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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本报南通8月15日电 今天，以
色列高等法院对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集团）申请承认
和执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
效的 （2009） 通中民三初字第 0010 号
民事判决书，作出维持以色列特拉维夫
法院所作一审的终审裁判：南通中院上
述生效判决可以在以色列执行。

据了解，本案系以色列法院首次处
理与中国之间的司法关系问题，也是以
色列法院在两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的情
况下，基于互惠原则首次承认和执行中
国法院判决，为中以两国法院判决的互
相承认和执行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2009年初，以色列籍公民Itshak Re-
itmann（以下简称“Reitmann”）称其在乌
克兰承包工程需招募大量建筑工人，先后
以 新 西 兰 公 司 Reitman Consultancy
Group LTD和乌克兰公司Intercom In-
vestment LTD的名义与海外集团签订合
作合同并收取佣金，但工人派遣至乌克兰
后无工可务被提前遣送回国。

2009年3月5日，海外集团经办人
储某将 Reitmann 告上了南通中院，请
求判令被告返还其支付的佣金及相应利
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同年9月7
日，海外集团作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
参加诉讼。

南通中院经审理查明，Reitmann
以多个不同国籍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
同，在不能保证工人有工可务的情况
下，仍要求海外集团招募数百名工人，
导致大批工人至乌克兰后，未能得到合
同所约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也未
能获得工资收入。海外集团和 Reit-

mann之间关于工人对外劳务五年的合
同目的未能实现，工人均被提前遣返回
国，双方合同已提前解除。

据此，2009年12月14日，南通中
院判决 Reitmann 返还海外集团已给付
的 佣 金 美 元 55.14 万 元 和 人 民 币
8372615.36元，并且负担案件受理费人
民币 108044 元。判决送达后，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

因被告 Reitmann 在中国境内并无
可执行财产，海外集团在判决生效后向
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法庭上，Reitmann 辩称，以色列
与中国之间不存在司法互助的关系，因
此互惠原则不适用；根据在以色列适用
的国际私法规则以及双方当事人在系争
合同中的约定，相关争议应当由中国或
海牙的仲裁机构管辖，因此南通中院对

此没有管辖权；南通中院在作出该判决
过程中的司法程序有失公正，侵犯了
Reitmann接受公平审理的权利。

2015 年 10 月 6 日，经数次开庭审
理，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认为，以色列
法项下的互惠原则适用条件比较宽松，
只要在他国执行以色列法院作出的裁决

“存在合理潜在可能性”，两国之间的司
法协助就可以适用互惠原则。

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还认为，中
国法院对于本案争议有管辖权，被告
没有对中国法院提出任何管辖权异
议，并参与了中国的诉讼程序，应视
为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同时，被告
在中国的诉讼程序中由中国当地的律
所代理，其答辩的权利得到保证。

综上，特拉维夫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南通中院作出的（2009）通
中民三初字第 0010 号民事判决书可
以在以色列执行。

Reitmann 不服，向以色列高等
法院提起上诉。

2017 年 8 月 15 日，历经一年多
的审理，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终审裁
判，认定中以两国在司法协助上存在
互惠关系，予以维持原判。至此，该
案终于尘埃落定。

（顾建兵 陶新琴）

8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集中
裁定受理104件“僵尸企业”破产及强
制清算案。其中涉及广东省属企业 15
家、广州市属企业 89 家，注册资本金
总额人民币 3.48 亿余元、美元 1821 万
元、澳元560万元，首次以“竞争+打
包+摇珠”相结合的方式选定管理人，
这标志着目前为止全国最大规模“僵尸
企业”集中进入司法清算程序。

广州中院通过集中裁定受理、集中
选定管理人、集中选定审计机构、集中
公告的方式统一推进，开启司法处置

“僵尸企业”的快速通道，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简化程序集中受理案件

目前，广东省、广州市正在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工作。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存有大量
的国有“僵尸企业”，根据《广州市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去 产 能 行 动 计 划
（2016—2018年）》，到2018年底，“僵
尸企业”要基本实现市场出清，经营性
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企业退出机
制更加规范完善的目标。广州中院通过
司法手段依法处置“僵尸企业”， 帮助
陷入困境的企业优化配置资源、走出经

