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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刑法修正案
（九） 对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法律
后果进行了修订，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罪
犯在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
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

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缓
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
备案。根据判决结果，本案中师某的死
缓执行期间将重新计算，即从本次判决
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案宣判后，审判长当庭对被告人
师某进行了教育，指出其所犯罪行源于

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希望被告人在服刑
期间，遵守纪律，认真学习、服从监
管，积极改造，争取在释放以后做一名
对社会有益的人。在庭审过程中，提篮
桥监狱组织了 20 余名服刑罪犯及狱警
现场旁听审理，同时向全监区电视直播
庭审。

■连线法官■

本报讯 死缓犯在服刑期间竟将监
狱民警打伤。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这起全市首例罪犯在死缓执行
期间故意犯罪的一审案件作出判决，以
破坏监管秩序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
年，与前罪所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死
缓执行期间将从本次判决确定之日起重
新计算。

该案被告人师某因犯故意杀人罪于
2015年11月25日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
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死刑
缓期执行期至2018年1月28日。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时许，尚
在死缓执行期内的被告人师某因在劳
动时与其他罪犯发生纠纷，被狱警带
至工厂间外露天晒台，其间，师某始
终情绪激动，辱骂他人，并用头部撞
击地面。当在场狱警杨某等欲制止其
违规行为时，师某击打狱警杨某一
拳，导致杨某嘴唇部位受伤。经鉴

定，杨某构成轻微伤。据此，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破坏监管秩序
罪向上海二中院提起公诉。

上海二中院受理此案后，全面保
障了被告人师某的各项诉讼权利，并
通过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为被告人提
供法律援助。日前，合议庭成员赴提
篮桥监狱开庭。庭审中，师某当庭深

刻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向法庭申请全
程站立参与庭审，多次表示对被害狱
警的歉意和对自身所犯罪行的悔意，
并保证将在监狱内认真改造、服从监
狱管理，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合议庭
经开庭审理、评议，当庭作出前述判
决。

（伍天翼 翟 珺）

死缓犯服刑期间打伤狱警
犯破坏监管秩序罪获刑，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

本报讯 2016年7月10日早上7时
15 分，江苏省海安县李堡镇一金店经
营户家中遭歹徒抢劫，38 岁的店主缪
某遇害当场身亡，其37岁的妻子和13
岁儿子被捅伤。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辉唐犯
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康某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零六个月。

今年 25 岁的张辉唐是江苏省东台
市人，初中文化的他因经济条件不好在
外欠了不少钱，他还用妻子的汽车抵押
借了8万元，眼瞅着借款要到期，就一
直盘算怎么弄钱。

2016 年 7 月初，张辉唐逛超市时，
看到缪某经营的“缪二金店”规模小、
看店的人少，便产生了抢劫黄金后卖钱
还款的念头。经踩点，张辉唐发现店主
缪某每晚会将黄金带回位于海安县李堡
镇杨庄村的家中。

同月10日凌晨4时许，张辉唐驾驶
摩托车，携带事先准备的刀、锤子等作案
工具，至李堡镇杨庄大桥边的砂石场，藏
匿好摩托车后步行到被害人缪某家翻爬
进入车库，打开缪某日常所驾驶汽车的
后备厢，未能发现黄金，遂决定带上刀、
锤子躲进车内伺机行事。

上午 7 时许，张辉唐见缪某打开车
库卷帘门，将装有黄金的密码箱放入车
辆后备厢，并与妻子唐女士、儿子小缪准
备上车，唐女士发现车库内有一可疑双
肩包并进行询问时，张辉唐即从车内冲
出，持刀连续捅刺三被害人，致缪某头面
部、胸背部等多处受伤，后当场死亡；致
小缪的额部、胸背部、腿部多处受伤；致
唐女士左手中指受伤。

为毁灭罪证，张辉唐在逃离途中经
过海安县李堡镇杨庄大桥时，将随身所
带的作案工具刀、锤子扔进河里，回家
后，将作案时所穿衣物烧毁。当日上
午，张辉唐随同组村民康某至江苏省大

丰市一工地打工。期间，张辉唐将自己
抢劫、持刀杀人等事实告知康某。下
午，在明知张辉唐犯有抢劫杀人罪行的
情形下，康某仍提供一张银行卡给张辉
唐使用，并为张辉唐从卡中取款 2000
元，后驾驶汽车将张辉唐送至山东，帮
助其逃匿。

次日凌晨1时许，张辉唐在日照市
一旅店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庭上，张辉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
入户抢劫致一人死亡、二人受伤的犯罪
事实不持异议，但辩解称其当时进到被
害人缪某家院子里时，只是想偷金子，
没想到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请求法庭
从宽处罚。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辉唐因家
庭经济拮据，携带刀具入户劫取他人财
物，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伤，其行为
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康某明知张辉唐
系抢劫杀人犯罪的人，仍为张辉唐提供
银行卡打款、取款、并开车送张辉唐到

