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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案 精 要 一人公司股权转让不免除原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责任
———广东东莞中院判决龙华公司诉杰美讯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人公司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债务，原股东不能举证证明出让前
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原股东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案 例 解 析

未建工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事由
———重庆一中院判决唐亮诉隆湖物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侵害著作权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
重 点 发 布

———贵州高院判决外研社诉邹锦明侵害作品复制发行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权利穷竭原则或者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只能适用于合法出

版物，盗版书不能适用权利穷竭原则。 侵害著作权没有主观过错
的行为，应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但不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用人单位并无发起设立
工会的义务。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事先通知工会，是以
单位已成立工会为前提。 由于单位无设立工会的义务，故未建工
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

案情

2011年8月11日， 外语研究与教学
出版社 （简称外研社） 的委托代理人在
邹锦明经营的贵阳花溪知新旧书店购买

了两本 《新概念英语》 第三册， 售价20
元， 销售单标明该书店为四折旧书店。
两本 《新概念英语》 没有划痕和弯折，
保存较为完好， 标价28.9元。 经比对，
该 《新概念英语 》 第三册不具有正版
《新概念英语》 的识别特征。 外研社认
为， 邹锦明销售盗版书的行为侵犯了其
专有出版权， 请求判令邹锦明赔偿损失
1万元 ， 并负担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
1498元。 邹锦明辩称其销售的是旧书，
或来源于废品站， 或以1元到5元的价格
从学校学生手中购买， 并提供了学生的
证言、 废品收购站选购照片及书店的照
片。

裁判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邹锦明的工商营业执照表明其经
营范围为出版物、 图书零售， 并未明确
零售的书是旧书 ， 且涉案图书上无划
痕， 邹锦明提供的书店照片、 废品站旧
书选购照片及学生的证言只能证明邹锦

明销售的书籍包含有旧书籍， 并不能证
明涉案图书的来源， 故对其所售书籍为
旧书的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判令邹锦明
赔偿外研社经济损失2000元， 并负担制
止侵害的合理开支1496元。

邹锦明不服， 提起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二手书不一定就是旧书， 综合本案所有
证据， 可以认为邹锦明销售的图书为二
手书， 邹锦明销售盗版二手书的行为侵
害了外研社的专有出版权， 但鉴于邹锦
明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判决： 邹锦明负担制止侵权的
合理开支1000元， 驳回外研社的其他诉
讼请求。

评析

本案中， 一审法院将二手书等同于
旧书， 导致事实认定发生错误。 二手书
和旧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手书是消
费者 （即出于个人娱乐、 学习的目的而
购书的人） 从图书销售商处购买并持有

一段时间后转卖出的书， 旧书是有磨损
的书， 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实践中
不乏买书后书都不翻一下的人， 所以二
手书未必都是旧书。 一审法院以邹锦明
销售的书没有划痕为由， 认定该书不是
旧书 （应为二手书 ） 理由错误 。 本案
中， 邹锦明经营书店的名称、 销售单、
名片都标识其销售的是二手书， 结合其
所售图书的价格， 应当认定其销售的图
书系二手书。 该案还涉及以下问题：

1．盗版书不适用权利穷竭原则
所谓权利穷竭原则， 又称发行权一

次用尽原则， 是指作品原件或者经授权
合法制作的复制件经著作权人许可， 首
次向公众销售后， 著作权人无权控制该
特定原件或者复制件的再次销售或者赠

与。 权利穷竭原则是对著作权权利人的
一种限制。 消费者购买了书籍以后， 就
享有了对该书的物权， 该书作为著作权
的载体， 还承载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
有的著作权， 允许消费者将其购买的图
书再行处分， 实际上是在消费者对图书
的处分权和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发生冲突

时， 对著作权予以限制， 使其让位于消
费者对图书享有的物权， 其目的在于保
护权利人的同时， 鼓励作品的推广和使
用， 以推动科技文化的发展。 美国、 英
国、 德国的著作权法均有权利穷竭或发
行权一次用尽的规定， 但我国著作权法
对此并没有规定。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
十条的规定， 作品的发行权是以出售或
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

