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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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丁 珈 新闻热线（010）67550945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赖了十多年，还清欠款也得判刑
浙江首例自诉给公诉让道拒执案件宣判

激情世界杯，投注需三思
冼 颖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善桥受贿案一审开庭
被控收受财物1790万余元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与离职员工起冲突

受伤老板索赔20万误工费被驳回

昔日狱友再相逢 再贩毒品被重判

本报南阳6月21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湖北省政
协原副主席刘善桥受贿一案。

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2003 年上半年至 2017 年 4 月，
被告人刘善桥利用担任湖北省黄冈市
人民政府市长、黄冈市委书记、湖北
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
位和个人在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
拔或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9

年至 2017 年，刘善桥直接或通过他
人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790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刘善桥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刘善桥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 60 余人
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本报讯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交友不慎有时候会付出惨痛的
代价。两名毒贩陈某、石某在监狱服刑
期间相识，出狱后本该珍惜自由的身
份，吸取教训步入正途，却重新动起歪
脑筋进行毒品交易，石某的朋友杨某则
出于朋友“情谊”，明知石某贩卖毒
品，仍协助分装、保管毒品等。三人均
被公安人员抓获。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审结了该案，认定陈某犯贩卖、运输
毒品罪，石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两人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杨某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
二年，并处罚金 16000 元；查获的毒
品、毒资及犯罪工具等予以没收。

石某曾因犯运输毒品罪于2006年5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在监狱服刑
期间认识了因相同罪名被判入狱的陈
某，两人分别于2013年、2015年出狱。

2016 年 5 月 26 日，石某与曾经的
狱友方某（另案处理）取得联系，方某
称手上有冰毒，问他要不要。因为毒品
买卖来钱快，石某经受不住利益的诱
惑，当即表示要方某帮他弄几百克，并
谈好了价钱。

两天后，陈某根据方某的安排，将
毒品从武汉带到上海，与石某在一家浴
室碰头，按照事先约定以65000元的价
格将冰毒出售给石某。

之后石某独自携带毒品来到朋友杨
某家中，杨某协助石某将上述毒品称
重、分装为 10 小包后藏匿于家中。当
日，公安人员先后将三人抓获，并在杨
某家中查获上述 10 包冰毒，经鉴定系
含量为72.13%的甲基苯丙胺941.01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陈
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石某、杨某犯
贩卖毒品罪，向上海一中院提起公诉。

陈某、石某对上述指控均无异
议，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杨某的行

为应认定为窝藏毒品罪，杨某系从
犯，在本案中作用较小，其碍于朋友
情面才帮忙分装、存放毒品，建议对
杨某减轻处罚。

上海一中院一审查明，案发前，石
某让杨某购买称量毒品的电子秤，并告
知杨某要将购买的毒品放于杨某处保
管，杨某明知石某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
品，仍然积极协助其分装、保管毒品，
故其与石某系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因此
对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法
院不予采纳。

上海一中院认为，陈某贩卖、运输
毒品甲基苯丙胺941.01克，石某、杨某
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941.01克，其行为
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陈
某、石某均系累犯、毒品再犯，依法应
从重处罚。石某、杨某系共同犯罪，杨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辅助作用，
应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三
名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均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上海一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三人均未提起上诉。 （李 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被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
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
犯罪除外。因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
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本案中，陈某、石某均曾因毒品犯
罪被判过刑，出狱后非但没有改过自
新，反而利用服刑期间的“交情”，再
次从事毒品犯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某虽未直接参与贩卖毒品行为，但其
明知朋友贩毒而予以协助，构成贩卖毒
品的共犯，其亦为不理智的“友情”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人因一时贪念，因
假友情，因无视法律，自食其果身陷囹
圄。该案的审理也给公众发出警示：敬
畏法律，远离毒品，谨慎交友。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在公安
机关刑事立案后，尽管被告人陈某已还
清了欠款，申请执行人也撤销了拒执罪
自诉，仍需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今
天，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六个月，缓刑一年。据了解，这是浙江首
例自诉给公诉让道拒执案件。

“早知道会这么严重，之前我就应该
早点儿把钱还了，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听到判决的陈某悔恨地说。

2004年，陈某在做工程时向材料供
应商老任欠下一笔材料款 59900 元，一
直未还。2008年，上虞区法院判决被告
陈某支付材料款及利息。到了执行阶
段，经上虞区法院调查，陈某 2016 年买

