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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基本
审判阶段补充证据是指从一审立案
至 宣 判 期 间 补 充 证 据 材 料 。2012 年 至
2013 年遵义中院审理的 160 起刑事一审
案件中有 68 起存在审判阶段补充证据
的情况。在这 68 起案件中，共产生 229 份
材料，平均每起案件要补充 3 至 4 份材
料。其中，物证 3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1.31%；书证 117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51.09%；鉴定意见 17 份，占补证材料总
量的 7.4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3 份，占
补证材料总量的 5.68%；被害人陈述 1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0.44%；证人证言
54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23.58%；辨认
笔录 20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8.73%；视
听资料 4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1.7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 117 份书证中，由
办案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类材料又多达
90 份。
（见图一）
68 起案件中，有 14 起向公诉机关去
函启动补证，有 8 起向侦查机关发函启
动补证，两项合计占到补证案件总量的
32.35%，而对于剩下 67.65%的案件来说，
法院通常是直接与侦查机关以非书面的
方式完成意见交换。
在 229 份审判阶段补充的证据材料
中，构成重大增益的有 14 份，占补证材
料总量的 6.11%；构成一般增量的有 53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23.15%；构成核
实担保的有 105 份，占补证材料总量的
45.85%；构成被告利益的有 57 份,占补证
材料总量的 24.89%。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是，构成重大收益的补充证据中，
物证有
3 份，书证有 3 份，鉴定意见有 5 份，视听
资料有 3 份。
（见图二）

二、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原因
与型态
1.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原因
造成审判阶段需要补充证据的原因
至少有以下几点：侦诉机关重视有罪证
据的收集，忽视无罪辩解的排除；
重视定
罪证据的收集，忽视量刑证据的收集；
重
视实质性材料的收集，忽视程序性材料
的移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根据刑事
诉讼构造原理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公诉机关当然承担对被告人有罪、罪重
的举证责任，
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只负
责事实的判断与结果的裁决，原则上不
应主动介入为诉讼任何一方收集证据，
更不应自己去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
罪。由于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经常呈现
出侦诉机关强势从而导致诉讼天平失衡
这一局面，因而赋予法院具有衡平作用
的“积极澄清义务”，即法院为维护司法
公正及被告人的重大利益时可以主动进
行查证；同时，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宏观
刑事政策考量，在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
证据体系存在纰漏或瑕疵时，法院不宜
径行作出裁判，也不宜越俎代庖式地主
动收集证据，但可向公诉机关提出相应
补证建议。所以，
“主动查证”与“补证建
议”均构成法院中立裁判原则的例外，
而
这两项例外又成为法院在审判阶段补充
证据的深层原因。
2.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型态
就“补证建议”类型而言，对于不够
周延或存在漏洞的定案证据体系，法院
应当向公诉机关提出补证建议。从司法
实践看，在放火案中，因被害人面部焦炭
化，需要确证被害人身份，而侦查机关未
将被害人生物样本与其生父母血样进行

图二：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类型

鉴定比对，造成案件事实存疑，
法院向公
诉机关发函建议补作 DNA 鉴定，通过鉴
定确定了被害人身份，此时的补证即具
有强化定案证据体系的作用。实践中还
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法院并未提出对定
案证据体系具有强化作用的建议，而是
提出具有补强、补充性质的建议。
例如在
故意伤害案中，现场有多名目击证人证
实被告人作案，且在凶器上检出被告人
的指纹和被害人的血迹，被告人的供述
又非常稳定，此时法院发函建议公诉机
关组织目击证人辨认被告人，这种补证
并不能使定案证据体系产生质的飞跃，
充其量只有一种完善现有体系的作用。
对于
“主动查证”
类型而言，
当法院发
现或者辩方提出存在自首、
立功等法定从
宽量刑情节，
或者指控事实并不存在等重
大抗辩，而卷宗材料反映不足时，
法院可
以主动进行查证。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释》
（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
六条规定：
“审判期间，
合议庭发现被告人
可能有自首、
坦白、
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
而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卷中没有相关证
据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移送。
审
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
人
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这表明，在涉及被告人的重大利益时，
法
院有义务要求公诉机关补充相关材料，
但
若公诉机关未补充相应材料时，
法院亦可
自行调查之。
司法实践中，
公诉机关的起
诉书有时并未认定被告人有自首或者立
功情节，
主审法官经审查案卷材料认为被
告人可能存在自首或立功情节的，
遂向侦
查机关进行查证，
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
或者提供相应材料证明被告人系主动投
案或者具有协助抓捕同案犯的，
当然可以
认定自首或立功。