山东日照，帮助逃匿，其行为已构成窝
藏罪，且属情节严重。张辉唐归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康某能
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张辉唐的辩护人称本案系抢
劫预备、造成死伤是故意伤害的辩护
意见，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辉唐
预谋入户伺机实施抢劫，从包内取出
刀、锤子在汽车内继续等候，伺机抢
劫，早上在被害人发现异常后，持
刀、锤下车，并未选择逃跑，而是直
接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二人轻伤的
严重后果，后逃离现场，其行为符合
抢劫罪构成要件，依法应以抢劫罪一
罪论处、追究刑事责任，且属抢劫犯
罪既遂。

关于被告人张辉唐及其辩护人请求
从宽、从轻处罚的辩解、辩护意见，法
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从现场逃离后，将
刀、锤子抛至河内，回家又将所穿衣
服、鞋子及口罩等烧毁，故意毁灭证据
并潜逃至山东，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
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犯罪后
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
应予严惩。虽其归案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
罪，但并不足以对其从宽、从轻处罚。
故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古 林）

江苏一金店老板在家遭劫杀
25岁凶手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讯 赌局中的作弊行为被称为
“出千”，“老千”则被指称那些作弊老
手。而现实生活中，也有诈骗老千的案
例。安徽黄某等人就组织、策划并实施
了这样一起诈骗案。在其他共犯均落网
获刑两年后，黄某作为漏网主犯最终受
到了法律的制裁。

近日，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
法院对该起诈骗案件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黄某犯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
金 13 万元；追缴被告人黄某诈骗款
20 万元。

黄某系安徽宣城人，曾因犯故意毁
坏财物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
在 2007 年和 2012 年被判处过刑罚。
2013年7月，出狱后的黄某总想做点来
钱快的事情。

2014 年春节后，黄某与曾因诈骗
被判过刑的老乡王某相见。王某以其在
蚌埠开赌场挣钱为由，邀黄某去蚌埠发
展，在王某的提议下，二人商定以在赌

博中出千的形式来骗取他人钱财。
二人通过各自的关系找来了老乡周

某 （系黄某女友） 等十余人实施诈骗。
一个以老乡为主体的犯罪团伙由此成
形。该团伙由黄某和王某指挥。

根据分工，周某负责在网上找老
千，谎称亲戚在蚌埠赌博输钱了，找
会出千的师傅把钱赢回来。找到老千
后，周某便把黄某或王某的号码给对
方，黄某、王某则进一步的深入诱
骗。

2014年4月6日，周某从网上找到
老千朱某，并告知朱某若赌赢了将按照
约定比例分成。其后，周某又找来耿
某、陈某。与此同时，王某找来了汪
某、曹某等人。

为获取非法利益，朱某、耿某等人
携带购买的专用扑克、耳塞、药水麻将
牌、骰子遥控器等作弊设备赶往蚌埠，
准备配合黄某等人行骗。

为了让老千们信以为真，黄某等
人会带他们提前安装作弊设备并进行

调试。同时，黄某等人安排团伙成员
假扮赌客提前来到赌博地点，并安排
好位置，王某给赌客们发钱，先让团
伙成员自己开赌，后王某再带老千们
入场。赌局一般由王某坐庄，其假装
与出千师傅一伙，其他成员冒充做生
意的老板，第一场基本是表演给师傅
看的，目的是表明这个赌博场子用提
前准备的设备可以赢钱，让老千们信
以为真。从第二场开始，黄某等人就
会让老千们拿出自己携带的赌资参
赌。在贪婪心理的驱使下，老千们便
会中招，届时赌客将通过黄某、王某
等人预先设计好的方式将钱赢走，实
现诈骗目的。

2014年4月9日，黄某团伙用麻将
牌赌二八杠方式骗取朱某现金 10 万
元，又用同样方式骗取陈某现金 10 万
元。

当晚 19 时许，王某及团伙成员通
过用扑克牌赌“牛牛”的方式进行赌
博，目的是吸引曹某等人参赌。4 月

10 日晚 21 时许，经不起诱惑的曹某
等人准备 15 万元欲伙同王某骗取赌客
钱财，不料当晚曹某等人在出发前在
宾馆被公安抓获，黄某等人闻风而
逃。

5月21日，黄某等人转至芜湖市，
22 日晚上，黄某团伙准备作案时，侦
查人员将正在准备参赌的周某、王某等
人抓获，当场缴获赌资5.6万元。黄某
因外出去接前来赌博的老千，再次侥幸
逃脱。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安机关在西
安市将黄某抓获。2017年3月3日，蚌
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犯
诈骗罪向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
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
设置圈套的方法诱使他人参与赌博，
并以欺诈的手段弄虚作假，支配控制
赌局的输赢结果，从而骗取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
额巨大。黄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
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法
院根据被告人黄某犯罪的事实、性
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张 坤）