复制件的权利， 转卖二手书的行为仍然
属于发行的行为， 该行为在没有获得著
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 属于侵害著作权
的行为 。 但笔者认为 ， 不论是根据法
理， 还是根据日常生活习俗， 转卖二手
书的行为都不应视为侵权行为， 如果法
理允许著作权人在二手书转让时再行收

取费用， 实际上是允许权利人从一头牛
上剥下两张甚至更多张皮来， 显然不公
平 。 但上述关于权利穷竭的理论前提
是， 作品或者复制品必须是经作者授权
合法取得， 否则消费者对书享有的物权

存在权利瑕疵， 不能对抗著作权人的著
作权 ， 不能适用权利穷竭原则 。 本案
中， 邹锦明所出售的 《新概念英语》 是
盗版书， 故不能适用权利穷竭原则， 该
盗版书的销售行为不论是在初始环节，
还是在后续环节， 都是侵害外研社专有
出版权的行为， 外研社得在任何环节请
求停止销售， 并要求将侵权的盗版书予
以销毁 。 故本案中邹锦明应当停止销
售。

2．承担赔偿责任必须主观上有过错
关于邹锦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涉

及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对此
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少争议， 包括郑成思
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是无过错

责任， 亦有很多学者持相反观点， 对此
学术问题笔者不予以探讨。 但将问题进
行适当限缩， 似乎更有可能达成共识，
故笔者仅探讨承担赔偿责任是否需要有

主观过错。 对此问题， 著作权法没有给
予明晰的回应， 而专利法和商标法规定
较为明确。 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 “为
生产经营目的使用、 许诺销售或者销售
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

出的专利侵权产品， 能证明该产品合法
来源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商标法第
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销售不知道是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
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

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即销售商只要
提供了产品的合法来源并且主观上无过

错， 不是 “明知” 或 “应知” 其所售产
品侵权 ， 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 笔者认
为，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无过错责任
作为一种严格责任， 只有在法律有明文
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鉴于著作权法
没有明文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适用无

过错原则， 邹锦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就
要看其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实践中， 该
观点也有回应， 在国家版权局给山西省
版权局 “关于出版社出版抄袭制品应承
担何种责任” 的答复 （权办 [1996] 73
号） 中， 国家版权局认为： “我国民法
通则和著作权法未规定侵害著作权适用

无过错责任原则。 因此， 出版社应仅在
有过错并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况下， 才就
出版抄袭制品一事与抄袭者共同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分析邹锦明的主观状态，
其不具有主观过错。 外研社并没有证明
邹锦明具有 “明知” 的意识状态， 至于
邹锦明是否是 “应知”， 邹锦明系二手
书的销售商， 其并非专门经销 《新概念
英语》， 且正版书籍的鉴定方法是权利
人外研社的商业秘密 ， 邹锦明无从知
晓， 邹锦明不可能根据外研社所称的方
法甄别其所售图书是否是正版图书。 一
般而言， 图书销售商证明其所售图书是
否为正版的方法是提供其进货的合法来

源， 然后逐级追溯至专有出版权人。 但
邹锦明所售图书来源于废品站或者学

生， 其无法要求上手提供书籍来源并追
溯至专有出版权人， 邹锦明不具有识别
涉案图书是否是正版的能力和可能。 总
之， 邹锦明在销售时既不 “明知” 也不
“应知” 涉案图书为盗版图书， 不存在
主观过错，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停止侵害与赔偿损失的责任性质
及构成要件不同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承担停止
侵害的民事责任不需要主观过错， 而承
担赔偿责任必须主观上具有过错， 没有
过错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因为停
止侵害和赔偿损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

