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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惠
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专门以医院
检验处抽血病人为犯罪对象的盗窃案。

张某因为盗窃先后被行政拘留 2
次，劳动教养 3次，判刑 3次。2013
年 12 月，张某因肝部不适去医院看
病。在检验处，他发现病人们抽血时
需要先脱下一个衣袖，将挽起衣袖的
手伸进检验窗口处，另一只手则需要
帮忙拉住衣袖和摁住出血点，衣服都
是一半在身上，一半耷拉在旁边，耷
拉下来的衣服口袋里时常装有现金、
手机等财物。

第二天，张某又来到这个医院的
二楼检验处，看见陈某拿着苹果手机
在打电话，打完电话，陈某随手将电
话放在衣服外侧的口袋里，然后脱下
衣袖伸出手去抽血。张某乘隙靠近陈
某，将手机偷了出来。2014年1月至
3月期间，张某又先后三次来到同一
个医院的检验处，趁三名被害人抽血
不注意时实施盗窃，共窃得现金
4000元及2部苹果手机。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已
构成盗窃罪，其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
再犯罪，属于累犯，遂依法从重判处
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涉案赃物继续追缴并发还
被害人。 （金 语 朱杰焰）

审计学报成审判学

自考生怒诉辅导学校摆“乌龙”

起邪念卖儿还赌债
食恶果终获七年刑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饶 双）近日，湖北省老河
口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父亲拐卖自
己亲生儿子来偿还赌债的犯罪案件，
被告人魏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
处罚金5000元。

被拐卖儿童的父亲魏某与母亲郭
某于2011年3月结婚，同年6月离婚，
离婚后二人仍有来往，并于2012年10
月24日生育一子。其后魏某在山东济
南打工，郭某在山东青岛打工并照看
儿子。魏某在外打工期间，长期赌博欠
下了外债，遂产生了将自己亲生儿子
卖掉以偿还赌债的想法。为了将这一
想法变为现实，魏某首先在 2013 年 8
月初通过网络论坛“收养吧”留言称：

“家庭困难，欲将 10 个月的儿子有偿
送养”，后福建省泉州市的张某联系魏
某，两人经过多次电话协商，以 9.5万
元的价格达成协议，并约定在2013年
8月20日由魏某带小孩到泉州交人拿
钱。魏某又联系儿子的母亲郭某，以老
河口的爷爷奶奶想念孙子为由，要郭
某将儿子送回老河口，随后魏某返回
老河口，又以要将儿子带回济南找人
照顾的理由将儿子抱走，并于 8月 21
日带上伪造郭某签字和手印的收养协
议、户口簿、身份证等资料携子赶往泉
州，与张某见面。张某在验证了魏某所
带资料后将9.5万元交给魏某，随后将
孩子抱走。魏某拿到钱后返回济南，将
8万元用于还债，余额挥霍。郭某发现
情况不对后报警，警方很快就将魏某
抓获，并派民警陪同郭某从福建省南
安市将孩子接回老河口。

法院经审理认为，魏某作为孩子
的亲生父亲，为还赌债出卖自己的亲
生儿子，非法获利 9.5万元，其行为
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魏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庭审中自
愿认罪，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遂
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专盯验血病人下手
盗贼获刑重回监狱

本报佛山 8 月 26 日电 早 报
读，迟毕业！广东佛山的朱女士报名
参加了一家自学考试辅导学校的教育
培训课程，结果却因学校错报、漏报
一门必考课，不得不延迟两年毕业。
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案进行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朱女士 2010 年开始在自学考试
辅导学校报名参加其与某农业大学联
合举办的财务会计与审计（独立本科
段） 班。2013 年下半年，朱女士在
申请毕业时才得知自己有一门必考科
目《审计学原理》没有成绩，因而不
能领取毕业证。

“报名时，因为学校错误将我的
考试科目填报为《审判学》，并发放
相应教材。”据朱女士诉称，虽然自
己通过了那次考试，考试成绩却是无
效的。因当年该科目的考试报名已

