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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在诉讼过程中，涪陵
区人社局作出 《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书》，并于2013年6月25日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作出涪人社伤险认决字 ﹝2013﹞
524 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仁
均受伤属于视同因工受伤。涪陵志大物
业公司仍然不服，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
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
政复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

﹝2013﹞ 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
以维持。涪陵志大物业公司认为涪陵区
人社局的认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罗仁
均所受伤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遂诉至

法院，请求判决撤销 《认定工伤决定
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

另查明，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对罗仁均的行为进行了表
彰，并做出了涪综治委发 ﹝2012﹞ 5号

《关于表彰罗仁均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的
通报》。

裁判结果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

月 23 日作出 （2013） 涪法行初字第
00077号行政判决，驳回重庆市涪陵志
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作出
的涪人社伤险认决字 ﹝2013﹞ 524 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一审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裁判现

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涪陵区人

社局是县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
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
定，具有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认定
申请，并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工伤
认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被告根据第三人

罗仁均提供的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表彰罗仁均同志见
义勇为行为的通报》，认定罗仁均在见
义勇为中受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罗仁均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行为作
斗争，既保护了他人的个人财产和生命
安全，也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弘扬了
社会正气。法律对于见义勇为，应当予

以大力提倡和鼓励。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职工在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
伤害的，视同工伤。”据此，虽然职
工不是在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但其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
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也应当按照
工伤处理。公民见义勇为，跟违法犯
罪行为作斗争，与抢险救灾一样，同
样属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
当予以大力提倡和鼓励。因见义勇
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
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即视同工

伤。
另外，《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

为条例》为重庆市地方性法规，其第
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规
定，见义勇为受伤视同工伤，享受工
伤待遇。该条例上述规定符合《工伤
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有助于最大
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大
限度地弘扬社会正气，在本案中应当
予以适用。

综上，被告涪陵区人社局认定罗
仁均受伤视同因工受伤，适用法律正
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芸、陈
其娟、杨忠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诉宣城柏冠贸易
有限公司、江苏凯盛置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指导案例95号关键词 民事/金融借款合同/担
保/最高额抵押权

裁判要点
当事人另行达成协议将最高额抵

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最
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只要转入
的债权数额仍在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
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即使未对该最高
额抵押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最高
额抵押权的效力仍然及于被转入的债
权，但不得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

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基本案情
2012 年 4 月 20 日，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龙首支行 （以下简
称工行宣城龙首支行） 与宣城柏冠贸
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柏冠公司） 签
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柏冠公司
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借款300万元，借
款期限为 7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
2012 年 11 月 1 日还 100 万元，2012 年
11 月 17 日还 200 万元。涉案合同还对
借款利率、保证金等作了约定。同年 4
月 24 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向柏冠公
司发放了上述借款。

2012年 10月 16日，江苏凯盛置业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盛公司） 股东
会决议决定，同意将该公司位于江苏
省宿迁市宿豫区江山大道118号—宿迁
红星凯盛国际家居广场（房号：B-201、
产权证号：宿豫字第 201104767）房产，
抵押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用于亿荣达
公司商户柏冠公司、闽航公司、航嘉公
司、金亿达公司四户企业在工行宣城龙
首支行办理融资抵押，因此产生一切经

济纠纷均由凯盛公司承担。同年 10 月
23 日，凯盛公司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
出具一份房产抵押担保的承诺函，同意
以上述房产为上述四户企业在工行宣城
龙首支行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并承诺如
该四户企业不能按期履行工行宣城龙首
支行的债务，上述抵押物在处置后的价
值又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凯盛公司同
意用其他财产偿还剩余债务。该承诺函
及上述股东会决议均经凯盛公司全体股
东签名及加盖凯盛公司公章。2012 年
10月 24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凯盛
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凯
盛公司以宿房权证宿豫字第 201104767
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商铺为自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9 日期间，
在 4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宣城
龙首支行依据与柏冠公司、闽航公司、
航嘉公司、金亿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
等主合同而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无论
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到期，
也无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
之前已经产生，提供抵押担保，担保
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双方对该抵押
房产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工行宣城
龙 首 支 行 取 得 宿 房 他 证 宿 豫 第
201204387号房地产他项权证。2012年
11 月 3 日，凯盛公司再次经过股东会
决议，并同时向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出
具房产抵押承诺函，股东会决议与承
诺函的内容及签名盖章均与前述相
同。当日，凯盛公司与工行宣城龙首
支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双方签订
的 《最高额抵押合同》 担保范围包括
2012 年 4 月 20 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与
柏冠公司、闽航公司、航嘉公司和金