事责任， 其构成要件不同。 对此， 有学
者认为， 停止侵害是一种物权的保护方
法， 旨在使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 赔偿
损失是一种债权的保护方法， 旨在弥补因
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 停止侵权等
排除类民事责任， 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
观过错， 无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 行为
人都需要承担停止侵害的法律责任， 对于
补偿类民事责任， 则要求行为人存在主观
过错。 另有学者认为， 停止侵害的请求权
属于原权利的请求权， 该权利的行使不以
主观过错为条件， 只要权利受到侵害就可
以行使， 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完满状
态， 赔偿损失属于侵权请求权， 一般以过
错为原则， 构成较为严格， 其目的在于权
利损害后的事后赔偿。 这在司法实践中必
须予以重视。

本案案号 ： （2013） 筑知民初字
第126号， （2014） 黔高民三终字第7
号

案例编写人：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郭 民

案情

广东省东莞市杰美讯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简称杰美讯公司） 于2010年6月
成立， 汪芳为该公司唯一股东， 由其丈
夫徐国鸿 （台湾居民 ） 负责经营 。
2010年3月至7月间， 杰美讯公司多次
向四川省绵阳市龙华薄膜有限公司 （简
称龙华公司 ） 购买货物 ， 但未支付货
款。 2012年2月， 汪芳将所持杰美讯公
司股权转让给他人， 并办理了股权变更
登记。 同年3月， 徐国鸿与汪芳离婚 。
同年10月， 龙华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
杰美讯公司、 徐国鸿及汪芳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汪芳以其股权转让为由拒绝清
偿， 徐国鸿则以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为
由， 主张应由杰美讯公司承担。

裁判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杰美讯公司是一人公司， 汪芳在
涉案期间是杰美讯公司的股东， 其未能
证明在涉案交易期间杰美讯公司财产独

立于其个人财产。 根据公司法第六十四
条的规定， 汪芳应对杰美讯公司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涉案债务发生于
徐国鸿与汪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应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据此， 法院判决：
杰美讯公司支付龙华公司货款 ， 徐国
鸿、 汪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汪芳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一人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类

型 。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
定， 除非一人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 否则就应当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 我国

对一人公司实行 “法人人格滥用推定”
原则， 由股东自负举证责任。 该制度是
我国公司法的一大创举， 有利于规范一
人公司股东的行为， 保护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 对于一人
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的情形， 债权人能
否依 “法人人格滥用推定” 原则要求原
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 债权人要求原股东对一
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应当
同时满足以下要件： 一是债务应当发生
于原股东出让一人公司股权之前， 债权
人追索的债务必须发生于原股东经营一

人公司期间。 对于一人公司股东变更后
发生的债务， 原股东不负有清偿责任，

债权人应当向公司及其新股东主张债

权。 二是原股东不能证明经营期间公司
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独立。 一人公司的
原股东应就股权出让前其个人财产未与

公司财产发生混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

任， 否则， 法院应当推定一人公司的原
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 判
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处理结果的法理依据在于， 一
人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

东个人财产的， 应对公司债务向债权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此乃法定之债。 除
非债权人同意， 否则， 原股东不能以出
让股权于他人而主张免除其连带责任。
如此处理可以防止股东以股权转让为手

段恶意逃避债务， 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案号 ： （2012） 东二法民四
初字第248号， （2013） 东中法民四终
字第79号

案例编写人：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何 飞

案情

2013年1月20日 ， 隆湖物业公
司员工唐亮欲驾驶私家车进入某小

区， 遭到小区保安张某阻拦， 理由是
公司有规定不准员工驾驶私家车进入

小区。 唐亮仍要求进入， 并因此与张
某发生争吵， 进而辱骂、 殴打张某。
同年2月20日， 公司依据劳动合同、
公司 《员工奖惩条例》 以及劳动合同
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了与唐亮之间的劳

动关系。 唐亮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约定： 辱骂、 殴打同事或暴力攻击
他人的， 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 《员工奖惩条例》 也规定： “辱
骂、 殴打同事的， 公司给予立即解除
劳动关系的处罚。” 该 《员工奖惩条
例》 经过员工代表大会民主讨论程序
通过， 且通过公司网站向员工公示。
隆湖物业公司有员工40人， 但尚未建
立工会。 同年3月26日， 唐亮申请劳
动仲裁，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隆湖物
业公司支付中止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