安徽一团伙设局诈骗“老千”
主犯逃亡两年后归案，获刑六年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苍 轩）汤某丢失的银行卡被他
人拾得后在张某的 POS 机上盗刷。
近日，汤某以张某未尽到审核义务，实
施侵权帮助行为为由，向浙江省苍南
县人民法院龙港法庭提起诉讼。法院
最后判决被告赔偿原告50%的损失。

苍南县金乡镇的汤某办理了一张
银行卡，为防止密码遗忘，他在该卡背
面备注了密码。当天，该银行卡不慎
遗失。经县公安机关调查，涉案银行
卡于同日被非法持卡人（仍在侦察中）
在张某处 POS 机盗刷提现 100000.1
元，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张某从
非法持卡人处获利1000元。

面对汤某的起诉，张某辩称，对于
POS机刷卡只需进行表面的审查义务，

而且原告将密码写在卡背面的行为，本
身就存在错误，应该自行承担责任。在
这起案件中，他作为商户只有义务协助
相关机关的调查取证，并不是适格主体。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作为
银联卡的特约商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支付结算办法》以及相关的行业规则，
特约商户参与银联卡结算，其前提是与
客户存在真实的商品或服务交易关
系。同时，出具并保留相应的交易发
票、凭证、销售记录或清单，是商业领域
销售过程中普遍采用的商业惯例。本
案中，非法持卡人在被告处刷卡消费，
但没有实际发生真实的商品或服务交
易关系，且被告亦未能保存相应的消费
凭证。所以被告的行为明显存在过错，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鉴于非
法持卡人属凭密码消费，且原告将银联
卡密码记载于卡背面，这情形与一般常
理不符，所以原告也存在过错，可适当
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被告的过
错和原告自身泄露密码的因素，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本报北京5月22日电 （见习
记者 丁 珈）尹女士因其手机号码
与某电视中演员对话使用的号码相同
而招来许多观看此剧的陌生人骚扰。
尹女士诉至法院，要求电视剧出品方
赔偿。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隐私权纠纷，
原、被告双方均同意庭后调解。

2016 年 9 月 23 日前后，北京的
尹女士突然接到很多陌生电话以及众
多短信和微信请求加好友的申请。她
发现，原来自己的手机号刚好和某电
视剧中两个女演员对话中使用的电话
号码相同，由此招来了大量观看此剧
的陌生人的骚扰。

尹女士认为，该电视剧出品方在
事先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并
公开该电话号码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
己的隐私权，于是将电视剧出品方合
一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湖南芒
果娱乐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法
院判决两公司停止播放带有上述电话
号码的剧目分镜头，公开赔礼道歉，赔
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6万元。

庭审过程中，尹女士诉称，2016
年 9 月 19 日，由合一网络技术 （北
京）有限公司、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别那么骄
傲》在合一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运营的优酷网、土豆网及相关客户
端播出。在该剧第一季第六集第九分
钟两个女演员的对话中，使用了186
开头的电话号码，同时字幕也显示了
这一号码。而该电话号码由尹女士一
直使用。尹女士表示，自《别那么骄
傲》首播以来，自己每天都会接到大
量陌生电话，同时在微信、QQ上也
有很多陌生人申请添加好友，致使其
无法正常对外通讯，工作生活均受到
干扰和影响，精神上也受到一定伤
害。她认为，上述两公司的行为严重
侵害了自己的隐私权。

被告辩称，电视剧是经过国家相
关部门审核播出的，该电视剧并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本身的工作性质
（危机公关，须24小时开机）就需要
每天接听大量陌生来电，因此对原告
所称的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并不认
可，而且被告自身并不存在主观上的
过错。剧中的电话号码是随意编造
的，与尹女士的电话号码一样纯属巧
合。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后立即将该
电视剧下线处理，进行了屏幕遮挡和
声音剪辑。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所
主张的事实出示了相关证据，并就该
案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辩论。最后，
双方均同意庭后调解。

未发生交易用POS机为拾卡人提现
商户因其过错被判承担失卡人50%损失

手机号与电视剧情相同引骚扰
女子诉电视剧出品方侵权索赔6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23日（总第7014期）

(2017)粤03破5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鼎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7年1月2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鼎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深
圳市鼎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7月3日前向该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
5401;联系人:任燕玲、蔡斌;联系电话:0755- 82926216、0755-
82926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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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深圳市鼎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深圳市鼎力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7年7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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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5月11日
本院已裁定受理债权人罗文治、范小君、杨邦省申请债务人衡

