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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面对新疆
反恐维稳形势，坚持政治建院，坚决遵
循党中央确定的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总目标，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地推进反恐维稳，对“三股势
力”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持续深化反恐
严打审判工作，重拳出击，依法成功审
理了北京“10 · 28”、乌鲁木齐“4 · 30”

“5 · 22”等一系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
大、案情复杂的暴恐案件，有力打击了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法律尊
严，赢得了社会各界赞誉。严打暴恐专
项行动中，乌鲁木齐中院班子成员率先
垂范，力挺审判第一线，院长张永江坐
镇一线指挥，并表示：“法院干警面对
反恐维稳急难险重任务就要毫不犹豫，
拉得出、顶得上！”

全区法院 1/4的案件执行任务是乌
鲁木齐市两级法院肩上的另一个重担。
2017 年 9 月 12 日，乌鲁木齐市委政法
委牵头召开执行联动工作会议，全市
44 家执行联动单位受邀出席，同时，

市委市政府印发 《执行联动工作方
案》，成立执行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确定责任追究办法。
在此基础上，乌鲁木齐中院在市公安局
局协助下随即进行了3次远程指挥，集
中执行房屋腾迁案件 29 件。同时，建
成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被执行
人悬赏三大查询平台，由市诚信办定期
从查询平台上提取数据推送给相关执行
联动单位。

今年 5月 1日，乌鲁木齐中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雷霆行动”拉开序幕，该
院副院长潘多栋亲自坐镇执行指挥中
心。潘多栋介绍：“今年初，中院联合
公安、检察机关共同召开打击拒执犯罪
专门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在执行指挥
中心专门设立了 24 小时应急值班电话
制度，执行工作得以迅猛推进。”此次

“雷霆行动”正是依靠各联动单位获得
相关信息，并准时送到乌鲁木齐中院执
行指挥中心和各行动小组组长手中，促
使各组行动得以迅速顺利展开。

乌鲁木齐：法徽闪烁耀天山
本报记者 王书林 本报通讯员 黄 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紧抓法院队伍建设，
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着力推进法院建设和法院改革，各项工作凸显成效。近年来，该院先后被中央文明委
授予“全国文明单位”、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秀法院”，荣获“全国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
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忠诚履职保稳定

过硬队伍创佳绩
严格管理提质效

以司法改革为契机，乌鲁木齐中
院不断完善审判质效评估机制，形成
了庭室、审判团队、法官个人全方位多
层次的考评体系。该院修订《办案量
化管理办法》，对各业务庭进行审判质
效评估。审管办主任梁剑介绍：“每月
记载、季度通报、年度考核办法，将评
估结果作为对基层法院、中院各业务
庭和每一名办案法官绩效考核的主要
依据，严格管理促进了审判质效提
升。”

乌鲁木齐中院建立了常态化案件
评查机制，依托远程案件评查系统，实
现对两级法院案件的智能筛选、分类
以及评查通报的自动生成，逐步形成
以常规、专项、重点评查为基础，以上
网裁判文书、庭审活动、异议反馈、长
期未结为补充的“3+4”评查模式。立
案一庭庭长兰莉对这一评查机制深有
感触：“每季度召开的庭长联席会，汇
总研判各部门结案情况并提出意见，
催促着工作改进。”

该院纪检组组长周东说：“2017年
初制定的《差错案件界定办法》，对本
院被发改的54件案件进行差错界定，
促动大、效果好。”2017年乌鲁木齐中
院共开展常规评查 6次 1731案，上网
裁判文书评查13462份，上网文书质量
评查 1056份，专项评查 253件民语系
案件，庭审评查51案，重点评查二审发
改案件118件，评查成效显著。

2017 年 4 月，乌鲁木齐中院党组
制定《执行机制改革方案》，推行“分工
集约+团队化运作”执行机制改革，建

立一个外勤团队和四个执行实施团
队，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硬仗奠
定了坚实基础。执行局局长王斌介
绍：“通过集约分工，对同类型的执行
事务‘合并同类项’，有效节约了执行
人力、物力资源，提高了执行效率。”

