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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打好攻坚战 服务新发展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隆 艳 汪 坤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着力强化组织领导，凝聚联动合力，创新工作举措，加大舆论宣传，全力打
好“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推动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实现正规化、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为全面提升
老区人民幸福感、推进老区经济社会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党政带头 联动升级
2018 年 4 月初，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部署全省法院开展“江淮风暴”
执行攻坚战，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第一时间研究具体落实任务，出台
执行攻坚战实施方案，向市委、市委
政法委、市人大作专题汇报。“在全市
法院集中开展‘江淮风暴’执行攻坚
战，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
进依法治市的具体举措，对实现公平
正义、保持社会稳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安徽省委常
委、六安市委书记孙云飞专门批示，
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
站位、全力支持配合，推动形成由党
委政法委牵头负责、各部门有效联动
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构筑执行攻坚的
强大合力，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孙云飞还要求市委督
查室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对重视不
够、工作不力、敷衍塞责等影响执行
工作推进的，通报并追究责任。

为切实落实执行联动工作，4月 16
日，六安市政法工作会议在六安中院召
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斌重点协
调解决联动机制运行中的问题，人大、
检察院、公安局、发改委、国土局、房
产局等多家单位表示要主动支持、配合
执行工作，在职权范围内为执行“开绿
灯”，在全市范围内形成支持人民法院
执行的良好环境。5月 2日，全市执行
联动联席会议召开，重点解决执行工作

中“人难找”“人难送”以及涉党政机
关和公务人员案件执行难问题，促进执
行联动机制不断升级。

六安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把协
助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纳入基层网格管
理的通知》，充分发挥综治网格管理员
熟悉民情、社情的优势，建立网格员协
助执行制度。舒城县人民法院、叶集区
人民法院专门对网格员进行专题培训，
成功把“综治网格员”变为“执行信息
员”。全市基层网格员都来协助法院查
人找物，有效解决“人难找”问题。对
于司法拘留被执行人后“人难送”问
题，公安机关下发通知，要求全市拘留
所及时收拘拒执人员，形成快速有效打
击拒执犯罪的协调机制，全力配合“江
淮风暴”执行攻坚战。

法院生效判决霍邱某管委会给付合
肥一家建设公司工程款、材料款共 71
万余元后，迟迟未履行。霍邱县人民法
院向县委汇报了案情，在县委政法委的
协调下，管委会一次性履行了义务。

“涉党政机关案件执行难度一直很
大，现在执行联动机制更加健全有效，
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法院执行工作
更加理解、重视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案
件的执行。”霍邱法院院长吴立新说。

截至5月，全市法院梳理出的15件
涉党政机关案件，除一件无标的行为执
行案件外，14 件都已执结，到位标的
款712万余元。 强化举措 健全机制

一抓到底 全力攻坚 “要让执行难真正成为历史，必须建
立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为此，我们提
出了执行工作正规化、信息化、规范化、
标准化的发展目标。”胡志刚说。

为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规范化水
平，六安中院出台了《关于完善立案、
审判、执行工作协调配合机制的意
见》，要求全院法官树立“执行阵地前
移”理念，运用“审判中的执行思维”，
促进立案、审判、执行工作规范有序和
有效衔接，形成法院内部解决执行难
的工作合力。“意见”规定案件办理推
行“流程作业、各司其职”，从执行立案
到具体的执行实施，再到结案归档，各
流程节点都分工明确，减少重复劳动，
保证规范有效。纪检监察部门全面监
督执行工作，对违规执行、选择执行、
乱执行行为进行通报处理，有效规范
执行行为。

全市法院注重提高执行工作信息
化应用水平，向信息化要执行质效，要
求新进执行局人员年龄在 35 周岁以
下，加入年轻力量，充分适应执行信息
化的发展需要。全面加强执行指挥中
心建设，建立了包含网络查控、案件流
程管理、流程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用
惩戒和执行指挥于一体的执行指挥中
心平台。两级法院执行模式发生了深
刻变革，通过“总对总、点对点”查询被
执行人的银行账户、房产、车辆等财产
信息，提高了执行效率。严格实行指
挥中心值班带班制度，强化工作纪律

