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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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星期六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丁 珈 新闻热线（010）67550945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获利一亿
税务师事务所负责人被判七年罚1.5亿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案一审开庭
被控非法收受财物过亿

本报蚌埠 6 月 22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王龙江） 今天上午，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
海啸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一案
公开宣判，认定陈海啸在内幕信息尚未
公开前，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
易，成交额 9592 万余元、获利 1.03 亿
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
七年，并处罚金 1.5 亿元；违法所得
1.03亿余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陈海啸，是安徽皖瑞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原负责人。法院经审理查
明：2013 年 11 月 7 日，江苏东源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源电
器）第一大股东孙某与金通智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通公司） 沟
通，确认将书面全权委托金通公司代其
处理股份减持及东源电器的重组等事
宜。时任金通公司负责人的薛某参与东
源电器与贵州邦达能源有限公司、合肥
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的重组事
宜，系东源电器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2013年11月中旬，陈海啸到薛某
家咨询黄山科宇股权转让事项，后陈海

啸于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24
日期间，使用其本人证券账户买入东源
电器共计 247.843 万股，成交金额计
1628 万余元。2014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
陈海啸与薛某多次联络、接触，在内幕
信息敏感期内薛某安排其弟媳朱某借给
陈海啸资金 3100 万元，陈海啸将该笔
资金全部买入东源电器股票。之后，陈
海啸又通过质押东源电器股票融资
2200 万余元，继续买入东源电器股
票。自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3月
31 日，陈海啸在其本人证券账户内共
买入东源电器股票 1022 万余股，成交
金额6919万余元。

2014 年 4 月 1 日东源电器股票停
牌，同年9月10日东源电器公告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并复牌；陈海啸于2014年9
月19日和24日两个交易日将上述股票
全部卖出，获利1.03亿余元。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海啸向其
所在的安徽皖瑞税务师事务所股东明
某、石某泄露东源电器重组的内幕信
息，推荐二人买入东源电器股票。在内
幕信息敏感期内，明某在其本人证券账

户内，买入东源电器股票 2900 股，在
股票停牌之前卖出，亏损 2983 元；石
某在其本人证券账户内，买入东源电器
247100股，成交金额167万余元。在股
票复牌后卖出，获利276.9万余元。

2014年7月17日，安徽巢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东股份）实际控
制人昌兴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某，致函巢东股份第二大股东安徽
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螺
水泥），委托其代为寻找合适的买方，对
巢东股份进行重组。自2014年8月起，
薛某全程参与巢东股份与浙江顾家家
居、安徽新力投资集团的重组事宜，为巢
东股份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2014
年9月20日，陈海啸在合肥某酒店宴请
薛某等人，薛某告诉了陈海啸巢东股份
和浙江顾家家居合作的内幕信息。陈海
啸获取该信息后，使用其母亲钱某的证
券账户，于2014年9月22日、25日、26日
三个交易日，共买入巢东股份 239 万余
股，成交金额2673万余元。

2014 年 9 月 29 日，巢东股份股票
停牌。同年 12 月，陈海啸因证券交易

异常被安徽省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调查，
2015年1月9日，巢东股份发布含有较
为明确重组框架内容的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公告，2015年2月6日巢东股份
复牌，陈海啸于复牌当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亏损4.2万
余元。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海啸又向
明某、石某泄露巢东股份重组的内幕信
息，并推荐二人买入巢东股份股票。两
人买入巢东股份后，分别获利208万余
元、214万余元。

2015 年 6 月 25 日，陈海啸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海啸系非法获
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在内幕
信息尚未公开前，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
的股票交易，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陈
海啸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违反了
股票交易应当遵循的公开、公平和诚
实、信用原则，侵犯了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其行为已经构
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郴州6月22日电 （记者
罗书臻）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魏民洲受贿一
案。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被告人魏民洲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6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魏民洲利用担
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商洛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商洛市委书记，中
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陕西
省委常委、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
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

及个人在矿产开发、土地竞拍、工程
承揽、职务晋升及人事调动、融资贷
款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
亲属等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及个人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0978.3324 万
元。提请以受贿罪依法追究魏民洲的
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魏民洲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魏
民洲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接受司法机关判罚。

