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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代 奇）小区地下室采光井铺
设的玻璃盖板破碎，形成一米见方的洞
口，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整修，行人不慎
掉入洞中致死。近日，安徽省淮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对
小区公共区域出现的问题不做及时整修
和防范警示，要对胡某的死亡承担20%
的责任，赔偿胡某子女各项损失合计
13万元。

2017 年 7 月 18 日上午，淮南市金
大地国际城小区的物业公司安徽新地锐
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以下
简称新地锐意淮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在
小区例行巡查时，发现小区5号楼南侧
地下室采光天井的钢结构玻璃采光顶缺
失一块玻璃，并有一人躺在采光天井
里，随即报警。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

采光井上方玻璃顶与地面草坪平齐，面
积 28 平方米，采光井上方铺有玻璃，
采取双排东西向铺设，每排 14 块玻
璃，其中北侧排由西向东数第3块玻璃
缺失，形成 90 厘米×98 厘米的洞口。
死者胡某卧躺在与洞口对应的采光井里
右侧。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
实，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随后，胡某
子女将新地锐意淮南分公司和采光井的
安装公司安徽劲草新地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草建安公司）诉至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两
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61.7万余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

田家庵区法院一审认为，劲草建安
公司作为涉案采光天井钢结构玻璃采光
顶的承建方，已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将
工程交付建设单位，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死者胡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对自身安全负有审慎观察、注意、
自我保护的义务，应知晓玻璃采光顶具
有一定的危险性以及灌木隔离带的设置
目的，仍然进入灌木隔离带，并从采光
天井跌落致死，其疏于维护自身安全是
该案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新地锐意淮南
分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人，对
小区内公用场地、道路及相关设施设备
负有维修、养护、管理责任，负有做好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的义
务，现场照片显示玻璃采光顶放置的警
示桩，并不足以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该公司对胡某跌落采光井内身亡存有一
定过错，其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发生有一
定间接因果关系，判决新地锐意淮南分
公司赔偿胡某子女7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胡某子女和新地锐意
淮南分公司向淮南中院提起上诉。

淮南中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作为一

位成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
己的行为有辨识能力，其擅自进入案发
的小区，且事发时胡某不是行走在该小
区人行道或者车道上，而是穿越过人行
道旁的低矮灌木丛，进入到采光天井的
钢结构玻璃采光顶上方，以至于坠入地
下室导致死亡，其自身的不谨慎行为是
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胡某应当
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新地锐意淮南分
公司作为事发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对
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小区公共区域出现
问题时应当及时整修，或者在小区内做
好充足的防范警示。然而，案发处缺失
的采光玻璃近月余都未有人整修，也是
导致胡某死亡的客观原因之一，因此，
新地锐意淮南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法院酌定新地锐意淮南分公司应对胡某
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责任。

行人掉进未整修“玻璃洞”致死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死者子女13万元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梅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拒不报告财产的被执行
人林某作出罚款 2000 元的司法处罚
决定，有力地体现了司法权威，也维
护了侨胞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2016 年 4 月 27 日，印
尼侨胞梁某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梅州中
院提起追偿权的民事诉讼。经审理
后，梅州中院对被告林某作出了限期
还款的一审判决。此后林某不服一审
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018 年 2 月 12 日，广东高院作出了
维持原判的判决。

判决生效后，梁某于2018年4月
9日依据判决向梅州中院申请强制执
行。梅州中院依法立案执行。2018
年4月11号，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
人林某寄发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责令林某在收到报
告财产令后三日内如实向梅州中院报
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林某于4月13日收到

上述法律文书后，经多次催告，一直
不向法院报告财产情况。为维护生效
裁判的严肃性和制裁妨碍执行的行
为，6月19日，经合议庭合议并经梅
州中院院长批准，依法决定对林某作
出了罚款 2000 元的司法处罚。另
外，梅州中院还对林某的房产进行了
查封。处罚决定送达后，执行法官对
林某进行了批评教育。林某也认识到
不及时报告财产的错误，表示将及时
缴纳罚款，并于近期与申请执行人协
商如何履行事宜。

