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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执行悄悄转租已查封房产
上海一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获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雪莲秀”还是“雪花秀”？傻傻分不清……

国内一化妆品牌“傍”韩国名牌被判侵权

本报讯 “雪花秀”（Sulwhasoo），
来自韩国的知名化妆品牌；“雪莲秀”
（Sulansoo），上海一家公司推出的化妆
品牌。“雪花秀”的商标专用权人认为，

“雪莲秀”从品牌名称到外包装都与
“雪花秀”构成近似，已经侵权，因而起
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近
日，法院判决两名被告构成侵权，判令
其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
元以及维权合理费用4.7万元。

原 告 爱 茉 莉 太 平 洋 株 式 会 社
（AMOREPACIFIC COR-PORA-
TION），是“雪花秀”（Sulwhasoo）商标
在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商标专用权
人。被告上海维尔雅公司委托上海维

尔雅日用化工厂生产“雪莲秀”（Sulan-
soo）化妆品，并由维尔雅公司销售。

原告认为，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
其生产销售的化妆品上使用了“雪莲秀”
（Sulansoo）标识，上述标识与原告中英文
商标均构成近似，已构成对原告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侵犯，因此起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 50 万元以及维权合理费用 5 万

元；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两被告辩称，被控侵权产品的原料

中含有雪莲内脂，雪莲内脂是被告产品
的主打要素和宣传重点。被告将“雪
莲”用于其产品名称中属于对汉字的
合理使用，并无混淆原、被告产品的
恶意。原、被告产品在销售价格、销
售场所、包装品质和市场定位等诸多
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足以阻却消费者

因两者标识所产生的可能存在的混
淆，并留意到被告产品并非原告产
品。被告产品销售范围和影响很
小，并且已停止销售，不会对原告
商誉或产品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因
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产品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被告在相同或类似商
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标
识，主观上具有攀附原告商标知名度
的故意，客观上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
淆，构成对原告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侵害。据此，浦东新区法院在酌情
调整维权合理费用后作出了上述一审
判决。 （王治国）

庭审中，被告辩称，原、被告产品
在销售价格、销售场所、包装品质和市
场定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况
且被告产品上显著标明生产厂家及相关
信息，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

对此，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杜灵燕认

为，首先，混淆的后果并不应当仅限于
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所造成的混淆后果，
倘若一项行为会造成混淆可能性的，也
应当列入混淆后果。鉴于原告产品的知
名度，被告产品上采用与原告近似的标
识之后，可能导致消费者认为双方存在

某种关联关系，从而使被告借机获得
更多的竞争优势。另外，一旦被告产
品质量产生问题，也会给原告企业及
产品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其次，被控
侵权行为还会造成售后混淆的后果。
被控侵权标识均显著标识于被告产品
上，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后，他人看
到该产品时必然会将被告产品与原告
产品造成混淆，误以为系原告产品或
与原告有关联关系的产品，从而造成
原告利益受损。

■连线法官■

混淆的后果包括混淆可能性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合审判实践，制
定本解释。

第一条 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
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
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
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
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条 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
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
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
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三条 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
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

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
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第四条 民法总则施行之日，中止
时效的原因尚未消除的，应当适用民法
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第五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
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
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
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

法释〔2018〕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
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7月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4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本报汕尾7月18日电 今天，广
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3宗恶
势力案件二审集中宣判。

陈海炯等 20 名被告人触犯故意伤
害、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至九
个月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害人黄某因
曾与村民一起阻止陈海炯盗采河沙一
事，遭陈海炯一伙威胁。2016年10月
18 日，陈海炯指使被告人陈伟强、丁
尚兴、张裕宝、庄贤贞等人，对从海
丰县一服装厂下班的黄某进行尾随跟
踪、驾车拦截，持刀具、钢管、棍棒
进行殴打。

