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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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丁 珈 新闻热线（010）67550945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现在开庭］

装成“白富美”骗了2000万
阜阳26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株洲宣判特大虚拟货币网络传销案
涉案金额16亿 35人获刑

路上拾遗有风险 随手丢弃遭起诉
法院：拾遗后要积极履行报告义务、保管义务和返还义务

海 宣

本报阜阳 9 月 13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成蒙蒙）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历经两天时间公开开庭
审理张传林等 26 名被告人诈骗一案，
今天下午顺利闭庭。被告人伪装成“白
富美”形象，在QQ空间或微信朋友圈
发布炫富照片，取得客户信任后，引诱
对方到交易平台上进行现货投资，以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财物，张
传林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15年6月，张传
林以同村村民张某的名义在湖南省注册
成立湖南泰聚宏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聚宏公司），并申请为湖南华
夏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交易公司） 161号会员单位，华夏交
易公司向泰聚宏公司提供商品现货交易
服务。泰聚宏公司向华夏交易公司缴纳
了100万元保证金，用于自负泰聚宏公
司所发展客户的盈亏。之后，张传林以

湖南富德鑫有色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德鑫公司）为依托，借用华夏
交易公司为平台，在阜阳市租赁写字楼
开展业务。隐瞒泰聚宏公司与客户是对
赌关系，以及交易手续费按照配置 33
倍杠杆后收取的事实，引诱客户投资现
货交易。张传林聘用贾保杰为业务经
理，张奇奇为二组组长，孙雷杰等人为
业务员，共同实施诈骗行为。

2016 年 2 月，由被告人张传林出
资，以被告人王忍的名义在贵州省贵阳
市注册成立贵州聚鑫广源商品经营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聚鑫广源公司），并先
后申请为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贵州保利公司） 113号会
员单位、湖南澳鑫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澳鑫公司） 599 号会员
单位。张传林与被告人靳灿东、靳灿西
三人在阜阳市注册成立阜阳丰鑫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鑫公司）并以

此为依托，借用贵州保利公司、湖南澳
鑫公司为平合，隐瞒聚鑫广源公司与客
户是对赌关系以及交易手续费按照配置
一定倍数杠杆后收取的事实，引诱客户
进行现货交易，从而实施诈骗行为。

张传林招募被告人王忍为企业法人
并负责全面管理丰鑫公司，聘请了分析
师、业务经理、业务员，对业务员进行
培训并发给业务员微信号、QQ号和客
户的联系号码，将业务员包装成“白富
美”的形象。业务员按照安排，以虚假
身份加客户为好友，在QQ空间或微信
朋友圈发布炫富照片，从而吸引客户注
意，取得信任后，业务员谎称投资现货
能够赚钱，并发送现货模拟盘的盈利截
图给对方，使对方误认为是真实盈利，
从而引诱对方进行现货投资，后由业务
员帮助客户注册、开户、入金，指导客
户进行现货交易，前期让客户稍有盈
利，然后利用大行情为嘘头，鼓动客户

加大入金、重仓交易，分析师将反向行
情建议发至公司内部QQ群，业务员或
业务经理将反向行情建议发给客户，客
户依据反向行情进行操作，即造成重大
亏损。张传林要求业务员隐瞒按杠杆配
置收取交易手续费的事实，引导客户反
复刷单，骗取客户的交易手续费。张传
林还伙同他人以合肥金天丞商贸有限公
司等居间公司为依托，采取同样的方式
实施诈骗行为。

经鉴定，张传林等人开设在贵州保
利公司、湖南澳鑫公司、华夏交易公司
3个交易平台分别盈亏人民币459万余
元、546万余元、1000万余元。其中部
分钱款被张传林用于富德鑫公司、丰鑫
公司的非法经营及个人消费。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张传林等
26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分别涉
案金额2000余万元至3.8万元不等，达
到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巨大、数额较
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人
士400多人旁听了庭审。因涉案人数众
多，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法庭将择
日宣判。

因在球场遗失的玉坠被路人拾得
后随手抛弃，小宋一纸诉状将拾得人吕
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吕某返还玉
坠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日前，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调解了此案。

遗失玉坠被弃 遗失
人起诉索赔

小宋起诉称，7月10日其在学校
篮球场打球，离去时不慎将玉坠遗
落。第二天，住在附近的居民吕某遛
狗经过，顺手将玉坠捡起。因担心被
小狗误食，便随手将玉坠丢弃在食堂
北侧的垃圾桶。后小宋通过同学刁某
得知吕某捡到了玉坠，便主动联系吕
某要求返还。吕某起初否认拾得玉
坠，在小宋声称有监控录像和屡次找
到吕某当面沟通后，吕某方才松口承
认，但称玉坠已丢弃无法返还小宋。
小宋遂向派出所报案，处理无果后，

