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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动我的承包地，我就和他
拼命！”在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机场建设征地现场，阻挠施工的高新
区郑家营村4组村民郑某神情激动。

安康机场迁建工程系国家“十三
五”重点建设项目。为加快机场建
设，在建设基塔征地中，需要征用高
新区郑家营村 4 组村民郑某 0.1 亩承
包地。按照本次统一征地补偿标准，
郑某应得补偿款 5400 元，但是郑某
坚持6万元的补偿要求，并且对高新
区、村委会的多次动员劝说置若罔
闻。郑某夫妻二人多次强行阻挠施
工，导致组塔工作无法进行。在多次
协调无果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工程进
度，安康机场投资公司向安康市汉滨
区人民法院高新法庭起诉郑某夫妇，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
经济损失2万元，同时申请法院先予
执行，要求排除妨害。

高新法庭在受理当天即快速进入
审理程序，经审查认为原告的先予执
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责令被告
郑某夫妇立即停止对原告在郑家营村
组建基塔施工的妨害。高新法庭同时
向被告郑某夫妇送达了先予执行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当场对其阐明了阻碍
施工的违法性质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

2017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许，高新
法庭副庭长郑安宁在刚刚开庭审理完
一起案件后再一次接到申请人的紧急
求助，称郑某夫妇再次到现场阻碍施
工。高新法庭迅速出击赶到现场，在
经劝说无效后，果断以郑某夫妇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行为对其采取拘留
措施，并强制带离施工现场。

在去往拘留所的路上，郑某夫妇
声泪俱下、幡然醒悟，真诚向法官承
认错误，并保证回去后不再阻碍施
工，愿意按照国家法律标准领取征地
补偿款。考虑到被告郑某夫妇真诚悔
悟，合议庭决定暂缓对郑某夫妇采取
司法拘留措施。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升级
进程步伐的加快，安康的城市化建设
突飞猛进，机场、高铁、工业园区开
发、高速公路、国道建设等如雨后春

笋般崛起，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纠
纷时有发生。

2016年5月，四川省某公司在紫
阳县承建“541”国道紫阳洞河至岚
皋花里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过程
中，当地村民陈某以自己的房屋地
基问题未得到解决为由阻挡工程队
施工，导致施工中断。在经县、镇
两级政府及村组、司法所、派出所
等多部门协调未果后，四川某公司
向紫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先予
执行。紫阳法院受理该案后，立即
向被告陈某送达了先予执行裁定
书，要求其立即停止阻挡施工的违
法行为。

2017 年 11 月，被告陈某无视法
院裁定又进入施工现场阻挡施工。紫
阳法院执行干警闻讯后立即集中警
力，迅速出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在充分了解了陈某的心理后，法官采
取双管齐下的策略调纠纷、解心结：
一方面，法官当即与当地政府沟通协
调好了陈某的房屋地基补偿问题，联
系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前去丈量陈
某被征收的土地，并电话通知陈某儿
子尽快回来办理贫困户集中安置房申
报资料；另一方面，法官从法律层面
辨法析理，告知其通过合法渠道诉求
主张，使陈某认识到自己阻挡施工行
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在法官的耐心
劝导说服下，陈某终于打开心结，当
场承诺不再实施阻挡施工的行为，并
郑重写下保证书。

为优化发展资源，保障重点项目
建设顺利推进，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还出台了《关于为建设西北生态经济
强市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意
见要求全市法院切实做好依法惩治环
境资源刑事犯罪，化解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审理生态经济产业案件，解决
重点生态经济项目建设相关纠纷，保
护环境生态领域地方自主品牌，助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审理绿色金融、
劳动服务相关案件，积极化解生态资
源行政争议，加强涉环境资源案件执
行工作等九项重点工作，为建设西北
生态经济强市提供和谐、融洽、安
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康：发挥司法职能 护航发展大局
本报记者 贾明会 本报通讯员 刘争远 马小松

2017年陕西省安康市财政总收入85亿元，增长8.6%，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陕西全省。面对飞速发
展的经济，安康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当地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护航发展 提供强保障

扶贫执行 发掘新动能

变革方式 引领新生活
安康境内山高沟深， 交 通 不

便，群众出行困难，参与诉讼活动
往往需要异地往返，来回奔波，费
时，费钱，又费力，有时因材料准
备不充分，即便赶到法院也不一定能
立案。

针对群众一直反映的诉讼难问
题，2017年5月，安康市两级法院启
动跨域立案诉讼服务。跨域立案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辖区内的人民法院和
人民法庭均参与了跨域协作立案，当
事人可以在全市 10 个县区法院、55
个基层人民法庭就近自愿选择任一法
院或人民法庭办理一审案件立案事
务，有效解决了群众诉讼不便的问
题。

郭某系陕西安康汉滨区人，不久
前与龚某、郭甲某等三人签订合伙协
议，购置挖掘机。后郭某将自己所持
挖掘机股份作价 16 万元转让给三
人，但三人一直拖欠其应付价款。龚
某家住岚皋县大道河镇，路远地偏，
为了要债，郭某先后八次从安康市租
车前往，不仅跑路费花了好几千，更
是深受奔波的劳累，苦不堪言。