阳市鼎力铅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衡阳市鼎力铅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9月12日前向本院或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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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9月22日10时在
本院的一楼大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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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联
系人：衡南县人民法院民二庭 刘逊，联系电话：13973421701。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2017年5月17日

本院根据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5月12
日裁定受理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7

年5月12日指定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7
月23日前向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
上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服务大楼一楼，即上饶市广丰区芦林原
办证中心；邮政编码334600；联系电话：胡俊鹏：15779376932；李
锦权：15779376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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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要承担为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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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县华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广丰县华龙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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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8月 3日上午 9时在上饶市广丰区
人民法院二楼大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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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内蒙古电子仪器厂破产清算组、负责人田卫民、破产清
算组组长：本院于2004年12月20日，依法裁定内蒙古电子仪器厂
破产还债，现该企业的清算工作已经结束，于2013年12月10日，
清算组以破产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提请本院裁定终
结本案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内蒙古电子仪器厂破产程序。本裁定作出
后立即生效。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呼和浩特市塞外水泥厂管理人。2015年11月5日，呼和
浩特市塞外水泥厂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本案清算发生的破产
费用共计人民币 2079091.44元，实际需清偿 2113298.44元，尚有
97389元未清偿。本院认为，债务人呼和浩特市塞外水泥厂的破产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裁定书如下：终结呼和浩特市塞外水泥厂破产程序。本
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电蒙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3 月
17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国电蒙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7年4月13日指定内蒙古乐民律师事务所为国电蒙能铁
路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国电蒙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国电蒙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内蒙
古乐民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行政
小区1号综合楼四楼内蒙古乐民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葛玉新、王福
建，联系电话：13310399182，15804769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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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承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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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蒙能铁路
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国电蒙能铁路投资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内蒙古乐民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7年7月14日9时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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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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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受理的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淄03民破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
山东华元气体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李占魁的申请于2017年5月4日裁定受理寿光
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5月4日指定

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为寿光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寿光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
7月14日，向寿光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寿光
市侯镇人民政府综治中心办公楼，联系电话：13869628922，
15966159201）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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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寿光市迪维浦化纤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7月21
日上午9时30分在寿光市侯镇人民政府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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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城房地产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四川发现律师
事务所为大城房地产公司管理人。大城房地产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8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
大道 383号中海国际中心G座 5楼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邮编：
610041；联系人：刘江红 13882151447、贺瑛 18583909600；传真：
028－8695214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
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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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7年9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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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规定提
交营业执照、身份证明等身份证明及特别授权委托书、律所指派涵
等委托手续。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2014年9月22日，本院根据天津华阳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天津华阳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确认破产人财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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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终结天津
华阳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23日，本院根据天津市五洋巾毯织物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天津市五洋巾毯织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确认破
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终结天津市
五洋巾毯织物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第五印刷厂的申请，已于2017年5月12
日作出（2017）津0102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天津市第
五印刷厂破产还债。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收到通知之日30日内，未
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书面申报债权，
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对破产企业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
应当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本院申报债权。对债
务人天津市第五印刷厂的其他民事诉讼程序也应依法终结或中止。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4月24

日裁定受理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
4月24日指定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为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2017年7月25
日前，向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
市金柳路6号海埂竹苑20栋；邮政编码：650000；联系人：郭智翔，联系
电话：15025186640、0871-67269115；张瑞康，15987197987、0871-
67269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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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云南红河州恒盛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7年8月3日9时在我院第三法庭(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蒙自市凤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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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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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强行讨债，包某等人
将马某带至咖啡馆、酒店，限制其人身
自由，并实施殴打。日前，浙江省三门
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一审分别判
处6名被告人拘役六个月。

2013年，马某和包某一起做商铺
投资生意。马某负责运营项目，直至
2015 年，因一些项目运营不善，致使
生意血本无归，马某遂将其购买的商
铺、房子都过户给包某，但还是资不抵
债，欠下本金1000万元左右。

2016年1月某日，包某伙同其他二
被告人到马某住处讨债，协商未果便对
马某拳打脚踢。马某报警后，警方对打

架事件进行了调解，但债务问题让其自
行协商。次日下午，包某等三被告人
强行将马某从宁波带至三门县一家咖
啡馆包厢内，并动手打了马某，后将马
某交给陈某等另外三人轮流看管。其
后，该伙人又将马某拘押到三门县一家
酒店房间内。期间，被告人多次动手殴
打马某，甚至用电警棍电击马某。最终
民警将马某解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包某等
人为索取债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
由，六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
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遂作
出如上判决。 （黄江南）

为讨债拘禁并殴打他人
浙江六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