将吕某诉至法院。
小宋认为，玉坠是其外婆留给自己

的，12 年来一直随身佩戴，意义十分
重大。吕某拾得玉坠后没有及时寻找遗
失人，而是随手丢弃，存在一定过错，
且在后续沟通过程中态度恶劣，拒不配
合自己解决问题，因此要求吕某赔礼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被告否认自己拾得之
物为涉案玉坠

吕某未出庭应诉，其代理人在庭审
中表示，7月11日吕某确实在学校的篮
球场上捡到了一块绿色玉坠，但与小宋
所述其所有的奶黄色玉坠并非同一物

品。并且，玉坠价值不明，小宋索要1
万元赔偿于法无据。另，小宋几次沟通
中言辞激烈，并围堵吕某家人，吕某坚
决不同意小宋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理中，法院从派出所调取了相关
询问笔录和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询问
笔录中吕某承认事发当天他有捡到一块
绿色的玉坠。监控录像显示，吕某确实
在学校篮球场、小宋遗失区域有捡拾动
作，但看不清具体是什么物品。另，吕
某未能举证证明其后续有将玉坠丢弃的
行为。

经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

庭审中，法官发现双方心里都在

置气，突破情感防线是解开案件症
结的关键。小宋在乎的是玉坠所代
表的感情和意义，而并非玉坠本身
的市场价值。吕某将玉坠丢弃后一
系列不配合的举动使小宋心里愤
然，故而寻求司法救济要求吕某赔
偿精神损失。对于吕某来说，他觉
得挺委屈，随手将捡来的东西一扔
就惹上了 1 万元的官司，加之小宋
频繁联系自己已给家人的正常生活
带来干扰，吕某心理难免失衡。

法官根据当事人的心理走向采
取了背对背调解方式。对于小宋，
告知吕某并非推卸责任，而是事发
突然，吕某一时间对 1 万元的赔偿
手足无措，另外，小宋解决问题方
式欠妥，吕某未能以平和情绪解决
问题。对于吕某，告知小宋极其珍
视外婆留给自己的物品，所以在处
理问题的过程中难免有些心急。并
指出吕某行为欠妥，在捡到遗失物
后应当及时寻找遗失人或者上交有
关部门，随手丢弃违反法律规定。
后小宋和吕某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
达成调解。

路上拾遗要及时寻找遗失人或上交
有关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拾得遗
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
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
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
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
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

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遗
失人对遗失物只是暂时丧失了实际控
制，此占有转移并非基于遗失人的意
志，遗失物的所有权仍在遗失人手中，
不因遗失物由拾得人事实控制就产生变
动。遗失人作为所有权人，有权将其物
品追回，拾得人应当物归原主，而不能
任意处置。在未找到遗失人或未上交有
关部门前，拾得人应当妥善保管遗失
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

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
案中，吕某就因任意处置遗失物，未
尽保管义务惹来官司。该案提醒我
们，切莫因一时好奇，路上拾遗后随
意处置，而要积极履行报告义务、保
管义务和返还义务，及时寻找失主或
上交公安机关等部门，在送达相关人
员前妥善保管，找到失主后及时返
还，以防踩踏法律红线，惹来官司上
身。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谢 燕）近日，湖南省株洲县人
民法院对一起涉案金额达 16 亿余元
的特大维卡币网络传销案进行公开宣
判。一审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分别判处 35 名被告人缓刑至有期徒
刑七年不等的刑罚，并处 1 万元至
500万元不等的罚金；对扣押、冻结
在案的涉案资金13.6亿余元及孳息、
被告人已退缴的违法所得、随案移送
的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对剩余涉案资金及被告人未退缴
部分继续予以追缴。

法院经审理查明，维卡币传销组
织系境外向中国境内推广虚拟货币的
组织，传销网站及营销模式由保加利
亚人鲁娅组织建立，服务器设立在丹
麦的哥本哈根境内，对外宣称是继

“比特币”之后的第二代加密电子货
币。维卡币公司未在中国内地依法设
立公司或分支机构，维卡币不是由国
家货币主管部门发行，不具有与货币
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
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维卡币组织的经营其实质是以
投资虚拟货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

纳一定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
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
据，将上述计酬和返利以分期支付
方法进行发放，以高额返利为诱
饵，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而骗取财物。