亿达公司签订的四份贷款合同项下的
债权。

柏冠公司未按期偿还涉案借款，
工行宣城龙首支行诉至宣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请求判令柏冠公司偿还借款
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并要求凯盛
公司以其抵押的宿房权证宿豫字第
201104767号房地产权证项下的房地产
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裁判结果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1

月 10 日作出 （2013） 宣中民二初字第
00080号民事判决：一、柏冠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工行宣城龙
首支行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
四、如柏冠公司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
内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工行宣
城龙首支行以凯盛公司提供的宿房权
证宿豫字第 201104767号房地产权证项
下的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
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宣判
后，凯盛公司以涉案 《补充协议》 约
定的事项未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
记为由，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该院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作出
（2014） 皖民二终字第 00395 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凯盛公司与

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于 2012年 10月 24日
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凯盛公
司自愿以其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
自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9
日期间，在 4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为柏冠公司在工行宣城龙首支行所借
贷款本息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
理了抵押登记，工行宣城龙首支行依
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2012 年 11
月3日，凯盛公司与工行宣城龙首支行
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前述最高额
抵押合同中述及抵押担保的主债权及
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工行宣城龙首支行
与柏冠公司所签 《小企业借款合同》
项下的债权。该 《补充协议》 不仅有
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也与凯盛公
司的股东会决议及其出具的房产抵押
担保承诺函相印证，故该 《补充协
议》 应系凯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所约定内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二
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

立并有效，其作为原最高额抵押合
同的组成部分，与原最高额抵押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本案
所涉 2012 年 4 月 20 日 《小企业借款
合同》 项下的债权已转入前述最高
额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 4000 万
元的主债权范围内。就该 《补充协
议》 约定事项，是否需要对前述最
高额抵押权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
续，《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应当
结合最高额抵押权的特点及相关法
律规定来判定。

根据 《物权法》 第二百零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有两
个显著特点：一是最高额抵押权所
担保的债权额有一个确定的最高额
度限制，但实际发生的债权额是不确
定的；二是最高额抵押权是对一定期
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
由此，最高额抵押权设立时所担保的
具体债权一般尚未确定，基于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物权法》第二
百零三条第二款对前款作了但书规
定，即允许经当事人同意，将最高额
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
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但此并非
重新设立最高额抵押权，也非《物权
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最高额抵押
权变更的内容。同理，根据《房屋登
记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
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存在债权转
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不
是最高抵押权设立登记的他项权利
证书及房屋登记簿的必要记载事
项，故亦非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
变更登记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和

凯盛公司仅是通过另行达成补充协
议的方式，将上述最高额抵押权设
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该最高额
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内，转入
的涉案债权数额仍在该最高额抵押
担保的 4000 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
内，该转入的确定债权并非最高抵
押权设立登记的他项权利证书及房
屋登记簿的必要记载事项，在不会
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前
提下，对于该意思自治行为，应当予
以尊重。此外，根据商事交易规则，
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在法律规定不明
确时，不应强加给市场交易主体准用
严格交易规则的义务。况且，就涉案
2012 年 4 月 20 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
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凯盛公司不仅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出
具了房产抵押担保承诺函，且和工行
宣城龙首支行达成了 《补充协议》，
明确将已经存在的涉案借款转入前述
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最高额为
4000 万元的主债权范围内。现凯盛
公司上诉认为该 《补充协议》 约定
事项必须办理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
记才能设立抵押权，不仅缺乏法律
依据，也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工行宣城龙首支行和凯
盛公司达成 《补充协议》，将涉案
2012 年 4 月 20 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
权转入前述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
主债权范围内，虽未办理最高额抵
押权变更登记，但最高额抵押权的
效力仍然及于被转入的涉案借款合
同项下的债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陶恒河、
王玉圣、马士鹏）

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8年6月20日发布）

指导案例96号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初
始章程/股权转让限制/回购

裁判要点
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
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
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
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
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
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
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

