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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八批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八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4〕3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
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
将张某某、金某危险驾驶案等六个案例（指导
案例 32-37 号），作为第八批指导性案例发

布，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18日

张某某、金某危险驾驶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18日发布）

指导案例32号

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18日发布）

指导案例33号

关键词
刑事 危险驾驶罪 追逐竞驶 情

节恶劣
裁判要点
1.机动车驾驶人员出于竞技、追求

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道路上曲折
穿行、快速追赶行驶的，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
的“追逐竞驶”。

2.追逐竞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但综合考虑超过限速、闯红灯、
强行超车、抗拒交通执法等严重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足以威胁他人生
命、财产安全的，属于危险驾驶罪中“情
节恶劣”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12年 2月 3日 20时 20分许，被告

人张某某、金某相约驾驶摩托车出去享
受大功率摩托车的刺激感，约定“陆家浜
路、河南南路路口是目的地，谁先到谁就
等谁”。随后，由张某某驾驶无牌的本田
大功率二轮摩托车（经过改装），金某驾

驶套牌的雅马哈大功率二轮摩托车（经
过改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乐园路99号
车行出发，行至杨高路、巨峰路路口掉头
沿杨高路由北向南行驶，经南浦大桥到
陆家浜路下桥，后沿河南南路经复兴东
路隧道、张杨路回到张某某住所。全程
28.5公里，沿途经过多个公交站点、居民
小区、学校和大型超市。在行驶途中，二
被告人驾车在密集车流中反复并线、曲
折穿插、多次闯红灯、大幅度超速行驶。
当行驶至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路口时，张
某某、金某遇执勤民警检查，遂驾车沿河
南南路经复兴东路隧道、张杨路逃离。
其中，在杨高南路浦建路立交（限速
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115km/h、金某
行驶速度 98km/h；在南浦大桥桥面（限
速 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 108km/h、

金某行驶速度 108km/h；在南浦大桥陆
家浜路引桥下匝道（限速 40km/h）张某
某行驶速度大于59km/h、金某行驶速度
大于 68km/h；在复兴东路隧道（限速
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102km/h、金某
行驶速度99km/h。

2012年2月5日21时许，被告人张某
某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实，并向
公安机关提供被告人金某的手机号码。金
某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于2月6日21时
许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作出（2012）浦刑初字第
4245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危险
驾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金某犯

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二
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
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
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刑
法规定的“追逐竞驶”，一般指行为人出
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
二人或二人以上分别驾驶机动车，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规定，在道路上快速追赶
行驶的行为。本案中，从主观驾驶心态
上看，二被告人张某某、金某到案后先后
供述“心里面想找点享乐和刺激”“在道
路上穿插、超车、得到心理满足”；在面临
红灯时，“刹车不舒服、逢车必超”“前方

有车就变道曲折行驶再超越”。二被告人
上述供述与相关视听资料相互印证，可以
反映出其追求刺激、炫耀驾驶技能的竞技
心理。从客观行为上看，二被告人驾驶超
标大功率的改装摩托车，为追求速度，多次
随意变道、闯红灯、大幅超速等严重违章。
从行驶路线看，二被告人共同自浦东新区
乐园路 99号出发，至陆家浜路、河南南路
路口接人，约定了竞相行驶的起点和终
点。综上，可以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
危险驾驶罪中的“追逐竞驶”。

关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
节恶劣”，应从其追逐竞驶行为的具体表
现、危害程度、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方面，综
合分析其对道路交通秩序、不特定多人生
命、财产安全威胁的程度是否“恶劣”。本
案中，二被告人追逐竞驶行为，虽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从以下情形分析，属
于危险驾驶罪中的“情节恶劣”：第一，从驾
驶的车辆看，二被告人驾驶的系无牌和套牌
的大功率改装摩托车；第二，从行驶速度看，
总体驾驶速度很快，多处路段超速达 50％以
上；第三，从驾驶方式看，反复并线、穿插前
车、多次闯红灯行驶；第四，从对待执法的态
度看，二被告人在民警盘查时驾车逃离；第
五，从行驶路段看，途经的杨高路、张杨路、
南浦大桥、复兴东路隧道等均系城市主干
道，沿途还有多处学校、公交和地铁站点、居
民小区、大型超市等路段，交通流量较大，行
驶距离较长，在高速驾驶的刺激心态下和躲
避民警盘查的紧张心态下，极易引发重大恶
性交通事故。上述行为，给公共交通安全造
成一定危险，足以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故可以认定二被告人追逐竞驶的行为属于
危险驾驶罪中的“情节恶劣”。

