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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什么？咱爸要被法院
拘留了？还是担保那件事？我这就去
筹钱还款！”近日，当高某某得知父
亲因替他人担保被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区人民法院宣布司法拘留十五日，正
被执行法官带往医院进行体检时，高
某某主动联系宿城区法院执行局，请
求替父履行还款义务。

执行法官了解这一情况后，通知
申请人到法院协商处理，高某某当场
给付申请人部分现金，剩余部分与申

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人向法
院提出申请对被执行人暂缓拘留。

原来几年前债务人因周转资金需
要，向王某借款 20 万元，高某作为
担保人提供担保，因债务人一直拖欠
未还，王某将债务人及高某等起诉至
法院，要求债务人及高某等偿还借
款。

判决生效后，债务人及担保人高
某等并未履行义务，申请人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依法向被
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报告财产令，同
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且将被执行人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被执行人仍
拒不履行义务。

7月16日下午4时许，申请人向宿
城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举报，称其发现
被执行人高某的线索。执行局立即组织
干警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后，依法将高
某传唤至法院。经执行法官对其进行法
律释明后，高某仍以其未使用该借款为

由，拒不履行义务。法院依法决定对其
实施司法拘留十五日。

正当执行法官带高某到医院进行体
检过程中，被执行人儿子高某某主动与
执行法官联系，愿意替其父履行债
务，高某某当场给付申请人部分现
金，对余下部分与申请人达成还款协
议。申请人也向法院提出申请对被执
行人高某暂缓拘留。法院决定暂缓实施
司法拘留。

（朱来宽 沈丙乔）

父亲因替他人担保被法院拘留十五日

得知父亲被拘留，儿子主动替父还钱

网购延迟发货起纠纷
法院：“48小时内发货”的承诺具备合同效力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鹿 萱）为了儿子结婚买家具，订的是
成套新品，提货时发现其中1件家具是
展厅样品。由此产生纠纷并引发诉讼，
消费者除要求退还已付货款外，还要求
按照全部货款的3倍支付惩罚赔偿金。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支持了
消费者部分诉讼请求。

2017年8月，陈女士到温州某购物
广场的家居店购买了床、床头柜、衣
柜，通过讨价还价，最后付款 4.28 万
元。陈女士特意向店员说明，一定要从
厂家进货，赶在 10 月儿子结婚的时候
使用。该家居店承诺在10月10日左右
交货，收据上的公章系该家居店店长小
方（化名）经营的个体户印章。

10月8日，家居店送货上门。陈女
士发现家具是用棉被包着的，没有外包
装，送货单上注明“在展厅”字样。陈

女士当即电话联系商家，店员称为了更
好地运输家具，所以才拆掉外包装，用
棉被包着衣柜。交涉无果，陈女士无奈
只能拒绝收货。

通过多番了解，陈女士得知原来家
居店并没有向厂家订购衣柜，其认为
商家一开始就想将展厅的样品作为新
品出售属于“欺诈”，遂向温州市消保
委、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
诉。

今年1月12日，温州市龙湾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
该公司作为经营者在明知衣柜产品没有
到货的情况下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把之
前购入的展示样品当做新品出售给消费
者，且提供的合格证上没有标注产品型
号、产品名称、质量等级等信息，构成
违法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2月，陈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退
还全部货款，并赔偿其已付全部货款的

3倍款项。
5月11日上午，鹿城区法院一审开

庭审理此案。陈女士将收款收据上加盖
个体工商户印章的小方、家居店登记所
属的家具公司、该家具公司股东朱某一
并告到了法院。

庭审中，双方对于出售衣柜样品是
否构成欺诈，是对陈女士支付所有价款
的3倍进行赔偿还是仅按照衣柜价款的
3倍进行赔偿、店长小方是否属于共同
经营者，是否需要承担共同责任展开激
烈的辩论。

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居店在向陈女
士提供衣柜时，隐瞒了该衣柜并非新品
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衣柜可以单独
购买，单独使用，应当视为一件独立的
商品，消费者能且只能按购买该独立商
品价款的3倍要求增加赔偿，而不能就
全部货款主张3倍赔偿。