及赔偿金。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仲裁委
逾期五日未立案， 唐亮遂诉至法院。

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 隆湖物业公司 《员工奖惩条例》
的制定经过了民主程序， 并在公司网
站进行了公示， 唐亮辱骂、 殴打同事
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 《员工奖惩条
例》、 劳动合同中的有关规定， 故公
司依据 《员工奖惩条例》 对唐亮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 ， 符合法律规
定， 唐亮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 法院
不予支持。 遂判决： 驳回唐亮的诉讼
请求。

宣判后， 唐亮不服一审判决， 提
起上诉称：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四）》 第十二条的规定， 用
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以通知工

会为前置程序， 隆湖物业公司有员工
40人， 应建立而未建立基层工会委员
会， 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经过通知工会
的程序， 故属违法解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唐亮辱骂、 殴打同事的行为违
反了劳动合同 、 公司 《员工奖惩条
例》 的规定， 隆湖物业公司依据 《员
工奖惩条例》 对唐亮作出解除劳动合
同的处罚， 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劳动
合同的实质要件。 虽然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但该规定的适用是以单位已经成立工

会为前提 。 根据工会法第二条的规
定，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
的群众组织。 建立工会组织是企业职
工的自愿行为， 隆湖物业公司不应对
未建工会的后果负责。 在隆湖物业公
司未建工会的情况下， 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无法完成通知工会的程序 。 据
此， 唐亮关于隆湖物业公司没有建立
基层工会委员会、 解除劳动合同程序
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 法院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工会是劳动者自愿结合的组织，
用人单位无发起设立工会的义务， 因
此不应为未建工会的后果负责。 由于
工会是劳动者用以对抗用人单位、 维
护自身权益的组织， 因此工会法第二
条规定，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
阶级的群众组织。 工会之所以不能由
用人单位发起设立， 是因为由用人单
位发起组建的工会难免会演变为 “老
板工会”、 “行政工会”， 不符合工会
的性质要求。 就本案而言， 劳动者自
入职至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前， 并未
提出过参加和组织工会的请求。 由于
劳动者本身并无筹建工会的意愿， 故
未建工会的责任不在单位。 虽然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
知工会， 但事先通知工会应以单位已
成立工会为前提。 在单位未建工会且
未建工会的责任不在单位的情况下，
劳动者主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违法的

理由不能成立。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阻挠员工筹建

工会的行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是否合法 ， 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
系。 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 有一种意
见认为， 如果法院判决单位未建工会
就可以免除通知工会的义务， 则可能
会鼓励单位阻挠建立工会、 拖延建立
工会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进而与司法
保护弱者的宗旨相悖。 笔者认为， 单
位是否存在阻挠员工筹建工会的行为

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 属于
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前者受工会法
调整， 后者受劳动法律调整。 根据工
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单位阻挠职工
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

会帮助、 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的， 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 ； 拒不改正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处理； 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阻
挠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完善立法， 在单位未建工会
的情况下， 解除劳动关系以通知上级
工会为前置程序。 劳动合同法规定，
工会对用人单位的不当解雇行为享有

纠正建议权， 这是为了更充分地保障
劳动者的权益。 然而， 由于劳动者承
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当工人的组织
权和劳动就业权发生冲突时， “两害
相权取其轻”， 他们可能会选择以放
弃组织权为代价换取或保证就业权的

实现。 很多单位未建工会的原因正在
于此。 在单位未建工会的情况下， 如
何保障劳动者的相关权益不受损害？
笔者建议， 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
予以完善， 规定用人单位尚未建立工
会的，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上级工会。

本案案号 ： （2013） 渝北法民
初字第07968号， (2013) 渝一中法
民终字第04880号

案例编写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吴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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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申请

