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7年1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轶然 联系电话：（010）67550725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本报讯 2016年，“大润发”的商
标权利人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把
大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大润发公司立即停
止对康成公司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侵害，停止使用包含“大润发”字样的
企业名称，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
偿康成公司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
300万元。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
持了该判决。至此，该起侵害商标权及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落下了帷幕。

原告康成公司是知名连锁超市“大
润发”的商标权人。2014 年 10月，被
告大润发公司成立，并于 2015 年陆续
成立了沥林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和武宁
分公司；2015年8月，大润发公司与程
某、何某签订了 《大润发特许协议》，
许可后者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面积约
为 7000 平方米的店铺中使用被告的

“注册商标”、店铺字号、服务标识、经
营技术等，加盟期限 12年，加盟费 1.2

万元，2015 年 10月，何某注册成立了
广州市薪润骅百货店。庭审中，大润发
公司另确认对外特许加盟的都昌店、麻
城店正在筹备。

原告康成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
被告成立的沥林店、武宁店和加盟的
黄埔店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含有

“大润发”字样的购物袋、价格标签、
会员卡、购物小票、公章和员工服装
等。被告在其网页和宣传册中也不同
程度使用了“大润发企业”等字样，
并称“大润发企业以江西为先期扩展
领域，逐步开拓全国市场，从业人员
超过万名，公司预计在 2015 年加盟店
超出 1000 家，成为全国品牌连锁之
一”。此外，在加盟合作过程中，被告
还对加盟店面积提出了 5000 平方米以
上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在
2015 年 4 月受到行政处罚后，并没有
在 经 营 中 积 极 进 行 整 改 ， 2016 年 4
月，其加盟店再次因相同的行为受到
行政处罚。

原告认为，被告擅自将自己命名为
“大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并在经营中使
用上述名称，在其网站以及实际经营宣
传中突出使用原告“大润发”商标以及
将“大润发”和“DRF”组合使用，
意图混淆消费者，构成侵害原告商标权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鉴于被告侵权行为

恶劣，应当给予惩罚性赔偿。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与

原告均从事超市经营，在经营中使用
“大润发”“大润发企业”“大润发生活
超市”“大润发黄埔店”等被控侵权标
识，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侵害
了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在被告
注册成立时已经成为相关行业内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商标，作为经营同类业务的
竞争者，被告仍然在企业名称中使用与
涉案商标相同的字号，主观上攀附涉案
商标知名度的不正当竞争意图十分明
显，基于涉案商标的高知名度，被控

企业名称即使规范使用，仍足以使相
关公众产生使用“大润发”字号的企
业与原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混淆和
误认，故被告将“大润发”作为字号
使用的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
争。上海知产法院综合考虑原告商标
的知名度情况和对原告销售及获利的贡
献情况、被告的主观恶意、侵权情节、
宣传情况及侵权行为的后果等，判决被
告赔偿原告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
300万元。

上海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陈颖颖）

“大润发”把“大润发公司”给告了
法院认定后者恶意侵犯商标权，判赔300万

上海知产法院法官凌宗亮表示，由
于原、被告属于同业经营者，根据被告
在明知原告商标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将

“大润发”作为企业字号，并在经营宣
传中单独、突出使用“大润发”字样，
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并没有积极整改，又
再次因相同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情况可
以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满足商标法中
规定的“恶意侵犯商标权、情节严
重”。原告曾在诉请中要求法院对被告
进行惩罚性赔偿，但由于本案无法按照
原告的损失、被告的获利以及涉案商标