另了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四十一条规定了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
度，将被执行人向法院适时、真实报
告自己的财产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被
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法
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
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拘
留。此案中，梅州中院对拒不报告财
产的被执行人作出罚款的司法处罚，
不仅体现了法院为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的努力，也体现了梅州中院以实际行
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心。

（黄义涛 苏建东）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
法院：罚你没商量

本报讯 福建龙海一女子在大桥上
边走路边玩手机，不慎从大桥上坠落致
伤。管理养护单位——龙海市某大桥开
发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公司）是否应该
担责？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日前对
这起纠纷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大桥公
司作为大桥的管理维护人，未尽到相
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女子受伤致
残，对该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依
法应在其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2017年12月11日10时许，原告林

某玲在一大桥的人行道上步行行至人行
道的伸缩缝处，该伸缩缝处留有一个长
80厘米、宽120厘米的洞口，林某玲不
慎从该伸缩缝处的洞口坠落至距离桥面
十米的桥下，群众发现后报警，龙海市
消防大队组织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后林某玲被送至医院抢救。经鉴
定，伤情为腰椎体爆裂性骨折伴截瘫、
失血性休克等严重后果。

原告林某玲认为，大桥公司消极对
待，林某玲的父母多次找该公司要求解
决，该公司却一直回避，工作人员告知

须通过诉讼处理。因此，诉求法院判令
大桥公司应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鉴定后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各项费用合计3261912.12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
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的规定，大桥公司仅在存在过
错的情况下，对林某玲的损失承担民事
责任。该大桥公司作为该大桥的管理维
护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包括
提醒危险的警示义务；本案事故发生
时，该大桥桥面人行道的伸缩缝处留有

一个较大的洞口，大桥公司没有及时发
现并排除桥面安全隐患，也未设置危险
提醒标志，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
过错，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林
某玲相应的损失。林某玲属于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桥面人行道上行
走理应注意观察大桥桥面的实时路
况，且本案事故发生在上午 10 时左
右，当时天气晴朗，视线好，该大桥
桥面人行道的伸缩缝处的洞口较大，
只要注意观察路况即可避免事故发生，
但却因林某玲未注意观察路况而导致发
生本案事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存
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大桥公司的责
任。综上，法院酌定由大桥公司承担本
案60%的赔偿责任。判决大桥公司应赔
偿林某玲951670.93元。

（陈志龙 林明智）

女子不慎大桥上坠落致残
大桥管理养护单位被判担责六成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清 溪 王 伦）欠债数额小，即
使不履行也不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近日，浙江省
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陈某犯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缓刑一年。

2015年9月，陈某向邵某借款6万
元，后一直未归还。2016年8月，经起
诉永嘉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陈某
向原告邵某偿还借款6 万元及利息。
该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

2017 年 2 月，经原告邵某申请，
永嘉法院立案执行，向被执行人陈某
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责令被执行
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并告知陈某
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接到法院的通知
后，陈某自知名下无登记房产，以没
钱还款为由推诿。

期间，执行法官通过现场走访，
了解到陈某仍有一定经济能力，且在

经营实体店生意，消费水平不低。
2017年2月，执行法官发现陈某从银
行卡内支取人民币 7.2 万元供己使
用。在掌握了陈某的涉嫌构成拒执罪
的证据后，鉴于陈某欠债不多，执行
法官出于人性化考虑，多次联系陈
某，苦口婆心多次劝其履行还款义
务，告知其拒不履行严重后果，但陈
某不以为然。

多次劝说无果后，执行法官果断
将陈某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的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启动了
追究陈某刑责程序。2017年8月，被
告人陈某被民警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对
人民法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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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被告人陈某归
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案发后已履行
完毕法院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决
定予以从轻处罚。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陆 义）近日，湖南省湘乡市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湘乡市经
济开发区某公司出纳周某涉嫌贪污罪
一案。被告人周某因犯贪污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责令其退赔被害公司48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周某于
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担任湘乡市
经济开发区某公司出纳一职。期间，
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以去银行办理法
人变更手续为由向该公司会计、财务
部长索取公司财务印鉴、法人印鉴，
然后在由其保管的空白转账支票上加
盖上述印鉴，再持支票将该公司在湘
乡市农商银行开设的一般账户上的人
民币合计 48 万元转至周某某在湘乡
市农商银行的个人银行账户。

