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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受审
被控触犯贪污受贿等四项罪名

本报烟台 7 月 20 日电 （记者
丁 珈） 7 月 17 日至 20 日，山东省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恒
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等贪污、受贿、
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一案。山东省烟台市人民
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各被告人及
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被告人姜喜
运利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上的便

利，将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
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据为己
有，共计折合人民币 7.5 亿余元。2004
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担任恒丰银行
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正阳置业
有限公司、高天国等公司和个人购买恒
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
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和个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37.4万余元，其
中，姜喜运伙同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
助理、财务负责人赵春英共同收受高天

国给予的人民币2300万元。另外，2013
年7月，姜喜运安排被告人恒丰银行原
行长助理、信用风险监控部总经理张文
凯违规出具保函，未收取担保手续费，情
节严重；2014年9月，姜喜运指使被告人
孙金光销毁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的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情节严重。应当以贪
污罪、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故
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追究姜喜
运的刑事责任；以受贿罪追究赵春英的
刑事责任，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追究

张文凯的刑事责任，以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罪追究孙金光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姜喜运、赵春英、张文凯、
孙金光及各自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
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
最后陈述。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被告人亲属和各界群众 90 余人旁听了
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未申报户口的农村患儿出生7天后死亡
法院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本报南通7月19日电 足月娩
出的婴儿在医院出生7天后即患病死
亡，经鉴定，医院过错对婴儿死亡的
参与度为次要因素，因索赔未果，受
害人父母将医院诉至法院。

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终
审判决，认定婴儿的死亡赔偿金应当
就高适用当地城镇标准，海安某医院
按原因力大小担责30%，共赔偿受害
人父母291211.46元。

2016 年 8 月 18 日，袁某到海安
某医院待产。当天下午近5时，经会
阴侧切助娩，袁某产下了一足月男
婴，但婴儿出生时面色苍白，无自主
呼吸，无肌张力，无啼哭，听诊心率
124 次/分。因患儿一直没有啼哭，
当天晚上7时，袁某夫妇用救护车将
患儿护送至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此后，患儿先后在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
心住院治疗，但治疗效果不明显，于
是袁某夫妇决定放弃治疗，但在出院
后又将患儿送至海安某医院。8月22
日，患儿又被送到海安人民医院治
疗。8 月 24 日 10 时许，患儿病情恶
化，后经抢救无效于10时50分宣布
死亡。死亡原因为新生儿重度窒息、

多脏器功能衰竭。
患儿死亡后，其父母袁某、王某将

海安某医院和海安人民医院一起诉至海
安市人民法院，请求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各项损失合计80万余元。

海安法院一审审理期间，委托江苏
省医学会对患儿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为：患儿不能排除先天性因素
所致的重度窒息可能 （如中枢发育异
常、肺发育异常等） 且未能实施尸检；
同时患儿出生后，患方多次转诊治疗，
期间又有放弃治疗同意书，这对医方的
积极救治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患儿的死

亡也有较大影响，故建议海安某医院承
担次要责任，海安人民医院不存在医疗
过错行为。

一审另查明，婴儿父母袁某、王某
均为农村户籍，患儿还未及申报户口。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受害人因
事故伤残或死亡，造成其家庭未来一
定时间段内收入的减少，损失赔偿的
计算标准会因受害人身份不同而不
同，死亡患儿出生时系活体，应当按
照农村居民的收入标准计算相关的损
失，遂判决海安某医院赔偿其父母各
项损失共计149766元。 袁某、王某和

海安某医院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
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袁某、
王某虽均为农村户籍，但袁某、王
某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海居住工
作。同时，由于受害人并未进行户
籍登记，不能当然推定其为农村户
籍，即便其为农村户籍，亦不能推
定其如存活今后必然生活工作并居
住在农村，故本案不应以农村标准
作为死亡赔偿金的适用依据，遂改
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谷昔伟 顾建兵）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患儿死亡赔
偿金是否应当根据其父母户籍适用当地
农村标准。

对此，该案二审审判长顾晓威介绍
说，死亡赔偿金是因受害人死亡、向受害
人近亲属支付的、基于其家庭整体预期
收入消极损失的财产损害赔偿。由于我
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年劳动者
的收入因居住工作在城镇或农村而不

同，适用差别化赔偿标准，符合侵权损害
赔偿的填补原则，相对公平合理。

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受害人为刚出
生的婴儿，其生前并无劳动收入，有别于
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故不能仅依出身
即主观上否定其未来生活工作中更好发
展的各种可能性，进而在死亡赔偿金计算
标准上予以差别化对待。因为，无论个体
出生于城镇或者农村，也无论其父母户籍

身份为城镇或农村，其均享有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的机会，进而平等追求美
好生活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有义务遵
循公平、无歧视保护原则，依法保障、帮
助个体实现自由平等发展，不能因为出
身不同而给予差别化待遇。

顾晓威指出，当前，越来越多的农
村居民进入城镇工作乃至定居，在确
定死亡赔偿金标准时，一般应适用就
高不就低原则，不能仅以农村户籍或
城镇户籍而予以简单化区分。本案受
害者尚属婴儿，就高适用所在地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契合我国社会
保障政策和死亡赔偿金的设置初衷。

