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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为加强和规范审判、执行中困难群
众的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共
中央政法委员会、财政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
见 （试行）》,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
际，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
作中，对权利受到侵害无法获得有效赔
偿的当事人，符合本意见规定情形的，
可以采取一次性辅助救济措施，以解决
其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

第二条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应当遵
循公正、公开、及时原则，严格把握救
助标准和条件。

对同一案件的同一救助申请人只进
行一次性国家司法救助。对于能够通过
诉讼获得赔偿、补偿的，一般应当通过
诉讼途径解决。

人民法院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
请人，无论其户籍所在地是否属于受案
人民法院辖区范围，均由案件管辖法院
负责救助。在管辖地有重大影响且救助
金额较大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上下级
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联动救助。

第三条 当事人因生活面临急迫困
难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救助：

（一）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
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
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
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
救治费用的；

（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
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
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
生活困难的；

（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
害，致使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加害
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
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

（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
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其
人身受到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
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

的；
（六）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

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
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七）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
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
赔偿，受害人陷入生活困难的；

（八）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
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涉诉信访人，其诉求具有一定合理
性，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生活
困难，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
访的，可以参照本意见予以救助。

第四条 救助申请人具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一般不予救助：

（一）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

案件事实的；
（三）故意作虚伪陈述或者伪造证

据，妨害诉讼的；
（四）在审判、执行中主动放弃民

事赔偿请求或者拒绝侵权责任人及其近
亲属赔偿的；

（五）生活困难非案件原因所导致
的；

（六）已经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得
到合理补偿、救助的；

（七）法人、其他组织提出的救助
申请；

（八）不应给予救助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国家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

金为主要方式，并与思想疏导相结合，
与法律援助、诉讼救济相配套，与其他
社会救助相衔接。

第六条 救助金以案件管辖法院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一般不超过三十
六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总额。

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
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当严格审核控
制，救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
当判决给付或者虽已判决但未执行到位
的标的数额。

第七条 救助金具体数额，应当综
合以下因素确定：

（一） 救助申请人实际遭受的损
失；

（二）救助申请人本人有无过错以
及过错程度；

（三）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经济
状况；

（四）救助申请人维持其住所地基
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最低支出；

（五）赔偿义务人实际赔偿情况。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

认为案件当事人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
告知其有权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当
事人提出申请的，审判、执行部门应当
将相关材料及时移送立案部门。

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立案部门提
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经审查确认符合
救助申请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第九条 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应当以
书面形式提出；救助申请人书面申请确
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人民法院应
当制作笔录。

救助申请人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
请，一般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救助申请书，救助申请书应
当载明申请救助的数额及理由；

（二）救助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三）实际损失的证明；
（四）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生

活困难的证明；
（五）是否获得其他赔偿、救助等

相关证明；
（六）其他能够证明救助申请人需

要救助的材料。
救助申请人确实不能提供完整材料

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条 救助申请人生活困难证

明，主要是指救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
者经常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
在单位出具的有关救助申请人的家庭人
口、劳动能力、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等
情况的证明。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成立由立案、
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审判
监督、执行、国家赔偿及财务等部门组
成的司法救助委员会，负责人民法院国
家司法救助工作。司法救助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
行使其职能。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司
法救助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部门，负责牵
头、协调和处理国家司法救助日常事
务，执行司法救助委员会决议及办理国
家司法救助案件。

基层人民法院由负责国家赔偿工作
的职能机构承担司法救助委员会办公室
工作职责。

第十二条 救助决定应当自立案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案情复杂的救
助案件，经院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
长。

办理救助案件应当制作国家司法救
助决定书，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国家司
法救助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

不符合救助条件或者具有不予救助
情形的，应当将不予救助的决定及时告
知救助申请人，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第十三条 决定救助的，应当在七
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财务规定办理手
续。在收到财政部门拨付的救助金后，
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通知救助申请人领
取救助金。