当郭某从网上得知安康市两级
法院可以跨域立案时，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他来到家门口的汉滨法院
立案大厅申请立案。让他没想到的
是，汉滨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迅
速与管辖法院岚皋县人民法院立案
庭取得联系，并通过网络传送等方
式实现了对立案材料的相关审核及
送达工作。从走出自家门口到完成立
案，郭某仅仅用了半个小时。

为解决部分案件管辖问题，安康
市两级法院积极延伸试点工作范围，
与西安铁路运输中院系统实现跨域立
案协作，进一步解决了行政案件、环
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后安康群众的异
地立案难、诉讼难问题。

家住宁陕县筒车湾镇的一位耄耋
老人要打一个“民告官”的行政官
司。但是管辖此案的安康铁路运输法

院距宁陕县有一百七十多公里，对于
老人而言过于劳累。老人的委托代理
人就近来到宁陕县人民法院立案大
厅，在立案庭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完成
了网上立案操作。案件提交完成后，
安康铁路运输法院的工作人员迅速进
行了审核，并通过了立案请求，为老
人解决了奔波难的问题。

为深化跨域立案的协作方式，进
一步方便群众诉讼，安康市两级法院
还相继开通了网上立案服务平台和
手机 APP。当事人实名注册账号，
登录平台或APP，利用 4步操作，花
费不超过 3 分钟时间，足不出户就
可以通过网络完成登记立案、保全
担保、裁判文书和案件信息查询等
诉讼事务，实现了跨域立案工作提
档升级。网上成功操作完成后，立
案受理部门会通过短信、微信、站
内提醒告知当事人案件受理情况。
当事人随时可以通过立案编号主动
查询案件受理情况。

“真的只用跑一趟，就把案子立
上了。”2018 年 1 月 2 日，安康市两
级法院网上立案系统正式运行，胡律
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胡律师在家用手机
试了试，注册—填写立案信息—上传
立案材料，短短几分钟时间胡律师就
完成了操作。从业多年、深知立案步
骤有多繁复的胡律师很有感触地说：

“以前立案，人多的时候要等，材料
不完整还要来回跑，现在网上立案时
间自己掌握，缺什么材料一看就知
道，就能及时补上了，立案成功有通
知书告知，只需来签字确认就可以
了”。

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系统的推
行，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腿，让
群众少跑路”的司法便民宗旨，进一
步拉近司法与公众的距离。试点以
来，安康全市法院累计跨域立案
1840 件 ， 占 同 期 一 审 立 案 数 的
13.1%。

虽然近年来安康市经济增速显
著，但因基础薄弱，安康市仍有 855
个贫困村、168个深度贫困村，贫困
人口达 45.39万人。面对两者间的矛
盾，安康法院聚焦主责主业，创新开
展“扶贫执行”专项行动，对涉贫案
件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付，
并与扶贫机构建立兜底联动机制。

“你们工作这么忙，还亲自把执
行款送到家里，真的太感谢了！”家

住镇坪县的在册贫困户谢某向为他送
来 3433.30元执行款的法院干警表达
了谢意。

谢某与被执行人萨某因耕种土地
发生纠纷，争吵过程中，萨某将谢某
打伤，致其住院治疗。伤愈出院谢某
便诉至法院，要求萨某赔偿其损失。
法院依法判决生效后，萨某拒绝履行
赔偿义务，无奈之下谢某向镇坪县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
经过走访调查，发现萨某是从内蒙古
远嫁到镇坪县的，现已回内蒙古老
家，萨某的公婆也无法联系上萨
某。执行法官又通过多方打听，最
终联系到了萨某的妹妹，并请她将
执行情况告知给萨某。

“ 要 钱 没 得 ， 我 更 不 会 赔 偿
他！”一开始，萨某的态度十分强
硬。执行法官又耐心做工作，向其释
法明理。在执行法官的劝导下，萨某
最终主动给付了执行款。考虑到谢某
已年满八十，不便出行，执行干警又
驱车将执行款送到申请人家中。

旬阳县人民法院也积极参与到了
“扶贫执行”专项行动中。在一起道
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执行案件中，法官
了解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均系当
地在册贫困户家庭，申请执行人中的

一人因交通事故死亡，被执行人一方
因交通事故致残，无法劳动，且无财
产可供执行。法官第一时间与镇政
府、村委会沟通，并与包联单位协
调，组织多方力量进行调解，确保案
件执行与当事人日常生活不脱节。最
终此案达成执行和解，案件得以顺利
执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

2017 年，安康市两级法院共执
结涉贫案件 129件 558万元，发放执
行救助金92万余元，“扶贫执行”专
项行动得到了各级领导肯定。时任安
康市市委副书记鲍永能表示，市法院
结合职能开展的“扶贫执行”行动，
对各行业、各部门根据各自的业务职
能进行扶贫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同时
批示：“请市扶贫局进行调研总结并
宣传推广。”