的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数额，故计算惩
罚性赔偿数额的基础并不存在，进而惩
罚性赔偿数额亦无法确定。虽然如
此，但法院认为，既然商标法已经确
立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坚持填补损失和
惩罚侵权双重目标，作为计算损害赔
偿兜底方式的法定赔偿制度，同样应
兼具补偿和惩罚的双重功能。在确定
法定赔偿数额时，可以将被告的主观
恶意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因此，法院在
确定法定赔偿时将对原告惩罚性赔偿的
诉请酌情予以考虑。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洪 维）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福建省目前最大的骗取
国家出口退税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
张天盛因成功骗取出口退税 2.3亿余
元被判无期徒刑，其余6名被告人被
判十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4 月间，
被告人张天盛为骗取出口退税牟利，
先后纠集被告人刘启智、刘婷婷等
人，使用华福等五家公司和张天盛实
际控制的一龙公司的名义操作虚假出
口业务，在上述公司没有实际采购、
出口货物的情况下，通过非法途径购
买海关出口报关单证假报出口、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将虚假出口形成的
退税单证通过上述公司进行虚假申
报，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其中，被告
人刘启智、刘婷婷受雇于张天盛，刘
启智担任一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
联系被告人王彬彬、张永福、蔡雪鸿
等人购买海关验讫的报关单、联系江
西等地企业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等事务，刘婷婷负责记录骗税业务
内账资料、办理骗税所涉资金的支付
等。

在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张天
盛、刘启智、刘婷婷以委托代理出口
货物并支付代理费的方式，获取华福
等五家公司的空白出口单据，之后将
盖有上述五家外贸公司及一龙公司印
章的空白委托报关协议书、A4 便笺
纸等出口单据交给被告人王彬彬、张
永福、蔡雪鸿及詹国雄 （另案处理）
等人，由上述人员寻找服装等货物后
假借该六家外贸公司自营出口货物的
名义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货物通
关后，张天盛向王彬彬等人支付费
用，获取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退税联等通关单证。张天盛同时与被
告人卢受忠联系，以支付开票费的方
式让南川公司与涉案外贸公司签订虚
假买卖合同，为“买单出口”的货物
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制造涉案
六家公司自营采购、出口货物的假
象，张天盛再将所购买的出口货物报
关单退税联等通关单证及虚开的进项
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涉案外贸公司，
由这些公司以自营采购、出口货物的
名义，使用票货不符的单证材料，向
税务机关骗取出口退税。

经查，至案发，张天盛虚假出口
业务报关出口货物 2437 票，报关总
金额2.43亿美元，为出口货物虚开进
项增值税专用发票 16915份，申请出

口退税 2.433亿元人民币，其中已退
税 2.32 亿元，未退税 1000 万余元。
其中，被告人刘启智、刘婷婷参与骗
取出口退税2.03亿元，已退税1.94亿
元，未退税927万元。

2013年8月，被告人卢受忠与被
告人张天盛合谋，商定由张天盛提供
一龙公司的虚假服装订货合同给南川
公司，在无实际生产、销售的情况
下，由南川公司为一龙公司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龙公司按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的 10.4%支付
开票费。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2 月，
南川公司陆续为一龙公司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 212份，税额共计 351万余
元。一龙公司使用上述虚开的进项增
值税专用发票已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
退税 292 万余元，已退税 194 万余
元，未退税98万余元。

2011年7月至2013年8月间，被
告人王彬彬、张永福、蔡雪鸿为牟
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一龙等公司未
实际采购、出口服装货物的情况
下，仍然使用被告人张天盛等人提
供的盖有一龙等公司印章的空白报
关协议书等出口单据，寻找货物以
一龙等公司名义申报出口，货物通
关后将报关单证卖给张天盛等人。王
彬彬、张永福、蔡雪鸿分别收取张天
盛给予的“卖单”费用3.8万元、1.7
万元、180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天盛、
刘启智、刘婷婷以签订虚假的买卖合
同、购买海关报关单证假报出口、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
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卢受忠
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介绍
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被告人王彬彬、张永福、蔡雪
鸿为牟取利益，非法出售海关报关单
证，其行为均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罪。

据此，法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
处张天盛无期徒刑、刘启智有期徒刑
十年、刘婷婷有期徒刑六年，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卢受忠有期徒
刑十年，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
王彬彬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
年、张永福和蔡雪鸿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张天盛被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刘启智、刘婷婷、卢受忠分别被
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100 万元、
10万元。

