某将息差等共计 409 万元转入上
述账户， 随后徐某利用 U 盾冒充俞先
生登录网上银行， 将 2500 万元存款转
账支取。

诈骗犯罪团伙案发后， 俞先生诉至
法院 ， 请求判令银行兑付其存款本金
2500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法院最终判
决银行返还俞先生存款本金人民币

2091 万余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
【点评】

银行对其工作人员、 经营场所管理
不善， 操作流程内控不严， 导致犯罪分
子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赖， 勾结或冒充
银行工作人员， 在银行经营场所内实施
诈骗行为。 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 应
当建立完善合理的业务操作和监控管理

流程， 维护金融交易安全。

上海高院通报金融典型案例
涉及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金融消费者权益、信用卡犯罪等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严剑漪
1.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 如涉及海

外公司短线交易行使收益归入权纠纷、
贵金属现货及延期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

纠纷等。
2.金融案件的涉众性日益增强， 主

要集中在证券和保险领域， 并有向其他
领域扩展的趋势。

3.融资担保引发的纠纷明显增多。
4.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风险传

导及效应日益凸显， 光伏、 钢贸等产
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价格持续下滑的
行业风险 ， 并衍生出了小额借款纠
纷、 追偿权纠纷、 典当纠纷、 保证合
同纠纷等其他金融案件。

针对金融商事和刑事审判的情况，
上海高院提出五大建议：

1.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人员 、
营业场所及操作流程的管理。

2.加强对金融新型业态的监管 ，
对自贸区新型金融交易的监管做好提前

应对， 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与资
本市场的监管力度。

3.严格防范行业性、 系统性风险
的诱发， 银行要严格审核贷款人资信，
核实贷款人提供的担保， 慎用风险较大

的担保方式， 加大对仓储、 供货方的
管控力度， 及时做好坏账核销。

4.加大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力
度， 相关监管部门建立教育的专门机
构， 通过定期发布信息通报等形式，
向金融消费者宣传、 普及金融知识和
风险教育。

5.加强金融基础设置的配套制
度建设， 建立并完善担保登记制度设
计， 及时构建存款保险制度， 加强保
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与机制建设。

12 年前， 不满 18 周岁的他初到上
海， 与他人持刀抢劫， 铸下大错， 逃亡
五载后， 向公安机关自首。

如今， 他开办的公司被确定为帮教
基地， 接受了 20 多名像他一样曾经失
足的人员。 他还用自己的经历劝说三名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一失足未必成千古恨。 法院借助各
界力量， 倾力帮教， 助他走上阳光路。

持刀抢劫铸下大错
潜逃五年投案自首

1985 年出生的周某 ， 自幼在原籍
上学 ， 初中仅读了半年就因家中经济
困难而辍学 ， 后辗转广东深圳打工 ，
2002 年 9 月来到上海投奔在此打工的
姐姐。 二十多天后的 10 月 9 日， 周某
与同案人邓小勇经预谋至上海市虹古

路被害人潘红亮的暂住处 ， 用胶带捆
绑被害人手脚， 并持刀威胁， 抢得 650
元现金、 价值 1760 元的移动电话一部
以及银行储蓄卡一张 ， 并威逼被害人
提供密码 ， 随后持该储蓄卡至银行提
取 1200 元。

铸下大错后， 周某隐姓埋名潜逃广
东深圳等地。 2007 年 12 月，潜逃 5 年之
后的周某登录了深圳市阳光之家文化发

展中心王金云老师开设的 “中华失足者

热线”网站，经与王金云老师多次交谈和
见面， 周某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由王金
云陪同至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投案。

积极退赔认真悔罪
法院慎重适用缓刑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受理

了周某抢劫一案。
合议庭审理认为， 周某伙同他人以

暴力方法入户抢劫公民财物， 严重侵犯
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依照刑
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构成抢

劫罪， 且系入户抢劫， 依法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 结合全部案情综合分析， 被告
人周某作案情节相对轻于同案犯邓小

