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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打通司法公正最后一道关卡
本报记者 娄银生 本报通讯员 赵 玲 石 倩 卢 风

8月9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让‘老赖’无处藏身，无锡法院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在
全市法院范围内集中精锐力量，破解长期以来横亘在执行路上的老大难问题。

新吴：立审执
无缝对接“大执行”

宜兴：“铁腕”严打“老赖”

江阴：“独奏曲”
变为“大合唱”

2013 年以来的三年间，江苏省江阴
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分别为 6620
件、8570 件和 10434 件，同比分别上升
141.4%、29.5%和 21.75%，呈逐年递增之
势。而到了今年上半年，新收执行案件
5595 件，收案数与历史同期相比再创新
高。

一支占江阴法院在编干警总数 15.5%
的执行队伍，承担着法院案件总数 32.8%
的执行任务，今年预计结案将超过 8000
件，平均每月要执结超过650件案件。今
年上半年人均收案达到175件。

沟通获得理解，理解得到支持，支持
产生动力。今年6月，江阴法院向江阴市
委、市政府作法院执行工作报告，报告重
点阐述了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
出路对策。江阴市委专门出台《关于支持
人民法院落实“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意见》，在制度上明确与执行工作相关的
党政机关、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执
行联动和威慑机制，凝聚工作合力。

江阴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全市“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指
导，并牵头召开全市“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动员部署大会，明确目标任务，落实
责任要求。

为进一步给法院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
司法环境，江阴市委再次完善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考评制度，继续将执行工作纳入考
核范围，加大考核力度。具体措施有：增强
各种社会力量对失信被执行人共同惩戒的
力度，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
其领导成员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加
文明单位评选，已经取得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的予以撤销；对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严格追究其负责人的责
任；要督办一批涉民生、政府、金融以及涉
其他特殊主体的疑难复杂执行案件和拒执
罪案件，以点带面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车改后，执行用车严重不足，平均约
5.6名执行实施人员才有一辆车。在巨大
的压力和任务面前，江阴市委、市政府就
如何改善江阴法院执行力量较为薄弱的
现状进行了调研和思考。江阴市委表示，
将在经费、装备和警力方面对法院予以支
持，为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物质
保障。

今年上半年，江阴市委、市政府增加
了15名司法警察辅助人员编制，借调4辆
警车专门用于增加执行用车，帮助法院解
决执行人员和执行用车紧缺的现实问题。
目前，江阴法院执行局设立 6 个执行小
组，新增派 17名法警充实执行力量。兵
强马壮的执行队伍，迅速采取了多种多样
的措施，悬赏执行、司法拘留、限制高消
费、公开曝光……

江阴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把
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工作当成一项民生工程
来谋划、打造，将执行指挥中心建设任务
列入党委工作的重要日程，并在人、财、
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2013年 11月，江
阴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正式成立。

用足用好法律赋予的执行权力，
严打被执行人逃避、抗拒执行等失信
行为。近年来，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
院的“铁腕”手段不仅为业内所认可，
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为
提升执行效率、解决“执行难”问题提
供了有益借鉴。今年7月，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专门发文表彰宜兴法院执行
局等全省执行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该院执行局被评为“执行标兵单位”，
执行法官许乐群被评为“执行标兵”。

2015年9月，宜兴法院公开宣判一
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被告人
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内
容，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而这一案件从侦查、起
诉到判决历经一年多时间。关于该案
的定性，宜兴法院始终认为，基于生效
法律文书所具备的法定性、强制性和法
律权威性等特征，将资金或财物用于偿
还其他债务而拒绝履行诉讼确定债务
的，只要行为人在收到人民法院执行通
知书后，未如实申报财产，且未将财物
先行清偿法院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债务，
应属于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行为。该
院院长刘勇介绍说，刘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一案最终得以定案审判，法
院的“铁腕”手段也被社会所知晓，对抗
拒法院执行、恶意逃废债务等失信行为
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2011年 12月，朱某因拖欠女儿抚

养费被诉至宜兴法院，法院判决其支付
抚养费76500元。2012年6月，该院向
朱某送达执行通知书，并于9月查封其
汽车1辆，责令其限期交车。法院调查
到同期朱某银行账户有多笔资金往来，
但朱某始终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未履行
交车义务。2015年6月5日，宜兴市人
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某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
程中，被告人朱某主动全部履行了法院
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鉴于朱某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已全部履行民事判决，并
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法院最终依法判
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案件
一经宣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较好的
社会反响，达到了预期的教育宣传目
的，也对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院判
决、裁定起到了促进督促作用。

201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
厅《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
办理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的办理指南》
等相关文件相继下发出台，为法院打