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五
条、第七十四条

基本案情
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华公司） 成立于 1990年 4
月 5日。2004年 5月，大华公司由国有
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宋文军系
大华公司员工，出资2万元成为大华公
司的自然人股东。大华公司章程第三
章“注册资本和股份”第十四条规定

“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
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
经董事会批准后可在公司内部赠予、
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
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
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
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

持股份由企业收购……”，第十三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下第
六十六条规定“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
同认可，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该
公司章程经大华公司全体股东签名通
过。2006年 6月 3日，宋文军向公司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退出其所持
有的公司的 2万元股份。2006年 8月 28
日，经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来锁同
意，宋文军领到退出股金款 2万元整。
2007年1月8日，大华公司召开2006年
度股东大会，大会应到股东107人，实
到股东104人，代表股权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93％，会议审议通过了宋文军、
王培青、杭春国三位股东退股的申请
并决议“其股金暂由公司收购保管，
不得参与红利分配”。后宋文军以大华
公司的回购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未履
行法定程序且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
逃出资等，请求依法确认其具有大华
公司的股东资格。

裁判结果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

月10日作出（2014）碑民初字第01339
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宋文军
要求确认其具有被告西安市大华餐饮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宋文军提出上诉。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年 10月 10日作
出了 （2014） 西中民四终字第 00277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宣判后，宋文军仍不服，向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作出
（2014） 陕民二申字第 00215 号民事裁
定，驳回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通过听取再

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被
申请人大华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
焦点问题如下：1.大华公司的公司章程
中关于“人走股留”的规定，是否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 《公司法》） 的禁止性规定，该
章程是否有效；2.大华公司回购宋文军
股权是否违反 《公司法》 的相关规
定，大华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大
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

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
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
会批准后可以公司内部赠与、转让和
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
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
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
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
购”。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
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公司设立
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
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宋文军在
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
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大华公
司及宋文军均产生约束力。其次，基于
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
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出某
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在
本案中，大华公司进行企业改制时，宋

文军之所以成为大华公司的股东，其
原因在于宋文军与大华公司具有劳动
合同关系，如果宋文军与大华公司没
有建立劳动关系，宋文军则没有成为
大华公司股东的可能性。同理，大华
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
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
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
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
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
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大华公司章程
第十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属
于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而
非禁止性规定，宋文军依法转让股
权的权利没有被公司章程所禁止，
大华公司章程不存在侵害宋文军股
权转让权利的情形。综上，本案
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大华公司章程
不违反 《公司法》 的禁止性规定，
应为有效的结论正确，宋文军的这
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公司
法》 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
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
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
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
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
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

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
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
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
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
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
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
宋文军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
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
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

《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
案。在本案中，宋文军于 2006 年 6
月3日向大华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申请并于同日手书《退股申请》，提
出“本人要求全额退股，年终盈利
与亏损与我无关”，该 《退股申请》
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华公司
于 2006 年 8 月 28 日退还其全额股金
款 2万元，并于 2007年 1月 8日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等三位
股东的退股申请，大华公司基于宋
文军的退股申请，依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回购宋文军的股权，程序并无
不当。另外，《公司法》所规定的抽
逃出资专指公司股东抽逃其对于公
司出资的行为，公司不能构成抽逃
出资的主体，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
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裁定驳回
再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吴强、逄
东、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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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8年 6月 7日裁定受理东莞市茂顺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6月 13日指定广东众达律师事
务所担任东莞市茂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东莞市茂顺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8日前，向东莞市茂顺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
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号农商银行大厦商务中心 11楼，
联 系 人 ：叶 松 盛 、陈 柳 婷 ，联 系 电 话 ：0769- 38870000、
18666475554，传真电话：0769-22467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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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茂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茂顺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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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粵03破54号之一，因深圳市标特纸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特公司”)管理人仅接管到标特公司公章证照，未接管到
财务账册和重要文件，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依据管理人对现有财
产及负债的调查结果，可以认定标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
破产清算。标特公司现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提请终结本
案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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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裁定宣告标特公司破产并终结标特公司破产程
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卫辉市百货公司的破产申请，于 2018年 6
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指定卫辉市百货公司清算组为该公司破
产管理人。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卫
辉市百货公司破产管理人（地址：卫辉市比干大道中段白天鹅宾
馆南卫辉市商业总公司院内）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年8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地址：卫辉市

