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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聚力攻坚 铁腕治“赖”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李旭东

调兵遣将充实执行队伍，各方联动全力支持执行攻坚，挺纪在前为执行工作提供保障，开展专项行动精准打击失信被

执行人……自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部署“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以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心谋划，精确布局，强攻智

取，突破一个个执行难题。一个月时间，全市法院实际执结551件案件，到位标的额1.85亿元，司法拘留被执行人62人，曝

光失信被执行人2538名，判处2名犯拒执罪的被告人有期徒刑。

立军令状 全力攻坚

紧密联动 事半功倍

督查到位 促进执行

“我服从法院判决，服刑期满后我会多
想办法，把欠别人的钱都还清。”4月27
日，被告人胡某因故意隐瞒债权，对人民法
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
节严重，被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以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另一名开着宝马车，隐瞒财产和收
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
陈某，被大通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一周时间，大通区法院依法严惩了两
名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情节恶劣的被执行
人，打出了执行攻坚战的声威和决心。

淮南两级法院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
执行行动，促进案件执结。

4月 28日 5时 30分，潘集区法院 51
名执行人员，兵分5路，突袭失信被执行
人。这是该院今年4月第四次开展集中
行动。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共执结案件
115起，执行标的达3800余万元，65名被
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 893 万元，依法拘
留“老赖”38人，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
机关31人，有力震慑了“老赖”的嚣张气
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从网上看到潘集法院执行行动现
场报道，打击力度很大，震撼力很强，做的
非常好。”全国人大代表刘琴评价说。

5月 1日，凤台县人民法院利用“五
一”小长假时间，出动执行人员40人，分三
个执行突击小组，按提前梳理出的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逐一上门拉网式地查找。执
行人员在乡镇政府、村委会、信用社、社区
等醒目位置张贴“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依法
履行义务的通告”和悬赏公告180余份，敦

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引来大量群众
围观，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是全市执行案件
最多的基层法院。5月4日，淮南中院统
一协调组织70余名执行人员，参加田家
庵区法院的“破晓”行动，对逃避执行、抗
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实施精准打击。当天
凌晨5时，执行人员兵分5路按预定路线
进发。5时 10分，执行人员在淮南市香
榭华都小区敲开被执行人王某的家门，
睡眼惺忪的王某眼看要被戴上手铐，当
场履行了执行款。在淮南市金地滟澜山
小区的某公司，执行人员强制带走一名
被执行人时，该公司经理谢某情绪激动，
纠缠执行干警，干扰执行，当场被处以司
法拘留 15 日的处罚。两起案件的被执
行人陈某被拘传带到法院后，先是打电
话让亲属送来一起案件 4 万元的执行
款，又筹集了 20万元现金，交给了第二
起案件的申请人高女士。高女士感激地
说：“真没想到这么快拿到钱，更没想到
一次性拿到20万元，太感谢法官了。”

一天时间，田家庵区法院对41名被执
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司法拘留12人，扣押车
辆1辆，执结案件21件，执行和解7件，执行
到位金额107万余元。5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全程见证、监督执行行动。淮南市政
协常委、田家庵区人大代表纪波感慨地说：

“执行人员从凌晨一直执行到晚上，不怕艰
险，智勇双全，抓获一批‘老赖’，执结了一
批案件，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看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多‘老赖’，
解决执行难确实任重道远。”

“4月3日，在全省法院‘江淮风暴’执
行攻坚战动员会上，我立下了‘军令状’，
要集全市法院之力，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淮南中院院长文则俊说。

淮南中院把执行工作作为今年法院
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迅速出台工作方
案，明确中院领导分别负责包保一个基
层法院，每人负责督查一个基层法院开
展执行攻坚战，定期向中院党组报告履
职情况，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实现统一
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形成全市法
院执行工作“一盘棋”的格局。

淮南中院领导班子成员经常性到包
保的基层法院督导执行工作。院长文则
俊多次到他包保的寿县人民法院，一线
指挥集中执行行动，随机抽查该院 2016
年、2017 年已执结案件，并根据执行案
件信息系统提取的数据指标，进行分析
点评，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提升
办案质效，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要认真
进行整改。同时，寿县法院20名执行人
员兵分两路，在三个乡镇开展集中执行
行动。

淮南 7 个基层法院都成立了以“一
把手”为组长的执行攻坚战领导小组，纷
纷立下“军令状”，既挂帅，又出征。

“今年4月，院党组决定为执行局再
增加 6名干警，壮大执行队伍。”淮南中
院执行局局长黄辰说，“淮南中院对各基
层法院作出硬性要求，必须配强执行力
量，集中兵力打好攻坚战。”

为更好地发挥团队作战优势，田家
庵区人民法院对办案力量进行全面优化
组合，构建执行服务中心、执行内勤综合
团队、执行实施团队“三位一体”执行格
局。八公山区人民法院院长和3名副院
长负责办理新收执行案件，执行局法官
全力清理旧存案件，做到新案存案齐头
并进。潘集区人民法院院长李修启部
署、指挥执行行动，带头办理执行案件。
大通区人民法院院长朱莉将自己从家事
审判团队调整到执行团队，直接抓执行
工作，办理执行案件。凤台县人民法院
领导都办理执行案件，对执行小组进行
包保。4月 28日，该院党组集体约谈执
行人员，对未结案件尤其是长期未结案
件进行专项分析，每一位执行人员都对
未结案件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措施说明情
况，亮出举措，提出目标。