击拒执违法行为提供了坚实后盾。
作为构建立体打击执行“老赖”工

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宜兴法院深
入研究拒执罪追究工作机制，展开集
中治理民事执行中违法抗拒执行犯罪
专项活动。执行局专门成立研究小
组，从刑庭抽调具有丰富刑事审判经
验的法官坐镇执行局，对执行中发现
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情节严重的
犯罪线索的，立即按照相关法律整理
汇总证据资料，以涉嫌刑事犯罪坚决
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2015下
半年以来，宜兴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
送涉嫌拒执犯罪案件 30件，其中移送
后主动履行完毕 2件，达成和解 2件，
提起公诉2件，已判决2件，刑事立案6
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14件，刑事拘留
5人，上网追逃 2人。被执行人邵某及
江苏某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共涉及10起
执行案件，执行标的额 6000 万余元。
执行过程中，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名下
的一辆奔驰S600轿车在查封后存在转
移、隐匿的嫌疑。7月29日下午4时40
分，接到公安机关通报车辆在一家二
手车店内后，该院立即安排执行人员
赶赴现场扣押车辆。然而杨某、冯某、
秦某等员工却以车主邵某欠他们车行

借款为由拒绝交车，并以言语挑衅、辱
骂执行人员，甚至扬言要撞墙、跳楼，
用极端方式进行威胁。在释法警告均
无效的情况下，执行法官联系派出所
民警将杨某等人带至法院，并以其严
重干扰法院正常执行工作的行为，对3
人作出司法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种被执行人
或者案外人恶意阻挠法院执行的行为
时有发生，也是阻碍执行工作开展的一
个重要障碍，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导致
负面事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姑
息迁就就是纵容。宜兴法院始终坚持
依法执行，坚决排除一切妨碍法院正常
执行工作的违法行为。针对执行案件
遇到的具体妨碍问题，法院执行部门周
密部署，提前调集优势警力，联合当地
政府、公安等部门开展强制执行行动。
今年以来，该院已先后完成房屋强制交
付、车辆强制查封、300吨稻谷强制交付
等多起执行案件的妨碍排除行动，取得
了较好的执行效果。

“排除妨碍执行行为不仅清除了
执行中的障碍，提高了执行效率，也进
一步显示了法院执行的行动力，给部
分抱有侥幸心理、妄图阻挠法院正常
执行工作的人以警示教育。”该院执行
局局长许锡良说，8月1日，杨某等3名
案外人作出具结悔过，对前几天的疯
狂举动感到悔恨，为自己的无知行为
向法官道歉。

老板跑路、设备遭抢、账目混乱、
90 余名员工因血汗钱悬而未决情绪激
动，群体性纠纷一触即发……令人欣喜
的是，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仅用24天时间就将192万元员工工
资全额执行到位。这仅仅是该院“大执
行”模式下执行工作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 2014 年以来，新吴法
院通过“立保预警、快审快结、审执对
接、快速执行”，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
区域特点的立审执无缝对接“大执行”
机制，打通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
里”，有效快速平息了多起群体性纠
纷。今年7月，新吴法院执行局被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执行标兵单位荣誉
称号。

“感谢法官这么快为我们要回了工
资，老板突然失踪，我们都以为没希望
了。”7月 28日，在无锡健昌快餐公司
工作的几名当事人冒着酷暑来到新吴法
院，为审判、执行法官分别送上了锦
旗。今年4月初，公司老板留下“敬请
各方原谅”的字条突然失踪，一家已经
经营了十几年的快餐公司一夜之间关门
歇业，90 余名工人工资无人结算。部
分供应商闻风而来哄抢财物，与工人发
生激烈对峙。情绪激动的工人们去劳动
部门、送餐的外资企业集体上访，并去
电视台反映情况，给区域和谐稳定带来
一定压力。

4月中旬，90余名工人集体诉讼到
新吴法院。该院立案庭第一时间审查材
料、及时立案，并提示工人积极提供财
产线索尽早申请财产保全。同时，根据
工人起诉的工资金额大小分别进入“小
额速裁”、简易程序，安排专人快审快
结，而对一些供应商冒用工人名义提起
的虚假诉讼予以甄别，最大程度保障工
人权益。立案后第二天，该院即依申请
对工人提供的线索逐一进行了诉讼保全
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详细登记，移送执
行局。至 7月 1日，90余起案件全部调
结进入执行。

“审理环节对相关财产及应收货款
及时做了保全，具体数额也做了基本
固定，为我们的执行工作抢占了先
机。”此案集中执行法官吴诗佳表示，
他们一方面根据保全台账记录的内容
逐一上门核对，明确所欠餐费的金
额，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执行全过
程，有效震慑了部分不愿主动付款的
企业；一方面在个别企业针对违约
金、发票开具等问题提出执行异议时
求同存异、分两步走，要求这些企业
先期将无争议部分的餐费支付至法
院，有争议部分按程序审查处理，不
给企业拖延支付餐费的理由；另一方
面将被执行公司及其负责人加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同时通过“执行云”
系统查找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不久，
11 家企业陆续将快餐餐费汇至法院账
户。7 月 25 日，所有员工拿到了自己
的血汗钱。

新吴：立审执无缝对接“大执行”

通过“立保预警、快审快结、审执对接、快速执行”，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区域特点的立审执无缝
对接“大执行”机制，打通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快速平息了多起群体性纠纷。