过，与辅导学校交涉后，朱女士于
2013年9月报名参加2014年1月开考的

《审计学原理》。
今年 1月 7日，就在考前三天，朱

女士却怎么都查询不到自己的考试座
位。在致电辅导学校求助时，她才惊异
地得知，这次自己的考试又没报上名，
而下次考试还得等到2015年1月。

“本应在 2013年 6月申请获取本科
毕业证，却因为辅导学校的错误，导致
我至少要迟延两年才能申请毕业。”朱
女士坦言，她已通过了中级会计师考
试，若按时获得学历，极有机会获得一
份高薪工作。而这两次报考经历，也给

她带来了不少精神痛苦。
由于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朱女士一

怒之下，将辅导学校告上了法庭。
一审法院判决辅导学校赔偿朱女士

各项损失 3.5万元。宣判后，辅导学校
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朱女士又补充提交了证
明预计收入损失的证据以及调查对话录
音。

庭审中，校方表示，按时确认报考
科目，办理报考手续，是考生的义务，
学校只有协助义务。因为每个学员的学
习能力不同，报考需求也不尽相同，校
方只能通知学员到现场确认报考科目。

《审计学原理》是属于考生本人勾选的
选考科目，朱女士因为自己的疏忽，从
没亲自到现场确认选考 《审计学原
理》，也没有另行告知校方相关原因。
校方声称，其在 2013年 10月 11日已向
朱女士的手机成功发送了报考通知的信
息，但是，朱女士毫不理会学校的通
知，致使自己失去了考试的机会，应当
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负责。

对此，朱女士当庭回应称，她之前
报考科目大部分都是由其丈夫和家人代
为前往交费、报考，均获得成功，亲自
签名的只占很少一部分。登记表上显
示，很多不同人名的笔迹是出自同一人

的，可以判断最少有两人没有亲自签
名。而且，报考登记表上显示一些人的
报考情况为“在线报考”，可判断出根
本无需前往报考点，只要告诉校方报考
科目并交纳资费即可。校方所称的学员
要亲自前往签名是报考所必须，是为推
卸责任、欺骗法官编造的，与事实不
符。

朱 女 士 还 提 到 ， 2013 年 9 月 25
日，校方工作人员基于2012年4月给其
错误报考课程的教训，主动提出代朱女
士缴报名费、代报名参加2014年1月的
考试。当时她还特别问了工作人员是否
需要前来办手续，工作人员明确回答不
用了，记得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2013
年 10月 11日校方所群发的短信，对她
没有任何针对性。

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过大，法庭当庭
调解未果，将择日宣判。

（林劲标 凌 蔚）

本报讯 凌晨时分闯入街头超市
点燃汽油焚烧财物，放火者既非泄愤
也不是寻仇，落网后还企图以一句

“我吸毒，有幻觉”来逃避刑责。近
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当庭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满某有
期徒刑四年，退缴1万余元抵赔偿款
发还超市。

今年 3月 9日凌晨，地处上海闹
市区的武定路一处 24 小时营业的超
市内，还有两位顾客正在吃便当。突
然，吸食冰毒后的满某携带两个装有

汽油的矿泉水瓶冲入该超市，扬起一瓶
汽油泼洒在超市进门处的货架及地面
上，再用打火机点燃，进而继续泼洒汽
油，致该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等财物起火
燃烧，过火面积约为2平方米。

据案件证据记载，其实在满某放火
前，巡逻民警早已察觉到此人形迹可
疑，一路跟踪到该超市门外，见满某在
店堂内实施纵火行为便赶紧闯入欲制止
满某的行为及救火。此时的满某却高
喊：“你们不要过来，谁上来我就烧死
谁！”手中还握着着了火的矿泉水瓶对

着民警挥舞，此时店堂内空气中弥漫着
浓浓的汽油味。当时满某共带了两瓶汽
油和三个打火机。民警冲上前紧紧控制
住了满某，并与超市收银员和周围群众
一起及时将火扑灭。满某的第二瓶汽油
也被警察搜出缴获，因抢救及时火势得
到了控制。但满某的放火行为还是使该
超市货架上有826件商品被烧毁，合计
损失1万余元。

庭审中，满某向法庭供述：“事发
前，我常年吸食冰毒，脑子烧坏掉了，
常常会有幻听的症状。”相关证据显示

满某长期吸毒，自 2012年 10月吸食冰
毒后出现了幻听等异常，后多次在精神
卫生中心接受医治，诊断结论为“精神
活性物质（冰毒）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
碍”。但满某在明知自己病情的情况
下，仍然吸食毒品导致发病，进而实施
了放火行为。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放火
时，满某回答：“之前我在一家浴室里
吸食了冰毒，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走到那
家便利店，就感觉似有人在追逐我，我
当时为的就是让警察过来保护我。”