同时，被告人周某为了隐瞒其支

取公司资金的事实，伪造了该公司在
湘乡市农商银行开设的账户存款余额
及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的对账
单和存款账户金额交易明细，并交给
公司财务人员对账。上述 48 万元除
其中的1万元用于偿还其舅周某某的
债务外，余下的 47 万元均由周某某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形式支
付给被告人周某，被告人周某将该
47 万元中的大部分用于赌博，余下
部分则用于偿还欠款及其他日常开
支。

该案由湘乡法院副院长谭胜虎担
任审判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谭天
瑶担任第一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市
纪委监察委部分干部、被告人亲属等
100余人到庭旁听了该案的审理，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红阳、近 10 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与旁听。

被执行人心存侥幸欠债不还
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刑

湘乡法院公开审理监察委移送的首例职务犯罪案本报讯 购买商业用房遭遇政策
调整不能过户，买房人李女士要求解
除合同并返还定金，而卖房人张先生
称在新政出台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李女士一直坚称可以继续履行合同，
拖了两个多月才要求解除合同，若退
定金应先扣除相应损失。后李女士将
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返
还定金30万元。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此案，判决双方解除合
同，张先生退还李女士24万元定金。

解除合同 因政策调整还是
迟延履行

原告李女士诉称，2017年3月4
日，其与张先生就其名下一套商业用
房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附件，将张先
生名下的一套办公用房出售给李女
士，房屋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10 万
元；附件约定，定金为 30 万元。

2017年3月9日，李女士按照合同规
定支付了定金 30 万元。2017 年 3 月
26 日，北京市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
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
李女士不符合个人购买上述房屋的条
件，遂与张先生协商解除合同并返还
定金等相关事宜，并于2017年6月26
日向张先生出示其不具有购房资格的
核验结果，但张先生迟迟不返还定金。
无奈之下，2017年7月10日、2017年7
月12日，李女士两次向张先生邮寄了

《解除合同通知函》。李女士认为由于
政策原因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双
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附件应当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解除，张先生应返
还定金30万元。

被告张先生辩称，2017年3月4
日，李女士与其签订购房合同，合同
约定全款购买。签订合同后李女士陆
续支付定金共 30 万元。2017 年 3 月
26 日出台限购新政后，其及时、反
复与李女士确认其是否可以继续买
房，李女士一直回答没有问题。2017
年6月11日，李女士称因为资金来源
出现问题，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 30
万元定金。张先生先后提出几个解决
方案，李女士均不同意。张先生认

为，因李女士违约，给其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精神损失，应给予其适当补偿及
赔偿，具体包括为涉案房屋4月至7月
未出租的租金损失4.4万元、期间未另
行出售导致房屋价值损失 10 至 15 万
元、因自己另行购房未及时支付购房款
有可能需赔偿的违约金等，故仅同意退
还定金10至15万元。

合同后续履行情况 双方各执
一词

就合同后续履行情况，李女士主张
与张先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时其名下
还有一套住房，该套住房于2017年6月
至7月已出售，过户至买方名下；并且自
己在京没有工作，因此没有缴税记录。限
购政策出台后，其一直与中介公司沟通，
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并于2017年7
月10日、7月11日向张先生邮寄解除通
知函，张先生亦已收到该函件。

张先生则主张，2017 年 6 月 11 日
之前，其一直通过中介人员询问李女士
是否继续购买涉案房屋，李女士一直声
称继续购买。中介公司认可张先生的说
法，主张限购政策出台后即将内容告知
买卖双方，张先生询问李女士就该房屋

买卖合同之后如何履行，李女士6月初
之前一直称想办法；因新政出台，6月
12日申请检验李女士的购房资格，6月
26 日结果为未通过，原因为李女士名
下另有房屋，且连续五年未缴纳个人所
得税。但是李女士在6月份之前一直声
称名下另一房屋已售出。