■连线法官■

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就高不就低原则
本报讯 贵州省施秉县一建筑公

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为顺利拿得一道路
施工项目，先后三次向原镇党委书记累
计行贿合计6万元。近日，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此
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定。被
告人王某以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被告人王某系施秉县一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2009年至2013年期间，
被告人王某欲承接该县某镇三条道路
的“一事一议”道路硬化项目，找到了
时任中共施秉县某镇党委书记的宋某
（另案处理）。在宋某帮助下，王某与

施秉县某镇人民政府签订了一份道路
建设工程合同，顺利承接了该镇三条
道路的“一事一议”道路硬化项目，工
程共计 239 万元。在此期间，被告人
王某为了与宋某拉近关系以及感谢宋
某给予自己的帮助，先后三次累计送
给宋某6万元人民币。

施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
人王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
作人员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已构成
行贿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王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
起上诉。黔东南中院经审理维持原
判。 （吴光英）

为拿项目给原镇党委书记送了6万元

建筑公司负责人行贿被判刑

本报丽水 7 月 20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丁海芳 王 英）为
挣取开票费，通过成立空壳苗木业合作
社，在无实际生产经营及业务往来的情
况下，半年时间为 252 家公司虚开了
700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总额达 4.6 亿
余元。今天，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对
该起特大虚开发票罪一案作出一审宣
判，判处李某、吴某等 12 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五年零十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零
六个月，缓刑二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
金80万元至4万元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5 月，
在李某的提议下，吴某先后在龙泉成
立了两家苗木合作社。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吴某与李某指使会计每
个月以合作社的名义向国税部门最大
限度申领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额达700
份，且每份发票开票金额都在 10 万元

以上。
实际上，这两家合作社压根就没

有苗木基地，也没有进行苗木种植，
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顺利注册合
作社种了几棵小树苗，之后就再也没
有种过苗木了。从国税部门领取的发
票基本上被送往杭州，交于李某使
用。而李某则利用这些发票，在无实
际生产经营及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以
收取票面金额 0.4%至 0.7%左右开票费
的方式为他人虚开发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李某
累计虚开发票份数达 672 份，涉及受
票单位252家，价税合计人民币达4.04
亿余元。所获开票费被李某、吴某两
人私分。

此外，2016年7至8月间，因自己
苗木合作社做账需要，吴某根据李某的
要求提供了他人的身份信息，李某再以

收购苗木的名义，利用他人身份信息虚
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28 份，价税合计
2700万余元。

这些受票单位，遍及浙江、江苏、
江西等 14 个省市，以园林市政公司为
主。为了尽早结算工程款，他们将购买
的苗木发票作为付款原始凭证列入公司
成本。

小小两家合作社，短时间内大数
目地领取发票，很快引起了国税部门
的注意，并将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
关。2017 年 3 月，12 名犯罪嫌疑人先
后落网。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吴某等
12 名被告人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及发票
管理规定，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发票
罪。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性
质，遂作出如上判决。

空壳合作社虚开发票4.6亿余元
龙泉12名被告人获刑

本报讯 山东省沂水县一男子
拒不履行偿还3万元欠款义务，却
以妻子名义投资开店，并在与妻子
离婚后一个月内，以妻子的名义购
买房产。近日，沂水县人民法院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
被执行人张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

2015 年 3 月 18 日，沂水法院
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
判令张某五日内归还赵某借款本金
3 万元及同期利息。判决生效后，
被告人张某一直未执行该判决，后
沂 水 法 院 分 别 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2016 年 11 月 10 日、2017 年 2

月 26 日立案执行该判决，均因被
告人张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未能
执结。经查，被执行人张某于
2017年4月以其妻名义注册某自助
烤肉店并共同经营，同年8月18日
两人协议离婚但一直共同居住、共
同经营，9月其妻在沂水某小区购
买商品房一套。案件审理期间，被
告人张某已履行法院判决义务，并
取得申请人的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对人民
法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武传玲 陈淑峰）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
讯员 游 庆 何元芫） 7 月 18
日，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某拒不
执行判决一案，对被告人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一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
被告人林某与自诉人唐某发生交
通事故，两车相撞导致车辆受
损、唐某八级伤残，武陵源区法
院判令林某赔偿唐某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共计 27 万余
元。林某履行少部分还款义务

后，拒不支付剩余款项，反在还
款期间按揭购买吉利牌汽车一
辆、苹果手机一部，用于滴滴出
租。林某拒不向法院报告财产状
况，被武陵源区法院司法拘留
后，仍不履行赔偿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
有部分能力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而拒不执行，且拒
绝报告财产情况，经采取拘留措施
后仍拒不执行，其行为已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告人林
某与唐某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履行
了大部分赔偿义务，且取得了唐某
的谅解，依法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拘留后仍拒绝报告财产

张家界一“老赖”被判拘役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欠人三万元拒不履行 以前妻名义开店买房
沂水一被执行人获刑六个月