对具有急需医疗救治等特殊情况的
救助申请人，可以依据救助标准，先行垫
付救助金，救助后及时补办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救助金一般应当一次性
发放。情况特殊的，可以分批发放。

发放救助金时，应当向救助申请人
释明救助金的性质、准予救助的理由、
骗取救助金的法律后果，同时制作笔录
并由救助申请人签字。必要时，可以邀
请救助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
地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的工作
人员到场见证救助金发放过程。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救助申请人的具
体情况，委托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救助申
请人所在单位等组织发放救助金。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积极
协调财政部门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列入
预算，并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国家司法救
助资金动态调整机制。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助的国
家司法救助资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
规范使用，及时公布救助的具体对象，
并告知捐助人救助情况，确保救助资金
使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
会应当在年度终了一个月内就本院上一
年度司法救助情况提交书面报告，接受
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
的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信息化建设，将国家司
法救助案件纳入审判管理信息系统，
及时录入案件信息，实现四级法院信
息共享，并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保障
机构、其他相关救助机构的救助信息
共享机制。

上级法院应当对下级法院的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予以指导和监督，防止
救助失衡和重复救助。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予以批评教
育；构成违纪的，应当根据相关规定
予以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对明显不符合
条件的救助申请人决定给予救助的；

（二）虚报、克扣救助申请人救
助金的；

（三）贪污、挪用救助资金的；
（四）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

请人不及时办理救助手续，造成严重
后果的；

（五）违反本意见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 救助申请人所在单位

或者基层组织等相关单位出具虚假证
明，使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人
获得救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相关
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依法依纪对
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救助申请人获得救助
后，人民法院从被执行人处执行到赔
偿款或者其他应当给付的执行款的，
应当将已发放的救助金从执行款中扣
除。

救助申请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
手段骗取救助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追回；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涉诉信访救助申请人领取救助金
后，违背息诉息访承诺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救助金予以追回。

第二十一条 对未纳入国家司法
救助范围或者获得国家司法救助后仍
面临生活困难的救助申请人，符合社
会救助条件的，人民法院通过国家司
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协调有
关部门将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
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法发〔2016〕16号

本报北京7月5日讯 （见习记者
杨轶然）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孙新涉嫌
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一案。逃亡境外七
年之久的北京市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孙
新，是“天网”行动公布百人红色通缉
令后，北京首名被抓回也是首名受审的

“红通”人员。
孙新 1968 年 7 月 4 日出生于北京，

原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纳，其涉嫌利
用职务便利，将上千万元公款转入本人
担任法人的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其中部
分款项被转入期货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
进行交易。2008 年10月孙新因案情败
露潜逃出境，2009年4月其经金边国际
机场进入柬埔寨，在柬埔寨某工厂里化
名担任会计，并潜藏了六年时间。2015

年6月10日，被中国警方逮捕并押解回
国。孙新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贪污罪，
于2015年11月9日被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新于2001
年 7 月至 2008 年 1 月期间，利用其担任
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财务出纳，负责收
支公款，保管银行预留印鉴、支票等单位
财务手续以及领取银行对账单等职务便
利，将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2275.18万元
转入由其控制的个人证券账户，用于证
券交易，并先后归还人民币472.46万元，
其余人民币1802.72万元尚未归还。

因被免去出纳职务，孙新于 2008
年1月至3月期间，伪造了银行协定存
款合同、协定存款对账单等交接材料，
与单位工作人员完成了工作交接。同年
10 月 21 日，单位办理银行业务时发
现，协定存款账户已销户，遂要求孙新

到单位说明情况。当日至 23 日，孙新
从其控制的用于证券交易的银行卡中，
取出公款共计人民币57.32万余元，并
携带潜逃境外。

检察机关认为，孙新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
利活动，数额巨大不退还，并携带挪用
的公款潜逃，其行为已经触犯我国刑
法，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孙新对检察机
关指控的事实未持异议。在法庭辩论阶
段,公诉人与辩护人就相关事实、证据等
问题展开充分辩论。在最后陈述阶段,
孙新说,自己由于贪念挪用公款做证券
交易,给国家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潜逃
国外期间惶惶不可终日，他再次表达了
认罪悔罪。该案未当庭宣判。