三、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类型
化解决方案
1.加强
“重大增益”
型证据的补充

送达裁判文书
赵有治、赵有成、滑宏提：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焦作市闰海液压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洛阳
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魏德让、王希尧、程素英、陈更新、魏
丽、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4)焦民二金初字第 000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三星水泥工业有限公司、焦作市山阳区涧东轻钙厂、王
玉成、苗小爱、苏会来、王跃成、苗自力、王佳佳、王小明、任保平、
宋胜国、靳建中、侯兴平、王秀山、李平、董成建：本院受理原告焦
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焦民二金初字第
000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永安脚手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能源集团江苏省
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秦商初字第 86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扬州市润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周和有、扬州市东诚农副产
品贸易商行、李玉萍：本院受理江苏致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扬商初字第 00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连云港豪锐科技有限公司、傅俊铖、武海红、连云港凌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唐虎：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重大增益”
型证据是指对定案证据
体系有重要甚至决定性价值的直接证
据、间接证据。审判阶段补充的证据中，
对于定案证据体系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证
据所占比重极低，
我们对如何加强“重大
增益”
型证据的补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法院应当围绕犯罪构成事实
的核心问题向公诉机关提出补充直接证
据、间接证据的建议。
以刑法分则规定之
罪的构成要件为大前提，以具体案件事
实为小前提，符合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
即为犯罪构成事实，也是诉讼证明的核
心对象。
例如，
没有目击证人的故意杀人
犯罪，凶器因被清洗而未能提取到有效
检材，被告人又当庭翻供，此种情况下，
为证明被告人实施杀人行为而补充的讯
问同步录音录像，既是记录被告人供述
的影音形式，又是证明讯问过程合法的
视听资料，当庭播放并质证后具有强化
定案证据体系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法院应当要求公诉机关调取
原始物证、书证并当庭举证，
应当推动必
要鉴定人等关键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为
贯彻庭审中心主义的精神，首先，物证、
书证除非不便搬运、不易保存、难以获取
或依法应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外，
均应
调取并当庭交由被告人辨认，不能因为
在侦查阶段已经组织被告人对物证、书
证进行了辨认，就否定审判阶段当庭辨
认的必要性，因为当庭辨认的价值在于
通过庭审正当程序，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
；其次，
存在非正式鉴定意见，
而该鉴定意见对于定案具有重要价值的
场合，应当通知鉴定人员出庭说明作出
该意见的过程和依据，保障辩方的对质
权，通过正式的庭审程序涤除非正式鉴
定意见可能存在的弊病。
第三，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具
有从重处罚情节，而未移送相应证据材
料的案件，法院不宜自行调取对被告人
不利的材料，
但可建议公诉机关补充，
若
公诉机关不补充的，
不予认定，
这是落实

有限公司连云港新浦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连商初字第 020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贵阳奔腾科技广告有限公司因银行转账支票一张
（支票号：05899356；金额 55,800.00 元；付款人：贵州恒大长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贵州]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因遗失票号为
30300051/21550909，票面金额人民币伍拾陆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 年 2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17 日，出票人为武安市
永兴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武安市顺富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光大银行邯郸分行的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宁凤巢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 30900053 25519530，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4
月 17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0 月 17 日，出票人张家港富朗特重
工有限公司，收款人江阴富朗特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
张家港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快速电梯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分行营业
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灭失，票号 31400051 26815102，票
面金额 500000 元，出票人常州若臻建筑营造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4 年 8 月 13 日，收款人快速电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

