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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中院关于银行卡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2013 年至 2016 年 1 至 5 月，广东省
中山市两级法院共受理信用卡犯罪案件
317 件 ，涉 及 金 额 约 3.96 亿 元 。其 中 ，
2013 年受理该类案件 36 件，涉及金额
903755 元；2014 年受理 58 件，涉及金额
6421208 元；2015 年受理 192 件，涉及金
额 375870183 元。2016 年 1 至 5 月受理 31
件，涉及金额 13233609.34 元。其中，10
万元以下案件为 220 件，1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案件为 77 件，100 万元以上的案
件为 20 件，最大涉案金额为 322897063
元，最小涉案金额为 14833 元。呈现出案
件数量逐年递增，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的
特点。
（见图一）
1.案件类型
该类案件以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犯
罪为主要类型，4 年来共受理该类案件
266 件，占 83.9％。妨害信用卡管理犯
罪 28 件，占 8.8%。非法经营 （仅含信
用卡套现） 罪 21 件，占 6.7%。伪造、
变造金融票证 （仅含信用卡） 罪 2 件，
占 0.6%。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
卡信息犯罪 0 件。（见图二）
2.被告人情况
该类犯罪被告人呈现出外省籍被告
人比例多、男性比例多、中青年比例多、
学历低的特点。在 2015 年由检察机关提
起公诉的 159 件信用卡诈骗案件中，认
定具有坦白情节的有 135 件 140 人，分别
占 89.7%和 88.6%。而认定具有自首情节
的仅有 11 件 11 人，分别占 6.9%和 6.8%。
被抓获归案的被告人为自身利益考虑，
往往会在案发后积极偿还财物，争取宽
大处理。以 2015 年中山两级法院已审结
的 123 件信用卡案件为例，被告人在归
案后偿还或部分偿还被害人或被害单位
款 项 的 为 85 宗 86 人 ，分 别 占 69.1% 和
69.9%。在判处免予刑罚的 14 件案件中，
被告人全部偿还了相关款项。大部分案
件被告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其中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较
高，约为 40%。
3.团伙作案增多，分工明确
在伪造、冒用他人银行卡类的信用
卡诈骗及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中，犯罪
分子往往组成团伙，内部分工明确、配合
密切，采取多层结构、单线联系、自创暗
语、互称代号等手法，最大限度地屏蔽自
身身份信息，
阻隔被抓风险。一些大型诈
骗链条上甚至有多达 15 个不同工种。
4.犯罪手段多样化、科技化、智能
化、国际化
克隆银行卡犯罪的手段主要包括：
一是在商户 POS 机、银行自助柜员机等
自助设备的键盘、插卡口安装微型盗码
摄像头、设置假操作面板等盗取银行卡
信息及密码的设备；二是商户在经营过
程中故意向他人泄露储户的银行卡信息
或与犯罪分子串通盗取银行卡信息；三
是向他人高价购买银行卡卡片，通过复
制或修改卡片信息伪造银行卡并持卡消
费；四是使用木马病毒，在储户不慎进入
流氓网站或非法网站浏览或进行操作
时，窃取其登录户名、密码以及绑定手机
号码。随着电子商务发展及金融业务网
络化，为克隆银行卡犯罪跨区甚至跨国
流窜作案提供了便利。
5.部分不法特约商户为银行卡诈骗
犯罪提供便利
按照相关规定，特约商户必须按持
卡人实际的消费额结账开票，不得向持

图二:银行卡犯罪的类型及比例

卡人支付现金，但有些不法商户为了牟
取蝇头小利，
为个人、单位提供信用卡套
取现金的渠道，帮助持卡人通过假消费
等诈骗方式套取银行资金。中山市一美
容院女老板陈某利用 POS 机协助他人
非法套现，一次套现金额 3 万元或以下
的收取 50 元手续费，超过 3 万元的收取
100 元。一年多时间内，陈某利用 POS 机
非法套现 200 多万元。
6.涉网类新型银行卡犯罪呈现活跃
状态
犯罪分子借助网络平台、第三方支
付平台进行银行卡诈骗犯罪活动愈发频
繁。
如中山市就发生犯罪分子通过木马病
毒，
盗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
通过网上银行
融资平台操作，
购买理财产品或贵金属，
后
又通过电话操控手法，
骗取被害人动态密
码，
从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被害人钱财转移
到犯罪分子账号的新型犯罪手法。