2010 年，被告人黄锡联承租海丰

县公平水库养殖场，陈海炯及许炳森
（另案处理） 入股养殖场。2016 年 11
月初，被告人陈伟强作为养殖场“巡
逻队队长”组织带领被告人张宽鑫、
廖德春对被害人黄某旺等人进行追
打，并现场砸毁推翻一辆长安之星面
包车。

2016 年 11 月，陈海炯、黄锡联等
人授意陈伟强对黄某旺进行打击，陈
海炯约集陈伟强等人商议安排，于当
月 16 日，刘俊平纠集被告人陈进、陈
文杰、陈林等多人，与陈伟强、丁尚
兴等人叫来的人员共约 30 人分乘四艘
快艇前往水库捕鱼点，对黄某旺及其
雇佣的4名员工进行殴打，其中2人被
枪击伤，现场打砸黄某旺东风牌面包
车，割断渔网，强行拖走一艘快艇。

为逃避警方调查，陈伟强按陈海炯
的安排将四支枪支收齐后，与丁尚兴、
廖德春、张宽鑫、张裕宝、黎伟跃等人

前往水库孤岛躲避；陈海炯指使陈伟
强，让张裕宝、黎伟跃到其家中制作假
枪伤，以制造被黄某旺一方开枪击伤假
象；陈海炯指使黎伟跃将一枪支放到黄
某旺被拉回的快艇上，以制造黄某旺持
枪的假象；次日，陈海炯指使陈伟钦、
戴桂华将 3 支枪支埋藏在一砂场沙堆
里。蔡少清在巡查鱼苗池时接过他人的
枪支和子弹私藏在自家老宅内后被查
获。案发后，公安机关陆续将以上涉案
人员抓获。

法院认为，陈海炯等被告人的行为
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
证据罪。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广泛，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
人身财产安全和当地经济社会秩序稳
定，应予以严惩。据此，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黄胜龙 黄晰明 曾向虹）

出卖购车指标之后
盗窃名下车辆获刑
本报讯 某公司销售员杨阳将自己

名下购车指标出卖后，利用开锁公司配
制的钥匙，将他人利用该指标购买的汽
车窃走。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裁定驳回杨阳上诉，维持一审判
决：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5 年 5 月间，杨阳为还男友赌
债，将自己名下购车指标转卖，后得知
他人利用该指标购买了一辆白色雷克萨
斯越野车，并停放在本市西城区金融街
威斯汀酒店的地下停车场。2017年2月
14 日，杨阳联系开锁公司，谎称钥匙
丢失，在上述地下停车场内，利用开锁
公司配制的钥匙，将该价值人民币 68
万元的雷克萨斯越野车盗走并销赃。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杨阳不
服，上诉至北京二中院。北京二中院遂
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周 沫 涂 浩）

汕尾集中宣判三宗恶势力案
20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
庞某为逃避执行，将公司名下被查封
的房产转租他人。近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这起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上诉案，终审维持一审判
决：庞某犯拒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

庞某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2013年，庞某的房地产公司与
另一家投资公司因合同纠纷闹上法
庭，最终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支付投
资公司本金及利息5000万余元，若到
期未履行判决则将房地产公司名下的
两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判决生
效后，庞某迟迟不履行法律义务。法
院先后发出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查封涉案房产，
以督促庞某尽快履行判决。然而，庞
某对此视而不见，仍不支付投资公司

钱款。法院遂启动了涉案房产拍卖程
序。未曾想，庞某为逃避执行，悄悄将
涉案房产转租给他人开设浴场。面对
庞某妨碍执行的行为，法院先后两次
对庞某作出司法拘留 15 日的决定。
但庞某在司法拘留后仍继续推脱责
任，拒不配合。检察机关遂以庞某犯
拒执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中对涉案房产进行
了强制现场迁出，并交付给了投资公
司。综合考虑庞某犯罪事实和情节，
一审法院判决庞某犯拒执罪，判处有
期徒刑八个月。庞某不服，向上海一
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庞某对
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且将涉案房产出租他人，这一
行为给法院的执行工作设置了障碍，
已严重妨碍了司法秩序并妨害了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拒执罪。原审法院对庞某的
定性正确，量刑恰当，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姚卫华）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丁海芳 黄方方）“药神”前台看
病，家人后台制药、卖药，仅4个月就
销售35万余元。近日，浙江省丽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进行二审宣
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以
生产、销售假药罪依法判处项某贞一
家5口及医药公司业务员叶某青共6
人有期徒刑四年至拘役五个月不等刑
期，并处罚金40万元至1万元不等。