了一辆价值21万元的丰田轿车，但是民
事判决生效后长达近十年，陈某在有能
力履行的情况下，仍未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2017年5月，上虞区法院执
行局将该案拒执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并依法对陈某名下的丰田轿车进
行查封，向陈某发出要求其限期移送查
封车辆的通知书，但陈某仍未履行。今
年6月初，通过多方查找，上虞区法院执
行局法官找到这辆丰田轿车，锁住车轮，
并在车上留下执行法官的联系方式，但

陈某仍未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法院依
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今年6月13日，老任向上虞区法院
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即日立案，在审理过
程中，公安机关对陈某拒执案进行立案
侦查，并于6月14日对陈某宣布刑拘。

陈某这才紧张起来，让妻子赶紧联
系老任，将欠款、迟延履行利息和补偿款
共19.6万元一次性履行支付，还顺带把
另一个执行案子的 7690 元欠款及利息
一并还清。

老任在陈某还款同日申请撤回自
诉。本以为连本带利还清钱可以万事
大吉了。但让陈某没有想到的是，赖了
这么多年，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就算老
任撤销了自诉，陈某依旧要承担刑事责
任。

近年来，上虞区法院不断加大打击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力度，实现公、
检、法三家联动协作，对拒执案件进行快
立快审快结。到目前为止，上虞区法院
已经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线索20多起。

“根据规定，申请执行人向公安机
关控告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公安机关不予接受控告
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材料后 60 日内不
予书面答复，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侵犯了其人

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
事自诉。但自诉案件受理后，公安机关
又决定立案的，这时就出现了公诉与
自诉并行的情况，自诉则需要让道公
诉，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当然
申请执行人也应注意收集被执行人有
能力履行而拒不执行的相关线索，并

及时提交给法院。”上虞区法院刑事审
判庭庭长孙芳芳说，申请执行人向本
院提起自诉，仅就自己的案件认为被
告人构成了拒执罪，而实际上陈某有
能力履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是针对他
所有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而言，通过公
诉途径能对执行义务人的拒执行为进行
更客观、全面的评判。

■法官说法■

“昨晚投了哪支队伍？”“昨晚那场
球赢了多少？”这样的对白在四年一度
的足球世界杯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听到。

一打啤酒，几袋花生，一群朋友围
坐在电视机前，为世界杯呐喊。对不少
球迷来说，这样的激情时光，不下个注
娱乐一下，总感觉缺了点气氛。

但是，如果是向非官方认可的机构
投注，则属于赌博行为，已触犯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若是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
业，更是触犯了刑法。此外，赌球还可
能引发其他刑事犯罪。为筹集赌资或返
还赌债，有些人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前
景和前途去铤而走险，进行挪用公款、
职务侵占、非法拘禁、诈骗等犯罪。下
面列举几例广东省肇庆市两级法院过往
审判过的与赌球相关的案件。

朋友间私自投注，涉嫌
赌博罪

“我们是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而
已，这也是赌博吗？”杨某不解道。

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期间，被告

人杨某按照互联网赌博网站上的“盘
口”和“赔率”，接受多人投注，除直
接与投注者赌一部分赌注外，自己亦参
与其他投注。经广东省德庆县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组织三人以上
进行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超过5万元，
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赌球的形式各式各样，像杨某这样
的案例也是非常常见。很多人为了让看
球赛增添点氛围，朋友之间一起下注，
或者由某位朋友牵头，为大家向外围投
注，但这些都是非法的投注途径。根据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
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

管理赌球网账号接受下
注，涉嫌开设赌场罪

2014 年 10 月，公安机关捣获一起
网络赌球犯罪，抓获涉案人员数名。其
中，李某向上线“阿山”（在逃） 获得
一代理账号，并交给黄某管理，两人一

同发展下线代理人并接受阿志等人（已
受行政处罚） 的投注。钟某则开设了4
张农行及工行银行卡协助被告人黄某对
网络赌球输赢的赌资转账进行交收。

经法院依法审理，判处上述被告人
犯开设赌场罪。

除上述案件，在巴西足球世界杯期
间以相似作案手法非法获利的案件共9
宗，依法判处开设赌场罪的 49 人，其
中接受投注最高金额达 1250 万元。据
了解，这种类型的犯罪一般呈现团伙
式，涉案人员较多，他们分工较为明
确，大多是上线被告人利用“皇冠”等
足球赌博网站上的代理账户设立下一级
代理账户，或通过会员账户供下线人员
或赌博人员进行足球赌博投注活动，层
层分级代理并抽取“佣金”，具有隐蔽
性较强，牵动范围广、涉案人员多等特
点。