厦门一审审结福建最大骗取出口退税案
主犯骗取出口退税2.3亿余元被判无期

图为宣判现场。 安海涛 摄

涉案人员44人 涉及罪名10项

广西河池最大涉黑犯罪团伙案一审宣判
本报河池1月10日电 （记者 费

文彬 通讯员 韦 程） 今天上午 10
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对马振文、李苹峰等 44 人涉黑
案件进行一审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 10 项罪名，数
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马振文、李苹
峰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并处
罚金和没收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分别判处黄仲翔等

42 名被告人二十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自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间，以马振文、李苹峰为首的犯罪
组织在宜州城区和周边地区以暴力、威
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一系列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
对宜州市城区的米粉市场、娱乐等行业
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敲诈
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等犯罪活

动，攫取非法利益 50 余万元，用以支
持、维系该组织的生存发展和违法犯罪
活动。

经法庭查明，该犯罪组织成员有组
织地实施了敲诈勒索 4起、强迫交易 2
起、聚众斗殴 3起、寻衅滋事 3起、故
意伤害 2起、非法持有枪支 3起、故意
毁坏财物 6 起、开设赌场 1 起。此外，
该犯罪组织成员还实施了多起治安违法
行为。

大化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

文、李苹峰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实
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应当按照其组
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全部罪
行承担法律责任。马振文、李苹峰组
织、授意或者默许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
员黄仲翔等 42 名被告人实施开设赌
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和
非法持有枪支等行为，均已构成犯罪，
依法应实行数罪并罚。法院遂根据各被
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
危害程度，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悔
罪态度，依法作出判决。

据了解，该案是河池法院有史以来
审理的被告人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庭
审持续了 19 天，该案判决书长达 317
页，宣判当天出警271人，宣判持续了
两个多小时。

本报讯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尚桥路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张某驾驶的轿
车和侯某驾驶的电瓶车发生碰撞，造
成侯某受伤，交警认定机动车驾驶员
张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
定，侯某因事故造成肋骨骨折、头部
受伤、颞面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等，
建议侯某伤后的休养时间为4个月。

2016年 11月 17日，侯某向奉化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机动车驾
驶员张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包括了休
养 4 个月的误工费 1.3 万余元在内的
各类经济损失 3.2万余元。2016年 12
月7日，奉化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在原告侯某向法院提交的证据
中，有一份收据显示：2016年9月15
日，侯某支付给代班人俞某2016年8
月 1 日至 9 月 6 日期间的代班费共计
3900 元。但侯某提供的考勤记录却
显示：2016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6 日期
间，原告侯某已上班签到。

原本是一件普通的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但在审理的过程
中，原告提供的这份“收据”却引起

了法官的怀疑。为查清事实，法官向
原告侯某就职的公司进行了调查。公
司向法院说明，原告侯某自 2016 年 8
月1日起已上班，不存在由俞某代班的
情况。

面对法院调查所得的证据，原告侯
某向法院交代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侯
某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赔款，“动脑
筋”找来了自己的嫂子俞某，让俞某出
具了一份“收据”来证明 8 月 1 日到 9
月6日这段时间由俞某替侯某代班。但
事实上，侯某早已痊愈去上班了，并不
存在所谓的“代班”情况，而这份“收
据”正是原告侯某为向被告张某索赔误
工费3900元而伪造的。

2017年 1月 9日上午，法院向原告

侯某及案外人俞某送达了处罚决定书，
因该二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伪造证
据，根据情况分别处以罚款 1000 元的
处罚决定。侯某及俞某均表示对处罚决
定书没有异议，并当场缴纳了罚款。同
日，奉化法院江口法庭开庭对该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宣判。

（王佩岚 陈群力）

为多要赔款叔嫂合谋伪造代班“收据”
法院认定二人伪造证据，各处罚款1000元

原本是受害人的原告侯某，因伪造
证据而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主审法官需
要提醒广大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交
伪证，极易导致法官对案件事实作出错
误认定，造成裁判不公而损害另一方当
事人的利益。当事人这种不诚信的行
为，将必然受到法律的惩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
人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将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提醒■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1日（总第6892期）