勇， 但是对于周某而言， 应当清醒地认
识到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

事违法性， 以及对公民合法权利、 社会
稳定造成的危害。

作案后逃跑在外多年， 期间周某经
历了在逃生活的艰辛和磨难， 同时随着
年龄的增长， 自身心理的成熟， 亲友的
正面影响 ， 周某确实经历了反思的过
程。 在迷惘间， 社会人士的正确引导和
热心帮护， 促使他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 周某自愿认
罪， 并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积极退赔，
加上他犯罪时尚未满 18 周岁， 合议庭
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对其适用缓刑。

2008 年 7 月 24 日， 长宁区法院对
此案作出判决， 判决周某犯抢劫罪， 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判后法官热心帮教
扶上马后再送一程

周某系外来人员， 其户籍地远在陕
西省， 作案后潜逃在外时间长达 5 年，
适用缓刑后如何确定落实帮教机制， 成
了首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法庭建议， 本案辩护人、 上海市
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理事郑志律师开展

联系工作， 少年法庭的工作获得协会的
大力支持。

周某被安置进入上海市某爱心企业

边工作边接受社区矫正。 在缓刑考验期
间， 周某作为员工在物流公司上班， 由
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安排专职人

员俞芷中开展帮教工作。 期间， 周某因
病需回原籍治疗， 除了由原籍公安机关

进行缓刑考察， 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
协会继续跨区域开展帮教工作 。 2008
年， 俞芷中作为帮教老师到周某原籍进
行考察， 并与当地派出所联系， 了解他
的表现。 2010 年、 2011 年， 俞芷中又
先后两次到周某原籍考察。

2008 年 10 月， 周某在家人、 帮教
组织的关心支持下， 筹资 10 多万元开
办了汽车美容中心， 并成为社区矫正安
置帮教基地进行培育。

2011 年 4 月 ，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
下， 周某投资 400 余万元 、 占地 5000
多平方米的三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 经当地有关部门安排， 周某所在公
司被确定为新航之家安置帮教基地， 迄
今已接受 20 余名刑满释放人员进公司
上班， 接受有关部门帮教考察。 周某还
用自己的经历劝说三名在逃人员投案自

首。 周某的上述表现获得了社会广泛好
评， 其在 2012 年被评为 “汉阴县十大
杰出青年”、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先进个人”。

2011 年 9 月 11 日， 周某向长宁区
法院少年庭法官刘玉奇发来中秋问候短

信： “又到中秋月圆时， 谢不尽的是大
家给我的关心与支持， 忘不掉的是温暖
的情意。 祝您和您的家人中秋节快乐、
事事顺意、 健康幸福！”

一失足未必成千古恨
———法院帮教助失足少年走上阳光路

本报记者 刘晓燕

■司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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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3日， 本院裁定立案受理申请人北京立根恒
昌商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北京世纪万联商厦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后本院指定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组成北
京世纪万联商厦有限公司清算组。 北京世纪万联商厦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清算组北京市天睿律师
事务所（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7 号 PICC 人
保大厦 6 层 601 室，邮政编码：100010，联系人：陈广贺，电话：
010-58151109，15010933413）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
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
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公司
清算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清算
组重新核定。 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定的
债权仍有异议，债权人有权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
讼请求确认。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无锡力压压缩机经营有限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于 2014年 3月 20日决议公司提前终止经营，进入清算
程序。公司已成立清算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所有与本
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业及自然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炎凤；联系电话：0510－
85431597；地址：无锡市北塘区金山北科技园金山四支路 36号；
邮编：214037。 无锡力压压缩机经营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粉末冶金厂的破产申请， 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7-1 号民事裁定书，决定立
案受理债务人河北粉末冶金厂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指定河北
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
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改革局 ， 联系人 ： 安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处理。 原河北粉末冶金厂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望债权人准时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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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省华威科环玻璃钢有限公司的破产