和工作作风，两级法院院长经常性坐
镇指挥中心参与案件督导和调度指
挥。

其中，舒城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已
于 5 月 2 日建成投入使用，并提出了

“五化”目标：财产查控集中化、上报下
达及时化、督办处理快速化、指挥调度
灵活化、宣传总结统一化。该院为执
行干警配备执法记录仪、单兵系统，执
行过程中规范使用，及时保存现场信
息，做到办案留痕。霍邱法院全力抓
好网上办案，确保网上数据及时准确
录入。金寨县人民法院通过案件流程
管理系统，实现对执行案件37个流程
节点和办案质效的监测，督促提升执
行效率，按时完成督办任务，促进质效
指标稳步提升。叶集法院建立网络查
控室，专门用于网络司法查控、冻结、
扣划，对重要案件流程节点第一时间
流转，提升了执行工作的信息化水准。

“通过夜以继日的执行攻坚战，我
们感受到广大执行干警素质在提升，
能力在提升，信心在提升，质效在提
升。”胡志刚说。

2018 年 1 月至 5 月，六安法院执
结案件4576件，同比上升123.66%，实
际执行到位标的额10.42亿元；共发布
失信名单3025人次，限制消费3074人
次，拘传297人，拘留430人，罚款59.4
万元，移送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 22
人；“执转破”案件立案6件，涉及执行
案件255件。

“要把‘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作
为‘一把手’工程，既要‘挂帅’，又
要‘出征’，以身先士卒、一抓到底的
精神打好决胜仗。”在 4月 11日举行的
全市法院“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动员
部署会上，六安中院院长胡志刚如是要
求。

六安中院党组全面加强工作统筹和
调度，建立“六个一”工作机制：一周
一次党组会，专门研究执行工作；一周
一次基层法院院长调度会，专门解决执
行攻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周一次发
布执行攻坚战战报，层层传导压力，推
动重点任务的落实；院长办公室和执行
指挥中心各挂一幅进展图，挂图作战、
对账销号；领导班子成员包保联系一个
基层法院执行工作；院领导带头深入一
线办理执行案件。

两级法院快速配齐配强执行队伍，
新增 49 人到执行局工作。目前，全市
法院共有执行人员245人，占在编干警
人数的 23.1%。有的基层法院积极邀请
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参与协助执行，充
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攻坚执
行难。

“我们及时举办全体执行人员培训
会，详细解读执行案件考核的具体指标、
第三方评估体系以及执行案件信息管理

系统应用流程，每人一本执行手册，让每
一名干警在工作中更能自觉对标。”六安
中院执行局局长孙全明介绍，“同时要求
把每一次部署会、调度会都开成一次培
训会，提升执行队伍能力。”

“要打赢执行攻坚战，必须以强有
力、高频度的执行行动震慑失信被执行
人。”胡志刚坦言。

4月23日至4月28日，六安中院组
织全市法院用一周时间，调集警力，开
展集中传唤、集中拘传、集中拘留被执
行人专项行动。全体执行法官提前梳理
未结案件，逐案摸排线索，准确锁定被
执行人住址。胡志刚带头奔赴执行攻坚
一线，调度指挥执行行动。两级法院一
周出动警力 477 人次，拘传、拘留 112
人，执结案件 82 件，执行到位标的款
623万余元。

基层法院执行干警利用凌晨、夜间、
周末、假日集中执行已成为常态。金安
区人民法院每周开展一次夜间集中执
行，一个月时间里累计出动警力 200 余
人次，拘传、拘留被执行人35人，迫使22
名“老赖”履行义务，有 7名被执行人闻
风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六安两级法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集
中攻坚行动，执结了一大批“骨头案”，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普遍认可。