洛阳银行焦作分行：申请人：鹤山市巨隆铝业有限公司，于
贰零壹陆年壹拾壹月叁拾日，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要素
如下：票号31300052 29689007，出票日期：贰零壹陆年壹拾壹月
零玖日，付款行全称：洛阳银行焦作分行，出票人全称：河南省融
汇通贸易有限公司，帐号：600410010000003190，收款人全称：漯
河市农润农资销售有限公司，帐号：1711020919200274785，出票
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到期日期：贰零壹柒年伍月零玖日。申
请人：鹤山市巨隆铝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鹤山鹤
城支行，帐号：44411601040003699，现申请人鹤山市巨隆铝业有
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据决定受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做出裁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高邮市东方动力机械厂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7784918、出票金额为玖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6年9月23日、收款人为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3月23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百一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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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30600051
21524638、出票金额为贰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收款人为周口上奥商贸有限公司、汇
票到期日为2017年6月14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银行
郑州分行南阳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百八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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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30600051
21524636、出票金额为叁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收款人为周口上奥商贸有限公司、汇票到

期日为2017年6月14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银行郑州分
行南阳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百八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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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新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7339304、出票金额为贰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泓
润园林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26日、收款人为河南洹
河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2月26日、持票
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商都路支行的银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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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七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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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市鑫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现因所持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票据号码为30300051/23547184，票面金额为200,000.00
元，出票人：长春旭阳佛吉亚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吉林市鑫泰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票据期限：
2017年 3月 22日，付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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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市鑫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现因所持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票据号码为30300051/23547186，票面金额为200,000.00
元，出票人：长春旭阳佛吉亚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吉林市鑫泰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票据期限：
2017年 3月 22日，付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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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市鑫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现因所持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票据号码为30300051/23547185，票面金额为200,000.00
元，出票人：长春旭阳佛吉亚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吉林市鑫泰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 年 12 月 22 日，票据期限：
2017年 3月 22日，付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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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开平支行现因所持银行
承兑汇票丢失（票据号码为30100051/20529093，票面金额为100,
000.00元，出票人：长春市宏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吉林
省珺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6月20日，票据期限：
2016年12月20日，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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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义乌市双娇包纱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1300051 34303465，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26日，票据金额50000
元，出票人为义乌市江东凌燕文具用品厂，收款人为义乌市剑发文
体用品商行，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月26日)。利害关系人应于六十
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孟村回族自治县东兴法兰毛坯销售处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号为：30700051 30864710，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8日，
票据金额3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蓝之梦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江苏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2月8日)。利害

关系人应于六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惠尔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10400052 27603151，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 月 22 日，票据金额
16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真爱毯业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苍南县
挑梦制袋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15日)。利害关系人应
于六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攀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3200005123942194，票面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付
款人浙江绿风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磐安县兴隆建材经营部，出票
行浙江磐安婺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7月28
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
申请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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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磐安县人民法院

（2016）粤03破申2号 深圳市安曼特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
你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和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
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
破产清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
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7年3月24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你司法定代表
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因凯迈嘉华（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经执行完毕，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12月 28日裁定终结
凯迈嘉华（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河南]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因宜兴大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宜兴大唐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已将宜兴大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宜兴大唐科技有限公司
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法律规定，本院已于 2016年 10月 24
日裁定终结宜兴大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宜兴大唐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7日，本院根据南通新友水产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申请，依据法律规定，裁定批准南通新友水产品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并终止南通新友水产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兴合粮油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指定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为
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宁波市振佳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前，向宁波
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
海县跃龙街道桃源中路 161 号世贸中心 1 幢 1 号 1103 室；邮
政编码：315600；联系人：林金宏，联系电话：13806658809；联
系人：郑四海，联系电话：13968346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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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振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
东路 121 号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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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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