被申请人上海银邦担保租赁有限公司清算案，于 2014 年 4 月 2
日指定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的戴慧英律师、李益律师、秦志
晶律师组成上海银邦担保租赁有限公司清算组，由戴慧英律师
担任清算组组长(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320 号鑫达大厦 1802 室
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095093、
13916007751，联系人：李益)。 债权申报的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 日内，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日内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
或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移交财务帐册、报
表、印章等资料。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查宏干、付莲：本院执行的刘从平申请执行查宏干、付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茅鄂
茅箭执字第 00211-1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查宏干、付莲位于十
堰市白浪街办白浪中路 37 号 3 栋 1-23-8 号的房产 【产权证
号：十堰房权证白浪区字第 10029597号】。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

江苏蓝晶电子实业有限公司：2014 年 3 月 6 日， 宿迁市联
发钢结构有限公司以江苏蓝晶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已无人经营，
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江苏蓝晶电子实业有限公
司进行破产清算。 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你公司对申请如有异议， 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 年 4

月 4 日裁定受理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4 年 4 月 4 日指定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担任沈阳三花戴
卡轮毂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 2014 年 6 月 15 日前，向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 200 号新世纪商务
大厦 23 号 ； 邮政编码 ：110002； 联系电话 ：024-82705555-
868,1394034850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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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沈阳三花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九时三十分在沈阳空
军干部训练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东 51-132 号）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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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 年 4 月 4
日裁定受理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4
年 4 月 4 日指定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担任沈阳都瑞轮毂有限
公司管理人。 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6
月 15 日前，向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沈阳
市和平区北五经街 17 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
22783110,1370001616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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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九时三十分在沈阳空军干
部训练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东 51-132 号）召开。 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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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年 7月 20日， 本院根据丹东市孤山服装厂的申请裁
定受理丹东市孤山服装厂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丹东市孤山服
装厂经营机制不灵活，严重亏损，企业现有资产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认为，由于丹东市孤山服
装厂经营管理不善，企业现有资产已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符合
企业破产的法定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裁定宣告丹东市孤山服
装厂破产。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刘武的申请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作出
（2014）锦民一破字第 00001 号民事裁定，受理债务人辽宁恒缘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一案，并于同日指定辽宁恒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辽宁恒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辽宁恒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地址：辽
宁省锦州市市府路 60 号 ， 联系电话 ：0416-3860960，0416-
3860951）三楼大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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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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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阜新市物资经销总公司的申请， 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该公司破产清
算组为管理人。 阜新市物资经销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西山市
场 A 区 514 室， 阜新市物资经销总公司清算组； 邮政编码：
123000；联系电话：0418-6697700；联系人：王宏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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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阜新市物资经销总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阜新市物资经销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年 7月 24日上午
9点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威海绿能供热有限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且债
务人或管理人未在自人民法院裁定威海绿能供热有限公司重整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本院或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本院于
2014年 3月 24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
第三款之规定， 裁定终止威海绿能供热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
威海绿能供热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3月 21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象山县兴业航
运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谷新良实业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非人身伤

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称：象山县
兴业航运有限公司为“兴泰 5”轮登记所有人，上海中谷新良实业
有限公司为定期租船人。2013年 12月 27日，“兴泰 5”轮在从丹东
驶往太仓途经江苏吕四东部海域时遭遇大风浪，导致该轮及船载
货物沉没。 “兴泰 5”轮为中国籍船舶，总吨位为 4，192吨，从事国
内沿海、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 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
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向本院申
请设立数额为 391,782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责任产生之日起至
基金设立之日止的相应利息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基金。 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
象山县兴业航运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谷新良实业有限公司申请设

立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象山县兴
业航运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谷新良实业有限公司申请设立非人身

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
裁定驳回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
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
金中受偿。联系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 8号中南世纪城
15幢 B＃203 联系电话：（0513）68559002、68559000 联 系 人：
钟明、牟鹏飞 邮政编码：226004 上海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兵兵申请宣告侯林仙死亡一案，经查：侯林仙，
女，1959 年 2 月 3 日出生， 汉族， 户籍所在地上海市万安路
1323弄 29号 202室，于 1990年 10月 3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侯林仙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小东申请宣告李志亮失踪一案，经查：李志亮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李志亮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李志亮失踪。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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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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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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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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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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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