营困境，帮助缺乏生机的企业有序退出
市场，是服务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助力广州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
举措。

广州中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周
焕然向记者介绍，广州国有“僵尸企
业”数量庞大，按照先容易后复杂、先
集中后分散、先批量后个案的“三先三
后”处理思路，推动“僵尸企业”分批
有序进入司法清算程序，可有效避免收
案激增冲击现有的破产审判力量。

同时，广州中院尽量简化审查流
程，创新性地采取“少听证、减环节、
作标识”的方式进行审查。“少听证”
是指：对“僵尸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
案件采取以书面审查为主、听证方式为
辅的方式。“减环节”是指：将该批

“僵尸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的审
批时间尽可能压至最短，除重大、复
杂、疑难案件外，合议庭作出决议后即
可报批。“作标识”是指：对拟受理的

“僵尸企业”清算案件加以特别标识，
与普通案件区分开来，在报批时优先填
报和审批。本批104件案件即是通过快
速通道裁定受理的试水样本。

“‘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快速通道
涵盖了立案审查、受理、终结等各个流
程，从入口、通道、出口等不同环节进
行把控，保障‘僵尸企业’平稳、快

速、高效退出市场，盘活市场资源，实
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广州中院院长王
勇说。

创新方式集中选定管
理人、审计机构

“僵尸企业”的司法清算程序能否
顺利进行，关键在于管理人。在发布
会当天，首批进入破产及强制清算程
序的 104 家“僵尸企业”被打包成 20
个“管理包”，法院从入选的 25 家 （5
家备选） 管理人中随机摇珠选定管理
人。这是广州中院首创的“竞争+打
包+摇珠”选定管理人方式。针对

“僵尸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的特
殊性，首先以竞争方式确定“僵尸企
业”管理人的遴选范围，保障参与竞
争的管理人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僵
尸企业”的清算工作。再依照“僵尸
企业”自身隶属特点以及案件承办人
情况对案件进行打包捆绑，形成每个
包含 5 个左右“僵尸企业”的整体

“管理包”，以提高管理效率，形成良
好的沟通、协调平台。

同时，广州中院还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启用了个人管理人名册，在竞争选拔
时优先考虑执业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
个人管理人，以个人参与、个人授薪、

个人负责的方式充分发挥个人管理人的
潜能，为培育专业、成熟的管理人队伍
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广州中院还将定
期召开管理人工作座谈会，集中听取管
理人的工作进展情况，定期督察管理人
工作状况。

为了提高管理人对“僵尸企业”的
清算效率，广州中院集中选定审计机
构，并创新采用“打包+摇珠”的选定
方式。先对需审计的案件进行打包，再
通过两次随机摇珠的方式选取审计机
构，先摇中的为正选机构，后摇中的为
备选机构。管理人须先与正选机构协
商，未能协商一致的，可与备选机构协
商，如管理人决定使用备选机构的，应
提前报法院审批，并对放弃正选机构的
理由加以说明。“这种方式可以让有参
与热情、有工作思路、有成熟经验的管
理人与经办法官高效对接，在合法合规
的情况下，更顺畅地开展工作，缩短

‘僵尸企业’清算环节的弹性时间，提
高清算效率。”广州中院副院长吴筱萍
向记者介绍管理人和审计机构选定方式
时说。

分类处置集中出清
“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快速出清是快速通道

的设立宗旨。广州中院设置了两条
不同的“僵尸企业”出口通道。对
于法律关系清楚、能够快速清算终
结的企业，可以积极与税务、工商
进行协调，帮助该类企业顺利办理
注销手续。而对于存在大量衍生诉
讼及其他严重影响清算进程事由的
企业，经管理人、债权人及债务人
的利害关系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决
定，“僵尸企业”可退出快速通道，
进入普通审理通道，以实现分类审
理。