比干大道南段电业局东300米）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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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卫辉市百货大楼的破产申请，于 2018年 6
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指定卫辉市百货大楼清算组为该公司破
产管理人。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卫
辉市百货大楼破产管理人（地址：卫辉市比干大道中段白天鹅宾
馆南卫辉市商业总公司院内）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年 8月 15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地址：卫辉
市比干大道南段电业局东300米）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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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卫辉市糖烟酒副食品总公司的破产申请，于
2018年6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指定卫辉市糖烟酒副食品总公
司清算组为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卫辉市糖烟酒副食品总公司破产管理人（地址：
卫辉市比干大道中段白天鹅宾馆南卫辉市商业总公司院内）书面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地址：卫辉市比干大道南段电业局东300米）召开，望准
时参加。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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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冶东方控股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包头市北雷机械配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
20日指定内蒙古祥鹿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包头市北雷机
械配套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包头市北
雷机械配套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
都仑区恩和小区1区东7号底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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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承担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头市北雷机械配套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第3日在本院二

十一号法庭召开，遇节假日顺延，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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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2018）宁01破15-1号，本院根据宁夏美利科技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23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宁夏美利科技
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夏宁人律师
事务所担任宁夏美利科技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宁夏美利科
技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宁夏美
利科技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即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通讯地
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山路和虹桥路交汇处天源
财汇中心C座26层；邮政编码：750001；联系电话：18909509866、
18295001525、13995319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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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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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美利科技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宁夏美利科技印刷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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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会议室
（地址同上）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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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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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汾西矿务局两渡矿工贸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11
日裁定受理汾局两渡矿工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山西正名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联系人：宋鹏飞，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灵石县翠峰镇天石广场诚成宾馆 209 房间，电话：
18635085800]。汾局两渡矿工贸公司的债权人应公告之日起至2018
年8月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汾局两渡矿工贸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汾局两渡矿工贸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中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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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当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
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汾西矿务局发电厂工贸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5
月11日裁定受理汾西矿务局发电厂工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
时指定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联系人：宋鹏飞，山西
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灵石县翠峰镇天石广场诚成宾馆
209房间，电话：18635085800】。汾西矿务局发电厂工贸公司的债
权人应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8月 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汾西矿务局发电厂工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汾西矿务局发电厂工贸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中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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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人出席会议应当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兴盛大运煤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5
月11日裁定受理山西兴盛大运煤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
时指定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联系人：宋鹏飞，山西
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灵石县翠峰镇天石广场诚成宾馆
209房间，电话：18635085800】。山西兴盛大运煤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8月 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山西兴盛大运煤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山西兴盛大运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中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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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人出席会议应当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汾西矿务局南关综合开发公司工贸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5月11日裁定受理汾西矿务局南关综合开发公司工贸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联系人：宋鹏
飞，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灵石县翠峰镇天石广场诚成宾馆
209房间，电话18635085800】。汾西矿务局南关综合开发公司工贸公
司的债权人应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8月23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处理。汾西矿务局南关综合开发公司工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汾西矿务局南关综合开发公司工贸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9月4日在本院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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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当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西]灵石县人民法院

四川竹凌实业有限公司、大竹县竹凌实业公司、四川竹凌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竹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四川宇翔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重庆凌竹贸易有限公司利害关系人、周雪
凌、潘柯宇、周雪樵、杨晔、王仕兰：2017年 1月 5日，本院裁定受
理了四川竹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依法指
定了管理人，并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管理人在履行职务过程
中，于2017年12月18日以上述企业存在组织结构及财务高度混
同，且均缺乏独立法人意志为由，申请对上述6家关联企业适用
实体合并重整规则进行合并重整。本院定于 2018年 8月 23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听证会。上述企业及各利害关系人
如对上述实体合并重整申请有异议，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
或本公告见报之日起7日内提供相应的证据后向本院书面提出，
并按时参加听证会。 [四川]大竹县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算15号，因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下落不明且
清算工作基本完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本
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确认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清算组提交
的《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并终结深圳华纶针织染整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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