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社会各界群众约50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文 赢 尹 静）强迫在校学生进
行“网贷”，以非法手段获取财物。
近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鲁某有期徒刑
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同时，责令
其退赔被害人3535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害人成某因
欲借款而通过朋友认识了被告人鲁
某。被告人鲁某带朋友肖某以要被害
人成某帮忙找欠钱的人并给好处费为
由将被害人成某带至酒店。在酒店
内，被告人鲁某以打着好玩为由，诱使
被害人成某与其一起打牌，后又拿烟
做赌注，开玩笑称1万元一根。在被害
人成某明确表示不打牌后，被告人鲁
某笑称系打着玩。被害人成某遂与之
打牌并欠鲁某6根烟，后三人继续留在
酒店休息。当晚被告人鲁某以要被害
人成某帮忙买单为由以成某的名义在

“优分期”上申请了4600元贷款。
3 月10 日早，被告人鲁某以去衡

阳玩为由将被害人成某骗至衡阳市湖
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指尖大
学”门店。在该门店内，被告人鲁某采

取言语恐吓、限制自由等方式逼迫被
害人成某承认其打牌欠了被告人鲁某
6万元，并要求被害人成某打欠条、录
视频。随后被告人鲁某伙同朋友汪某
等人要求被害人成某通过在网贷平台
上借款来还钱。被害人成某在“指尖
大学”门店从网贷平台“任我花”上贷
款5450元、“今借到”上贷款5300元，
扣除手续费后全部支付给被告人鲁某
等人。后被告人鲁某又让汪某联系了
长沙华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王某，并将被害人成某带至长沙，以被
害人成某的名义向王某某借款 2 万
元，扣除手续费后成某支付 12000 元
给被告人鲁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鲁某敲诈
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敲诈勒索罪，被告人鲁某曾因犯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
年内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
被告人鲁某当庭认罪，法院酌情对其从
轻处罚。经查，被害人成某是在鲁某强
迫下进行网贷，网贷金额应认定为犯罪
金额。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42 岁的吴先生凌晨突发
疾病，妻子拨打120求助，急救人员到场
时仅带了一副担架，又因小区门口有石
墩且消防通道门关闭延误十多分钟，最
终吴先生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其家人将
急救中心及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
赔138万余元，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一审判决
物 业 公 司 赔 偿 原 告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52512.73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年3月2日凌晨，死者吴先生
呼吸不正常，并伴有非常难受的动作，
其妻子发现后急忙拨打120求助。救护
车到达距离吴先生家最近的小区入口
时，因物业无法打开栏杆且门口有石墩

阻拦无法顺利进入小区，于是救护车绕
到小区北面的消防通道，然而那个门也
是关闭的，随后救护车又返回西门，此
时物业在死者家属的请求下打开栏杆并
移走石墩，至此已延误十多分钟。

急救人员到达吴先生家中时仅带了
一副担架，进入卧室仅翻了一下死者眼
皮便将死者送往救护车，途中，急救人
员仅给予死者吸氧及非连续且短暂的胸
外按压，未做任何检查及紧急救治。到
达医院后，医生对死者进行了抢救，但
因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后，吴先生家属认为是急救中心
急救不到位，以及物业公司不作为，双
方都有过错，并且是双方的共同侵权行

为导致了吴先生死亡的后果，因此将嘉
兴市急救中心以及物业公司起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
偿金以及精神损失费等138万余元。

面对起诉，被告方均认为己方无过
错。市急救中心认为其在抢救过程中符
合急救措施，急救人员至死者家中即对死
者进行了救护，与死者家属陈述的事实不
符。死者系心脏病死亡，急救人员到达现
场时死者已无生命体征，急救中心无过错
行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物业公司
表示，小区人车分流，救护车到达小区时
保安人员立即打开了大门，原告陈述的与
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庭审中，物业公司出示了小区的设

计图纸证明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原告
方认为小区设计的石墩延误了救护车
的救护时间。

法院审理后认为，急救中心在接
到指令后立即派出标准配置的急救车
以及驾驶员、医生和担架员赶赴现
场，到达后立即进行检查和救护，制
作相应病历和告知书，然而小区实行