本报讯 7月19日，广东省中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广
东省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巡视员吴升文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4 年至 2014
年间，被告人吴升文利用其担任深圳
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广东
省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巡视
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
程、案件处理、税收业务等方面谋取

利益或承诺予以关照，收受和索取贿
赂共计人民币 3669.59 万元、港币
300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出示了相关证
据，各方进行了质证并充分发表了意
见，吴升文进行了最后陈述。被告人
亲属及社会各界群众等100余人旁听
了庭审。

该案将择期宣判。
（全小晴 刘颖清）

涉嫌受贿近4000万元

广东省地税局原局长吴升文受审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1日（总第7417期）

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裁定受理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甘肃丰圆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圆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丰圆公司的财产经评估价值为
38010879.78元，已确认负债为 48792096.80元，尚有大笔债务待
确认，已明显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成连续状态。本院
认为，丰圆公司已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全部债务，符合破产
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裁定宣告甘肃丰圆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破
产。 [甘肃]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
月26日裁定受理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6月26日指定河北德律律师事务所为丰宁满族自治
县饮食服务公司管理人。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 2018年 8月 22日前，向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宁丰路215号宏江嘉园东
侧商业楼6单元401室，联系电话：18831460333）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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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满
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丰宁满族
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年9月5日9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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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8年 6月 26日，本院根据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 2018年 6月 26日裁定宣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饮食服务公司破
产。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尔宝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0日裁
定受理苏州尔宝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尔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7月12日指定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为尔宝公司管理
人。尔宝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尔宝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广济路168号美泰商业广场写字楼16楼
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15000；联系人：沈建根、朱晓
燕；联系方式：18151783366、17751430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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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宝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尔宝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29日14时在本院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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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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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2017年 11月 24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霞浦信用社对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三川制衣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三川制衣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定破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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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三川
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 11月 24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春晓信用社对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世纪制衣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世纪制衣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定破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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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世纪
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戚家山信用社对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华森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华森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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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华
森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欧华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于2018年
7月12日裁定浙江欧华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欧华船舶模块有限
公司、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舟山欧华置业有
限公司、舟山中海投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实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欧华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浙江欧华
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欧华船舶模块有限公司、舟山港综合保税
区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舟山欧华置业有限公司、舟山中海投海
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实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8年8月11日前，向管理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
港航路123号中浪国际大厦B座2102-4室；邮政编码：316000；联系电
话：15957073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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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欧华船舶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欧华船
舶模块有限公司、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舟山
欧华置业有限公司、舟山中海投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中实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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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9时在本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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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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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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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1日，本院根据浙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越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月
25日，根据管理人申请，裁定卓越公司与富阳劲道物资有限公司
合并破产清算。据卓越公司管理人核查：截至2018年6月20日，卓
越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可用于分配的财产约39 900 000元，确认到
期负债81 354 325.94 元，资产负债率约204%。卓越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本院认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清理债务。根据管理人
查明的卓越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资产和债务情况，卓越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符合企业破产法破产清算的规定，应予宣告破产。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裁定宣告浙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
与富阳劲道物资有限公司破产。[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因浙江衢州嘉铭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完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
三款的规定，本院于 2018年 7月 10日裁定终结浙江衢州嘉铭文
体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根据杭州复贸商业城汇禾装饰材料商行
申请裁定受理中创美巢装饰（杭州）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7月11日指定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中创美巢装饰
（杭州）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创美巢装饰（杭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8年8月2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点：杭州市西湖区
文三路259号昌地火炬大厦1号楼4楼；邮编：310000；联系电话：
0571-56762825；邮箱：zcmczshzyxgsglr@163.com）申报债权（债权
利息计算至2018年7月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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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美巢装饰（杭州）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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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18年8月29日14时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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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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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绍兴市柯桥区富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7月10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申请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强裕经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 8月
24日前，向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时间：
法定工作日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11时30分，下午3时-5时
30分；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兴中路 375号B座 7楼
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邮编：312000；联系人：吴炯杰、刘胤；联
系电话：0575-88223709、0575-88223706；手机：18058680088、
13676865283】，并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同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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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强裕经贸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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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占有
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依法行使取
回权。本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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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群贤
路2169号。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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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珠海 7 月 20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孙 航） 今天，广东省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侯德敏、张凯杰等47人
的两宗跨境电信诈骗案进行二审公开宣
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至2016
年3月间，张凯杰、侯德敏分别在马来西亚
境内纠集江宗颖等14人、彭依国等30人，
利用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
冒充银行客服人员、公安局及检察院工作
人员等身份，虚构被害人因个人信息泄露
而涉嫌犯罪等虚假事实，对大陆居民进行
电信诈骗活动。此外，侯德敏还于2015年
9月至2016年1月间，纠集郭祥跃等11人
在国内组织团伙实施电信诈骗。张凯杰、
侯德敏等人先后骗取了42名大陆居民共
计人民币701万余元。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的事实
清楚，采信的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珠海中院二审公开宣判
两宗涉台跨境电信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