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金某投案自首，依
法亦可以从轻处罚。鉴于二被告人在庭审中
均已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保证
不再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并多次表示认罪悔
罪，且其行为尚未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后
果，故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关键词
民事 确认合同无效 恶意串通

财产返还
裁判要点
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

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
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
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
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
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
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
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
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
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
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
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
返还给债权人。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第二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八条、第五十九条
基本案情
瑞士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 Interna⁃

tional SA，简称嘉吉公司）与福建金石制
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石公司）以
及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沈阳金石豆
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石油粕有限公司、北
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香港有
限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金石集团）存
在商业合作关系。嘉吉公司因与金石集
团买卖大豆发生争议，双方在国际油类、
种子和脂类联合会仲裁过程中于 2005
年 6月 26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金石
集团将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金
石集团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
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有
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
为偿还债务的担保。2005 年 10 月 10
日，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根据该

《和解协议》作出第3929号仲裁裁决，确
认金石集团应向嘉吉公司支付 1337 万
美元。2006年 5月，因金石集团未履行
该仲裁裁决，福建金石公司也未配合进
行资产抵押，嘉吉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第 3929
号仲裁裁决。2007年 6月 26日，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对该仲裁裁
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和执行。该裁定
生效后，嘉吉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2006 年 5 月 8 日，福建金石公司与
福建田源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田源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
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约定福建金石公司
将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和油
脂生产设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 2569 万
元人民币（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人民
币）的价格转让给田源公司，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作价 464 万元、房屋及设备作
价2105万元，应在合同生效后30日内支
付全部价款。王晓琪和柳锋分别作为福
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
合同上签名。福建金石公司曾于 2001
年12月31日以482.1万元取得本案所涉
3213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2006年
5月 10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对
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进行了交接。同
年 6月 15日，田源公司通过在中国农业
银行漳州支行的账户向福建金石公司在
同一银行的账户转入 2500 万元。福建
金石公司当日从该账户汇出1300万元、
1200 万元两笔款项至金石集团旗下大
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用途为往来
款。同年 6月 19日，田源公司取得上述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8年 2月 21日，田源公司与漳州
开发区汇丰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汇丰
源公司购买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设备等，总价款为2669万元，其中土
地价款 603万元、房屋价款 334万元、设
备价款 1732 万元。汇丰源公司于 2008
年3月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汇
丰源公司仅于2008年4月7日向田源公
司付款569万元，此后未付其余价款。

田源公司、福建金石公司、大连金石
制油有限公司及金石集团旗下其他公司
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人均为王政良、王晓
莉、王晓琪、柳锋。王政良与王晓琪、王

晓莉是父女关系，柳锋与王晓琪是夫妻
关系。2009年 10月 15日，中纺粮油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粮油公
司）取得田源公司 80%的股权。2010年 1
月 15日，田源公司更名为中纺粮油（福
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福建公司）。

汇丰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2 月 19
日，原股东为宋明权、杨淑莉。2009年9
月 16日，中纺粮油公司和宋明权、杨淑
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纺粮油
公司购买汇丰源公司 80%的股权。同
日，中纺粮油公司（甲方）、汇丰源公司
（乙方）、宋明权和杨淑莉（丙方）及沈
阳金豆食品有限公司（丁方）签订《股
权质押协议》，约定：丙方将所拥有汇
丰源公司2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作为
乙方、丙方、丁方履行“合同义务”之
担保；“合同义务”系指乙方、丙方在

《股权转让协议》 及 《股权质押协议》
项下因“红豆事件”而产生的所有责任
和义务；“红豆事件”是指嘉吉公司与
金石集团就进口大豆中掺杂红豆原因而
引发的金石集团涉及的一系列诉讼及仲
裁纠纷以及与此有关的涉及汇丰源公司
的一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还约定，下
述情形同时出现之日，视为乙方和丙方
的“合同义务”已完全履行：1.因“红
豆事件”而引发的任何诉讼、仲裁案件
的全部审理及执行程序均已终结，且乙
方未遭受财产损失；2.嘉吉公司针对乙
方所涉合同可能存在的撤销权因超过法
律规定的最长期间 （五年） 而消灭。
2009年 11月 18日，中纺粮油公司取得
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汇丰源公司成
立后并未进行实际经营。

