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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因贪图高收入而误入一家名为投资公司，实为专搞非法集资的“黑窝”。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她

帮该公司拉客户、吸收公众存款，共造成52名受害人损失钱款400余万元。在充当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马前卒”，且尝到高额回报的甜头后，即使明

知了该行为犯法，她仍不回头。最终，这名抵御不住诱惑的24岁女孩，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其非法所得

25万元予以追缴。

1 急于就业摸错门

2 致人损失四百万

3 锒铛入狱毁前程

1992 年 5 月出生的王瑶是江苏省
句容市人，句容是一个县级市，与省
城南京相邻。高中毕业后，王瑶考入
南京一所重点高校读本科，学的是市
场营销专业。由于在校表现优秀，大
二下学期，王瑶还入了党。

大三上学期，王瑶与一个名叫李
磊的男生谈起了恋爱，李磊是王瑶的
老乡，在同一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学
习。由于两人都来自农村，确定恋爱
关系后，一致约定毕业后留在南京发
展，将来在南京成家生活。2014 年春
节后，即将大学毕业的王瑶和李磊四
处投送简历找接收单位，李磊因为专
业好很快被一家软件公司录用，而王
瑶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投出去的简
历基本都是石沉大海，而越是这样王
瑶就越是急。

这年 3 月的一天，王瑶获悉永富
南京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人员，即前往
应聘，并如愿被录用。当时面试她的
人员向她介绍了公司的实力和巨大发
展后劲，并告诉她，其今后的工作就
是帮公司拉客户、吸收资金，待遇不
光有工资、奖金还有业绩提成，干好
了一年收入几十万不成问题。王瑶听
了面试人员的介绍后兴奋不已，当即
表示一定会好好干！

那么永富南京公司是个什么性质
的公司呢？该公司由一个名叫潘勇的
人于 2013年 10月创办，公司地处南京
繁华的中山北路 88 号一栋写字楼里，
全名为沈阳永富投资管理公司南京分
公司 （简称永富南京公司），主要从事
非法集资活动。同年 6 月，潘勇又另
行注册了南京乾仕鑫实业公司 （简称
乾仕鑫公司），仍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当时尚未离开校门的王瑶，社会经验
不足，根本没去了解这家公司的内
情，就决定到该公司上班。

王瑶被该公司录用后，先是接受
了公司十天洗脑式培训，此次培训仅
涉及客户方面的就有：如何利用打电
话拉客户；对方犹豫不决怎么办；对
方要怀疑高息回报怎么解释；对方质
疑资金安全如何圆场等等。经过十天
的培训后，王瑶便匆匆上阵，开始了
她所谓的工作。

王瑶按照顶头上司黄玉婷的吩
咐，把实现创造业绩的梦想首先放在
了老家，她的主攻对象是亲朋好友加
村邻，她通过走家串户或打电话、发
微信，或召集小会的形式，对亲朋好
友、村邻宣称辽宁潘达实业系集团公
司，旗下有沈阳永富投资管理公司、
辽宁恒益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沈阳鼎
隆物流公司等多家公司，有价值数千
万元的钨条做资产担保等等。以沈阳
市沈北新区博康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
发展需要资金为由，许诺支付月息
3%、年息 36%的高额利息，吸引他们
投资。大家见王瑶说得头头是道、一
本正经，不少人受利益驱使信以为
真，纷纷到银行取出存款，交到王瑶
手中。此次行动，王瑶共从老家亲
友、邻居处集资近 200 万元，其中一
名王瑶的远房表舅，一下子就投给王
瑶 34．5万元。

王瑶首战告捷，不仅获得公司领
导的肯定，而且自己也得到了可观
的回报。有了钱后，王瑶买时装、
换包包，重塑造型，欲在接下来的
面对南京市民的挑战中，再取得新
的成就。

2014 年 7 月，王瑶正式毕业，由
于先前的业绩突出，她被提升为南京
分公司业务经理，于是她把非法集资
的主战场也由老家转移到南京，她仍
在顶头上司黄玉婷的带领下，利用黄
玉婷等人的老客户，诱惑他们介绍新
客户，并通过召开投资宣传大会、发
放宣传单、打电话等手段，对有投资
意向的新人进行洗脑式宣传，向社会
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资金。