一、合作社的生存现状

刑诉法举证责任条款的必然要求。
2.保障
“被告利益”
型证据的补充
“被告利益”
型证据则是审判中发现
或辩方提出指控事实不存在，或者被告
人存在自首、立功等关系被告人重大利
益的事实而进行查证的材料。审判实践
中，被告人的重大利益事项一般分为两
类，定罪层面主要是否认指控事实或者
作出辩解，
量刑层面主要是提出法定、酌
定量刑情节。我们对如何保障“被告利
益”
型证据的补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于被告人否认指控事实的
辩解要高度重视，
我们认为遇见此类情况
时，
应当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查，
排除合
理怀疑，
必要时还应主动启动庭外调查。
第二，对于发现被告人存在或被告
人提出有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
应当
按照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以正式发函的方式建议公诉机关补充侦
查，
而且应当先践行建议补侦程序，
若公
诉机关不履行职责，方可基于保障被告
人重大利益的诉讼法理自行查证，较为
妥当。
3.优化
“核实担保”
型证据的补充
“核实担保”
型证据是指对在案证据
的关联性、合法性进行验证的各种材料，
一般不列入定案证据体系中。对于如何
优化“核实担保”型证据的补充，我们提
出如下建议：
第一，
为考证单个证据的合法性，
法
院应当通过侦查机关以外的第三方补充
证据材料，
或者要求侦诉机关提供独立、
客观的证据材料来证明取证合法性。比
如，
为考证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
法院可
以从看守所调取体检记录，即是通过第
三方获取证明口供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为考证物证来源的合法性，法院可以直
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由专业技术人员提
取毒品包装物上指纹的监控录像，即是
通过独立来源渠道获得证明物证提取合
法性的证据材料。
第二，法院应把补充“核实担保”型
证据的重点放在核实担保定案证据的证
据能力上。
比如，
经记录指纹提取过程的
视听资料担保取证过程的合法性，证明
毒品包装物上发现被告人指纹的鉴定意
见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说明与案件
有关的物证为何未经鉴定的合理原因的
情况说明，足以阻断物证与案件的关联
性，涉案物证不作为定案证据也才有据
可凭。
第三，
“ 核实担保”型证据的本质决
定其并不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故可采自
由证明的方式，
法院可不受证据种类、证
明方法的限制，自由向侦查机关或第三
方获取该类证据材料。凡涉及定案证据
之真实性，
属于证明力层次问题，
宜采严
格证明的方式，
经由庭审程序查证。
4.减少不必要的补证
“一般增量”型证据的补充，尤以各
式辨认笔录为多，此类证据不能单独发
挥证明作用，对于定案证据体系而言也
无多大助益，
我们建议予以减少；
由于客
观情况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指
望与犯罪有关的所有证据都收集在案，
对于法院而言，证据审查的核心在于把
握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如果
在案证据足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要事
实，
并且没有不能排除的疑问，
那么无关
犯罪构成的其他事实就是细枝末节，也
就没有补证的必要。
(课题组成员：刘 力 罗兴龙 周
延 万 亿 吴少瑞 毛 婷 何兆秋
王万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5日（总第6109期）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2 月 8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姜文玲（沈阳市沈河区远华纺织品商行经营人）因商
业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0010006420085754，票面金融 66，
640 元，出票人抚顺市添泷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沈阳汇百
利制衣有限公司，背书人同收款人，申请人姜文玲，持票人沈阳
市沈河区远华纺织品商行，支付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抚顺章党支行，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30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1.县工商局的排查结果。截至 2013 年底，登记在册的
担保公司 56 户、
投资公司 101 户，
合作社1245户。
涉嫌非法吸
储的57户，
正常经营的448户，
查无下落的385户，
停业的221户，
不再经营的291户。
吸储的57户中，
合作社44户，
投资公司10户，
担
保公司3 户，
集资人数 3327 人，
吸储金额 5344.80 万元。
2.涉诉案件的审结情况。除 2013 年审结的一起涉案
金额高达 1.95 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外，
2010 年至
2013 年间，
阜宁法院还受理相关民间借贷纠纷 59 件，
已结
52件，
涉案金额437.87万元：
2010年5件，
标的额5.94万元；
2011 年 10 件，标的额 82.79 万元；2012 年 17 件，标的额
131.31万元；
2013年27件，
标的额217.83万元。
对比两组数
据可知，
合作社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注册登记的 1245 户
中，
最多有 448 户合规经营，
却至少有 740 户因各种原因歇
业，
超过总数的55%，
而法定代表人“跑路”的即达 52.03%，
由此引发的集资纠纷呈高发态势，
案件成倍增长。

