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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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星期五 案件部主办 见习编辑 欧阳铭琪 新闻热线（010）67550769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现在开庭］

办假论坛造假中纪委证件诈骗21万余元
因坦白年迈且大部分退赃而被法院从轻处罚

黄培英 汪建民 林 楠

责任田互换二十年 还能换回来吗？
法院：双方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关系成立 驳回原告诉请

黄义涛 徐映珠

江西信丰特大廉租房诈骗案宣判
被害人达1595人 涉案金额高达1257万元

以虚假的身份信息在网络上设立
“中国案与法论坛”，自封为总编辑，
并广纳会员，办理“中字头”证件，
诈骗他人钱财。11月15日，湖北省麻
城市人民法院对这样一起诈骗案进行
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
三年零六个月。

虚设“中国案与法论坛”

高中文化程度，无业的郭某利用法
律的权威，以“文静之”笔名，未经注
册出钱请人建立“中国案与法论坛
网”，在该网站论坛中他自封为总编
辑，并虚设监察局、内参部等部门，虚
设科长、调研员、监察员等职务。网站
雏形建好后，首页文章全部是转自其他
主流媒体，无一篇原创文章。郭某无能
力经营完善网站，如果细看会发现网站
上漏洞百出，首页“本站介绍”有两处
标点符号使用重复，网站上9个子栏目
都打不开，只有会员登陆和证件查验可
以进行操作，这是他为“发财”精心布
下的局。

收纳会员办“中纪委”证件骗钱

为了敛财，郭某对外宣称是中纪委
的“监察干部”，他受中纪委指派准备
从群众中招募一批特约记者，协助中纪
委调查党员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要吸
纳普通群众成为会员。在群众半信半疑
时，郭某让其登陆“中国案与法论坛
网”，或在百度、搜狗里输入“中纪委
案与法”“中纪委文静之”可查到郭某
相关情况。普通群众相信后，郭某宣称
每个入会会员交纳300元至5000元就能
办理“中国案与法论坛”的工作证、

“中纪委记者证”、新闻调查工作证，郭
某吹嘘这些证件作用很大，能提高政治
地位，享有某些特权，例如坐飞机、火
车不用排队，到公园去玩不要门票，私
车也可注册加入，办理新闻采访专用车
的牌子，高速上不用交过路费等等。
2015 年，朱某、刘某、唐某等人信以
为真，先后在郭某处缴纳了会员费，办
理了相关“证件”， 证件发放部门为

“中国法治监督案与法庐山干部训练

处”。郭某让第一批会员继续发展其他
会员，每发展一名会员给 1500 元的提
成。郭某以吸纳会员方式先后为 67 人
办理相关“证件”，收取会员费21万余
元。

“证件”使用无效“东窗事发”

2016 年，郭某要求入会的会员对
办理的证件进行年审，年审费为 1000
元。有部分人产生怀疑，但在“中国案
与法论坛网”会员登陆和证件查验栏目
里可以查到自己的信息，在将信将疑中
就没有报案。唐某交了 8000 元会员
费，郭某为其办理了一个“中纪委监督
员”工作证，为其私家车办“新闻采访
专用车”牌子。唐某使用过一次，高速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说工作证无效，不能
免费通行，唐某才知所办的“证件”是
假证。有的会员看到记者证都是手写
的，证件也没钢印，认为“证件”为假
证。相继有人使用证件没有到达郭某宣
称的效果，遂报警。今年5月19日，郭
某在火车站被公安民警传唤到案。5月

25 日，公安民警在其住所搜出公章若
干，“中国案与法记者证”“中国案与法
工作证”若干，新闻采访证1个，新闻
调查工作证 11 个。经公安侦查证实

“中国案与法论坛”未经注册登记。

年岁已高请求从轻处罚

法庭上，被告人郭某痛哭流涕，称
其以个人身份申请网站，办理这个网站
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后来慢慢改变了
办理网站的性质，系初犯、偶犯，且已
退还赃款 15 万元，现年事已高，请求
法院从轻处罚。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
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
于被告人郭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并如
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当庭亦自愿认罪，
其行为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
被告人郭某年满六十五周岁，已大部分
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遂判决被告人
郭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在农村，村民为了离家近、凑整数
等方便耕种和管理土地的原因，常常
会互换土地。最近，广东省梅州市蕉
华区有两户人家交换土地长达 24 年之
久，期间一直相安无事，突然一方反
悔以生产需要为由要求返还，另一方
以土地已互换为由拒绝返还，矛盾随
之爆发。近日，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该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纠
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返还土地的
诉讼请求。