王瑶长相清纯甜美，其外在形象
给人既活泼又诚实的印象，加上她实
施的洗脑宣传效果明显，所以甘愿将
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血汗钱送到
她手里的人并不少。2014 年 7 月下旬
的一天，一名白血病患者在听了王瑶

的多次洗脑式宣传后，为争取一些高
额利息回报，而将手头 5 万元余款投
资给了王瑶。

王瑶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中老年
人，但大城市的中老年人虽手头有积
蓄，但相对见多识广，防范资金安全
的意识较强，他们开始都不会轻易中
招。王瑶针对这一特点，充分发挥所
掌握的洗脑手段，对有贪图高息意
念、举棋不定者实施攻心战术，一步
步让这些人相信自己的说辞，使他们
一心只想着高息回报，然后心甘情愿
地将钱拿出来投资。一位 60出头的老
先生，在首次接到王瑶的电话后，既
表示对投资感兴趣，但也有担心心
理，王瑶抓住对方不想放弃的心态，

一步步对其洗脑，并劝对方先投资 1
万元试试。在对方投资 1 万元后，王
瑶很快按月兑现了高额利息，如此这
名老先生彻底放松警惕，后将 30 多万
元积蓄全交给了王瑶。

王瑶用上述手段，使许多投资者
丧失防范意识，王瑶在收取他们的集
资款过程中，还按照公司设计的骗
术，以永富南京公司或乾仕鑫公司的
名义，与被集资人签订 《项目顾问聘
用协议》、《职工内部借款合同书》
等，用于掩盖非法集资行为。而那些
被集资人因事先被洗脑，根本未能识
破王瑶等人的骗局，他们心里只想着
高利息回报。

王瑶主攻南京不特定人群不到 2
个月，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00 多万
元。上岗后的短短 10 个月内，她共参
与了对 52 名被集资人员非法吸收资金
464.50 万元。王瑶为公司创造了可观
的业绩，自己工资加奖金及提成也相
当可观，10 个月内，落入她口袋的就
高达 25 万元，而这些钱均羊毛出在羊
身上，即全为被集资人的血汗钱。

事实上，永富投资管理公司南京
分公司其实就是个圈钱公司，资金投
到这里几乎大多打水漂。自 2015 年春
节过后，因该公司不能兑现对被集资
者的本息取兑承诺，导致被集资人堵

门闹事，王瑶见公司要出大事，于是
离开了这家公司。警方介入调查后，
经初步审查，发现潘勇名下的两家公
司在短时间内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数千万元。

警方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后，即
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勇以及其手下
的一批骨干成员采取抓捕行动。2015
年 8 月 27 日，王瑶在接到警方要求配
合调查的电话后，自动到南京市公安
局鼓楼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投案，当日
其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
事拘留，同年 9 月 30 日被逮捕。经王
瑶交待及办案人员逐一审核，截至案
发，王瑶共非法吸收 52 名被集资者存
款 464.50 万元，其中造成这些人损失
403.75 万元，这些钱几乎没有追回的
希望。

王瑶突然出事后，其男友李磊感到
十分惊讶。他原本很羡慕王瑶有一份高
收入工作，也曾经想辞职跟着王瑶一起
干，但怎么也想不到王瑶干的是犯罪勾
当，并且害了那么多人。王瑶出事也在
她的老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受害
人找到其父母要钱，弄得其父母都不敢
在家呆。而关在看守所里的王瑶从开始
整日以泪洗面，后来能反思自己，认识
到因择业摸错门才给自己带来如此人生
灾难。

2016 年 5 月，检察机关指控被告
人王瑶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其
公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案件审理
中，王瑶的亲属代为退出其违法所得

25万元。
8 月 30 日下午，鼓楼区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被告人王瑶涉嫌犯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一案，王瑶的父母及许多受