二、审理中存在的难题
1.部分证据收集存在困难
由于银行卡诈骗犯罪中银行卡转账
次数多，涉及调取银行单据多，
涉及犯罪
金额证据存在查找难问题。
一些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内部设置多重层级，对上线
人员采取信息保护、过滤方式，难以查
获 。在 电 子 证 据 如 SchedulingAgent（木
马）、TeamViewer8（远 程 控 制）软 件 、
CDR（通话记录）在审查上存在难度。案
件退查率、退回补充侦查率较高，
一些类
型案件检察机关退查率甚至高达 65%。
2.违法成本低，
威慑力不大
目前，涉及银行卡诈骗犯罪被全链
条摧毁的案例所占比例不高，被查获的
被告人多为取款人（俗称车手）等最底层
人员，虽然能定罪，但因为取证难，查证
金额不大，大多数被告人均被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甚至缓刑。有的被告人认

送达裁判文书
马俊红、那馨月、菅野贤惠、那业樱、那业林、贾劲松：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李琪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最高法民申 8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许文祥：本院对上诉人邯郸市邯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与
被上诉人磁县华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许文祥、原审
被告张文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冀 04 民终 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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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宜兴市三胜橡塑
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
号码 4020005126813728，票面金额柒万叁仟伍佰叁拾元整，出票
日期 2015 年 12 月 11 日，到期日期 2016 年 6 月 11 日，出票人浙江
九祥玻璃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北玻玻璃技术工业有限公司，背
书人宜兴市三胜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宜兴市三胜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沙支行），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宜兴市三胜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4020005126813728、票面金额柒万
叁仟伍佰叁拾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宜兴市三胜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浙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张永、宋红改：关于晋城市恒远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6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
人张永、宋红改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
封了被执行人张永名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一期9
栋/单元 2 层 5 号（合同编号：昌 080533818；建筑面积：188.53 平方
米）的房屋所有权，并委托湖北日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
产进行评估（鄂日晟行房估字[2016]第WH02409号）。评估值为人
民币786.36万元。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送达上述房地产评估报告及本院
（2015）鄂武汉中执字第119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为，用两三年的自由换上几十万元的收
入，
完全划得来。
3.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银行卡立法工作相对滞
后，相关行业规定数量少、内容简单、效
力等级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
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虽然对涉及信用卡刑事犯罪方面作
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第三方支付
平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仍缺乏
明确规范。
此外，
对银行卡诈骗犯罪未遂
问题、减轻处罚及免除处罚的适用问题
也急需进行调研统一标准，以使裁判结
果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4.执法观念存在差异
由于缺乏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最新司
法解释，
易导致检、法之间对案件情节判
断的标准不统一，
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
院之间的定罪、量刑标准也不相同。
如对
是否应当区分审查犯罪对象是借记卡
（储蓄卡）还是信用卡（贷记卡）问题就存
在不同观点。

三、防范银行卡犯罪案件的对
策与建议
1.完善法律及司法解释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应当适度拓展
银行卡诈骗犯罪的调整范围，建立综合
性的涵盖银行卡交易各个环节的法律规
定。
如美国对于信用卡管理方面有《公平
信用报告法》
《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
《平
等信贷机会法》等 18 项法律，涵盖信用
卡交易各个环节。
可考虑将出售、购买信
用卡行为纳入出售、购买伪造信用卡行
为，
按照刑法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处罚。
完善对出售公民信息犯罪的规定条款，
让嫌疑人不能够再轻易地使用他人身份
证办理银行卡。出台对第三方支付平台