二、合作社非法集资纠纷的特点

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维护地方金融秩序

——贵州遵义中院关于刑事一审案件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调研报告

江苏阜宁法院关于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涉非法集资案的调研报告
——

近年来，
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圈钱放贷”
金额高、范
围广、影响大，不但有悖服务“三农”的设立宗旨，而且严
重扰乱了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为此，
结合工商部门的摸底
排查，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对 2010 年至 2013 年间有关
合作社非法集资纠纷案的审理情况进行调研，分析该类
案件的特点、难点及成因，
并提出对策建议。

遵循基本规律 规范补充证据
情况

WWW.RMFYB.COM

调 研 精 粹

核心提示：
审判实践表明，
“补证建议”
和
“主动查证”
是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主要来源，
为维护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
应当对审判阶段补充
证据进行类型化的分类处理。
为此，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专题调研，
针对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实践中的具体型态进行
分析，
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类型化的解决方案。

图一：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1.大多数企业注册信息不实。
虽然法律规定创设时须满
足“有 5 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
80%”
，
但除法定代表人外，
其他农民成员均涉嫌冒名，
而身份
却已经过乡镇经管站、
县委农村工作办的前置审批确认。
2.背离设立宗旨超范围经营。
尽管核准营业范围限于
“为社员代购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提供技术及信息咨询服
务”
，
但合作社只是个幌子，
从未开展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非法集资数额巨大。
3.集资手段颇具迷惑性。不但以“利高”、
“分红”为诱
饵，
而且采用类似于农村信用社的“窗口”
式服务和存单、存折等方式欺骗广
大农户存款，
让公众误信为银行类金融机构。
4.法定代表人与“空壳”合作社共同被诉。法人停业，法定代表人下落不
明；债权凭证大部分加盖法人印章，仅少部分有法定代表人个人签名；合作
社无任何资产可供执行，
经营场所均为短期租赁。

三、审理该类案件的主要难点
1.法人传票无法送达。关键原因不在于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而是作为
共同被告，
从维护法人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
为防止转嫁个人债
务，法人意志为个人湮没，即便法定代表人没有“跑路”，其亦不能以诉讼代
表人的身份或授权委托他人参加诉讼，
而其他成员因涉嫌冒名，
又无法通过
法人组织架构中正常的民主机制产生新的诉讼代表人。
2.难以对法定代表人个人追责。
法人人格独立是传统民法及现代公司法的
基本原则，
囿于该原则的限制，
法定代表人常常借口职务行为请求免责，
特别是
对加盖法人印章的债权凭证，
认定法人债务还是个人债务，
司法实践不尽一致。
3.涉及“民行交叉”问题。为维护法人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在未经行政
确认的情况下，
能否通过民商审判直接对法人人格予以彻底否定仍存争议，
亟须立法部门明确。

四、该类案件的成因分析
1.设立前缺少验资程序。为鼓励、支持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国家降低设
立门槛，对最低注册资本未限定，这就为轻易设立申请敞开了大门，也为日
后逃避监管，
抽逃资金提供了便利。
2.设立时缺少实质审查。核准登记时，工商部门仅作形式审查，而对农
民身份的核对主要依赖于乡镇经管站和县委农村工作办的前置盖章确认，
这就为不实申报提供了条件。
3.设立后缺少有效监管。因现行法律对主管部门未作规定，而合作社为
非金融机构，又不在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的监管之列，这就造成“监管真
空”
，
为非法集资提供了生存空间。