挪用公款2000余万 逃亡境外七年之久

北京首名“红通令”落网者当庭认罪

图为庭审现场。
王鑫刚 摄

本报讯 刚刚小学毕业的两名未
成年人，暑假期间结伴至水库钓鱼，却
不幸失足溺亡。其父母将水库的所有
者、管理者及水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近日，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该案进行了公
开开庭审理，最终原、被告双方在法院
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2015年8月，12岁的小刘和13岁
的小董刚刚小学毕业。两人趁家中大
人不在，结伴来到重庆市铜梁区一水
库钓鱼，后不慎掉入水库中溺亡。死
者父母认为，事发地点水库边无安全
警示标志，亦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遂
将水库的所有者重庆金穗公司、管理
者当地镇政府及水务部门告上法庭，
要求三被告对其不作为导致两名未成
年人溺亡的结果承担总计 188527 元
的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水库多个地方设置了
警示标志，且当地政府对水库的安全
履行了宣传、监督和管理的职责。死
者已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属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和控制力，其对进入水库的危险应当
有起码的认知，且死者父母作为监护
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应承担其子女溺
亡的责任。

一审法院以水库所有者和管理者
已通过设立警示牌、建立巡逻机制等
方式履行了管护义务，尽到了足够的
管理职责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赔偿
请求。宣判后，原告方不服一审判决，
向重庆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承办法官经调查了解发现，
事发水库大坝以及沿岸确实设置了内
容为“水深危险，严禁游泳、垂钓，
违者后果自负”的警示标志，且当地
村委会设有巡查小组，定期对水库进
行巡查，并进行了安全警示宣传教
育。但另一方面，该案涉及的两名未
成年人均为家中独子，父母都是当地
农民，失独之痛给两个原本困难的家
庭造成了巨大创伤。

为彻底化解矛盾纠纷，打开死者父
母的心结，承办法官决定将调解作为解
决本案的主基调。在“背对背”调解过
程中，承办法官从本案涉及的情、理、法
等角度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沟通，
引导双方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调解方
案。同时，承办法官积极寻求当地党
委、政府支持，邀请相关分管领导参与
到“面对面”的调解过程中，对死者父母
进行心理安抚和劝慰。

经过法院多次努力，双方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由当地镇政府一次性给
予死者父母1.2万元补偿。至此，这起
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两个家庭的创伤
也得到了一定的弥合。

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加之监护
管理上疏漏，夺去了两个少年的生命，
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该案
承办法官提醒，暑假即将到来，未成年
人的安全不容忽视。父母应当加强对
未成年子女的管理教育，及时掌握子
女行踪，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防止未
成年人私自下水游泳、垂钓及其他行
为引发安全事故；学校应加强安全教
育和纪律教育，让学生具备全面的安
全意识和风险意识；相关部门也应强
化安全教育宣传，特别是水域管理部
门，除了尽可能多地设置警示标志，还
要加强日常巡逻，保障未成年人安全。

（徐晓琴 陈义熙）

小学生钓鱼溺亡
父母经调解获偿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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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6年7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第 17法庭召开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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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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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及债务人：本院根据债权人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对沧州大化集团黄骅氯碱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申请，于
2016年 6月 12日作出（2016）冀 0983民破 1号民事裁定，立案受
理了该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未收到
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河北海岳律
师事务所（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解放西路 73-2-20号，联
系人员及电话：王磊13111758678、霍灿英13102440361），说明债
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债务人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地址河北省黄骅市渤海路66号）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
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的，提
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黄骅市人民法院