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张永名下位于
武汉市武昌区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一期9栋/单元2层5号（合同编号：
昌080533818；建筑面积：188.53平方米）的房产。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上述房地产，并不再另行公告通知拍卖其他相关
事宜，直至拍卖或变卖结束。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的管控，
防止随意进行网络转款，
尤其是
大金额转款行为。出台伪卡欺诈的损失
分担机制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并限
定合理限额，保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及
财产安全。
2.完善银行卡内部监管体系
银行应进一步规范信用卡发放及资
信审核，严把申请准入关，提高发卡门
槛。
如加强对申办人身份的真实性审查，
实行实名申办，
并对其工作单位、收入情
况、资产状况进行核实，
同时要求其提供
合法的保证人。在办理银行卡业务时应
着重提醒储户开通短信通知功能，确保
其第一时间知晓账户资金变动情况。简
化电话服务语音提示内容，尤其是银行
卡挂失语音提示，确保在银行卡被盗或
遗失后储户能及时办理挂失手续，避免
不法分子利用此时机盗取资金。建立完
善“专业开卡人”黑名单制度，发现有异
常办卡、用卡情况，
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
告。加大对特约商户的准入审核与日常
管 理 ，严 格 特 约 商 户 准 入 条 件 ，规 范
POS 机日常管理，杜绝恶意串通提取现
金的情况。
3.对现有银行卡及时更新升级
克隆卡盗取资金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是自助设备存在无法识别克隆卡的瑕
疵，因此银行应提高银行卡的防伪技术，
以有效防止克隆卡在其他银行的盗取、
盗
刷。
鉴于目前通用的磁条式银行卡已远不
能满足防范银行卡业务风险的需要，
推行
安全性高、
防伪效果好的芯片卡已成为有
效预防和减少银行卡犯罪的关键所在。
4.联合建立社会征信体系
建立银行和银行之间，以及银行和
工商、税务、司法、海关、质检、电信等多
部门之间的社会征信体系网络，以提高
各部门的信息开放程度。如完善用卡人
资信数据系统。
将银行卡业务、房贷业务
和其他个人消费贷款业务中收集到的个
人信用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建立相关数
据库，
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
不断补充完
善，最终实现相关金融机构间信息的共
享，
完善资信评估。
建立银行卡身份信息
共享平台，
使用技术手段，
对发现疑似克
隆银行卡犯罪线索要及时预警，以有效
减少克隆银行卡犯罪行为的发生。
5.加强宣传教育，普及法律、银行卡
相关知识
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
体与微博、微信、网络等新媒体的法制宣
传作用，以典型案例剖析等方式向公众
宣传安全使用银行卡知识及银行卡犯罪
的法律后果。加强对信息获知程度不高
的人群进行重点宣传，教育公民尤其是
持卡人做好自身防范工作，提高银行卡
片和密码信息的保密意识。
6.加强执法部门合作，加大对银行
卡犯罪打击力度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信用卡冒领犯罪
案件的打击力度。
在内部协作机制方面，
经侦部门要加强与网监、情报部门的协
作，加强情报分析研判，加强网上巡查，
对发现有非法买卖银行卡及公民个人信
息的行为，
及时进行监控，
并协同固定证
据，
形成打击合力。
如中山市成立的反诈
骗中心，
强化警银合作机制，
在被害人报
案后，第一时间启动涉诈银行账号快速
冻结机制，
保障被害人资金不被转移，
有
效地减少损失发生。该中心仅运行 15 天
就紧急冻结挽回个人资金 123.8 万元，效
果良好。
（课题组成员：
李少民 李世寅 姜
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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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铜井镇，该公司系1999年2
本院根据刘萍的申请于2016年8月12日裁定受理河南金瓯房 月3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法定代表人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6 为贾国齐，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销售（涉及行政审批项目，凭许可证
年8月12日指定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 经营）；混凝土外加剂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南
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0月25日 京申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未依法履行生效判决，被南京市江宁区
前，向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公司管 创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未发现南京申宁化工
理人（通讯地址：开封市晋安路与黄河大街交叉口东南角前景国际 有限责任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当事人述
售楼部；邮政编码：475004；联系人电话：0371-27899999）申报债 称，南京申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大约2000余万元，对外债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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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5000余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申请对南京申宁化工有限责任公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 司破产清算。二、申报方式：申报机构（含专职从业个人）应于申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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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一式五份，其中两份不装订）及申请书
（1）申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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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凭证。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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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含专职从业个人）的基本情况，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律
条件行使权利。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耀置业有限 师、会计师及其他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姓名、学历、工作经历、自然
（2）申报机构（含专职从业个人）以往担任管理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金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情况及主要业绩等；
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突出业绩；
（3）报价方案。三、报名时间：报名期
开封市金耀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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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9时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开封 限截至2016年10月19日下午17时。四、选任规则：1.本院采取竞争
市晋安路68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加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2.本次申报的管理人限定为江苏省辖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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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内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及专职从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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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3.至公告截止日，本院将从申报机构（含专职从业个人）中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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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号选定7家；4.本院审判委员会根据7家申报机构（含专职从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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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提交的申请书择优选定3家；5.本院再次通过摇号方式，从3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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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机构（含专职从业个人）中随机产生1家，指定为本案管理人，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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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告。五、报名地点及联系人：报名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民二庭；联 系 人：刘 欣（立案庭，025-83523816）、张俊勇（民二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2016年9月19日，南京市江宁区创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庭，025-83523857）。
本院定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召开盾建重工
南京申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 制造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地点：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规定》等相关规定，本院公告如下：一、基本案情：南京申宁化工有限 科技法庭（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 6 号）。内容重要，请各债权人