宜兴：“铁腕”严打“老赖”

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执犯罪案件30件，其中移送后主动履行完毕2件，达成
和解2件，提起公诉2件，已判决2件，刑事立案6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14件，刑事拘留5人，上网追
逃2人。

江阴：“独奏曲”变为“大合唱”

江阴市委专门出台《关于支持人民法院落实“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在制度上明确与执
行工作相关的党政机关、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执行联动和威慑机制，凝聚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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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粤03民破128号 本院于2016年8月4日裁定受理深圳
市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
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盛
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1月7日前向深圳市
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
三路卓越世纪中心1号楼23层;联系人:陈闽、朱方涛; 电话:0755-
82816202、0755-82818410、15818689371;传真:0755-82816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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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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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条件行使权利。深圳市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1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
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
托书。二O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年3月30日，本院根据陕西延长石油工贸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珠海市延兴石油化工发展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珠
海市延兴石油化工发展公司的资产评估值为17794030.08元，已
确定的债权为45965298.73元。本院认为，珠海市延兴石油化工发
展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管理
人申请珠海市延兴石油化工发展公司破产还债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8月1日裁定宣告珠海市延兴石油化工
发展公司破产。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关市碧强立锡业有限公司债权人：《韶关市碧强立锡业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已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并于2015年4
月13日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4）韶曲法破字第1-5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
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第一次分配普通债权分配金额合计
3632687.28元、担保债权分配金额14100423.67元、职工债权分配金额

413449元、税收债权935140.42元。现韶关市碧强立锡业有限公司拟于
2016年9月27日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韶关
市碧强立锡业有限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确定破产财产第二次分配等
事宜，请债权人准时参加。第二次分配拟于2016年9月28日开始实施，由
本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委托承办银行分批汇入债权人
的账户。本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人民币2686062.57元，其中拟分配
的税收债权88134.35元、普通债权2597928.22元。经债权人会议通过
后，债权人应予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未受领的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
存。债权人自分配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
利，提存的分配额本管理人将依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韶关市碧强立锡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根据四平红嘴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6月30日裁定

受理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7月14日指定四
平浩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四平现代
钢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9月30日前，向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吉林省四平市南湖大路1395号；邮政编码：136000；
联系电话：0434-5080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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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平现代钢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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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案件进
展情况另行通知。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8
月5日裁定受理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当日指定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南通太平
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6年11月8日前，向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启东市寅阳镇海工大道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西门
办公区；邮政编码：226200；联系人：胡荣杰，金恒；联系电话：0513-
83828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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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9日9时30分（9时

报到）在启东市和合小学篮球馆（启东市寅阳镇和合镇人民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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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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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 年8月3日根据泗洪常熟工业园投资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金潮至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永明晖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 2016年 11月 3日 9时在本院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五法庭召
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明或
授权委托书。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
锦葫路马杖房锌厂文化宫（电话：0429-2102470）召开葫芦岛龙鑫
工程总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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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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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在辽宁省葫芦岛
市龙港区锦葫路马杖房锌厂文化宫（电话：0429-2102470）召开
葫芦岛锌达工贸实业总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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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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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葫芦岛鑫华锌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8

月11日作出（2016）辽14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葫芦岛鑫华锌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6年8月11日指定葫芦岛鑫华锌
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为葫芦岛鑫华锌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葫芦岛鑫
华锌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10月10日前，向葫芦岛鑫华
锌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路65-K辽宁
一鸣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125000；联系电话：0429-2102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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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鑫华锌制品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
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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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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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5月10日，本院根据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柴里煤
矿的申请裁定受理山东凌顿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审计查明，截止2016年5月10日，山东凌顿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27136049.94元，负债总额90001492.04元，净资产总额为-
62865442.10元。本院认为，山东凌顿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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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8日裁定宣告山东凌顿
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年12月31日，本院根据山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审计，截至2011年5月31日，山
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资产总额3526.00元，负债总额1072636.08
元。山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共发生破产
费用6913.40元，现公司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

审计结果，山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裁定宣告
山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破产并终结山东大学中利实业总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11月6日，本院依法裁定债务人威海城郊装饰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并通过随机方式指定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地
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138 号 404 室；电话：0631-
5311636、15588340086；联系人：李熙玉）。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现威
海巨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威海城郊装饰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故本
院裁定两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威海城郊装饰有限公司、威海巨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人均可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期限截止至2016年9月
19日，申报地址同上。债权申报须知及申报格式文本，请到管理人网站
（http://www.hongyuls.com/）下载。威海城郊装饰有限公司、威海巨腾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9月29日上午
9时在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路1号华夏会馆院内华夏会堂
召开。 [山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淄博张钢制铁铸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7月25
日裁定受理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东柳泉
律师事务所为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6年9月28日前，向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柳泉路125号先进陶瓷园B座2011室；邮
编：255000；联系电话：13053368448；联系人：崔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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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 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76号张钢办公楼
二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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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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