乌鲁木齐中院加快建设诉讼档案
电子化工程，建立上诉案件系统，所有
民事、行政二审案件实行无纸质卷宗
移送和审理。目前，该院已完成库存
全部 414618册档案的电子扫描，实现
1947年至2000年的旧存档案电子化，
1949 年至今永久保存档案和 1950 年
至今定期保管卷宗电子化。

乌鲁木齐中院始终将信息化建设
作为“一把手”工程，近年来陆续改造
了30个简易科技法庭和2个标准科技
法庭，实现庭审直播、笔录同步展示等
多项功能，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诉
讼服务。该院建设的智能辅助办案系
统，涵盖文书纠错、同案同判、办案助
手、文书评查、裁判文书自动提取、法
律文库等模块，实现关联案件筛查、类
似案件和相关法条推送、裁判文书自
动生成、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促进了类
案同判、量刑规范。同时，在构建院内
外LED大屏、诉讼服务中心和互联网
三种直播格局基础上，实现了与当地
五网同步直播。

法徽闪烁耀天山，凝心聚力战犹
酣。2016 年、2017 年，乌鲁木齐中院
在乌鲁木齐市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均获全票通过，法院工作赢得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乌鲁木齐中院党组书记张玮说：
“法院干警要始终做到政治清醒，对党
绝对忠诚，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

紧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是乌鲁木齐
中院党建工作的主线。该院院党组紧跟
司法改革步伐，改革推进到哪里，基层
党组织跟进覆盖到哪里，实现党建工作
全覆盖，做到支部建在庭上，支部书记
一岗双责，构建起“一个支部一品牌、
一个小组一特色、一名党员一面旗”的
党建工作新格局。

2017 年，乌鲁木齐中院共组织院
领导讲党课 12次，组织中心组学习 21
次，开展专题研讨 5 次，开展党建工
作督查 9 次。不忘初心、忠诚履职渐
渐成为该院干警的行动自觉。在乌鲁
木齐中院今年举办的“向宪法宣誓”
活动中，该院行政庭法官徐峰表示：

“作为一名新入额法官，必须努力做宪
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

同时，按照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
市委部署，乌鲁木齐中院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
动。该院结合“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工作，进驻街道社区，开展“4+1”支
部帮扶街道社区活动，组织干警进入
26 个社区巡回演讲，广泛开展法治宣
传，紧密联系群众，增强民族团结，夯
实基层基础。该院还从辖区多民族共同
聚居实际出发，选派少数民族法官组成

“宣讲团”，举办法治课堂或报告会，取
得了良好宣讲效果。

2017 年，乌鲁木齐中院领导前往
街道社区调研16次，全院结对认亲352
人，开展各类帮扶、慰问活动3次。今
年5月21日，该院又在乌鲁木齐电信社
区成立了法官工作站和老年权益保护工
作站，促使基层工作进一步加强。现驻
乌鲁木齐红旗社区第一书记汪波对稳固
工作深有体会：“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织密基层维稳网络，方能紧密团结
促发展。”

2017年初，乌鲁木齐中院针对案多
人少矛盾突出、裁判尺度不统一、部分干
警业务素质不高等现实问题，在广泛征
求一线干警意见的基础上，围绕执法办
案第一要务，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为方向，着眼于“一年打牢基础，两年
突破发展，三年全面提升”目标要求，提
出了“大力开展业务建设年，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的工作思路。该院制定的《业务
建设年指导意见》，从推进司法改革、紧
抓岗位练兵、强化标准化建设等 6个方
面对此作出了安排部署。

乌鲁木齐中院出台了《健全审判权
运行机制与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实施方
案》，在组建23个审判团队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的审判职