充分发挥刑罚功能 有效遏制醉酒驾驶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调研报告
——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入刑，对醉驾行
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近几年，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
人民法院受理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引发的刑事案件呈现增
长态势，
为此，
大东法院成立课题组，
分析此类案件特点，
提出对策与建议。

打击违法行为 维护金融秩序
图一:2013 年至 2016 年 1 至 5 月银行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

WWW.RMFYB.COM

调 研 精 粹

核心提示：当前，银行卡犯罪已成为金融犯罪中的突出问题。为妥善审理涉及银行卡犯罪案件，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广东
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类问题展开专题调研，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一、银行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
及主要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1.案件数量增长幅度高。2013 年大东法院共审理醉
酒驾驶机动车引发的危险驾驶案件 3 件，2014 年 18 件,
2015 年 47 件，2016 年 1 至 4 月审结 12 件。2014 年比 2013
年审结案件数增长 500%，2015 年比 2014 年审结案件数
增长 161.11%，案件数量增长趋势明显。为了及时回应
社会热点关注，大东区交警部门不定期在城区内餐饮
娱乐行业繁荣地点进行盘查，加大了查处力度。同时，检
察部门对醉驾采取审慎态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规定标
准一律入刑，使得因醉驾被查处和公诉的案件数量逐年
增加。
2.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年无业男性成为被告人的数量
高。从性别上看，86 名被告人中男性 82 人，女性 4 人；从
年龄上看，30 岁以下 21 人，30 至 50 岁 52 人，50 岁以上 13
人；从文化程度上来看，初中以下文化 66 人，高中以上文
化 20 人；从职业上看，无职业者 62 人。被告人文化程度偏
低，
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由于酒驾本身具有隐
蔽性，
行为人心存侥幸，
以致给行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3.轿车夜晚交通肇事和遇到公安例行检查引发查处
的比例高。从驾驶车辆类型来看，轿车 56 起、小型客车、
面包车、农用车 26 起、摩托车 4 起；从查获方式上看，交巡
警平台设卡专项检查查获的醉驾 54 起，发生交通事故的
32 起；从时间上看，在晚上八点至次日凌晨两点 62 起，其
余时间 24 起。
4. 大部分醉驾情形中驾驶员醉酒程度相对较轻。从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上 看 ，80 至 200mg/100ml 共 有 75 人 、
200mg/100ml 以上共有 11 人，87.21%的醉驾人员血液酒
精含量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 200mg/100ml 以上
的从重处罚标准。可以看出，让醉驾者承担刑事责任，
较以往单纯的行政处罚形成了更加有效的威慑作用。
大部分醉驾人员血液酒精含量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
从重处罚限额以下，部分驾驶员曾使用过代驾服务，但
因代驾就位时间过长或未代驾到最终目的地而又选择
自驾后被查。
5.适用简易和速裁程序的比例高。此类案件大东法
院在 2015 年 9 月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 18 件，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的 20 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29 件。适用简易
和速裁程序所占比例为 73.13%。其中，采用速裁程序审
结的案件平均用时 5 分钟左右，平均 5 日审结，服判息诉
率达 100%。
6.危险驾驶案件量刑相对统一。刑法对醉驾引发的危险驾驶案件被告
人的刑罚规定不够细化，对从重、从轻以及减轻处罚等没有具体标准，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对从重处罚的情形规定比较具
体，但是对从轻、减轻处罚等未作规定，法院量刑时难以统一把握。
《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二）
（试行）》中，
对危
险驾驶罪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规定可以根据血液酒精含量、最高时速、危
险性、危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并对增加刑罚量和基准刑的情形和幅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大东法院此类案
件按照该规定执行，量刑相对统一。2013 年以前判决结果 100%为判处三个
月以下拘役及罚金，2014 年判处缓刑的有 3 起，所占比例为 16.7%，2015 年已
审结案件中判处缓刑 17 起，所占比例为 36%。2016 年 1 至 4 月判处缓刑 9 起。
判处缓刑案件罚金数额相对较高。