惠瑞杰、马自有：本院执行张凤伟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于2015年11月25日委托本院司法技术科对该房产进行评
估。经合议庭决定自公告到期后十五日内进行拍卖，起拍价401800
元，每次加价幅度3000元。与本院拍卖财产有关的相关人、优先权
人与拍卖日前与本院联系，届时未联系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
时间、拍卖公告刊登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相关适宜
的，请直接与联系人联系。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2016年 5月 23日，本院根据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依据法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黑龙江鸿钰米业有
限公司重整程序。 [黑龙江]汤原县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院根据沅江市长源米业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沅江市长源米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沅江市长源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湖南省沅江市共
华镇洞波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沅江市长源米业有限公司的总资产经益阳凌云资产评估
事务所评估为 203.3668 万元，总负债经债权人申报后确认为
1150.95万元，相抵净资产为负 947.5832万元，负债率为 566%，
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院认为，沅江市长源米业有限公司因
经营不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并且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符合法定宣告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裁定宣告沅江市长源米业
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沅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4
月15日作出(2016)湘0681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债务人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岳阳
君明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地址汨罗市高泉北路18号、邮
编414400、电话18711230800、联系人朱望龙）。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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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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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21日9时在（会议地点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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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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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应说明的其他情况）根据决定书解除汨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成的汨罗市金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小组为管理人的职务。 [湖南]汩罗市人民法院

（2016）湘1230民破1-1号 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裁定受理通道
金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通道金森房地产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担任通道金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通道
金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向通道金森房
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南省怀化市迎丰中路573号兴泰大厦
六楼；联系电话：13973092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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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依照重整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通道金森房地产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通道金森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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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0日9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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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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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七人的申请，于
2016年4月26日裁定立案受理债权人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等七人申请债务人金坛市苏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和常州富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
破产管理人，有关金坛市苏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峨嵋
西路供销新村地税局住宅楼307室，电话：谢彬13961265885、李跃
军 13706145177、方涛13625102221，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对金
坛市苏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
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对该公司
已经开始尚未终结的其他民事诉讼或仲裁也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该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16年8月12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准时召开，届
时，所有债权人应准时出席。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七人的申请，于
2016年4月26日裁定立案受理债权人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等七人申请债务人金坛市苏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和常州富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
破产管理人，有关金坛市苏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峨嵋
西路供销新村地税局住宅楼307室，电话：谢彬13961265885、李跃
军 13706145177、方涛13625102221，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对金
坛市苏达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
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对该公司
已经开始尚未终结的其他民事诉讼或仲裁也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该公司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16年8月12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准时召开，届
时，所有债权人应准时出席。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于2016年4月25日裁定
受理扬州润扬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扬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
定江苏理华律师事务所为润扬公司管理人。润扬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16年9月16日前向润扬公司管理人（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维扬
路 243 号 双 子 星 国 际 广 场 10 楼 ；邮 编 225009，联 系 电 话 ：
13056357709、13952782505；联系人徐先生、沈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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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扬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润扬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9月30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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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单位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律师事务所指派函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01年8月27日受理的江西省广昌县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破产还债一案，按照清偿顺序，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尚不
足支付该企业破产清算期间退休、退养、留守人员的生活费、医
疗费及遗属生活费、拖欠职工养老保险金等费用，无资产可供分
配清偿，其他一般债权无资产可供分配，清偿比例为零，该企业
破产清算工作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6月 19日作出
(2001)广经破字第 1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江西省广昌县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延安路支行的申请，于

2016年1月19日作出了（2016）鲁02民破1号裁定，受理青岛电度表厂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4月19日指定青岛市清算事务所担任青岛
电度表厂管理人，青岛电度表厂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9月7日前，向青
岛电度表厂管理人（通讯地址：青岛市宁夏路112号；联系人：郭永生；
联系电话：18553287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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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青岛电度表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青岛电度表厂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0月12日9时15分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东海东路99号）第二十四审判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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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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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公司在长垣县公安局登记备案的印章
为：（行政公章，章号：4107281004138、财务
章，章号：4107281004139、合同章，章号：
4107281004140），所有与本公司有关的合同
协议、债权债务转让、保证书等一切法律事实
行为均以以上印章为准，加盖其他仿冒印章
的书面以及电子版本的资料文件等带来的法
律后果均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新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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