业务建设上台阶

责，以及审判管理、审判监督指导职
责。厘清“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
将院、庭长管理重点从文书签发和个
案审批微观审核，转向案件态势分析、
法律适用指导宏观把控，有效解决职
责弱化、管理缺失问题。该院还建立
起审委会委员联席会议、审判长联席
会议、专业法官会议“三会”制度，既保
障办案法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又明
确了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为法
官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会诊把
脉”，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2016年以来，乌鲁木齐中院扎实
开展了“六个一”活动，即全年一线法
官至少开一次“标准庭”，各审判庭每
季度至少开一个“观摩示范庭”；每名
入额法官撰写一篇优秀裁判文书、撰
写一篇优秀案例、至少读一本专业书、
讲一次法律课。民一庭法官助理潘涛
感慨地说：“‘六个一’活动激发了全体
干警工作、学习积极性，全院上下形成
了争先创优的生动局面。”

乌鲁木齐中院还深入开展庭审驾
驭、裁判文书制作、书记员法庭记录、
执行结案报告制作等“四项技能竞赛”
活动。副院长宋国建介绍：“评议内容
形成评审报告，全面客观反映受评审
技能与水平，能够对照通报找差距、补

短板。”
“当前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增

多，不断提升法官办案能力是当务之
急。”副院长胡方不无感慨地说。2017
年 9月 15日、18日、21日，该院连续召
开 3 次审判实务疑难问题讨论会，分
别从人格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不动
产纠纷、商事纠纷等不同方面展开讨
论，并经审委会决定后形成《民商事审
判实务问答》手册。该手册已成为办
案法官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民一庭庭
长程慧玲对它爱不释手：“实务问答从
司法实践中仔细梳理出来，很好地指
导了办案。”民四庭庭长董慧也表示：

“以往一些办案常见问题存在不同理
解，案件处理结果差异较大，现在有实
务问答在手，解除了许多疑惑。”

乌鲁木齐中院党组高度重视业务
调研，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审判理论与实
务研讨会，目前已经举办 18届。2017
年起，该院进一步组建26个不同方向的
课题组展开调研，并首次进行重点调研
课题评选。通过完善调研工作奖励办
法，激发干警参与调研积极性，目前，该
院多项调研成果落地开花。该院研究
室副主任刘玉涛、法官王海亮、法官助
理王莎和王朋坤撰写的业务论文均获
得全国法院相关奖项。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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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中院持续深化反恐严打审判工作，依
法成功审理一系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案情复
杂的暴恐案件；在执行联动单位辅助下开展“雷霆
行动”，迅猛推进执行工作，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捍卫了法律尊严，赢得了社会各界赞誉

乌鲁木齐中院针对现实问题，着眼于“一年打
牢基础，两年突破发展，三年全面提升”目标要
求，提出了“大力开展业务建设年，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的工作思路

业务建设上台阶

过硬队伍创佳绩

乌鲁木齐中院紧跟司法改革步伐，实现党建工
作全覆盖，构建起“一个支部一品牌、一个小组一
特色、一名党员一面旗”的党建工作新格局，2017
年组织院领导讲党课 12次，组织中心组学习 21
次，开展专题研讨5次，开展党建工作督查9次

乌鲁木齐中院建立常态化案件评查机制，形成
“3+4”评查模式，2017年开展常规评查6次1731案，
上网裁判文书评查 13462 份，上网文书质量评查
1056份，专项评查 253件民语系案件，庭审评查 51
案，重点评查二审发改案件118件，评查成效显著

严格管理提质效

安徽华柳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8年6
月22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公司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时写明债权人姓名
或名称、联系地址、债权性质、数额、形成原因、有无担保等有关事
项，并提供有关债权证明材料及身份证明文件。自公告之日起，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清算组地址：合肥市瑶海区包公大道与郎溪路交口新海大
厦2507。清算组联系人：陈浩(电话：0551-65226519，18655184217)。