为保障“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快
速通道取得实效，广州中院计划采取
以下举措：一是成立办案指导小组。
挑选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的破
产审判人员组成办案指导小组，破解
审理难题。二是对接执行查控系统。
推动破产审判系统对接执行查控系
统，快速查询“僵尸企业”财产信
息，提升工作效率。三是定期督导管
理人。定期召开管理人工作座谈会，
建立管理人工作档案，作为考评依
据。四是加强府院协力配合。继续加
强与国资、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的
沟通协调，形成处置“僵尸企业”的
合力。五是设立表彰激励机制。组织
评选司法处置“僵尸企业”精品案
例，予以表彰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裁定受理后随即就集中发布了受
理公告及清算公告。广州市国资委产
权处处长罗子章看到法院将法律规定
的弹性时间压缩至最短后表示，“广
州中院设置‘僵尸企业’快速审理通
道，能够快速释放‘僵尸企业’占有
的生产资源，调整优化企业结构和社
会资源配置，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促
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终审裁判
首次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生效判决

南通中院承办海外集团诉以色列公
民 Reitmann 合作合同纠纷案的法官陶
新琴介绍说，为了维护本国国民的利
益，各个国家都需要外国法院承认自己
国家法院判决在国外的效力，前提则是
自己国家法院要在互惠的基础上承认该
外国法院判决在自己国家的效力。以色
列特拉维夫法院在一审判决中，确认了
南通中院判决的程序正当及终审效力，
对于被告 Reitmann 提出的管辖权、答
辩权等抗辩予以驳回，认为中国法院对
该案争议有管辖权，被告没有提出任何
管辖权异议，并参与了中国的诉讼程
序，应视为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被告
在中国的诉讼程序中由中国当地的律所
代理，其答辩的权利得到了保证。

陶新琴介绍说，世界大多数国家都

将互惠原则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
决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从国际司法实践
看，各国在互惠机制的运用上并没有形
成固定的互惠标准，常常根据需要在不
同的国家之间，或者在不同的案件中适
用不同的标准，从而使得互惠原则的适
用变幻莫测。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互惠缺
乏制度上的保证措施，各国都难以了解
其他国家在互惠原则上的真实立场，同
时又囿于主权观念的限制，防止本国在
适用互惠原则时采取宽松态度承认与执
行外国判决后，本国的判决却被外国予
以拒绝。因此，实践中以互惠原则确认
外国判决的效力并给予承认与执行的案
件较为罕见。

特拉维夫法院对于承认和执行南通
中院判决的具体理由作了如下阐述：一

是根据以色列最高法院在互惠原则问题
上的裁决，以色列法项下的互惠原则适
用条件比较宽松，只要在他国执行以色
列法院作出的裁决“存在合理潜在可能
性”，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就可以适用
互惠原则。并且，该项原则旨在促进以
色列与他国司法系统的合作关系。二是
中以两国之间的司法互助是“从未开垦
过的田地”：没有任何一国执行或拒绝
执行另一国判决的先例，两国也没有签
署有关判决承认和执行的协议。三是
原、被告双方的中国法专家证人一致认
为，中国法认可司法互助上的互惠原
则，并对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有
明文规定。如果所有国家只执行实际承
认过本国法院作出判决的国家的判决，
互惠原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四是中以

两国在商业等领域的互助关系日益发
展，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中以两
国在司法上相互协助可促进两国在经
济合作上的确定性，因此应当鼓励司
法互助关系的发展。

陶新琴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
我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确立了
互惠原则的合法地位，司法中也有具
体适用互惠原则的实践。2015年7月
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
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
务 和 保 障 的 若 干 意 见》（法 发
［2015］ 9号） 第六条提出：“推动缔
结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协助协定，促进
沿线各国司法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
行。要在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我国缔
结司法协助协定的情况下，根据国际
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诺将
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可以考虑
由我国法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
司法协助，积极促成形成互惠关
系。”该意见反映了我国法院正在以
一种更为开放、灵活、豁达的司法心
态来看待如今的国际司法协助、看待
外国法院的判决。

■连线法官■

南通中院判决被以承认和执行的意义

全国最大规模“僵尸企业”集中进入司法清算程序

广州中院开启“僵尸企业”出清快速通道
隋 岳 范晓玲

本报湖州8月15日电 （记
者 余建华 通讯员 施乐媛
刘 云）今天，浙江省安吉县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在天子湖镇西亩村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滥伐林
木案，以滥伐林木罪当庭判处被
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
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针对赵某的行为，该院
发出了浙江省首例“补植令”，要
求赵某复绿植被。