审理中，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员出具的《司法鉴
定意见书》证实满某具有使用精神活性
物质 （冰毒） 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但具有受审能力。

法院认为，满某虽然患有精神病，
但如果该精神病不妨碍其对行为具有辨
认和控制能力，属法律上规定的间歇性
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状态下犯罪，应
该负刑事责任。而本案中的满某故意纵
火，危害公共安全，尽管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但该行为已构成了放火罪。考虑
到满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遂依
法对满某从轻作出了有罪判决。

案件宣判后，本案承办法官孙玮表
示，如今因吸毒而导致的犯罪已成为社
会危害性极为严重的犯罪方式，它不仅
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而
且往往会诱发涉及多项犯罪。

（李鸿光）

吸毒男在超市放火
“吸毒有幻觉”不能成为免刑理由

本报宜春8月26日电 今天，备
受社会关注的伤害柳艳兵、易政勇等

“夺刀少年”一案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邱
干华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被一审法院当庭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零六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邱干华因
对自身状况和社会现实不满，逐渐萌
发用刀砍人泄愤的想法，并先后购买

了两把水果刀和一把菜刀以待时机成熟
时作案。

今年5月31日，邱干华用一个红色
袋子装好上述三把刀具，从洪塘镇家中
出发，搭乘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洪塘
镇开往宜春贸易广场汽车站的公交客
车，准备途中作案，但见车上男性乘客
偏多便未实施。

当日 13时 50分许，邱干华在贸易
广场汽车站乘坐赣CA1177号公交客车

返回洪塘镇，坐在最后一排左边第二个
座位，见车上女性乘客偏多，便决定中
途作案。

14时40分许，当客车行驶至袁州区
三阳镇与洪塘镇交界处路段时，邱干华
突然拿出袋中菜刀对车上乘客柳艳兵、
易政勇等人随意乱砍，柳艳兵、易政勇见
状立即与邱干华搏斗，并成功将邱干华
手中的菜刀夺走。随后邱干华挣脱柳艳
兵，逃离现场窜入路边山里躲藏。

另查明，邱干华共砍伤乘客五人，
经法医学鉴定，其中柳艳兵、易政勇、
刘某某、彭某某四人伤情为轻伤二级，
另有刘某某一人为轻微伤。

6月 2日，邱干华在宜春市袁州区
医药工业园湖东路被抓获归案。

经江西省宜春赣西精神病学司法鉴
定所鉴定，被告人邱干华作案时患有精
神分裂症，处在残留期，为限定责任能
力人。

这两位“夺刀少年”因为见义勇为
而错过了高考。此后陆续有 13 所高校
发出了希望招收柳艳兵、易政勇的意
向。7月2、3日，两人参加了江西省教
育厅为他们组织的单独高考。7 月 6
日，两人分别被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录取。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邱干华因
对自身状况和社会现实不满而在公交客
车上随意砍人，以危险方式报复社会，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被告人邱
干华作案时患有精神分裂症，处在残留
期，为限定责任能力人，可酌情从轻处
罚，适当减少刑罚量。根据被告人邱干
华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性，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刘万春）

宜春伤害“夺刀少年”案当庭宣判
被告人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

本报上海8月26日电 网站运
营 4 年，主题数 9 万余个，总帖数
738万余条，会员48万余人……收获
如此“成绩”的网站，内容却见不得
光。原来，这是李某等人用以组织卖
淫的网络平台。今天，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就本起因通过网站组织卖
淫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作出终审裁判，
李某等五名被告人分别以组织卖淫
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十年至三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5万元至 2
万元不等的罚金。

2010年8月，李某、杨某、朱某
经过商议，由李某出资注册域名，杨
某、朱某负责管理运营，创建名为某
论坛的网站，为卖淫女、卖淫场所与
嫖客进行交易提供平台。林某负责制
作网站页面、搭建论坛结构及网站安
全维护，陈某等人作为各版块管理员
协助管理。