“人车分流”存在隔离石墩并非急救中
心事先知晓或者预见的状况，急救中心
不存在过错；造成急救时间延误的原因
在于值班保安没有第一时间移走石墩打
开通道，进而在引导救护车行进路线时
引导配合不到位，因此保安在履行职务
时存在过失，物业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另外，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
在法庭上的陈述，法院认为物业公司的
过错属于轻微过错，酌定其承担赔偿责
任比例为5%，同时，法院认定原告的
损失金额为1030254.5元，综上，法院
遂作出上述判决。 （金 娜）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清 溪）明知承租且有抵押权的
厂房设备被法院查封，却在执行人员
制止后，当日晚上将设备搬走转卖。
6月20日，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审
理该起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案件并当
庭作出判决。

2016年9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
李某、陈某先后承租了某工业园区的
厂房及设备用于生产经营，约定租期
为一年。两人在承租后预付了全年租
金。然而，该处设备已被永嘉法院查
封。究其原因，2015 年前，因资金周
转所需，厂房主人谷某陆续向孙某借
款，后经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协
议，分别于 2015 年、2016 年间分六期
归还本金及计息共计 83 万余元。经
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上述协议有效
后，谷某一直未如约履行。案件经申
请进入执行阶段，2016年11月，永嘉
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谷某所有的生产
设备，并告知谷某不得转移。

承租的李某、陈某觉得权益受损，

2017年5月与谷某达成协议，将厂房
内的立式车床抵押给二人作为租金返
回款，如果在协议后5 日内未退回租
金，则该设备由二人自行处理，所得款
项归其所有。有了这张协议，李某、陈
某便觉得有了车床等设备的处置权。
同年6月，二人叫上刘某同行，准备将
车床搬走。法院执行人员闻讯赶至现
场，当即制止三人行为并告知该厂房
内机械设备已被法院查封，不得转移。

在被执行人员现场制止后，三人
悻悻而归。当天晚上，三人再次到厂
房内，将该立式车床搬走。出于侥幸
心理，由同行的刘某将该车床设备以
18.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并将其
中14万交给李某、陈某二人。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陈某、
刘某三人行为构成非法处置查封财产
罪，鉴于三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罪
行，对其予以不同程度从轻处罚。最
终，该院判决被告人陈某、李某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被告人刘某处拘役五
个月，缓刑十个月。

男子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认为物业有轻微过错需担责 判赔五万余元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图为宣判现场。 叶彩云 摄

私自转移法院查封设备

浙江三被告人被判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

打牌设圈套强迫学生“网贷”还钱
设局人被判敲诈勒索罪获刑两年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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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的福州京展商贸有限公司申请厦门世纪阳光实业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依法指定的管理人组织破产清算，
厦门世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出资人及
其他利害关系人下落不明，债权人亦不同意垫付破产费用，并对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表示无异议。据此，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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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作出
（2017）闽02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宣告厦门世纪阳光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二、终结厦门世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债权人
可以另行起诉有责任的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
务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荣德威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长安强发电子材料行向本
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
证据材料一套和破产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公司不能清偿对申
请人的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公司破产清算。如你公司对破产申请有异议，应
当自公告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8
年9月3日9时55分就该申请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听证会。你司法
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6月 1日裁定受理广东亿健绿色住宅材料工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广
东亿健绿色住宅材料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亿健绿色住宅
材料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8日前，向广东亿健
绿色住宅材料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码城B2栋1503-1506，联
系 人 ：刘 开 坛 、杨 绣 瑛（13925715463），联 系 电 话 ：0769-
23031066，传真：0769-23027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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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亿健绿色住宅材料工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广东亿健绿色住宅材料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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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受理的湖南省金百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于2017年8月1日依法作出2015天民破字第00001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享居派（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裁定受理上海东傲工程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公司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88号 1008室；联系人：王全荣；
联系电话：15921681066）。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东傲工程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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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20日下午14时在上海市
崇明区城桥镇育麟桥路351号本院民事第二法庭召开。债权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27日，天津市科菱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管理人依法定程序对破产企业天津市科
菱空调电子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发现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请求本院终结天津市科菱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本院认为：天津市科菱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
案，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序的
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
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天津市科菱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2018年1月30日，本院根据天津动力机厂销售总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天津动力机厂销售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
至2018年2月28日，天津动力机厂销售总公司资产总额441192.97
元，负债总额15502419.35元，资产负债率3513.75％，已构成资不抵
债。本院认为，债务人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7日裁定宣告天津
动力机厂销售总公司破产。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福全达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
13日裁定受理浙江芭芘仑餐饮娱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芭芘仑公司”）破产申请一案。并指定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担
任芭芘仑公司管理人。芭芘仑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 7月 15
日前，向芭芘仑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飞
云江路大名空间商务大厦 6 层；邮政编码：310008；联系电话：
13003611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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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芘仑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芭芘仑公司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王新伟的申请，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裁定受理
杭州景都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都大酒店）破产申
请一案。并指定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担任景都大酒店管理
人。景都大酒店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向景都
大酒店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大
名 空 间 商 务 大 厦 6 层 ；邮 政 编 码 ：310008；联 系 电 话 ：
13003611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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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都大酒店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景都大酒店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波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4日裁定受理江山市家
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万盛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8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江山市中山路66号四
楼402室；邮编：324100；联系电话：0570-4987809、13757007894；
联系人：何晟颖）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供充分的债
权依据（证据原件），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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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15时在江山
市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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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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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月 17日裁定受理申请人陆天荣对被申请
人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指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司管理
人，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院查明，根
据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情况，现仅有陆天荣申报
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 256181元，管理人经审查确认债权金额
为 256181 元。2018 年 6 月 5 日，债权人陆天荣放弃对杭州凯阳
宾馆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并表示不再向杭州凯阳宾馆有限
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司的现有债权全部
消灭，因此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司不具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故
本院裁定驳回申请人陆天荣对被申请人杭州凯阳宾馆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6月4日裁定受理淳安珀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珀琳贸易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4日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珀琳贸易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1日前，向珀琳贸
易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阳光水岸度假村7
幢B座603室；邮政编码：311700；联系电话：15868163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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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琳贸易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珀琳贸
易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5日9时
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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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淳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6月4日裁定受理杭州卓尔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尔纺织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4日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卓尔纺织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1日前，向卓尔纺
织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阳光水岸度假村7
幢B座603室；邮政编码：311700；联系电话：15868163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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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纺织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卓尔纺
织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5日9时
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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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淳安县人民法院