“‘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全市法院
执行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显著提
升。”黄辰说。

4 月 26 日，被执行人姚某带着 3 万
元现金来到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主动
履行了部分执行款，并与申请人黄某就
余款履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姚某之所以
能主动来履行，是寿县法院与寿县纪委、
县委组织部的联动机制发挥了作用。

姚某是村委会副主任，因多次从黄
某处赊购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累计欠
款 5万余元。经寿县法院判决后，姚某
拒不履行还款义务，黄某申请强制执
行。4月25日，执行人员再次找到姚某，
姚某依然找理由拒不还款。根据寿县纪
律检查委员会、寿县县委组织部和寿县
法院联合制定的《关于涉特殊主体案件
执行联动机制实施意见》，执行人员向县
纪委报送了案件信息。县纪委立即通知
姚某所在的镇纪委约谈姚某，敦促他尽
快履行生效判决义务。

“解决执行难也不是法院一家的事，
应该全社会参与，我们纪委更是责无旁
贷。”寿县双庙镇纪委书记史善传说，“按
照联动机制，只要法院向我们通报有关
案件信息，我们就会按照程序启动相关
措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八公山区人民法院也与区纪委、组
织部加强联系，通报被执行人是党员领
导干部的案件。山王镇某社区委委员李
某，被法院判决承担35万余元的连带清
偿责任，李某以无力偿还为理由拒绝履
行义务。5月7日，八公山区法院向区纪
委通报了被执行人李某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依法将
李某司法拘留。

淮南市各级党委大力支持执行工

作，早在2017年1月，就成立了以市委政
法委书记为组长的攻克执行难工作领导
小组；淮南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
了《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意见》，就完善党政机关支持全市法
院执行工作、加强联合惩戒和加强信息公
开、共享等事项作出明确要求，建立了银
行、国土、税务、工商、公安等多部门参加
的联动工作机制；市委政法委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支持执行工作的相关事项。

“对涉及到被执行人是村干部的案件，
我们都会先联系乡镇党委政府，先通过组
织上的压力，促进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潘
集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吴斌说。

刘某以做生意为由向王某借 3 万
元，由李某提供担保。刘某未依约还款，
王某提起诉讼，潘集区法院判决刘某偿
还王某本息共 3.48万元，李某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4月9日，执行人员得知李某
是潘集区泥河镇某村干部后，立即与镇
政府领导取得联系，说明案情。在泥河
镇政府协助下，执行人员很快找到了李
某，李某当天主动将全部欠款汇至法院
账户，案件顺利执结。

谢家集区法院每个月都会将未履行
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及相关法律文
书送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利用查控系
统查询被执行人行踪，发现被执行人后采
取临时控制措施，通知法院进行处理。对
于法院先行采取措施的被执行人员，则在
第一时间通知公安机关从“临控”名单中
删除。这项联动机制发挥了很大作用，公
安机关已查控到长期在外躲避的被执行
人14人，法院司法拘留了11人。

“院党组作出明确要求，纪检监察
部门要全程跟进监督执行工作。”淮南
中院纪检组组长曹怀敬说，“选择性执
行、消极执行、乱执行的现象都在监督
问责的范围之内。”

安徽高院部署“江淮风暴”执行攻坚
战以来，淮南中院率先制定了《为“江淮
风暴”执行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的实施
办法》，明确了监督检查的内容、方式及
问责程序，采取审务督查、专项巡查等形
式，不定期开展检查，对执行工作中行动
迟缓、措施不力的法院和工作作风不严
密、不规范的执行人员，以及乱执行、消
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现象，采取通报批
评、约谈“一把手”、诫勉谈话、纪律处分
等形式进行监督问责。

一个月里，淮南中院纪检监察室发
出 6份《督查通知》和 2份《整改通知
书》，对辖区基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无
人值守、执行信息录入不规范、执行干
警未按照上级法院要求的人数比例配备
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基层法
院及时整改并反馈结果。

5月 2日，八公山区法院纪检监察
部门对该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况进行了通报，对没有按照要求公布名
单的执行人员发出通知，要求按照“应

上尽上”的规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我们对照执行案件质效规范，逐
案排查弱项指标和不规范现象，直接对
办案人员发出督办通知。”八公山区法
院纪检组组长张文玉说。该院纪检监察
部门针对办案质效推行了“双排查、双
督办”制度，规范案件执行，提高办案
质量。一方面，根据执行质效考核数
据，针对弱项指标，进行逐一排查，督
促办案人员整改；另一方面，就2016年
以来的旧存案件和终本案件进行逐一排
查，分析原因，梳理线索，对于有执行
可能的旧存案件和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
终本案件，督促办案人员立即启动执行
程序，最大可能消解“旧账”。