网站下设多个版块，分别由李

某、杨某、朱某等人负责管理，或组织
招募兼职女性从事卖淫活动，或通过收
费方式发布卖淫女招嫖信息、包含卖淫
等色情内容的娱乐场所信息。李某从兼
职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中抽头渔利，杨
某、朱某、林某、陈某等人将版块收入
按比例分成。

网站有着系统的招嫖规则：卖淫女
付费取得在论坛上发帖的权限后，按照
规定格式发布自荐贴。如嫖客认为口碑
较好或投诉卖淫女存在欺骗、敲诈勒索
等行为查证属实的，有相应版主推荐、
删帖等奖惩措施。

2013年5月，五名被告人分别被抓

获归案后，均如实交代了基本犯罪事
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杨
某、朱某的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系
共同犯罪；林某、陈某的行为已构成协助
组织卖淫罪，且系共同犯罪，均应予处
罚。一审判处李某、杨某、朱某有期徒刑
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5万
元；判处林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 2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

李某、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称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
李某的辩护人提出李某的行为不属于

“情节严重”。
上海一中院二审认为，组织卖淫罪

的主要特征为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
本案查证属实的证据表明，涉案网站由
李、杨、朱三人共同商议并建立，其对
该网站的具体业务及管理方法均有着明
确认知。杨某、朱某负责整个网站的日
常运营，网站对卖淫女发帖权限、嫖客
投诉及相应奖惩措施有着一套系统的规
则。本案所涉诸多卖淫女均以涉案网站
作为其招嫖的重要甚至全部客户来源，
发帖效果及奖惩措施直接关系到其卖淫
收入。网站以此实现对相对松散卖淫活
动的整合、管理与控制。李某虽不参与

网站的全面管理，但其负责的“天使伴
游”版块系网站重要组成部分，李某多
次通过该版块以招募、介绍并安排卖淫
时间地点、接送等方式控制卖淫女卖淫
并从中分成。故李、杨、朱三人主观上
均有组织卖淫的共同故意，客观上共同
参与实施了控制多人卖淫的行为。

经鉴定，网站自 2010 年建立以
来，主题数达 9万余个、总帖数达 738
万余条、总会员数 48 万余人、帖子评
分记录近 5万条、收入 438万余元。通
过该网站，已有多人多次进行了卖淫嫖
娼活动。由于互联网对不特定公众开放
的特性，该网站所传播的卖淫嫖娼信息
还将继续扩散，故李、杨、朱三人的组
织卖淫行为已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
危害后果，属情节严重。

最终，上海一中院二审认定原审判
决定性正确，所判刑罚并无不当，审判
程序合法，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潘静波）

通过网站组织卖淫会员达48万余人
五名被告人终审分别被处十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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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天津市天洋洗衣机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8月7日
作出（2014）南民破字第 00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
产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天津市天洋洗衣机公司破产清算组
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北安道 26 号，邮编
300010，联系电话（022）24450408。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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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天洋洗衣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破产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年 11月 6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召开，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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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4年 2月19日，本院根据天津天酿食品实业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的天津天酿食品实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债 务 人 资 产 总 额 1177.40 元 ，负 债 总 额
662768.53元，资产负债率 56290.86%，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已呈连续状态。本院认为，债务人天津天酿食品实业公司具有破
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6月6日裁定宣告天津天酿食品实业公司
破产。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7
月14日作出（2014）浦民二（商）破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债务人上海赛曲爱医用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为
上海市延安西路1030弄12号104室，联系电话：021－62071751，
邮政编码：200052，联系人：徐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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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曲爱医用高科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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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0日下午 14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号
本院第8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等文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4)深中法破字第 2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深圳市天阳宏
科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5月22日裁定受理深
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
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人。深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年
10月10日前，向深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东南荣超经贸中心
1405。联 系 人: 杜 文 乐 、贾 赛 赛 。电 话:0755- 83499011、
13430562832、13430906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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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思特达显示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10月21日
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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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2014年7月8日，本院根据河北一宛香食品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河北一宛香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
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河北一宛香
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无资产清偿破产费用，符
合宣告并终结破产清算的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4年 8月
20日裁定宣告河北一宛香食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河北一宛香
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河北]隆尧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唐建新的申请于2014年7月1日裁定受理苏州嘉禾纸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江苏永德律师事务所为州嘉
禾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嘉禾纸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4
年11月1日前，向苏州嘉禾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苏州市北环