迟延解除有过错 买方担责赔
6万

海淀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均同
意解除合同，故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就
李女士要求退还 30 万元定金的主张，
双方合同约定，若实施新的限购政策，
导致买受人家庭不具备购房资格而无法
继续履行的，互不追究责任，已支付房
款的退还由双方另行协商；合同依约定
期限能够实际履行，因任一方原因导致
合同处于迟延履行状态，在此期间实施
新的限购政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的，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该案中，
限购政策出台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方原
因导致合同处于迟延履行状态的情形发
生，双方需按合同约定另行协商钱款的
退还事宜。该案中定金的退还，需要参
考限购新政出台后双方的履约行为，截
至2017年6月初李女士均未要求解除合
同而称想办法，一直到 6、7 月份才提
出解除合同，期间其怠于说明己方购房
资质情况且一直告知张先生继续购买房
屋，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对于张先生
的损失，李女士应予以赔偿。最后，法
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张先生退还李女
士24万元定金。

遭遇政策调整房屋无法过户
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买方退还定金

周 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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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受理襄阳众鑫成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一案，并于 2018年 6月 29日指定湖北远达清算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襄阳众鑫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襄阳众鑫成实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10月 9日前，向襄阳众鑫成实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谷山大厦B
座 12楼 1207室；邮政编码：441000；联系人：毛永琴；联系电话：
18086137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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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债权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襄阳众鑫
成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襄阳众鑫成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
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6月7日，本院根据常德九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常德九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常德九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0 722 594.35元，
负债总额为38 311 911.18元，净资产为-7 589 316.83元。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院于 2017年 10月 30日裁定宣告常德九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6月20日，本院根据湖南拓宇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湖南拓宇置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一案。因本案管理人
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大会通过且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由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之规定，本院于2018
年6月19日裁定终止湖南拓宇置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宣告湖南
拓宇置业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常德市晶利汇供水设备有限
公司、郑加祥、叶昌绿的申请裁定受理常德市兴广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初步确认兴广龙公司债权总
额为446 905 865.25元，而兴广龙公司的资产经财务审计为59 691
133.86元，已严重资不抵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裁定宣告常德市兴广
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南昌市西湖区华鹏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于 2018年 5月 15日裁定受理江西省德裕担保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 5月 15日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
事务所为江西省德裕担保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省德裕担保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9月 14日前，向江西省德裕担保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
912号地铁大厦8楼；联系电话：18720066511；联系人：熊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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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德裕担保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省德裕担保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14日上午 9时 30分在湾里区人民
法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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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江西]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南昌市西湖区华鹏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5月15日裁定受理江西省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15日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
为江西省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省智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14日前，向江西省智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
道912号地铁大厦8楼；联系电话：18720066511；联系人：熊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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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省智达房地产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
时30分在湾里区人民法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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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江西]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东营市昊通气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
月2日裁定受理山东金利轮胎装备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年7月2日指定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为山东金利轮胎
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金利轮胎装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山东金利轮胎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金泰铸造；邮政编码：257335；联
系电话：13563391827）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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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山东
金利轮胎装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金利
轮胎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山东]广饶县人民法院

因济南三元印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济南
三元印染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终结济南三元印染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裁定终结济南三元印染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青岛青矿矿山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无财产可供分
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
定，本院于 2018年 7月 16日裁定终结青岛青矿矿山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汉沽水泥管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2日裁
定受理天津市汉沽水泥管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2日
指定天津市汉沽水泥管厂清算组为天津市汉沽水泥管厂管理
人。天津市汉沽水泥管厂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12日前，向天
津市汉沽水泥管厂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8号
鼎泰大厦 1506室；邮政编码：300171；联系电话：022-24450408;
联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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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汉沽水泥管厂的债务人或财产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汉沽水泥管
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20日上午
10时在天津市南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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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2 日裁定受理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8 年 7 月 2 日指定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清算组为天
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管理人。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向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
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18 号鼎泰大厦 1506
室；邮政编码：300171；联系电话：022-24450408;联系人：方淑
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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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占有人应当向

天津市康发建材实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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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汽车配件经销部的申
请，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受理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汽车配
件经销部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2日指定天津市滨海新
区塘沽华建汽车配件经销部清算组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
汽车配件经销部管理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汽车配件经
销部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8月 31日前，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
华建汽车配件经销部管理人（申报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8
号 鼎 泰 大 厦 1506 室 ；邮 政 编 码 ：300171；联 系 电 话 ：022-
24450408;联系人：方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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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汽车配件经销部的债务人或财产
占有人应当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华建汽车配件经销部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3日上午10时在天
津市南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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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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