80 岁的沈某仙（另案处理）从小
跟着父亲学医，虽然没有行医资格证，
但也经常帮着村里的人看病配药，特
别在治疗颈椎、腰椎方面，在当地颇有
名气。沈某仙为病人把脉后，通常会
给病人推荐一种用透明小瓶子包装的
黄色药粉。这个药粉是其丈夫项某贞
帮忙购买药材，设置药方比例，其他家
人一起帮忙研磨至粉状并包装生产
的。药粉中，除了茯苓、黄花等中草药
外，还添加了醋酸泼尼松片这种西药
成分。而醋酸泼尼松片属于激素类处
方药物，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吃多了对
人体有害，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严
格审批后才能售药。

2016 年 9 月，沈某仙及女婿项某
江就曾因制作这种药粉，涉嫌销售假
药被公安局依法处理过。2017 年 2
月，项某贞又雇佣女儿项某云及外孙

女婿胡某锋帮忙生产销售这种假药，
其他小辈们则在空闲时一起帮忙研磨
分装或售药。

项某贞在明知醋酸泼尼松片不允
许添加的情况下，仍然从医药公司业
务员叶某青处大量购买该西药片。而
叶某青违规操作，以出售给正规卫生
院的名义，私自将该药品卖给项某贞。

经调查发现，这些瓶装药物，售价
在100元至200元。仅2017年2月至6
月，项某贞一家就累计销售金额达35万
余元。2017 年 4 月，被害人叶某和一
名医生说起这种神奇的“药粉”。“一吃
就灵，断药后关节炎立马复发，而且更
加疼痛”。该医生顿感不妙，于是充当
病人从项某贞处购买了这种药粉，悄
悄送去了质检部门。公安部门在项某
贞家中搜查出大量的违规药品。

法院认为，被告人项某贞、胡某
锋、项某云生产、销售假药，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
告人项某园销售假药，其行为已构成
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叶某青明知他人
生产、销售假药，仍为他人提供原材
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
被告人施某法明知他人生产假药，仍
提供研磨、分装的帮助，其行为已构成
生产假药罪。根据各被告人实施犯罪
事实、情节、性质，遂作出上判决。

家庭总动员制售假药 一家五口分别获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9日（总第7415期）

本院根据郑州三维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
月21日裁定受理郑州三维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当日指定郑州三维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郑州三维化工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8月 20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新郑市人民路中段新郑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216房间，邮政编码：451150，联系人：陈彦军、邢南，联系方
式：0371-85121507，15238361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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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程序行使权利。郑州三维化
工工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郑州三维化工工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
月4日上午9时在新郑市人民法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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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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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郑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新郑市郑韩饭店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21
日裁定受理河南省新郑市郑韩饭店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当日指
定河南省新郑市郑韩饭店清算工作组为饭店管理人。河南省新
郑市郑韩饭店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新郑市中华路商贸公司院内，邮政编码：451150，联系人：
李鸣，联系方式：13592482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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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新郑
市郑韩饭店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河南省新郑市郑韩饭店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7日上午9
时在新郑市人民法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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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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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郑市人民法院