5月 4日，田家庵区法院开展集中
执行行动，纪检监察人员全程随同执行
人员到现场监督执行过程，保证规范执
法。该院采用实体和程序“双查”的方
式确保案件办理的规范性。还专设案件
质检员对执行案件节点信息录入是否完
整、执行措施是否穷尽、终本案件是否
符合要求、有财产案件是否在期限内办
理等进行检查督办。

纪检监察部门深度介入执行工作，
有力促进了案件质效提升。

4月26日，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的混凝土生产线。
李 斌 摄

铁腕治“赖”成效显著

4月28日，淮南市潘集区法院执行干警将“老赖”司法拘留。 岳 园 摄

5月1日，凤台县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 王 芳 摄

5月4日，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为高女士追回欠款。 周桂芳 刘 娅 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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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裁定受理东莞市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2018）粤1971破22-2号，并于2018年3月1日指定
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市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
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不宜适用快速审理，决定转为普通破产
清算案件审理。现延长债权申报期至2018年6月26日前，故东莞市
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6月26日前，向东莞市中
科煤气化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
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73 号正腾大厦 15 楼，联系人：赖燕文
（13652526208），联系电话：0769- 22460621，传真电话：0769-
22485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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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中科煤气化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王学栓等49名申请人的申请，于2018年4月
23日立案受理洛阳君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向洛阳君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魏启
蒙，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五洲大厦9楼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13271530817）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洛阳君宁办公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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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6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六号审判
庭（地址：洛阳市新区展览路与望春门街交叉口）召开。债权人出席会
议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
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4月 11日作出（2016）湘 03破 2-1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湘潭市化学助剂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湘潭市
化学助剂厂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经审理查明，湘潭市化学助剂厂
总负债 37822409.99 元，总资产 28365239.78 元，已资不抵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 5月 7日作出（2016）湘 03破 2-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
告湘潭市化学助剂厂破产。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债权人刘秋来、毛羽飞、段训初、李光军、陈泽文申请湖南东方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本院已于2018年4月10日依
法裁定受理。现特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地址为娄底市娄星区贤童街652号（原市检察院办公楼三楼）。对
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
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不再补充分配。未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
报人承担。二、对湖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
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有关湖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
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为湖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并已制定《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交付给湖南通程律
师事务所。管理人的办公地点为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大道东129号
东方财富广场，联系电话为0738-8260836；0738-8281869。联系人
为 姚 勤 方 ，联 系 号 码 为 19973801060；曹 敏 ，联 系 号 码 为
19973801161。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
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
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义务。五、
本院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9时，在娄底宾馆湘汇楼二楼会议
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3月 2日裁定受理江苏艾德格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债
务人股东郑爱媚、赵全豪对江苏艾德格服饰有限公司负有依法清
算的义务，限股东郑爱媚、赵全豪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及
管理人移交债务人财产、印章、帐簿、文书等相关资料。逾期移交或
不移交，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抚州金峰科贸有限公司：2018年4月10日，本院根据万娜的
申请裁定受理抚州金峰科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公告通知你单位
在收到本公告到期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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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江西明辉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4月10日，本院根据临川中
元和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黄友堂、王志勇、嵇文凯、曾小刚的申
请裁定受理江西明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公告通知你单
位在收到本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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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赵树强、崔晓红的申请，作出（2018）鲁0502民破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东营市佳昊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重整一案，并指
定山东众成清泰（东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7月13日17时之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址：山东省东
营市东营区史口镇工业园佳昊化工行政办公楼一楼西头供应处办公室；
邮政编码：257000；联系人：姜防；联系方式：18854618889；联系人：梁欢；
联系方式：0546-8288617；15314307777），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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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为审查与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逾期未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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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佳昊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
月27日上午9时在东营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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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新疆诺尔矿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3月 6日裁定受理新疆诺尔矿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4月 18日指定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作为管理人。新疆诺尔矿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5月20日前向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新疆乌
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光山路 999号绿城广场写字楼 2A座 7层；
邮政编码：830009，联系人：王秀英，联系电话：15909006135）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之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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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诺尔矿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20日10时30分整在沙依巴克
区人民法院第八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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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明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受
理杭州煌达涂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建德信安会计师事
务所为杭州煌达涂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杭州煌达涂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5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路123
号；联系电话：0571-64718361、15990113328；联系人：邹志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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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杭州煌达涂料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煌达涂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11日9时在本院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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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建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2日裁定受
理桐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桐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桐
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7月20日前，向桐庐春城置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桐庐县城南街道瑶琳路985号，邮编：
311500，电话：17306401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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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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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桐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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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等);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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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桐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受理申请人苏州精锐电子物流设备
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神华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强
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
州分所作为被申请人的清算组。外方股东 WON NAMGUNG
下落不明且被申请人无会计凭证、会计账册，导致对被申请人无
法进行全面清算，清算组于2017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交清算报
告并于同日提请本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
清算组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12
月 29日作出（2017）苏 0591强清 3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
结对被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神华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
程序。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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