由于福建金石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
财产，导致无法执行，嘉吉公司遂向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
是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中纺福建公司签
订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
同》无效；二是确认中纺福建公司与汇
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

《买卖合同》 无效；三是判令汇丰源公
司、中纺福建公司将其取得的合同项下财
产返还给财产所有人。

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1年 10月

23 日作出 （2007） 闽民初字第 37 号民事
判决，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后
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之间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
丰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判令
汇丰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福建金石公司返还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中纺福建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福建金石公司返还因上
述合同而取得的房屋、设备。宣判后，福
建金石公司、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
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8 月
22日作出（2012）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嘉吉公司注册

登记地在瑞士，本案系涉外案件，各方当
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
没有异议。本案源于债权人嘉吉公司认为
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与关联企业田源公
司、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关于土地
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资产的买
卖合同，因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应
当被认定无效，并要求返还原物。本案争
议的焦点问题是：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
司 （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
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
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本案所涉
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如何？

一、关于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
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首先，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在签

订和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
同》的过程中，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

关系，且柳锋、王晓琪夫妇分别作为两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署。因此，可
以认定在签署以及履行转让福建金石公司
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备的合同过程
中，田源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的状况是非
常清楚的，对包括福建金石公司在内的金
石集团因“红豆事件”被仲裁裁决确认对
嘉吉公司形成 1337 万美元债务的事实是
清楚的。

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
合同》订立于2006年5月8日，其中约定
田源公司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的价款为
2569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 464 万
元、房屋及设备作价 2105 万元，并未根
据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一
审法院根据福建金石公司 2006 年 5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以其中载明固定资产原价
44042705.75 元、扣除折旧后固定资产净
值为 32354833.70元，而 《国有土地使用
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对房屋及设备作价
仅 2105 万元，认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
资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买福建金石公
司资产价格为不合理低价是正确的。在明
知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欠债权人嘉吉公司
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田源公司以明显不合
理低价购买福建金石公司的主要资产，足
以证明其与福建金石公司在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具有主观恶
意，属恶意串通，且该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
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

第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
同》签订后，田源公司虽然向福建金石公司
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账2500万元，但该转
账并未注明款项用途，且福建金石公司于
当日将 2500 万元分两笔汇入其关联企业
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又根据福建
金石公司和田源公司当年的财务报表，并
未体现该笔2500万元的入账或支出，而是
体现出田源公司尚欠福建金石公司“其他
应付款”121224155.87 元。一审法院据此
认定田源公司并未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
及资产买卖合同》向福建金石公司实际支

付价款是合理的。
第四，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汇丰源

公司成立时股东构成似与福建金石公司无
关，但在汇丰源公司股权变化的过程中可
以看出，汇丰源公司在与田源公司签订《买
卖合同》时对转让的资产来源以及福建金
石公司对嘉吉公司的债务是明知的。《买卖
合同》约定的价款为 2669 万元，与田源公
司从福建金石公司购入该资产的约定价格
相差不大。汇丰源公司除已向田源公司支
付 569万元外，其余款项未付。一审法院
据此认定汇丰源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买
卖合同》时恶意串通并足以损害债权人嘉
吉公司的利益，并无不当。

综上，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
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
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
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
定，均应当认定无效。

二、关于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
的法律后果

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一般
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
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
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
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判令取得财
产的一方返还财产。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
均被认定无效，两份合同涉及的财产相同，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从福建金石公司
经田源公司变更至汇丰源公司名下，在没
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房屋已经由田源公司
过户至汇丰源公司名下、所涉设备已经由
田源公司交付汇丰源公司的情况下，一审
法院直接判令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汇丰
源公司、取得房屋和设备的田源公司分别
就各自取得的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并
无不妥。