五、对策与建议
1.依职权追加其他成员为第三人。若其他成员否认设立身份，无论合作
社是否具备适格的法人人格，
也不问原告是否申请或第三人是否同意，
法院
均须依职权追加其他成员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2.综合运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和不真正连带责任。一方面，要善于揭开
“公司面纱”。若工商部门怠于行使撤销权，法院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精神，
彻
底否定法人人格。另一方面，扩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出借人既可
以基于表见代表诉请合作社履行无效合同财产返还义务，亦可基于越权代
表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财产侵害之债。
3.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由县委农村工作办牵头，联合工商、人民银行、公
安机关对合作社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进行专项整治，
促其合法经营。一旦发现
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立
案。
同时，
工商部门对于符合条件的亦要及时撤销经营资格。
4.强化舆论引导和法治宣传，增强农户风险防范能力。不但银监部门要
根据农村实际制定金融常识宣传教育规划，而且各乡镇的商业银行网点亦
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经营场所开展法治宣传，
提醒广大农户提防风险。
（课题组成员：
黄旭东 顾忠勇 王桂祥 周正前 刘 干）

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青海法海
事初字第 118 号民事调解书，于 2013 年 7 月 1 日立案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在山东省威海市石岛和兴船厂查封、扣押被执行
人香港格兰菲尔德发展有限公司（GRAND FIELD DEVELOP⁃
MENT LIMITED）所属“东亚 9”轮。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
院于 2014 年 05 月 4 日作出（2014）青海法执恢字第 4 号执行裁定
书，成立“东亚 9”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上午 10 时
在本院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需买船者可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
16 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及保证金 20 万元参加。凡与
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
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联系
人：王昊。联系电话：0532-55786407。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
路 3 号青岛海事法院。
青岛海事法院

请人王利平（身份证号码 43022319790623264X）：本会受理的
[2014]株仲裁字第096 号申请人陈莉与被申请人刘友谊、王利平、易
石宗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答辩通知书、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有关材
料，请你们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你们选定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
日、15日、30日内。如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
依法指定周正伟为本案首席仲裁员、陈小勇为仲裁员与申请人选定
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开庭后的第30日—35日为裁
决书的领取时间。联系电话：0731-28838789。 株洲仲裁委员会

清算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
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深圳希思特实业有限
苏州苏闵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
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中国工商银 事务有限公司姚坤、蔡伟伟、郑瑞琼组成清算组，由姚坤任组长。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拍卖、变卖抵押物----狮山路 请有关的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清算组指定地点申报债
199 号 1 幢 808 室房产，本院已依法委托苏州拓普森土地房地产 权，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股
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产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价值为 2708274 元。 东及法定代表人、经理、清算组成员等相关清算义务人应于公告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逾期不 之日起 10 内向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公司财产、印章和账
领取的视为送达。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簿、文书等资料。法官助理：黄妙颜，0755-28923215 清算组联系
肖仙彬、刘晓玲：本院受理执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1712，联系
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3）泰中商初字第0052号民 人 ：蔡 伟 伟 、范 梦 维 ，电 话 ：0755- 83569780，传 真 ：0755深圳希思特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江苏龙腾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江苏 83877816。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
年 12 月 4 日裁定受理江苏龙腾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重整一 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们
案，并已指定泰州兴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重整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
管理人，本院决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已对查封的你们名下位于浙江省桐乡市世纪大道家居市场 1 幢
张爱珍：本院受理原告张玉珍、张秀珍诉被告张德平、被告
时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中心小学召开，请各债权人准 3295 号的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泰州安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自然人提交个 司泰安评报字（2014）第 SFJD007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价格评估报 张德华、被告李美华、被告张爱珍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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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08036 元，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报告书 告送达原告张玉珍、原告张秀珍提交的鉴定申请书以及司法风
及拍卖裁定书，如你们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请在公告生效之日起 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对上述房
张爱珍：本院受理原告张玉珍、张秀珍诉被告张德平、被告张德
产进行公开拍卖。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华、被告李美华、被告张爱珍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
英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鸿 通 船 务 有 限 公 司（HONG TONG
告李美华提交的鉴定申请书以及司法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SHIPPING CO.,LTD）与 香 港 格 兰 菲 尔 德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被申请人刘友谊（身份证号码430223197508283812）、被申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GRAND FIELD DEVELOPMENT LIMITED）船舶碰撞损害

送达执行文书

送达破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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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仲裁文书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