2018年7月6日，本院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
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吴江路懿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吴江路懿纺织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1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笠泽路 110号吴郡中环大厦 8楼苏州方本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任伟明、包颖娟；联系电话：
13506259759、13962597670）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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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年 9月 19日 9时 30
分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吴江区松陵镇高新路
788号）召开。吴江路懿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吴江路懿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吴江路懿纺织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
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
人应配合吴江路懿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22
日裁定受理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
国瑞律师事务所为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卫吉实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17日前向江苏卫吉实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张家港市华昌路16号江苏国瑞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215600；联系人：景炜；联系电话：13390831208，
传真：58983282）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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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31日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
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
算义务人应配合江苏卫吉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
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泰州泰通电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11
日裁定受理江苏欧盛光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
中毅律师事务所为江苏欧盛光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欧盛光
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31日前向江苏欧盛光电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靖江市江平路222号天成国际
602 室 ；邮 政 编 码 ：214500；联 系 人 ：何 小 燕 ；联 系 电 话 ：
13814466632；传真：0523-84898101）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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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
年9月11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大法庭召开。江苏欧盛光电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欧盛光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欧盛光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江苏欧盛光电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
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 8月 22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张晨的申请裁定受理江
阴市力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算，破产财
产已分配完毕，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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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作出（2017）苏 0281破 8号之
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江阴市力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山东福水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未经债权

人表决通过，且其在重整期间未进行生产经营，也未有投资人进行投
资，已缺乏挽救的可能，根据山东福水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本
院于2018年6月2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裁定终止山东福水食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山
东福水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13日作出的（2018）鲁08
破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受理山东益群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机构管理人）担任
山东益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山东益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山
东省济宁市济宁市健身广场东片区综合办公楼6楼；邮政编码：272000；联
系方式：0537-2215893，孙昭令13153796116，吴军15553718285）申报
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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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山东益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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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10时在鱼台县人民法院东三楼会议室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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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鱼台县人民法院

2018年1月29日，本院根据北京富泰革基布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浙江
强丰革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院认为浙江强
丰革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
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
宣告浙江强丰革业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矸信用社的申请于
2018年7月6日裁定受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伟伟染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伟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伟伟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27日前，向伟伟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杨帆路研发园C15幢5楼；邮政编码：

315600；联系电话：18158240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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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伟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伟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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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9时在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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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邓克川的申请，裁定温州市宝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5日指定浙江蓝汇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宝园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2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瓯江路鹿港大厦A座7层；联系人：周科召；联系电
话：13695868830)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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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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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上午9时
在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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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松菊、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股东等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
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
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
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乐科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8月12日裁定
受理上海美茨因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4月10
日指定以下清算组成员：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洪亮、李莹晖、蔡
俊菲、许伊音、陈芸、蔡俞珏，上海美茨因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股东江苏乐
科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继、股东周敏，由李莹晖担任清算组组
长。上海美茨因流体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清算组(通讯地址：上海市镇宁路9号九尊大厦5楼上海市光大律师
事务所)申报债权。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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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王 彪 周 瑜）为帮他人通过驾
校考试，三名“热心人”采用“高科技”手
段向其提供答案。近日，安徽省濉溪县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被告人刘某、
张某、任某分别被以非法提供答案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各处罚金1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任某甲于2016年
5月报考淮北驾校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
数次参加科目一理论考试，均未能通过，
遂找到其堂哥任某帮忙找“黄牛”助考。
任某找到小学同学张某，请求其帮助任
某甲考过“驾考”科目一。张某应允任某
后，张某联系了他的表哥刘某。

2017年12月19日上午，任某甲进

入濉溪县车管所考场后，张某通过无线
发射器信号连接手机远程接收试题，一
旁的刘某通过网络搜索答案。张某将刘
某搜到的答案通过无线发射器信号传送
至考场内的任某的纽扣耳机中。考试结
束后，张某、刘某被公安机关现场带走，
任某主动到案。在三人的帮助下，当天
任某甲获得95分高分成绩。后任某甲
的成绩被淮北市车管所正式取消，并被
限制一年内不得参加任何考试。

法院经审理认为，驾校考试是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刘某、张某、任某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非法为他
人提供考试答案，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提供考试答案罪，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3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服判。

为驾校考生提供答案 三名被告人锒铛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