深陷赌球泥潭，伸手公
款遭判刑

“每届世界杯期间都是赌博类案件

的高发时间，不但如此，世界杯过后的
一年多时间里，因为赌球而衍生的其他
犯罪也是频繁发生。”广东省肇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介绍说。

张某，某保险公司肇庆分公司销售
部高级主管，曾在 2014 年巴西足球世
界杯期间通过“皇冠”球类赌博网进行
赌博活动，欠下巨额债务。无奈之下，
张某一边通过职务便利伪造保险营销人
员佣金报表非法获利，一边通过继续赌
博企图“一朝翻盘”，早日还清债务。
殊不知，赌博只会是泥泞的沼泽，越陷
越深。不知不觉中，张某已从公司非法
提取了410万余元，愧疚与害怕让他不
得不主动投案自首。张某因犯职务侵占
罪，被端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零十个月。

与张某情况相似，何某的案件则源
于 2010 年的南非足球世界杯，案发时
他年仅 30 岁，是肇庆某乡镇政府党政
办副主任，本是年轻有为，有着大好前
途的基层干部，却因网络赌球和购买彩
票欠下巨款，最后沦为阶下囚。何某在
2010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利用职
务便利，以未经审批提取经费、收款不
入账和推迟交账等方式，多次挪用公款
累计200万余元。2014年，高要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何某犯挪用公款罪，处有
期徒刑十年，返还人民币2039102.45元
给被害单位。

本报讯 员工离职时与健身中
心老板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
导致老板身体受损、住院治疗。老
板将打伤自己的离职员工诉至法
院，要求其赔偿自己住院产生的相
关医疗费损失1万元及因住院脱离
公司经营导致公司利润下降，从而
产生的“误工费损失”20 万元。日
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此案，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损失7000元，驳回了原告要求被
告支付误工费损失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被告梁先生辩称，原告
徐先生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
错。其对原告的殴打行为确实导致
原告受伤，但原告先期存在挑衅、辱
骂、推搡的行为，对于双方冲突的发
生存在过错，故原告应当自负一部
分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损
失，被告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
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应按照实际
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
入的，按照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
算，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原告未能提供相应收入证明的情
况下，用公司经营收入向被告主张
误工损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健身

中心监控视频显示，原、被告在产生
肢体冲突之前，原告对被告确实存
在多次推搡行为，虽然监控视频没
有声音，但能够看到画面中原告多
次用手指着被告，口中振振有词，可
想而知双方应当是发生了激烈的言
语冲突，加之原告的推搡行为，很容
易导致被告情绪激动。因此，法院
认为，原告不理智的行为加速、激化
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原告对于
被打的损害后果存在过错，原、被告
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损害后
果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主
张其作为健身中心的老板，健身中
心的营业收入减少部分即为其误工
损失。法院认为，首先，该主张混淆
了公司营业收入与个人收入的概
念，二者并不能等同；其次，根据法
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
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
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
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
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
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
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
资计算，原告作为主张误工损失的
一方，应当对于误工损失承担举证
责任，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
证明。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对损害
后果承担 7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
告医疗费损失7000元，对于原告主
张的20万元误工费损失，由于不具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
驳回。 （海 宣）

误工费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的一项经常性主张，作为主张误工费
损失的一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
举证规则，被侵权人对其所受的具体
误工费损失应承担举证责任。审判
实践中，被侵权人主张误工损失的，
一般需要提交个人工资银行流水明
细、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工作单位
出具的请假及少发工资证明、公司
考勤记录等，特别是个人工资银行
流水明细以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尤为重要，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
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即3500元为个人工资、薪金的个
人所得税起征点，被侵权人以超过每

月 3500 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损失
时，必须提交个人工资银行流水明细
以及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予以证明，
否则法院将无法支持超过每月3500
元标准计算的误工费损失。这种情
况下，被侵权人主张误工费损失的，
法院一般会综合考虑被侵权人的年
龄、所从事的职业等因素，在3000元
至3500元范围内酌定被侵权人每月
的误工损失。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公司、企业的经营者，其个人所
得与公司经营利润并非同一概念，本
案中，徐先生以住院脱离公司经营
导致公司利润下降为由，主张利润
下降部分为其误工费损失的诉讼请
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
不应得到支持。

