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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
设兵团分院：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已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
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 并
于同日公布施行。《人民陪审员法》的
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
件大事，也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
司法民主建设新的里程碑。为深入贯彻
落实《人民陪审员法》，在人民法院审
判工作中更好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
能效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人民陪审
员法》的重要意义

《人民陪审员法》全面总结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决定》施行十三年来的实践经验，以
单行法律形式将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以来的改革试点经验固定下来，对人民
陪审员的选任、参审、管理等方面作了
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
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确贯彻执
行《人民陪审员法》，有利于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于推进司法
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司法廉洁、
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制定《人
民陪审员法》 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

《人民陪审员法》的贯彻落实，切实把
学习、宣传、贯彻《人民陪审员法》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要紧紧
依靠当地党委的坚强领导、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有力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
配合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以《人
民陪审员法》的颁布为契机，完善工作
机制，加大工作力度，扩大社会影响，
努力开创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新局面。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贯彻
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主体责任，结
合本地实际，尽快研究制定贯彻落实

《人民陪审员法》的一揽子工作方案和
实施办法，加强组织协调，抓好工作部
署，明确工作责任，强化指导监督，层

层抓好落实。
二、加强《人民陪审员法》的学习

宣传
各级人民法院要有计划、分批次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首先抓好法院
领导干部和广大法官的学习，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全面、准确学习领会

《人民陪审员法》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
容，努力提高广大法官对《人民陪审员
法》的理解和适用水平，增强广大法官
指导人民陪审员有效参审的能力，确保

《人民陪审员法》 的各项规定深入人
心，有效实施。

要采取措施，依托电视、报纸、广
播、网络、手机、新闻发布会、座谈
会、宣讲会等载体，通过官方网站、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采取进社区、
进企业、访群众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立体式广泛宣传《人民陪审员法》立法
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以及人民陪审员
参审的典型案例和实际成效，充分发挥
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全社
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理解和支
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贯彻执行《人民
陪审员法》的良好氛围。

三、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
民陪审员选任

《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人民陪
审员选任工作将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
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配合开展。各
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协调配合同级司法
行政机关，尽快研究出台关于本地区人
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方案，精心组织，把
握进度，严格把关。采取有效措施，指
导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配合司法行政
机关，如期完成第一批人民陪审员的选
任工作。

各基层人民法院要积极配合司法行
政机关做好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资格
审查等工作，并负责做好人民陪审员提
请任命、就职宣誓等工作。各地人民陪
审员选任情况由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为确保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人
民陪审员法》施行前已经任命的人民陪
审员继续任职，任期届满后自动免除职
务。对不符合《人民陪审员法》规定的

选任条件的人民陪审员，应当提请同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
审员职务。

《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后，各基层
人民法院首先要对留任的人民陪审员人
数进行摸底统计，在此基础上，充分考
虑到本院审判工作状况，以及满足上级
人民法院从本院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等
实际需要，按照人民陪审员名额不低于
本院法官人数三倍的规定，及时提请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人民陪
审员的名额，并通报同级司法行政机
关，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今后，因
审判活动需要，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
荐方式选任的人民陪审员数量不得超过
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四、严格执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
活动的各项规定

《人民陪审员法》仅适用于法律施
行后受理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
件，《人民陪审员法》施行前受理的第
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人民陪审
员参加的审判活动继续有效。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所辖法院合
理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案件范围，正
确把握事实审和法律审界限，防止片面
追求陪审率，杜绝“驻庭陪审员”“编
外法官”等情况，努力实现从注重陪审
案件“数量”向关注陪审案件“质量”
转变。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实际情
况，合理确定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案件
数上限，及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告，
并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
段，不断完善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加
案件审理的工作制度和技术保障机制，
确保参加个案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均通过
随机抽取方式确定，防止出现少数人民
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固定合议庭审理案件
的现象，让更多的人民陪审员有机会参
与案件审理。