东路375号，邮编：215005，电话：0512-65226361、13606209118）申
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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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嘉
禾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苏州嘉禾纸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11月12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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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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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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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城公
司）的申请于 2014年 5月 12日裁定受理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重整一案。同日，本院决定成立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
公司清算组，并指定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园
城公司管理人。2014年 8月 8日，管理人以园城公司涉诉案件的
判决影响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且园城公司股东未提供细化性重整
计划草案为由，向本院申请延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同时建议第
一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本院审查后，认为管理人申请延期的理
由成立，已同意其延期提交申请，故通知将园城公司重整案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推延至2014年9月20日下午两点在刘国钧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地址：常州市戚墅堰区富民路296号，请从该校东门
进场）8号楼图书馆三楼报告厅C召开。届时，请所有债权人准时
出席。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委托代理人应当向
本院提交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1份和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江苏]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
因南通宣龙防腐管道有限公司清算组已对地通宣龙防腐管道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清算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5月8日裁定终结南通宣龙
防腐管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4年 5月 13日，本院根据嵊州市杭丝金海盈制衣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嵊州市杭丝金海
盈制衣有限公司现有实际资产（账面）约2078余万元，已确定债
务总额（账面）为8541余万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亦无法清偿到
期债务，且至 2014年 8月 1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止，债权
人和债务人没有重整及和解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嵊州市杭丝金
海盈制衣有限公司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资产总额也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债权人和债务人
没有重整及和解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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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日裁定宣告申请人嵊州市
杭丝金海盈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嵊州市人民法院

因台州市海博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现台州市海博数字电视传媒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破产清算工作已经完成。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4年8月18日裁定宣告台州市海博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河南龙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周口分公司：本院受理周口市
耿氏实业有限公司诉商水县恒信建筑公司、河南龙海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及其周口分公司、李建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为查明案情，
现对涉案工程进行建筑工程质量对外委托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在对外委托鉴定过程
中，你们有参与选择鉴定机构、现场勘查、初稿听证等权利，请你们见
本公告后及时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394-8158028。公告期间为60
天，公告期届满未与本院联系，视为你们放弃对外委托鉴定中当事
人的相关权利。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佟著会：本院受理原告赵颖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吉林]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兰凯：本院受理王文兴申请执行兰凯名下已查封位于昆明
市安宁市太平镇昆华苑K15幢 2-302号房产一案，我院已经依

法委托云南中正司法鉴定所对兰凯名下位于昆明市安宁市太平
镇昆华苑K15幢2-302号房产进行司法鉴定，并已结束。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云南中正[2014]司鉴字第 034 号《司法鉴定意见
书》，清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处领取该《司法
鉴定意见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后即
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树民、何波：本院受理郑昌明申请执行张树民、何波名下已查
封房产一案，我院已依法委托云南中正司法鉴定所对张树民名下位
于富民县散旦乡村委会小河边村的房产、昆明市丰宁家园4-2-101
号以及何波名下位于滇池路颐庆园2号车库-1层车位5号、滇池路
颐庆园4幢3单元3层301号房产进行评估，并已结束。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云南中正[2014]司鉴字第0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请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处领取该《司法鉴定意见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本院定于2014年9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宁波市国际航运服
务中心4楼1号会议室（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266号）公开拍卖“昌盛工3
号”船一艘。二、“昌盛工3号”船：钢质工程船，船舶总长76.8米，船宽14.2
米，型深3.6米，总吨位1584。主机两台：型号KTA19-G2柴油机、功率
337.50KW；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建造，2002年11月23日建造完
工，2007年12月25日在湖南省株州造船厂改建；参考起拍价300万元。
三、船舶现停泊在宁波港。即日起本院接受咨询看样。有意参加竞拍者可
携带有效证件至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一楼40-41号窗口（宁波船舶交
易市场）报名并交纳保证金为60万元。四、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9月15
日下午4时。五、债权登记：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
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六、债权登记:张东峰, 0574-87846780,报名联
系人：程超，0574—86815581,27966278。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已于2013年10月12日裁定受理江源泉要求对上海佩尔优
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的申请。因上海佩尔优科技有限公司原财务资料
保管人王彬拒绝配合，清算组无法获得该公司帐册，清算工作无法
进行，依据清算组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8月12日裁定终结上海佩
尔优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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