强化宣传 营造氛围
5月29日，长期在外躲避执行的

林某突然来到霍山县人民法院，主动
要求履行义务。原来，法院通过新媒
体平台、闹市区显示屏、乡村公开栏
等铺天盖地的曝光，让他一夜“出
名”，不断接到亲朋好友的询问电
话，深感面子丢尽，很快返乡到法院
交清拖欠方某 4年之久的货款 3万余
元。

与此同时，霍邱县一家门业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看到公司被法院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并公布在当地电视
台、微信公众号上，因担心影响公司
以后长远发展，主动将 5.8万余元欠
款汇入法院专户，请求法官赶紧把公
司从失信黑名单上删除。

类似这样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的
被执行人，近两个月来比比皆是。

六安法院始终坚持把宣传工作与
执行攻坚同部署、同推动、同调度、
同落实，打好执行宣传主动仗，努力
在全社会营造更加理解支持执行的良
好氛围。六安中院与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联合下发加强执行宣传的“通
知”，各地迅速行动，“江淮风暴”执
行攻坚战的海报、标语、视频在短短
一周内遍布全市大街小巷。

六安中院丰富载体，创新方式，
全方位宣传报道全市法院执行工作重
要举措、先进经验、阶段性成果以及
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与 《皖西日
报》合作，每半月推出一期执行攻坚
战专版；与六安电视台合拍《走进法
庭》节目，跟踪拍摄重大执行活动，
让执行法官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在
手机报开设“江淮风暴”专栏，向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推送重要执行工作
信息；和新媒体合作，现场直播重大
执行行动；组织干警走进企业社区，
向群众普及执行法律法规常识。

“以前我们拼力做公号，阅读量
一直不高。5月 5日，在法院微信公
众号上曝光 68 名失信被执行人，在
舒城县引起强烈关注，24 小时内阅
读量 6 万次，点赞量超过 700，人民
群众纷纷留言支持法院打击‘老
赖’。”舒城法院的陶倩感慨地说。

通过强有力、高密度的舆论宣
传，“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对失信被执行人产生了
强大的心理震慑，增强了公众对“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理性认识和必胜信
心，形成全社会关心执行、理解执
行、支持执行的浓厚氛围。

5月31日，六安中院顺利完成9000平方米工业厂房清场行动。 王 超 摄

6月3日，霍山法院向申请人交付铸造公司的机器设备。 张 涛 摄

6月4日，一“老赖”被叶集法院拘传，其朋友赶来交款。 田成俊 摄

金安法院执结一起小标的劳务报酬案后，老农对执行员表示感谢。李若然 摄

申请人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银行承兑汇票号
3130005127690900、出票时间2017年12月12日、出票人上海日鹏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方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广西北
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东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50000元整、汇票到
期日2018年6月12日，申请人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最后
持票人，申报权利的期间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在公
示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广东省建材工业总公司的申请，以
（2018）粤01强清2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东省水泥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广东省水泥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广东省水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
山大学西门科技园 A 座 601- 607；联系人：徐荣祖；联系电话：
15626019676）申报债权。广东省水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6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粤清终4号民事裁

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孟泉忠、莫树浩、王昊、石敏飞、蒋维荣、周文
涛、程鑫对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强制清算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2018）粤01强清1-1号决定书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广州市鹏
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的债权人应
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中山大学西门科技园A座601- 607；联系人：蔡华荣；联系电话：
13424016287）申报债权。广州市鹏合物流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

2018年6月6日
原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根据陆军的申请，以（2015）穗萝法民二清

（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市精至化工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2018年3月6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通过摇珠选定广东岭南律师事
务所为广州市精至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广州市精至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西门科技园A座601-607；联系人：蔡华荣；联系电话：
13424016287）申报债权。 广州市精至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6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