该案 35 名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
或经人介绍先后加入维卡币组织后，
以发展下线通过计利返酬获得奖金或
倒卖激活码两种方式进行非法获利。
该案被告人积极发展下线会员（层级
均在3层30人以上） 从中非法获利1
万余元至2000万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宋某等35
名被告人以购买虚拟货币，持有可逐
渐升值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激活
码的方式激活账号获得加入资格，并
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
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
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
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此种经营
模式符合传销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均
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遂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规
定，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为了赚取“黑心钱”，
江苏省南通市几个“牛肉贩”每天下
午忙着给活牛注水，待牛胃里的水被
吸收后，于次日凌晨将肉牛宰杀，再
使用水泵连接肉牛的血管，向肉牛体
内再次注入自来水和生粉的混合物，
随后将注水牛肉在菜市场销售。近
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
中一起案件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
刑事裁定，被告人汤某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
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2014年5月至6月期间，汤某租
下南通市区任港街道节制闸东路 10
号，原新型建筑材料工业公司的仓
库，作为屠宰肉牛的屠宰点，与李
某、张某（均另案处理）共同使用该
屠宰点屠杀肉牛。2015年5月，三人
为了增加宰杀后牛肉的重量，牟取非
法利益，安排屠宰点的屠宰工人通过
给肉牛注水的方式来增加重量，赚取

“黑心钱”。据汤某等人的供述称，每
天下午，通过向活牛胃部插管给活牛
进行初步灌水，待牛胃里的水被吸收
后，于次日凌晨将肉牛宰杀。将牛杀
死后，用刀把牛脖子动脉血管割开，
再用铜头的塑料管接入牛脖子上的血
管，用水泵往牛体内注入自来水和生
粉的混合物，进行二次注水。

见有利可图，2015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侯某、汪某、杨某、黄某
（均另案处理） 亦先后加入该屠宰
点，他们还分别雇佣了5名工人，负
责宰牛及注水。宰杀好的肉牛以半头

为一份，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此外，购买活牛的钱款由汤某等7人
以各自分得的牛肉的重量按比例出
资。分得的牛肉各自在市崇川区端平
桥农贸市场的摊位销售，销售款归各
人所有。仅仅在 2016 年 2 月 12 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期间，汤某生产、
销售的注水牛肉就达到14682斤，他
以 23 元每斤的低价进行销售，销售
金额累计达人民币33.76万余元。

2016年4月26日凌晨，公安机关
在该屠宰点查获尚未宰杀的活牛 9
头，用于给活牛及牛肉注水的水管、水
泵等物品，以及已宰杀注水的肉牛 3
头，重量分别为 628 斤、637 斤、599
斤。经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鉴
定，水分含量分别为 77%、80%、82%。
当天，汤某被警方抓获，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

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汤某采取向牛体内注水的方法掺
假、掺杂，增加牛肉重量，并进行销
售，牟取非法利益，销售金额达人民
币 33.76 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考虑到被告人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以被告人汤某犯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
元。

被告人汤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
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顾建兵 徐振宇）

给活牛插管灌水赚“黑心钱”
“牛肉贩”领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20万

“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屠宰
前给活牛灌水，涉及的层面不仅仅是
缺斤短两的商业道德问题，还可能涉
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该
案二审承办法官顾峰峰介绍说，《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
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
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
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
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
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
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连线法官■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4日（总第7126期）

本院根据中建三局二公司深圳实业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
月1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金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深圳市金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0月16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3008
室；邮政编码：518033；联系人：陈嘉伟、郭子纬；联系电话：
13410386442、13246765282；传真：0755-83289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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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
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
金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7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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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
交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裁定受理的广东新展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6）粤20
破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广东新展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深圳市龙典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典公司)下落

不明，管理人无法接收公司账册、文件，且相关股东、人员未配合
清算工作，导致公司无法清算。依据管理人对现有财产及负债的
调查结果，可以认定龙典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龙典
公司现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
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8月 24日裁定宣告龙典公司破产并终结
龙典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承德福泰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月
16日裁定受理承德巨鲸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8月16日指定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为承德巨鲸传动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承德巨鲸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7年10月30日前，向承德巨鲸传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管理人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
区迎宾路嘉和广场A座15层；邮政编码：067000；联系人孙湘怡；
联系电话：15933653311、0314-2055333）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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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巨鲸传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于 2017年 11月 10日上午 9时在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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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委托书等文件。 [河北]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