害人到庭旁听案件审理，辖区一些
高校的学生会干部代表也应邀到庭
旁听，接受警示教育。

庭审中，被告人王瑶一直掩面
而泣，她对公诉机关指控她的犯罪
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自己涉世不
深，不了解公司经营真相，是误入
犯罪歧途，希望法院对其从轻处
罚。其辩护人提出，王瑶无前科劣
迹、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
在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积
极筹资退赃，请求法庭对其减轻处
罚。辩护人还提出，王瑶在实施犯
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请求法
庭对其宣告缓刑。

最后陈述期间，王瑶痛哭流涕
地说到：“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大学
毕业后一心想留在南京发展，但因
所学专业不是很好找工作，所以就
比较急。我去永富南京公司正应聘
时，他们要求不高，但许诺的报酬
却不低，所以我心动了。后来尽管
发现公司是在搞欺骗式圈钱，但我
为了个人利益而没有离开。我现在
很后悔，后悔当初没擦亮眼睛及时
悬崖勒马，以致使自己悔掉了自
己；我后悔自己被利益左右，害了
父母、也害了那些信任我的人。我
希望法院能对我从轻处罚，我还年
轻，我想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坐在旁听席上的王瑶父母在听
了女儿的这番话后，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而许多受害人在听了王瑶的最后陈

述后，也纷纷叹息，显现出一脸无
奈。此次庭审，法院当庭对案件作
出了一审宣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瑶违反国
家金融管理法律，向社会不特定人
员非法吸收资金，扰乱金融秩序，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且数额巨大。辩护人提出王瑶
系从犯，请求对其宣告缓刑的辩护
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王瑶虽在他
人的领导下进行犯罪活动，但其被
指控非法吸收存款的人数及金额，
均由其本人单独或参与完成，即实
施了全部或大部分犯罪行为。其在
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并非辅
助、次要，故不应认定为从犯，不
宜宣告缓刑。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
事实，并综合考量其自首、自愿认
罪等情节，以被告人王瑶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听完法官宣
读的判决书后，王瑶长哭不止。

一审宣判后，王瑶以一审法院
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2016 年
12 月 2 日，南京市中级法院经审
理，驳回了王瑶的上诉，维持原判。

另据悉，王瑶的顶头上司黄玉
婷因参与或领导他人对 282 名社会
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存款 3350 余万
元，造成被集资者损失 2723 余万
元，被鼓楼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其他多名涉
案人员也都于近期被判处刑罚。

（文中王瑶、李磊均为化名）

案后余思

大学生找工作要擦亮眼
针对此案的判决，南京市鼓

楼区法院刑二庭庭长张文 菁 指
出，王瑶作为一名涉世不深的
大 学 生 ， 在 寻 找 就 业 机 会 时 ，
因贪图高收入而不慎被他人利
用，让其充当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的马前卒，而在王瑶尝到高
额回报的甜头后，即使明知该
行为犯法，但其仍不回头，并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教训极为
惨痛！在鼓楼区法院近期审结的
4起同类案件中，类似王瑶这种情
况的就多达8人。

张文菁说，近几年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犯罪
猖獗，在鼓楼区法院审理的此
类刑事案件中，有的案件“非
吸”总额多达数亿元，直接受
害人达四五百人。而较以往不
同的是，不少刚出校门的年轻
学 子 加 入 到 “ 非 吸 ” 犯 罪 中

来，且以女生为多，他们大多
是因盲目就业，追求高收入而
摸错门，本案被告人王瑶就是
很典型的例证。而在法院审理的
传销、网络诈骗案中，也有不少
类似王瑤这种被告人，所以大学
生在选择就业单位时一定要擦亮
双眼，防止误入歧途。

张文菁最后强调，虽说“天
上不会掉下馅饼”的道理大家都
懂，但我们发现每一起“非吸”
案中，受害人似乎都相信天上会
掉下馅饼。有句话说的好：“你看
中的是对方开出的高额利息，而
对方看中的是你的本金。”这无疑
是 对 “ 非 吸 ” 中 “ 被 骗 ” 与

“骗”的最好诠释。“非吸”众存
款犯罪，容易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及家庭悲剧，对此公众需要有清
醒的认识，自觉做到不轻信、不
盲从、不参与。