广东省建材工业总公司对被申请人广东全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信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案号：（2018）粤01强
清26号］，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全
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清算组。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
被申请人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全信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申报方式请
见公告后附详情）。逾期不申报，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全
信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回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
步的法律行动。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郑慧颖/邹阳；电话：020-28261766，手机：13699748418；地址：广
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2301房。申报时间：自登报之日
起至2018年7月23日,法定工作日：上午10时～12时，下午14时30
分～17时，节假日除外。债权申报指引和相关资料，请从移动139邮
箱网盘下载，链接如下：http://file.mail.10086.cn/share2/fileexpress/
filedownload.htm?sendid=04174186491102182376004512808694。

广东全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6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8
月 31 日裁定受理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9月4日指定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7年9
月11日本院作出(2017)冀0922民初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油
青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并入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2017年11月26日债务人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中油青县石油
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重整。2017年12月1日，本院作出(2018)
冀0922民初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中
油青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重整。 [河北]青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章丘鑫铭缸套厂的申请于2018年5月25日裁定受理章丘鑫
铭缸套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25日指定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担
任章丘鑫铭缸套厂管理人。章丘鑫铭缸套厂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20日
前，向章丘鑫铭缸套厂管理人（通信地址：济南市章丘区明水经济开发区工业

五路2号山东鲁铭风机有限公司办公楼1楼101；邮政编码：250200；联系人：
白春娟、高新阔；联系电话：18854157108、18854159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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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鑫铭缸套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章丘鑫铭缸套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
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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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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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奥奇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25日裁定
受理了该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为上述公司的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10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范镇工业园，
邮编：271033，联系人：李堂生18661329702、赵成强13685380805、于新华
15615581159）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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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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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完毕后可以按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
定于2018年8月16日上午9时在岱岳区人民法院五楼会议室举行。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身份证明。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第二名称：山东省济

阳县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宣告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
司（第二名称：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并
于2018年4月16日指定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山
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管理人。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公司债权人应
在2018年7月1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山东省济阳县永安路13号天
霖商务大厦412室；邮政编码：251400；联系电话：0531-84244235）申报
债权，根据之前提交申报的材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
权的数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的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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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阳县农业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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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
在舜天国际酒店6楼会议室（济阳县开元大街17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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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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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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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会债权人于当日上午
8时30分到会办理相关手续。 [山东]济阳县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3日，本院根据永嘉县云斌服装辅料实业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桐乡市宏立针织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该公司无财产
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桐乡市宏立针织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符合破产宣告并终结的法定条
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8年6月5日裁定宣告桐乡市宏立针织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并终结桐乡市宏立针织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自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起2年内又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
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市岳洋宾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14日裁定
受理重庆市岳洋宾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23日决定
重庆中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重庆市岳洋宾馆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20日前，向重庆市岳洋宾馆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重庆市岳洋宾馆（每周一至周五）；联系人：刘邦均、李月红；联
系电话：13883069937、1872354987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为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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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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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6日9时30分在重庆市铜梁区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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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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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萍申请认定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980弄
14号 1102室房屋为无主财产一案，现依法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
告满一年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严力虎申请认定财产
无主一案。申请人严力虎称其居住于与马市街25号3单元203室，
与居住在马市街 25 号 3 单元 203 室的童成福（男，身份证号码
330102193501131219）为邻居，童成福未婚，父母早亡，无兄弟姐
妹，无子女，单身独居，无法定继承人，申请人平时给予照顾。至
2013年 6月中旬后，童成福身体进一步恶化，申请人与社区、单位
取得联系，但童成福拒绝到单位为其安排的养老院、医院去，仍要
求申请人照顾。申请人作为童成福生前唯一长期照顾、照料、帮助
被申请人的邻居，向贵院请求认定童成福的遗产计银行存款人民
币314250.91元及利息和杭州市上城区马市街25号3单元202室房
屋1套（面积30.45平方米）为无主财产，并判令归申请人所有。凡认
为对上述两处房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和联系方
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集体所
有或判归申请人所有。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审判员孙冠华工作证及执行公务
证丢失，工作证编号：西法047，职务：助理审判员，部门：民一庭。执行公务证
号码为110101053，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南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12日（总第7380期）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无助财产认领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