二、对策及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驾驶员安全意识。相关单位应针对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重点时段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
并通过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
村、组织观摩公开庭审、召开醉驾入刑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广泛
开展普法宣传，
让驾驶员充分认识到醉驾者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使其自觉抵
制酒后驾驶，
努力预防和减少醉驾的发生。
2.公检法联合打击，建立常态化巡查处理机制。公检法应共同分析此类
案件犯罪规律，以便公安机关在重点时间、重点地段有效地加强巡查,加大
酒驾案件查处力度，
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
使醉酒者杜绝酒后驾车的侥幸心
理，
逐步形成自觉抵制酒后驾驶的社会氛围。
3.动员社会力量，规范代驾服务。餐饮酒店、娱乐场所的经营者，以及共
同就餐的人员，对醉酒驾车行为应加强警示和规劝，形成多元治理的合力；
同时，
需要完善代驾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
加强对代驾公司和代驾人员的管
理，
保留代驾服务流程记录，
提供及时、规范、安全的代驾服务。
4.结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提高审判效率。建议此类案件审判程序
可结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对被告人从快处
理，
减少审前羁押，
节约诉讼资源，
提高审判效率。
5.公检法统一裁量标准，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各地公检法部门可根据
《意见》等相关规定，联合对此类案件的立案标准、证据的收集及审查、自首
的认定、刑事处罚和量刑、快速办理程序等进行研讨并作出细化规定，通过
会议纪要等形式在本地区形成统一立案、公诉、裁判适用标准。
最高法院、最
高检察院、公安部也可通过调研，
统一对相关规定进行细化。
（课题组成员：
李俊泉 夏婷婷 贾敏飞 金成锐 陈壮威 赵 玫）

准时参加，参加会议时，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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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联 系电
话：18261528330。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张恩柱的申请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裁定受理
债务人天津连强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天津
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通讯地
址：天津市河西区环湖中路 10 号 11 层 C 座，邮编：300060，电话：
022-23344833）。有关天津连强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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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天津市武区杨村镇雍阳道 42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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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参加债
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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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因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
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向本院提请
终结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2 日裁定终结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7 月 6 日立案受理象山财富中心商业广场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2016 年 8 月 20 日本院在《人民法院报》
就该案受理情况、管理人指定情况以及债权申报期限和方式等
刊登了公告。现根据象山财富中心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管理人的
申请，本院同意将债权申报延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延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象山海洋酒店二
楼会议室召开，其他事项不变。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庄建波、黄赛飞、吴林眉：本院受理的（2016）京 0101 民初
18035 号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 12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王永军：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丛台支行申
请执行王永军为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丛民初字第249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于2016年5月11日向本院提出
执行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0403执1044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七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向本院申报财产
状况，如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并根据法律规
定，将你纳入失信人名单。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丁胜、大同市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
同市矿区鑫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案，现进
入执行程序，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从公告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2014）城民初字第137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赵文英、大同市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大同市矿区鑫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案，现
进入执行程序，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从公告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来大同市城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2015）同商终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角云：本院执行的昆明官渡农村合作银行与你金融借款纠纷
一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作出的(2015)官
民二初字第 67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在执行过程
中依法委托昆明正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了你所有的位于昆明
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21 层 1 号-12 号房屋，评估结果为 8953831 元。因
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公告向你送达评估结果。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请你自送达之日起十
天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附相关证据。逾期不提出，本院将依法
对上述财产强制执行。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