慕伟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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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宗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林颖与被告吉
林省宗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桂 0108民初 152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原告林颖将16瓶长白山白椴参蜜退还给被告
吉林省宗源商贸有限公司，被告吉林省宗源商贸有限公司向原
告林颖退还货款 92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履行完毕；
若原告林颖不能退回商品，则按照58元/瓶的标准折抵被告吉林
省宗源商贸有限公司的应退货款；二、被告吉林省宗源商贸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向原告林颖支付赔偿金 9280
元。案件受理费55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吉林省宗源商贸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领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
刘付海、刘付君：本院受理原告王守礼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黑 0882民初
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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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富锦市人民法院

大庆中马嘉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大庆市大
同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大庆中马嘉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
0602民初 394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503室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以自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赵凤海：本院受理原告刘旭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黑7507民初字第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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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桦南林区基层法院

刘常君：本院受理原告刘凤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克民初字第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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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克山县人民法院

石有彬：本院受理原告孟庆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黑 0229 民初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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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克山县人民法院

兰勇：本院受理原告张晶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吉 0602 民初 168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二份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
常代富：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斗龙渔业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0982民
初414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本院判决：一、被告常代根、杨
晓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江苏大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斗龙渔业支行支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
息（2016年7月6日前利息为15108.65元，2016年7月7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4.4%计算）。二、被告常代富、施青对
被告常代根、杨晓芳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
理费8951元，公告费610.8元，由被告常代根、杨晓芳、常代富、施
青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李晓冬：本院受理原告朱建新与被告你与胡东威、无锡真真
轴承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苏 0206 民初 3474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判决结果：
一、李晓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支付朱建新货款80000

元，同时支付自 2014年 5月 5日起至 2016年 5月 31日止约定利
息 8000元及违约金 6495.48元，合计 94495.48元。二、胡东威、无
锡真真轴承厂对李晓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胡
东威、无锡真真轴承厂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晓冬追偿。二、
驳回朱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都汉东：本院受理宋玉福诉刘利军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04民终136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亚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云2501民初
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由被告杨亚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海燕借款本金 23709.2 元、利息
750.8元，共计 2446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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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后
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北京鑫钰齐发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星美塑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公司已停止经营，且未指定他人代收法律文书，依照法律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1004民初3873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你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
州市星美塑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60900元，并赔偿自2015年
5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法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2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人民币
4120元，由你公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
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3520元，逾期未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户名：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7)皖1103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安徽知秋
律师事务所（地址：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北路147号财富国际写字
楼 601- 613 室 ，联 系 人 ：李 俊 成 ，电 话 ：0550- 3020446、
15755015105，邮编：239000）担任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3月 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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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
偿条件行使权利。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滁州市图业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年 3月 28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地址：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黄山南路
522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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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东省肇庆市物资集团总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5

月4日裁定受理广东省肇庆市物资集团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6年9月28日指定肇庆市财联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广东省
肇庆市物资集团总公司管理人。广东省肇庆市物资集团总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 2017年 3月 21日前，向广东省肇庆市物资集团总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工农北路9号第一
幢 三 楼 ；邮 政 编 码 ：526040；联 系 人 ：王 兴 旺 ，联 系 电 话 ：
13827578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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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程序行使权利。广东省肇庆市物资
集团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省肇庆市物资
集团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 月
2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持有效身份证明有权参加或委托其代理人参
加债权人会议。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 1月 23日，淄博铝厂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其拟定的《淄博铝厂有限公司、淄博和兴铝业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第一次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仍未通过，请求
本院依法裁定。本院认为，淄博铝厂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淄
博铝厂有限公司、淄博和兴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一次分配
方案》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作出（2015）张破字第
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对淄博铝厂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
的《淄博铝厂有限公司、淄博和兴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一次
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
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
五日内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北京北方普辉化工建材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本院于 2016
年9月20日收到北京北苑实业发展公司提交的对你公司进行强
制清算的申请，因无法联系到你公司及公司股东，现向你公司及
公司股东公告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和到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4月27日上午九时在北
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第十八法庭召开听证会。本案由法官于立
华任审判长，与法官张俊杰、王化雨组成合议庭，书记员赵颖慧
担任法庭记录。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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