盛方奇 制图

护航发展 提供强保障

为优化发展资源，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顺
利推进，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为
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
意见》，为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提供和谐、
融洽、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康法院聚焦主责主业，创新开展“扶
贫执行”专项行动，对涉贫案件优先立案、
优先执行、优先兑付，并与扶贫机构建立兜
底联动机制，2017 年共执结涉贫案件 129件
558万元，发放执行救助金92万余元，“扶贫
执行”专项行动得到了各级领导肯定

扶贫执行 发掘新动能

针对群众一直反映的诉讼难问题，安康
法院启动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服务，试点以
来累计跨域立案1840件，占同期一审立案
数的 13.1%，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腿，
让群众少跑路”的司法便民宗旨，进一步拉
近司法与公众的距离

变革方式 引领新生活

许海权、海南时尚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永源诉
被告许海权、海南时尚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豫9001破3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济源市常兴电子磁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同时
作出（2018）豫9001破3号之二民事决定书指定济源明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济源市常兴电子磁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济源市常兴电
子磁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管理人办
公地点：济源市沁园办事处御驾村南11巷7号济源明兴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人负责人：巨冬明，联系电话：13069426798）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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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9时在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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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
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河南]济源市人民法院

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7月9日下午14时在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无锡市清名路388号）召开，管理人下午13时30分
开始接受入场登记，请参加会议人员提前到达，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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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请准时出席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 无锡市天然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南通谐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按《南通谐安房
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 5月 31日依法裁定终结南通谐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
司的破产程序。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截止2018年6月14日，管理人已垫付公告费、邮寄费等破产费
用1579元。根据管理人清理工作的结果。常熟市傲雪纺织有限公司
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
由申请宣告常熟市傲雪纺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在清算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人有权另行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十八条的规定。向常熟市傲雪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主张其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宣告常熟市傲
雪纺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苏州国顺物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5
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苏州工业园区金鑫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依法指定苏州天平会计师事务所为被申请人的管理人。被申请人
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5日前，向被申请人的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
市姑苏区人民路871号三楼；邮编：215002；联系人：陈欣达、王梦婷；联
系电话：13861307000、13771779135；网址：www.sztpcpa.com）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
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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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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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被申请人及其相关管理
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在破产过
程中应当承担下列义务：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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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案件受理之
日起停止清偿债务。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
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
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
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可离开住所地；（5）
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
代表人及其他财务管理人员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
和业务的询问。五、对本案破产清算如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法院或管理人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年8月14日14时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赤峰市美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4
日裁定受理赤峰市美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内蒙
古大川律师事务所为赤峰市美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赤峰市美
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于2018年9月10日前向赤峰市美丽河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新城区金帝
商务大厦B五区三楼；法定代表人：刘彦君；工作联系人：辛凯哲；联系电
话：0476-8363277、13304769193；邮政编码：02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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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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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市美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赤峰市美丽河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8年9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206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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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邻水县瑞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根据重庆春笋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25日裁定受理邻水县瑞驰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25日指定四川爱众律师
事务所担任邻水县瑞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邻水县瑞驰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1日前，向邻水县瑞驰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邻水县御临镇茅白村3队；联系电话：
18080270325（向文全律师）、13330620836（陈蓓蓓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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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邻水县瑞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邻水县瑞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14日上
午9时在邻水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
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律师参加的，需要提交所函及授权委托书。
相关公告将刊登在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网、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人民法院报。 [四川]邻水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广安市王中王瓷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根据曹登全等
人的申请于2018年5月23日裁定受理四川省广安市王中王瓷业有
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5月23日指定四川鑫泰律师事务所
担任四川省广安市王中王瓷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四川省广安市王
中王瓷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7月26日前，向四川省广
安市王中王瓷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邻水县鼎屏镇万兴
大道435号（县烟草公司旁）；联系电话：18090532444（范青青律
师）、18181807778（钟坤良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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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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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安市王中王瓷业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省广安市王中王瓷业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年8月7日上午9时在邻水县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律师参加的，需要提交所函
及授权委托书。相关公告将刊登在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网、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人民法院报。 [四川]邻水县人民法院

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根据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23日裁定受理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司重整
一案，并于2018年5月23日指定四川瀛络律师事务所担任四川同
心门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8月9日前，向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四

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同心门业有限公司办公楼2楼（工业园区同心门路1
号）；邮政编码：638500；联系电话：18113508824（许剑军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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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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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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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同
心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同心门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21日
上午9时在四川省邻水县（具体地点另行通知）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律师参加的，需要提交所函及授权委托书。相
关公告将刊登在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网、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人民法院报。 [四川]邻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的申请于2018年4
月11日裁定受理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4月11日指定天津市泛华清算有限公司为天津电子线缆公
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管理人。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的债权
人应于2018年7月10日前，向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管理
人（地址：天津市华苑街道榕苑路 15- 1- B- 1608，电话：022-
27525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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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
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
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向天津电子线缆公司新兴家电元件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第1017审判庭（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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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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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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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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