各级人民法院要强调法官对人民陪
审员参审案件的指引、提示义务，增强
指引意识，提高指引能力，规范指引方
式，强化释明责任，对案件涉及的事实
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等事项，以
及人民陪审员应当注意的案件焦点问

题，法官应当及时予以指引、提示和释
明，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
的实质性作用。

五、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培训、管
理、保障

各级人民法院要改进和加强人民陪
审员的培训工作。根据人民陪审员参审
职权变化和新的履职要求，对人民陪审
员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加强对人民
陪审员权利义务、诉讼程序、庭审技能
等内容的培训，充分利用案例教学、现
场观摩、专题报告等形式，切实提高人
民陪审员的履职能力。

要把人民陪审员工作纳入到人民法
院信息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加强信息化
建设力度，实现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
审员信息管理系统与各级地方法院人
民陪审员管理系统的互通互联，实现
人民陪审员管理系统与本地审判管理
系统信息的互通互联，积极推进人民
陪审员信息管理与分析、陪审员履职
管理、陪审员评价管理、陪审员监督
管理和陪审员服务平台功能建设；积极
运用手机APP、远程阅卷、电子签章等
信息科技手段，实现选任、参审、管理
的全程信息化，进一步提升人民陪审员
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为人民陪审员参审
提供便利。

各级人民法院要主动协调财政部
门，将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
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落实人民陪审员
选任、管理、培训等所必需的开支，列
入人民法院业务经费予以足额保障。

六、认真做好经验总结和意见反馈
工作

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宣传、贯彻
执行《人民陪审员法》的过程中，要不
断总结经验，对遇到的新问题，要认真
研究并提出具体意见，由高级人民法院
汇总后，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最
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对各高级人民法院贯
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情况进行专
项督查，及时指导各地人民陪审员工
作，确保 《人民陪审员法》 的正确实
施。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通知
法〔2018〕110号

本报昆明 5 月 2 日电 （记者
茶 莹 通讯员 杨 帆 施宝露）
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甸籍被告
人大爬、岩温龙、阿嘎、岩赛拉等四名
毒贩枪杀中国民警一案（即民警李敬
忠在抓捕过程中牺牲一案）。以故意杀
人罪、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大
爬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死刑；以走私、贩卖毒
品罪判处被告人岩温龙死刑，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走私、贩卖毒品罪
判处被告人阿嘎无期徒刑，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岩赛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

经西双版纳中院一审查明：2016
年8月，被告人大爬伙同岩温龙联系
毒品，二人决定将毒品从境外走私入
境贩卖。2016 年 10 月 31 日，大爬、
岩温龙分别邀约并安排被告人阿嘎、
岩赛拉入境查验买方准备的购毒资
金。2016年11月4日上午12时30分
许，当公安民警对正在进行毒品交易
的大爬、岩温龙等人实施抓捕时，大
爬持手枪向民警李敬忠开枪射击，致
其死亡。其他民警随即将大爬抓获，

并当场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片剂
17151.9克，手枪1支、子弹9发。岩
温龙、阿嘎、岩赛拉逃窜出境后，岩
温龙、阿嘎被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
警方抓获，岩赛拉主动到缅甸掸邦东
部第四特区警方投案，2016年11月6
日被缅甸警方移交中国警方，同时移
交手枪1支、子弹11发、弹夹2个。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大爬开枪
射杀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大爬与被告人
岩温龙、阿嘎、岩赛拉将毒品甲基苯
丙胺片剂走私进入中国贩卖的行为已
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且毒品数量
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在共同犯罪
中，大爬首起犯意联系毒品买方、岩
温龙联系毒品提供方，二人积极组织
将毒品走私进入中国境内贩卖，并随
身携带枪支掩护交易，主观恶性和社
会危害性极大，所犯罪行极其严重，
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阿嘎、岩赛
拉在走私、贩卖毒品中起次要、辅助
作用，根据二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
大小分别从轻处罚。依照刑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四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
上诉。