安吉县素以白茶闻名，却是
滥伐林木类环境资源案件的多发
地区。有些村民认为在自己的承
包山上砍树不违法，便大规模地
毁林种茶。2012 年 4、5 月及
2015 年 4、5 月，赵某在未取得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掉
了自己承包山上的林木，并全部
种上了白茶。经鉴定，被赵某砍
伐的阔叶幼树共 1202 株，采伐
的乔木蓄积达9.7498立方米。法
院经审理认为，赵某违反国家森
林管理法规，滥伐林木且数量较
大，故以滥伐林木罪判作出上述
判决。

“做梦也没想到，因为没有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砍掉自家
山上的这些树也是犯法。现在后
悔也没用，只有想法子再把树种
上！”赵某认识到了其行为对森林
资源造成的危害，为体现悔罪诚
意，他申请在涉案林区进行补植
修复。

安吉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
赵某的补植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为此，该院发出浙江省首例“补植
令”，要求赵某将涉案林地补植竹
木，复绿至毁林前植被覆盖率。如
赵某未按“补植令”要求进行补植
复绿，即予以支付代为补种费用、
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记者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举办的“8·15 湖州生态文明日”
专题宣传活动中获悉，湖州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两山”重要思想的
发源地，全市法院坚持以绿色理
念为导向，立足审判职能，破解生
态司法难题。2016 年 4 月，全市
两级法院均批准设立了环境资源
审判庭，将涉及环境资源类刑事、
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统一裁判
尺度，统一归口到一个审判庭审
理，也就是常说的“三合一”审判
模式。2015 年 7 月至今年 7 月，
全市审理涉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共
计 132 件。截至目前，湖州全市
已有 40 件滥伐林木刑事案件判
决体现“复绿计划”，督促复绿
400余亩。

安吉法院曾会同林业部门出
台“毁林植树复绿标准”，将被告
人判刑后植林复绿情况纳入缓刑
考核范围，并深入实地“量身定
做”、跟踪督查。该院环资庭庭长
马琴芳说：“‘补植令’的实施，能
够切实强化环境资源的司法保障
力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让被毁
山林重披绿衣。”

自家承包山上毁林种茶
法院发“补植令”要

求滥伐者复绿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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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公告版））31.（2017）粤 01 破 79 号案裁定受理广
州市电车广告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
林下路 83 号广发银行大厦 20 楼，联系人：倪烨中，电话：020-
87311008）。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0日下午2时30
分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32.（2017）粤01破78号案裁定受理广
州市天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广州市天河伟天实业有限公司
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83
号广发银行大厦20楼，联系人：倪烨中，电话：020-87311008）。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
第27法庭召开。33.（2017）粤01破85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东建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东建南洋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进行
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担
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3号广发
银行大厦 20 楼，联系人：倪烨中，电话：020-87311008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第 27
法庭召开。34.（2017）粤01破81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东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东建贸易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指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83号广发银行大厦20楼，联
系人：倪烨中，电话：020-87311008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35.（2017）粤
01破82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乐其食品饮料联合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8楼，联系人：鲁尚
君，电话：15915962067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0
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36.（2017）粤01破80号
案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水产冷冻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
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
市天河北路 189 号中国市长大厦 18 楼，联系人：鲁尚君，电话：
15915962067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37.（2017）粤01破77号案裁定受理广
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广东东