安徽华柳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3月27日，本院受理了北京首创轮胎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首创轮胎公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北京振华农用胎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农用胎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并指定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组成清算组。现清算组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
序。现清算组以振华农用胎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且无法达成债
务清偿方案为由，请求本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清算
组发现被申请人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又无法达成债务清偿方案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清算组和债权人有权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被清算企业破产，人民法院受理清算组破产申请后，清算
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裁定终结北京振华农用胎有限责
任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裁定受理东莞中裕涂料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2018）粤1971强清5-1号，并于2018年5月31日指定广东君
政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中裕涂料有限公司清算组。东莞中裕涂料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7月31日前，向东莞中裕涂料有限公司清
算组[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73号正腾大厦A座15楼，联系人：何灿全（13711888870），联系电话：
0769-22460621，传真：0769-22485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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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东莞中
裕涂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中裕涂料有限
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根据南京交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于
2018年4月27日裁定受理南京通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亚公司”）强
制清算一案，并于6月15日指定成立通亚公司清算组。通亚公司债权人应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李海峰；电话：
15951881292；地址：南京市玄武区洪武北路55号斯亚置地广场28楼）。如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在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债权人补充申报的债
权，可在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通亚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不能全额清偿债权
的，债权人可主张股东以其在剩余财产分配已经取得的财产予以清偿，但债
权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除外。同时债权人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通亚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南京通亚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经无锡皇城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会决
议公司解散，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你公司自接到清算组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湖滨商业街250号602室；联
系人：肖军；联系电话：15906199797）申报其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无锡皇城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3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昆
明过桥园有限公司的申请，以(2018)云01清申1号民事裁定受理
了昆明天元国际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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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的规定，云南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摇号方式，指定昆明高新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昆明天元国际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请该公司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8月9日止，向清算组书
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及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清算组联系人：辛爱
力，联系方式：13888286992。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10日下
午14时30分在昆明市人民中路丰园大厦A座十楼昆明高新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召开。 昆明天元国际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6月26日

本院受理的镇江科比斯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本院根据
破产管理人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依法作出(2017)苏1191破5号之
三民事裁定书，宣告终结镇江科比斯化工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科比斯镇江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本院根据
破产管理人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依法作出(2017)苏1191破6号之

三民事裁定书，宣告终结科比斯镇江肥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赖道忠的申请，于2017年4月27
日作出（2017）赣03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1月6日裁定将该破产案件移送本院审
理。本院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8）赣0322破3号决定书指定江西鸿
天律师事务所为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9月10日，向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萍乡市公园中路97号萍乡市司法局院内
1栋2单元102室；邮编：337000；联系人：彭玉婷；联系电话：0799-
6212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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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西
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
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李畋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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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个人身份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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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作为代理人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的股东（戴圣淼、戴圣萍）以及实际控
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者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移
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执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
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对江西铭钜实业有限公司管理的债务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江西]上栗县人民法院

斯创姆福禄能源设备（天津）有限公司：申请人扬州市金海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斯创姆福禄能源设备（天津）有限公司进行破
产清算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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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于公告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交参加破产清算
工作的相关手续。若你对破产清算申请有异议，应于申请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向
本院递交书面异议，逾期不影响程序的进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长兴绿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
日裁定受理浙江长兴绿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长兴绿宇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长兴绿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前，向浙江长兴绿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房屋开
发有限公司12楼；通讯地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
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邮政编码：313100；联系电话：0572-6052008，
18817864498），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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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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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兴绿宇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浙江长兴绿宇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3日上午10
时30分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第2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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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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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长兴景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日
裁定受理长兴景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长兴景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长兴景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前，向长兴景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
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通讯地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
虹大厦振宇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邮政编码：313100；联系电话：
0572-6052008；18817864498）。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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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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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兴景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长兴景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3日下
午1时30分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第2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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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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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日裁定
受理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六和律
师事务所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管理人。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7月27日前，向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长
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通讯
地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
楼；邮政编码：313100；联系电话：0572-6052008；18817864498）。债权人
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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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长兴雄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3日下午3时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
院第2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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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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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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