互换土地一方反悔对簿公堂

邓某、吴某都是梅州市蕉华区村
民。邓某在该村莲塘树园背分得责任田
0.613亩，吴某在莲塘菜园岗分得责任
田 0.95 亩。1993 年，邓某、吴某对上
述分得的家庭承包责任田进行互换，吴
某将菜园岗的责任田划出0.613亩互换
邓某在树园背的责任田。吴某互换到邓

某在树园背的承包责任田 0.613 亩后，
再加上自有的在树园背的责任田 0.2
亩，共计0.813亩责任田，用于开挖鱼
塘养鱼。经营养鱼业近 20 年后，2012
年期间，吴某在树园背的鱼塘与同村村
民邓某忠在大坪上的责任田又进行互
换。邓某忠将互换来的鱼塘进行了填
埋，建起了房屋。直至 2017 年邓某因
为生产需要，便向吴某提出归还责任
田，并认为上述土地只是临时调耕，而
吴某却以土地已互换为由拒绝返还，双
方因此争议不断。为此，邓某将吴某诉
至蕉岭法院，要求吴某返还调耕的土
地。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

原告邓某认为，原告与被告吴某的
丈夫邓某朋是堂侄叔关系，1993 年期
间，为了便于管理，原告将承包责任田
借给邓某朋挖作鱼塘使用，邓某朋也将

其承包的一块田地借给原告使用。若干
年后，邓某朋突然死亡，承包责任田便
由被告管理。近期原告因为生产需要，
便向被告提出归还承包责任田，可被告
一直置之不理。

被告吴某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承
包责任田是互换行为，而非互借行
为，原告不但知道被告已将互换的责
任田用于挖鱼塘，亦知道在 2012 年期
间，被告的鱼塘与同村村民邓某忠在
大坪上的责任田进行了互换，村民邓
某忠将互换来的鱼塘进行了填埋、建造
了房屋。

法院认定互换协议有效

蕉岭法院组织双方到莲塘树园背进
行了现场勘验，还到华侨农场农村部、
莲塘办事处进行了调查，证实原、被告
之间所称的承包责任田互借或互换行
为，但都未到发包方处办理许可或者备

案。蕉岭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
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
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进行互换。”原、被告同属于梅州
市华侨农场莲塘管理区的村民，1993
年，原、被告为耕种方便，经协商一
致，原告将在莲塘树园背的承包责任田
与被告在莲塘菜园岗的部分承包责任田
进行互换，双方之间形成土地承包经营
权互换合同关系，土地上所依附的权利
义务已依法转移，双方对互换后的土地
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为此，原告请求
判令被告返还责任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邓某、吴某为了耕种方便，在利益
对等的情况下自愿将同一集体经济组织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交换，虽没有书
面协议，但双方已互交标的物，已完成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土地承包经营
权之间的互换，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
不因未签订书面协议、未向发包方报备
而无效。互换土地向发包方备案仅为公
示要件，并非互换协议的生效要件。

■法官说法■

本报讯 陶某和蒋某一起为朋友王
某的45万元借款作担保人，结果王某借
钱后不还。在案件的执行阶段，陶某代为
还款 18 万元后向王某夫妇提起追偿之
诉。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
审判决，被告王某给付原告陶某垫付执
行款18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被告

王某的妻子钱女士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

2014 年7月30日，王某因经营需要
向张先生借款45万元，约定于2015年7
月31日归还。张先生提出要找两人为借
款作担保，于是王某急忙找来了好友陶某
和蒋某。虽然对王某的生意了解不深，但
碍于面子，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就一起
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签了字。

借款到期后，王某未能还款。张先生
诉至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法院主
持调解，王某承诺分期偿还借款本息52
万元。但此后，王某仍未能按约履行。于
是，张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
过程中，陶某和张先生于 2016 年 2 月 3

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陶某代借款人
王某履行执行款18万元。后陶某向王某
多次追偿该款未果，一纸诉状将王某夫
妇一起诉至如皋市人民法院。

法院另查明，王某夫妇于1988年11
月登记结婚，涉案借款发生在两人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法庭上，王某的妻子钱女
士辩称，原告所述的借款，她毫不知情，
也没有到场签字，王某也没有将借款用
于家庭夫妻共同生活，同时她和王某多
年前就私下订立了离婚协议，约定财产
归各自所有，故王某的债务与她无关，请
求驳回原告对她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债务人