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
北 路 189 号 中 国 市 长 大 厦 18 楼 ，联 系 人 ：鲁 尚 君 ，电 话 ：
15915962067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38.（2017）粤01破83号案裁定受理广
州市番禺区番安物业租赁经营部对广州市番禺珠江番发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9 号
中国市长大厦 18 楼，联系人：鲁尚君，电话：15915962067）。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27 法
庭召开。39.（2017）粤01破84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国营兴达电
器总厂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9 号中国市长大厦
18 楼，联系人：鲁尚君，电话：15915962067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27 法庭召开。40.
（2017）粤01破24号案裁定受理广州誉深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申请，指定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
晟大厦 2102 室，联系人：钱少武，电话：020-38331670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2 时 15 分在本院第 27
法庭召开。41.（2017）粤01破25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食品公司
光华贸易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
河区天河路 228 号广晟大厦 2102 室，联系人：钱少武，电话：
020-38331670）。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1日下午3
时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42.（2017）粤01破29号案裁定受理广
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金山雪糕有限公司进行破产
清算的申请，指定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
广晟大厦 2102 室，联系人：钱少武，电话：020-38331670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3 时 45 分在本院第
27法庭召开。43.（2017）粤01破30号案裁定受理广州珠江啤酒
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珠江英特布鲁啤酒有限公司进行破产
清算的申请，指定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
广晟大厦 2102 室，联系人：钱少武，电话：020-38331670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27法庭召开。44.（2017）粤01破26号案裁定受理广州白云山企
业集团建设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北京市康达（广州）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北路 360 号都市华庭星逸轩 12CD，联系人：萧薰，电话：020-
38814651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第27法庭召开。45.（2017）粤01破27号案裁定受理广州
华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北京市康达（广
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北路 360 号都市华庭星逸轩 12CD，联系人：萧薰，电话：
020-38814651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 27 法庭召开。46.（2017）粤 01 破 28 号案裁定受
理广州白云山兽药厂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北京市康达（广州）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
河北路 360 号都市华庭星逸轩 12CD，联系人：萧薰，电话：
020-38814651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上
午 11 时在本院第 27 法庭召开。47.（2017）粤 01 破 56 号案裁定
受理广州市番禺区莲花山水产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北京
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
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 座 1202-1204，联系
人：杨巍，电话：020-38011266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
10月9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48.（2017）粤01破57
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渡头糖酒厂破产清算申请，指定
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座1202-1204，联系
人：杨巍，电话：020-38011266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
10月9日上午11时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49.（2017）粤01破58
号案裁定受理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广州科
源中小企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北
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
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 座 1202-1204，联系

人：杨巍，电话：020-38011266。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
月 9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0.（2017）粤 01 破
62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友谊副食鲜活商品经营部破产清算申
请，指定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 座 1202-
1204，联系人：杨巍，电话：020-38011266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1.
（2017）粤01破63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酒类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指定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
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座1202-
1204，联系人：杨巍，电话：020-38011266）。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下午 3 时 45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2.
（2017）粤01破59号案裁定受理广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
中国冶金进出口广州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蔡海宁
（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03 号维多利广场 A 座 31 楼，联系人：蔡
海宁，电话：020-38103938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3. （2017）粤 01
破60号案裁定受理广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冶金开
发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蔡海宁（广东经纶律师事务
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
路 103 号维多利广场 A 座 31 楼，联系人：蔡海宁，电话：020-
38103938）。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54.（2017）粤01破61号案裁定受理广
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冶金物资经销公司进行破
产清算的申请，指定蔡海宁（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
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03 号维多
利广场 A 座 31 楼，联系人：蔡海宁，电话：020-38103938 ）。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 年10 月10 日上午10 时15 分在本院第
32法庭召开。55.（2017）粤01破64号案裁定受理广州有色金属
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冶金设备广州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
请，指定蔡海宁（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管理
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3号维多利广场A座31
楼，联系人：蔡海宁，电话：020-38103938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1 时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6.
（2017）粤01破70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制粉厂破产清算
申请，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国信信扬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梁彬，电话：020-38219668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57.
（2017）粤01破71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穗韵文化用品商
店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
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国
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梁彬，电话：020-38219668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2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第32
法庭召开。58.（2017）粤01破72号案裁定受理广州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对广州市冶金工业物资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
请，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01 号兴业银行大厦 13 楼国信信扬律师
事务所，联系人：梁彬，电话：020-38219668 ）。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第 32 法庭召开。
59.（2017）粤 01 破 73 号案裁定受理广州橡胶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对广州市橡胶工业供销公司橡胶产品总汇进行破产清算的
申请，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国信信扬律
师事务所，联系人：梁彬，电话：020-38219668）。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2017年10月12日下午3时45分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
60.（2017）粤 01 破 74 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华侨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广州华侨经济建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广东法制
盛邦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路385号太古汇一座31楼，联系人：赵宏，电话：020-38870111 ）。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32法庭
召开。61.（2017）粤01破75号案裁定受理广州市天河区商业总公
司对广州市天河区商业贸易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指定广东
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路 385 号太古汇一座 31 楼，联系人：赵宏，电话：020-
38870111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上午10时15
分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62.（2017）粤01破76号案裁定受理广州
市南天大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指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
汇一座31楼，联系人：赵宏，电话：020-38870111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2017年10月13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32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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