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
体、第三人。”该条规定应当适用于能够确
定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况。本案
中，嘉吉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享有普通债
权，本案所涉财产系福建金石公司的财产，
并非嘉吉公司的财产，因此只能判令将系
争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而不能直接
判令返还给嘉吉公司。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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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裁定受理超讯多媒体（深圳）有限公司（下称超讯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院裁定确认超讯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总额
为 19240595.36元，超讯公司下落不明，管理人未接管到超讯公
司的任何财产和财务资料，超讯公司在银行、工商、车辆、房产、
证券等管理登记单位均无财产记载。本院认为，超讯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于 2014年 12月 9日裁定宣告超讯多媒体（深圳）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本院根据范志强等 165名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4年 8月 11
日以（2014）新密民二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新密市昌
源集团电力有限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指定河南求实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理人，请新密市昌源集团电力有限公
司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3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
权，申请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抵押担保，并提
供相关证据。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根据法律规定处理。本院定于
2015年1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大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或授权代理人应
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授权委托书。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12月1日依法受理了邓州市三孔桥商业综合

楼破产清算一案。债权人应自2015年3月1日前向该破产企业管
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地点：邓州市商业总公司，邮政编
码：474150，联系电话：13949383876。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企业
破产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5年 3月 12日上午 9时
在邓州市商业总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该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已依法裁定受理张家界市慈利县凤鹤山煤矿申请破产

一案，并指定慈利县经济和信息化局为破产管理人。债务人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3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地点：慈利县
经济和信息化局（联系电话：13707443807），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债权人逾期未申报的按法律

规定处理，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5年 3月 13日上午 9时在慈利县
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届时债权人应携带身份证件、授权委
托书准时参加。 [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2014年11月25日，本院根据宜兴市和盛轻纺织有限公司管
理人的申请，依据法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对宜兴市
和盛轻纺织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因长春一汽四环汽车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已按照《长
春一汽四环汽车制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破产财产
进行了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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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日裁定终结长春一汽四环
汽车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因长春恒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按照《长春

恒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破产财产进行
了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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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裁定终结长春恒巨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因长春华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按照《长春

华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破产财产进行
了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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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裁定终结长春华汇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因葫芦岛东方铜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执行完

毕，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4年12月4日裁定终结葫芦岛东方
铜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中冶葫芦岛有色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
执行完毕，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4年12月4日裁定终结中冶
葫芦岛有色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4月 8日受理的邹城市华能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法律规定，于2014年12
月1作出邹民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邹城市华能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家禽公司破产还债一案，经破产清算，该公

司现有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其他债权的清偿率为零。本
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于2014年7月6日依法作出（2010）同
民破字第 107-5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家禽公司的破产
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山西省大同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破产还债一案，

经破产清算，该公司现有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其他债权
的清偿率为零。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请，于2014年7月10日
依法作出（2010）同民破字第 130-5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山西
省大同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破产还债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不再清偿。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年 12月 13日依法受理了债务人四川远景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并于2011年4月7日依法
裁定宣告四川远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破产。2014年 9
月1日，本院裁定认可了四川远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制定
的四川远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由管理人
执行分配，现已分配完毕。2014 年 10月 30日，本院依照法律规
定，裁定终结了四川远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的破产程
序。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11月 18
日裁定受理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4年
11月19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
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5年3月5日前，向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管理人
（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北大街 4号中都大厦 5楼 5-B-01室，
邮政编码：311100，联系电话：18668173617、18668157653，联系
人：姜建林律师、李斌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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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都百货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5年 3月 19日下午
14时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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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11
月 18 日裁定受理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
（杭州）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浙江中兴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杭
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5年 3月 5日前，向
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管理人（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北大街 4 号中都大厦 5 楼 5-B-01 室，邮政编码：311100，联系
电话：18668173617、18668157653，联系人：姜建林律师、李斌律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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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中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5年 3月 20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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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11月 18日裁定受理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4年 11月 19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
（杭州）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浙江中兴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5年3月5日前，向
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北大街 4号中都大厦 5楼 5-B-01室，邮政编码：311100，联系电
话：18668173617、18668157653，联系人：姜建林律师、李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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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中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3月20日下午14时在本院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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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3年 8月 26日，本院根据平湖市再生包装材料厂的申请

裁定受理嘉兴市雅诺卫浴洁具有限公司破产申请一案。现查明，
经审计及评估，嘉兴市雅诺卫浴洁具有限公司截止2014年9月2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405995.01元，截至 2014年 9月 2日申报
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37151182.63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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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日宣告
嘉兴市雅诺卫浴洁具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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