追偿。本案中，原告陶某已经依法履行担
保责任，代被告王某履行执行款 18 万
元，事实清楚。陶某有权要求王某给付
18万元，并承担自2016年2月3日起至
王某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
标准计算的利息。同时，法院还认为，该
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原告要求被告钱女士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亦应予以支持。钱女士辩称两被告之
间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但无证据证明
陶某知道该约定，故对钱女士所辩不予
采纳。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王某给付原告
陶某垫付执行款18万元，并承担自2016
年2月3日起至王某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被告钱
女士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钱女士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顾建兵 张蓉蓉）

本报信丰11月16日电 今天下
午，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备受关注的特大廉租房诈骗案。被告
人周金凤、刘家敏、罗江文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至八年，并
处罚金50万元至10万元，对其违法所
得予以追缴和发放被害人。

2015 年 2 月以来，被告人曹五
古、周金凤、罗江文等人经商议，由
曹五古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周金凤、
罗江文等人对外宣传以骗取他人信
任，周金凤具体操作“办理”一套廉
租房收取 3000 元至 1.5 万元不等费
用，并从中抽取部分“好处费”后将
钱交给罗江文。罗江文登记好后转交
给曹五古。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周金
凤陆续发展下线为其拉客户“购
房”，授意下线从“购房款”中抽取

“好处费”后再将钱上交。
被告人刘家敏是周金凤的下线，

其编造受政府或县委领导委托办理廉
租房事务等各种谎言，对外收取一套
房3000元至1.1万元不等费用，抽取
大部分“好处费”后将剩余款项交给
周金凤。同时刘家敏也陆续发展下线
为其拉客户“购房”，授意下线从

“购房款”中抽取“好处费”后上
交。经查，本案被诈骗被害人计
1595 人，涉案金额约 1257 万元，其
中刘家敏诈骗金额约892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金
凤、刘家敏、罗江文等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可以办理廉租房租赁的
事实从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
成立。刘家敏的供述及刘家敏辩护人
的辩护意见均指证周金凤有欺骗的故
意，故周金凤当庭否认其在公安机关
的供述无事实依据，辩护人认为其系
从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刘家敏在

成为周金凤的下线后，利用各种时机
和场合，编造相同的谎言骗取他人钱
财，骗取大量钱财，数额达800余万
元。经查明，刘家敏曾因假借办理廉
租房而收取费用之事被公安机关调
查，之后不思悔改继续以同样的理由
变本加厉骗取他人钱财。

刘家敏作为一个曾从事过法律事
务的人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应明
知办理廉租房所应具备的资质和条
件，故其实施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明
显，客观上也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诈骗
行为，刘家敏本人及辩护人关于无罪
的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
信。刘家敏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供其与
周金凤的聊天记录是想证明刘家敏是
受到周金凤的蛊惑和欺骗，但刘家敏
在周金凤的所谓承诺无一兑现和本人
曾受到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和告诫的情
况下，仍编造谎言骗取大量钱财，故
刘家敏及辩护人称系受到欺骗的辩解
意见不能成立。

被告人罗江文按照内部分工，接
受曹五古的指示负责诈骗钱财的转交
和被骗人员的资料收集及名单登记，
其行为无疑已构成诈骗罪。综合评价
罗江文在该诈骗团伙的地位和作用，
认为可认定其为从犯，决定依法对其
减轻处罚。

同案人曹五古在审理期间死亡，
法院已依法裁定终止审理，其诈骗犯
罪所得应予追缴。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
人周金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
被告人刘家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四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被告
人罗江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收缴被告人
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和发还被害人。

（邓书云 曹 琪 杨 韵）

“老赖”不还钱 担保人代还18万却难追偿
法院认定担保人有权追偿 判决债务人给付执行款

本报南阳11月16日电 冒用他
人个人信息，并将他人信用卡挂失补
办归自己使用，透支8万余元拒不归
还。今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审理后，以妨害信用卡管理
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建锋有期徒刑
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

福建省福安市民陈建锋，现住河
南省郑州市。2015 年 8 月 18 日，一
个偶然的机会，陈建锋冒用南阳市
民占某的个人信息，在中信银行某
支行，将占某中信银行信用卡挂
失、补办，并要求信用卡中心将补
办的信用卡邮寄至河南省新郑市龙
湖镇自己所在的物业公司。2016年4
月左右，南阳市民占某查看个人征
信报告，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人使
用，遂将该卡停用，并向南阳市公安
局报案。经查，2016 年 5 月 18 日至
2016 年 6 月 17 日该卡账单显示，本
期还款8万余元。

案发后，陈建锋被南阳市公安局
梅溪分局抓获。2016 年 9 月 23 日，
陈建锋被抓获后当日，其亲属即将透
支款归还中信银行及被害人占某，并
取得了占某的谅解。