因长春一汽四环怡东仪表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及第三款之
规定，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以（2010）长
民破字第2-3号裁定终结长春一汽四环怡东仪表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 4月 29日，本院根据无锡市崇安区广益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无锡市德尔欣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经本院召集，于2017年6月20日召开了第一债权人会
议，并通过了管理人工作报告、债权核查、破产财产管理和变价
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决议。现查明，无锡市德尔欣纺织有
限公司经评估后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20865600 元，负债总额为
42842152.21元。本院认为，无锡市德尔欣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总额大于资产总额，不能满足清偿债务之需，符合“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破产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
定，本院于 2017年 8月 21日裁定宣告无锡市德尔欣纺织品有限
公司破产。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常熟市中州纺织品销售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月7
日裁定受理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江苏漫修
律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无锡东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
体为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1月15日前，向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海澜国贸大厦17层C座；邮政编码：
214400；联系人：郭澈、蔡小丽 0510- 81615070、18661091077、
15061783583）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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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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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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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曹惠琴的申请于2017年8月30日裁定受理常熟市迪
裳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常熟莘联会计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常熟市迪裳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
10月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常熟市枫林路6号中华函校行政
楼1楼；邮政编码：215500；联系人：王宇栋；联系电话：18013688965，
52235657，管理人工作网址：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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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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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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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迪裳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股东王国梁、姜冬麟应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并负有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帐簿、文书等资料的法定义务。法
定代表人王国梁负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询问的法定
义务。本院定于2017年11月7日下午13时30分在江苏省常熟市中汇
戴斯大酒店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2017年 5月 10日，本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熟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常熟市卜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担任常熟市卜帆
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截止2017年5月10日，管理人清理到
的常熟市卜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财产总额为 3108473.49元，审

核后初步认定常熟市卜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负债总额为
32093708.68元。本院认为，常熟市卜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已严
重资不抵债，且不具备和解或重整的能力，符合法定破产宣告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院于 2017年 9月 1日裁定宣告常熟市卜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破
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渚支行的申
请于2017年8月28日裁定受理宜兴市新得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得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9月1日指定无锡衡
鑫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新得利公司管理人。你公司应在2017年10
月18日前向新得利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宜兴市西渚镇西渚街云
湖佳苑楼盘售楼处；邮政编码：214200；联系人：吴华，联系电话：
138122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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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得利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得利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宜兴市人民
法院审判楼四楼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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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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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青岛亚细亚瑀成电子有限公司：债权人青岛华星爱商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以你单位欠其债务共计 169465.43元为由向本院
申请对你单位进行破产清算。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有异议，请
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
料。 [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

（2017）津0116破9号 本院业已裁定受理天津时尚舞台国际品
牌服装特卖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8月16日指定
天津市亚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天津时尚舞台国际品牌服装特卖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天津时尚舞台国际品牌服装特卖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1月24日前，向破产管理人书面申报
债权（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科研西路与航天道交口科技广场售
楼中心二楼；邮政编码：300192；联系电话：022- 87899890、

27406888），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时尚
舞台国际品牌服装特卖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
年12月5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10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9日
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克拉玛依市铜锣湾
中盛百货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5月25日，克拉玛
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本院受理。2017年 8月 1日，本院
指定新疆鼎泽凯（克拉玛依）律师事务所为克拉玛依市铜锣湾中
盛百货商贸管理人。克拉玛依市铜锣湾中盛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1月23日前，向克拉玛依市铜锣湾中盛百
货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新疆鼎泽凯（克拉玛依）律师事务所（通
讯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广源路 22号百瑞广场C幢
全季酒店三楼，邮编 834000，联系人：张春蕾，联系电话 0990-
7558292，18799217159）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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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克拉玛依市铜锣湾中盛百货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克拉玛依市铜锣湾中盛百货商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6日10时
30分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书剑苑（新疆克拉玛依市克
拉玛依区油建南路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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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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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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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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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9月13日电 （记者
范春生）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辽宁管辖
的跨 25 省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
件，9月13日上午一审宣判。沈阳市大
东区人民法院当庭审理后认定该系列案
第一起案件的被告人王旭光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三
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

王旭光 1975 年出生，河北人，于
1999年4月到河北省某交警大队任职协

勤人员，负责内勤和外勤工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至2016

年5月，王旭光伙同在同一中队任职的协
勤人员魏某、马某（均另案处理）在办公地
点内，使用数字证书或其他正式民警的账
号、密码登录公安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该
平台网上查询车辆档案信息、驾驶员信息
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出售
给他人。获得的赃款通过微信提现，共分
八笔提取到王旭光的个人银行卡内，再由

王旭光分发给魏某和马某。三人违法所
得共计约人民币7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王旭光表示认罪、
悔罪，并通过其近亲属向法庭退回了赃
款。法庭在休庭合议后，进行了当庭宣
判，认定王旭光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7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旭光当庭表示服
判，不上诉。

据悉，2015 年 11 月，辽宁省公安机
关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中，发现大量涉及全国各地贩卖公民个
人信息犯罪的线索，后公安部将涉及辽
宁、四川、黑龙江、广东、河北等25个省、
市，涉案人员达 100 余人的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件指定辽宁地区警方侦查。
2016年5月18日，辽宁等全国25个省市
警方统一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成功铲除
多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

跨25省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开槌
首案被告人获刑三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