申请，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6-1 号民事
裁定书，决定立案受理债务人河北省华威科环玻璃钢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指定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
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
改革局，联系人：安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
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
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原河北省华威科环玻璃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7月 4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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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华立家具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5-1 号民事裁定书，决
定立案受理债务人河北华立家具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并依
法指定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
理事务的地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改革局， 联系人：安
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 3 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
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规定处理。 原河北华立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望债
权人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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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环保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破产

申请，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3-1 号民事
裁定书，决定立案受理债务人河北环保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指定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
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
改革局，联系人：安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
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
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原河北环保节能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7月 3日下午 14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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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托
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冀州市环美胶管厂的破产申请，已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2-1 号民事裁定书，决定立
案受理债务人冀州市环美胶管厂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指定河
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事务的
地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改革局 ， 联系人 ： 安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处理。 原冀州市环美胶管厂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
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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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省冀州市密封材料厂的破产申请，已

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作出（2014）衡破字第 4-1 号民事裁定书，
决定立案受理债务人河北省冀州市密封材料厂申请破产一案，
并依法指定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
人处理事务的地址为冀州市冀新路冀州市发展改革局， 联系
人：安世健 13582683986，孙德强 13833858020。 债权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
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
应当说明。 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 原河北省冀州市密封材料厂的债务人、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下午 16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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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 [河北]冀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糖酒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破产财
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一百
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出（2011）湖
民二破字第 05-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饮食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破

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
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 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出
（2011） 湖民二破字第 06-04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食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破产财
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一百
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出（2010）湖
民二破字第 0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燃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破产财
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一百
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出（2011）湖
民二破字第 01-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
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出
（2011） 湖民二破字第 02-04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作
出（2011）湖民二破字第 04-0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债务人湖口县紫云宾馆破产清算一案，破产财产已经
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
之规定，本院于 2014年 3月 6日作出（2011）湖民二破字第 03-04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2013年 12月 4日， 本院根据申请人宜兴市金久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久公司）的申请受理江苏恒源电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恒源公司
管理人接管恒源公司后，经管理人委托宜兴方正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恒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经审计，恒源公司总资产
为 118274956.70 元， 总负债为 148937369.93 元， 所有者权益
为－30662413.23 元。 管理人委托宜兴方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宜兴市恒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恒源公司的财产进行

评估，经评估，恒源公司的财产评估现值为 73094162 元。 本院
认为，管理人接管恒源公司后，委托有资质的审计、评估机构对
恒源公司的财务进行了审计， 对恒源公司财产进行了评估，根
据审计和评估结果，恒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符合破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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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17 日裁
定宣告恒源公司破产。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当前上海金融商事案件特点

1.收案数量下降近四成， 信用卡诈
骗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八成以上， 以
恶意透支型为主。

2.犯罪类型发生明显变化。 信用卡
诈骗、 假币犯罪、 票据诈骗、 非法经营
外汇等多发性犯罪大幅减少， 非法经营
黄金期货 、 妨害信用卡管理 、 内幕交
易、 集资诈骗等犯罪有所增加。 在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犯罪中， 中
老年人已成为重要受害群体。

3.犯罪特征明显。 非法集资类犯罪
紧跟市场热点， 善用媒体和合法成立的
公司做包装。 涉信用卡犯罪中， 从获取
信用卡信息、 身份证信息到伪造、 骗领

信用卡， 再到非法套现的产业化趋势
明显 ， POS 机成为犯罪链条中的重
要一环。

4.犯罪的专业化、 智能化、 网络
化趋势明显。 如利用金融专业知识从
事非法证券、 期货业务， 利用高科技
伪造信用卡， 通过网络发布非法金融
活动信息、 招揽客户、 买卖信用卡信
息、 出租 POS 机。

5.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追赃维稳
任务艰巨。 上海法院去年审结的 22
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涉案金额 4 亿
余元 ， 投资人 、 被害人 2000 余人 ，
将近 2.4 亿余元赃款尚未追回。

●当前上海金融刑事案件特点

上海高院提出五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