枪杀中国民警，缅甸毒贩一审被判死刑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段俊峰）开着宝马车，隐瞒财
产和收入，出入酒吧消费，就是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4月24
日，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以陈
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一年。

陈某的父亲与赵某发生民间借贷纠
纷。2016年5月，大通区法院判令陈某
的父亲偿还赵某借款233万余元，陈某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8月10日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2016 年 8 月 22 日，因
陈某父子未履行判决，赵某向大通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 年 11 月 11 日，
大通区法院执行人员在向陈某询问时，
陈某表示自己无房无车无债权，向执行
人员隐瞒其有承包的防水工程及车辆等
情况，虚假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事实
上，陈某于2016年6月份以其前妻的名
义按揭购买一辆宝马牌轿车并一直使

用，这辆车合同价 34 万余元，陈某支
付首付款 14 万余元。除此之外，陈某
还向执行人员隐瞒了承包了几家房地产
公司的部分工程项目并有部分工程款、
质量保证金等款项，且于 2017 年 4 月 7
日，从一处工程项目领取工程款1.4万余
元。陈某为躲避执行，用其母亲名下的银
行卡进行资金往来，到酒吧、饭店等处消
费。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2017 年 4 月 21
日，该卡流水总额30万余元，其中支付

结算工程款近13万元。
2017 年 1 月 7 日和 2017 年 5 月 15

日，陈某因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
文书被大通区法院两次司法拘留，期满
后仍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法院还查明，陈某因犯寻衅滋事罪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被安徽省长丰县人
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

法院认为，陈某对人民法院的生效
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
重，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陈某具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
罚。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开着宝马不还钱 拒不执行被判刑

本报湘潭5月2日电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黄戌娟） 侵吞太阳能路
灯、危房改造补助、贫困户助学补助等
9万余元，今天，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省定贫困村驻村工
作人员贪污扶贫资金案件。“蚁贪”张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10 万
元。

张某是湘潭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
股工作人员、湘潭县花石镇原东晓村省
定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员。经法院审理查

明，2015年6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
张某在担任湘潭县花石镇原东晓村、龙
潭村驻村工作队员期间，利用职务便
利，在龙潭村“亮化工程”中侵吞4盏
太阳能路灯，涉案财物价值 13210 元；
在原东晓村干旱塘修复项目中侵吞“工
程管理费”和“工程设计费”17700

元；在代发原东晓村、龙潭村危房改造
补助和贫困户助学补助中侵吞、骗取补
助资金59800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
计90620元。

经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人张某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省定贫困
村驻村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侵吞、骗

取公共财物，数额较大，侵害了国家
的廉政建设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的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张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其在案发前后已积极
退缴全部赃款，可以从轻处罚，其退
缴的赃款应予没收，上缴国库。法院
遂作出张某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对张某上缴
的全部违法所得90620元予以没收上缴
国库的判决。

贫困村驻村干部贪污扶贫资金获刑

宜春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25人涉黑案

本报讯 4月28日，江西省宜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徐文俊
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25 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
期徒刑。

宜春中院经审理查明：从 2004
年至2016年10月，被告人徐文俊纠
集被告人丁涛、殷伟、黎小春等人开
设赌场抽头盈利，逐渐形成了以徐文
俊为组织、领导者，被告人徐可等5
人为骨干成员，被告人游龙兵等 19
人为积极参加者、一般成员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

该组织通过不断吸纳其他恶势力
成员或社会闲散人员，形成了一个人
数众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结
构稳定、层级清楚、分工明确、纪律
严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通过
有组织地实施赌博、开设赌场、强迫
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攫取
了巨额非法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经
济实力。同时，用所获取的经济利益
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维系该
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该组织通过暴

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
实施了大量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
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
别是采取阻工闹事、打砸车辆、暴力
威胁开发商或承包方等方式，强行承
揽工程，对丰城管桩行业形成了重大
影响。实施的一系列打杀事件，给当
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慌，特别
是部分持刀持枪打杀事件在闹市区发
生，公然对抗法制、挑衅法制权威，
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秩
序，给社会公共秩序带来严重影响。