■法官说法■

法院：公司营业收入与个人收入并非同一概念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22日（总第7388期）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5日根据刘俊杰的申请，
以（2017）粤0106强清3号民事裁定受理对广州市梅浓堡饲料有限公
司（下称“梅浓堡饲料”）、第三人李小梅强制清算，并于2018年4月19
日指定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为广州市梅浓堡饲料有限公司清算组。梅
浓堡饲料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地址：广州
市天河区华穗路406号保利中景大厦2507室；联系人：何肖洁；电话：
020-38556388）申报债权。未按期申报债权的，可在清算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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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广州市
梅浓堡饲料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广州市梅浓堡饲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增城富力美纯净水有限公司（下称“富力美公司”）于2017年
12月14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行强制清算，并指定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作为富力美公司的清算
组（下称“清算组”）。清算组对富力美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了
清理和调查，清算组未能接收到富力美公司的印章、证照、账册等文
书资料，也未能发现富力美公司的财产和已知债权人、债务人，在申
报期内亦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经清算组申请，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2007）粤01强清5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富力美
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增城富力美纯净水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11日

2017年10月9日，本院根据深圳盛邦传奇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深圳市天空光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天空光电
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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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8年6月7日裁定宣告深圳市天空光电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
圳市天空光电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6日，本院根据隆化县兴华碳素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承德金摩钒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2010年9
月10日，按照国家、省、市、县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安排，承德金
摩钒业有限公司被承德县人民政府责令停产（同时停水停电），企业两座
生产高炉责令拆除，该企业停产至今。经审查，承德金摩钒业有限公司符

合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于2018年6月1
日裁定宣告承德金摩钒业有限公司破产。 [河北]承德县人民法院

因安阳信益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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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裁定终结安阳信益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8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破申13
号裁定书，裁定受理牛宝成申请郑州星楠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次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指定管辖决定书，决定由本院
审理此案。本院指定河南英展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郑州星楠纸制品
印刷有限公司管理人。债务人郑州星楠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与郑汴
路交叉口御玺大厦A座7楼，联系人：武利洁，电话：1823616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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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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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星楠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郑州市东明
路与郑汴路交叉口御玺大厦A座7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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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以南通奇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奇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奇辉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裁定受理奇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南
通新江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30日
前，向管理人（地址：南通市崇川区南大街129号兴胜大厦五楼；联系人：孙
玥；联系方式：18362981175）申报债权。本院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
时在本院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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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参会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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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的申请于2018年5月19
日裁定受理了苏州康盛风电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一案，并经摇号指定了
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破产重
整管理人。苏州康盛风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31日前，向
管理人（通信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151号苏州商务大厦413室；联
系人：朱强和；联系电话：18625210618、15501302160；邮箱：zhuqiang⁃
he@163.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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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债权申报书及有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在破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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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康盛风电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7日13时15分在江苏省苏
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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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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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8年6月7日裁定受理了对债务人苏州如顺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为苏州
如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苏州如顺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8年8月20日前向管理人（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151号
苏州商务大厦413室，江苏百年东吴事务所；联系人：徐梅、王梦喆；

联系电话：18860920593、18915520591；邮编：215002）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交债权申报书及
有关证据材料。未在该期限内申报债权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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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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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如顺服饰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苏州如顺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3日13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
法庭（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东路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
准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身份证明（单位应提供营业执照和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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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5月7日裁定受理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后，于2018年5月13日指定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
立案后，于同年6月1日指定山东伟祺律师事务所为爱他美（山东）日用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7月23日前，向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济
宁市兖州区建设路369号华金中心9楼（贵和购物中心东侧）；邮政编
码：272100；联系电话：白平律师 13905375998、于啸金律师
18606470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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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爱他美（山东）日用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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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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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6日裁定受理镇坪县天然保健营养品厂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7日指定陕西镇坪天然保健营养品厂破
产清算组为镇坪县天然保健营养品厂管理人。有关镇坪县天然保健
营养品厂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通信地址：陕
西省镇坪县城关镇应家坪制药厂；邮政编码：725699；联系人：陈帅；
联系电话：18009156612；传真：0915-882200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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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坪县天然保健营
养品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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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第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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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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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指派函和授权委托书。 [陕西]镇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审理申请人陕西明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经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29日作出（2018）
陕02鉴77号决定书，指定陕西宇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陕
西明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管理人。陕西明瑞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陕西宇宏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金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申请人陕西明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债务持有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者交付财产。（申报债权地址：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金谟西路38号二
楼，联系人：李小娟、杨平娥，邮编：727301，电话：0919-3182049、
15709195399）。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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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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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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