天津天茂置业有限公司、李龙庆：申请人天津市正大拍卖有
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天津天茂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
清算一案。现依法公告向被申请人天津天茂置业有限公司及其
法定代表人李龙庆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应于公告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交参加
清算工作的相关手续。若被申请人天津天茂置业有限公司对强制清
算申请有异议，应于申请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异议，
逾期不影响清算程序的进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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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惠州6月22日电 今天，广
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依法对杨建伟、宋
华云、李建等 11 名恶势力团伙案进行
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杨建伟、宋华
云、李建被认定为恶势力组织，构成寻
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五年和四年零
四个月，并处罚金；其余8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至九个月
不等，并处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起，杨
建伟、宋华云、李建先后纠集在一起，
在广东省博罗县龙溪镇范围内寻衅滋
事，在该镇一商务酒店消费“吃霸王
餐”，提出送酒等无理要求，打砸财
物、制造事端，多次收取“保护费”共
计 2 万元；同年 7 月，杨建伟、宋华
云、李建等人帮助他人催收债务，通过

限制被害人杨某兵人身自由，实施非法
拘禁，并从中获得1万元报酬；同年9
月，杨建伟纠集宋华云、李建等9人在
龙溪镇开设流动赌场，多次组织他人进
行聚众赌博，每次从中抽水渔利数千元
不等。

法院审理认为，杨建伟、宋华云、李
建强拿硬要、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
重，其三人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杨建
伟、宋华云、李建、周政为索取债务而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四人行为已构
成非法拘禁罪；杨建伟、宋华云、李建、周
政等11人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赌博提
供场所、赌具，其11人行为已构成开设
赌场罪。杨建伟、宋华云、李建犯罪团伙
是恶势力团伙，杨建伟是该组织相对固
定的纠集者，是首要分子，依法应对该组
织的全部罪行负责；宋华云、李建是该组
织较为固定的重要成员，依法分别对各
自参与实施的具体罪行负责。该团伙性
质恶劣、危害后果严重，严重危害了当地
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
应予以严惩。

据介绍，该案中，法院对其中没有
自行委托辩护律师的6名被告人各指定
一名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实施刑事案件
辩护律师全覆盖，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合
法权益。 （黄胜龙 叶彩云）

广东博罗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恶势力团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