宜春中院依法以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
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
博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非
法拘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故意毁
坏财物罪，窝藏罪，容留他人吸毒
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徐文俊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对徐可、陈海波、游龙
兵等 24 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并限制减刑、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及罚金等。

各被告人的亲属，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近200余人
旁听了宣判。

（胡圣华 张冀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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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岳阳易捷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9日裁定
受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通过摇珠方
式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总公司破
产管理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6
月7日前，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总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中大科技园A座6楼601-607；邮政编码：
510275；联系人：蔡华荣；联系电话：020-84115022，13424016287）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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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
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产业总
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20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东院区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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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应提交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7年9月18日裁定受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通过摇珠方式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康海企业发展公司破产管理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8年6月7日前，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
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中大科技园A座6楼601-
607；邮政编码：510275；联系人：蔡华荣；联系电话：020-84115022，
1342401628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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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康海企业发展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
6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东院区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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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破73号，因深圳市鑫颜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分配
方案已经执行完毕，清算工作基本完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裁定终结深圳市鑫颜
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3破142号之一，2017年10月18日，本院根据深圳市宝安
区福永宇轩达五金店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五阳兄弟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五阳兄弟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且无人申请对其进行重整或者和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2月1日裁定宣告深圳市
五阳兄弟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1日裁
定受理深圳市嘉通通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竞德律师事务
所为深圳市嘉通通讯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嘉通通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18年5月3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
紫竹六道敦煌大厦1栋9B、C；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韦李红、郑映星；电
话：0755-82947395、18926008729；传真：0755-8294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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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嘉通通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深圳市嘉通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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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粤03破21号之一，2017年2月22日，本院裁定受理佛
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德伟五金工具厂申请深圳健利来电器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健利来电器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裁定宣告深圳
健利来电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太彬的申请，于2018年3月1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康特
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中天正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为深圳市康特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康特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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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518000;联系
人:彭幽寒、蔡斌;联系电话:0755-82926215、18620329272;传真:0755-
8290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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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特尔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康特尔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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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粤03破76号之一，2017年6月1日，本院根据深圳市煜飞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煜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深圳市煜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且无人申请对其进行重整或者和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裁定宣告
深圳市煜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2月23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胡豪的申请，
裁定受理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由新余市政府组织成立
的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2016年6月21日，新余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
调查后认为腾达电器有限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江西弘杰投资有限公
司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等情形，要求将该公司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合并
破产清算。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西弘杰投资有限公司
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公司人格混同，江西弘杰投资有限公司
不具备我国公司法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资格，腾达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投
资人，严重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全
体债权人债权公平清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于
2017年1月3日裁定受理申请人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对江西

弘杰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合并破产
清算。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6月16日之前，未收到通知书
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姚建律
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38000，联系人：邹忠平，联系电话：
13879025632）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相关证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7月3日上午9时在新
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新余市中
级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人提交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参
加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本院根据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17日
裁定受理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17
日指定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清算组为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
管理人。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5月31日前，
向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18号鼎泰大厦1506室；邮政编码：300171；联系电话：022-24450408;
联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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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建材建设装饰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建
材建设装饰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14日上
午9时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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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17日
裁定受理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17
日指定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清算组为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
管理人。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5月31日前，
向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18号鼎泰大厦1506室；邮政编码：300171；联系电话：022-24450408;联

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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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权力。天津市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
华夏水泥经销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14
日上午9时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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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17
日裁定受理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
月17日指定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清算组为天津市红桥建筑材
料供应公司管理人。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5月31日前，向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
市河东区津塘路18号鼎泰大厦1506室；邮政编码：300171；联系电话：
022-24450408;联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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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红桥建筑材料供应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14日上午9时在天津市南
开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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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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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审宣判现场。 董 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