今年3月21日，南阳市卧龙区人
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
建锋冒用他人信用卡，利用信用卡进
行诈骗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陈建锋到案
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在

案发后已全部退还透支款项，取得了
被害人的谅解，可酌定从轻处罚。遂
判决被告人陈建锋犯信用卡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5 万
元。判决下发后，陈建锋不服上诉，
称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
故意，客观上没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行为，故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且构
成自首，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

南阳中院经审理认为，陈建锋违
背他人意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信用卡，妨害了信用卡管理秩序，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陈
建锋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并在案发后已全部退还透支款
项，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定从轻处
罚。从陈建锋骗领信用卡后的使用和
还款情况来看，结合陈建锋与被害人
的亲友关系及初次申领后二人共同使
用的背景，不能认定陈建锋具有非法
占有的故意。关于陈建锋上诉及辩护
人辩称“陈建锋构成自首”的理由，
经查证实侦查人员是在掌握了陈建锋
的具体犯罪线索、联系方式和公司位
置后，通过商谈业务为名，在亮明身
份后将其抓获到案，陈建锋不存在将
自己主动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主
观心态，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
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
判程序合法，但定罪不当，应予纠
正。遂撤消原判，作出上述判决。

（曾庆朝 祖祯祺 张庆燕）

冒用亲友信用卡透支8万余元
法院终审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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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虹：本院受理原告冯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0784民初231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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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广东]鹤山市人民法院

余惠群[女，1958年12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身份证号：P869933（3）]：本院受理原告郑春友与被告杨素明、
余辉明、余惠群、第三人余素兴、余素林赡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
九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896号
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余辉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郑春友支付医疗费3177.86元；二、被告余
惠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郑春友支付医
疗费1059.29元；三、被告杨素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
日内向原告郑春友支付医疗费21185.74元；四、驳回原告郑春友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57.71 元，由原告郑春友负担
527.71元，被告余辉明负担50元，被告余惠群负担50元，被告杨
素明负担33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案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刘书花：本院受理原告曹芳诉被告刘书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404民初11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限你自公告之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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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刘康武、郭晓英：本院受理原告高士杰诉刘康武、郭晓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0481民初
12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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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武安市人民法院

武安市青烟寺法华洞文物管理处：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森岚
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诉武安市青烟寺法华洞文物管理处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冀0481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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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
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北]武安市人民法院

刘雪冬：本院受理裴树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291民初39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要内容如下：不准予原告裴树辉与被告刘雪冬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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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邯郸市诺丽亚钢结构有限公司、张献滨：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欧

陆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邯郸市诺丽亚钢结构有限公司、张献滨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
0404民初1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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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王学军：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真好钢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新
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学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杨贰印、胡秋军：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市锐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豫0704民初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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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

晏继鹏：本院受理原告闫贵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鄂1123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河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罗田县人民法院

范龙：本院受理原告王亚平诉被告范龙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0821民初167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本判决生效前，不得另行结婚。[内蒙古]五原县人民法院

练友斌：本院受理原告王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青2893民初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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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青海]茫崖矿区人民法院

大同县银宝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创金天地投
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晋0227民初第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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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山西]大同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罗煌华的申请，于2017年8月30日裁定受理深圳
市海比时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卓建
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海比时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
市海比时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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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室；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唐稳、胡环宇；联
系电话：0755-83204845、18566250907；传真：0755-83168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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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比时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深圳市海比时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美泰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0月1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韩王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韩王电器有限公司
管理人。深圳市韩王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14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中银大厦
A座22E2；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吴嘉、纪雅南；电话：0755-
22167117、0755- 22163531、0755- 83516479、13923891008、
18243188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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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韩王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韩王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轩宇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0月1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炳宏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炳宏贸易有限公司管理
人。深圳市炳宏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14日前
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
务大厦1008室；联系人：田力、陈卓；联系电话：0755-82031457、
0755-82031948-1085、13809880670、13554898201；传真：0755-
82031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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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炳宏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深圳市炳宏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1月2日裁定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并于
2017年11月2日指定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担任青岛磐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通讯地
址：山东省平度市青岛路109号；邮政编码：266700；联系人: 张
丽欣，联系电话：18678612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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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
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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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18年2月26日9时在平度市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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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人民法院

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陕西丽融生物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
第 2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
西中民破字第0000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由本管理人
执行。根据《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确定的分配步骤：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
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17年11月
17日实施，非货币财产奥迪车(车牌号陕JB0726)分配给债权人
陕西延长石油工贸有限公司，用以抵偿其先期支付的破产费
用玖万元(90000 元)；欠付的职工债权 16180.3 元、普通债权
1024.219244万元，无破产财产可供清偿、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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