鉴于陈女士购买涉案家具时与商家

约定的价款系总价款减价后的金额，法
院酌情认定衣柜的价格为1.7万余元，经
营者应当赔偿该价款的3倍，即5.1万余
元。

陈女士向家居店索要发票时，其向
陈女士提供了盖有店长小方经营的个体
家居店印章的收款收据。而店长小方经
营的家具店现已注销登记。消保委的工
作人员出庭作证时也提到了，家具购物
广场的工作人员认为小方就是家居店的
老板娘。小方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涉案家居店公司
的员工，法院对陈女士关于小方系家居
店的共同经营者的主张予以采信，应当
与家具公司共同向陈女士赔偿损失5.1
余万元。

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家
居店、店长小方共同退还货款 4.28 万
元，赔偿损失5.1万元。此外，该家居
店登记所属的公司由股东朱某一人投
资设立，朱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驳回了陈女
士按全部家具的价款3倍赔偿的诉讼请
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目前，该案件已生效。

买家具买到展厅样品，如何索赔？
法院判决商家赔偿消费者独立商品价款的三倍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宜兴市人
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网购消费纠纷案
件，“48小时内发货”这样的网购常
见字眼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合同效力成
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今年 4 月，一款 NIKE 板鞋异常
火爆，引发各地年轻人追捧，很多商
场都出现了断码断货现象。

4月15日，小雷在淘宝网上发现
一家店铺正在销售这款热门板鞋，并
在宝贝服务栏中描述了“48 小时内
发货”，她当即分两个订单拍下了十
双板鞋，并通过旺旺联系了店铺客
服。卖家称，这批鞋要从日本订货，
48 小时内无法到货，但是在一周内
应该可以收到。然而，小雷在等待了
一周后却只收到了一个订单中的四双
板鞋，同时她还发现卖家把一个物流
信息同时录入了两笔订单。眼看着订
单就要自动确认收货，没有收到足额
商品的小雷着急了。她多次通过网络
与卖家交涉，但依旧没能得到满意的
答复。

5月17日，小雷一纸诉状将淘宝
店主李某告上了法庭。小雷认为，被
告在宝贝描述中承诺了 48 小时内发
货，却经多次催促拒不发货，已经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
了虚假宣传。她请求法院判令李某依
法交付剩余六双板鞋，并按照鞋款总
价的30%对其进行赔偿。

店主表示，其实并不是他有意拖
延发货，在国内断货的情况下他只能
从日本采购，小雷之前收到的四双板
鞋就是日本直邮而来的。“可是我订的
鞋数量太多，日本那边的货源已经发
完了，我只能再从美国进货，这会儿鞋
子还在寄回的途中。”李某解释，由于
淘宝平台对于卖家违背宝贝描述的时
间迟延发货的行为有处罚规定，考虑
到自家店铺可能会因延迟发货而被扣
分或者降级，所以他只能先把之前的
物流信息输入后续订单。“只要卖家不
确认收货，交易就不会关闭，货款也不
会自动扣除。”李某再三强调，自己并
不是有意欺诈和虚假描述，小雷只是
会迟点收到货物而已。

考虑原、被告双方所说的实际情
况，宜兴法院法官在与双方沟通的基
础上对案件进行了积极调解。经过法
官的协调，李某很快就将剩余的六双
板鞋通过快递发给了小雷，小雷在签
收货物后便主动撤诉，案件得到圆满
解决。 （邹 祎）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面对异样的眼神，这
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把执行款带来
了。”7月23日，河南省安阳县人民
法院执结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许某与工友一起回家，唯独自己被高
铁拒之门外后深感颜面尽失，乘坐汽
车直奔法院执行局履行了 6000 元执

行款。
2017年9月，被告许某驾驶二轮

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将行人张某撞
伤，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被告
许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就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形成诉讼。今年3月下
旬，安阳法院判决被告许某在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6000
元。因未如期履行，原告张某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干警及时向被执行人
许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法律文书。许某为躲避执行，竟跑到北
京一建筑工地去打工。为此，执行干警
一边按规定将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

边对其财产线索展开全面调查。7月23
日，许某所在的建筑工地完工，拿到工
资款的许某和其他工友一起去购买高铁
票准备回家，工友们相继购票，唯独其
因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高铁拒之门
外。“你不能买票，不会是‘老赖’
吧！”“你欠人家多少钱？赶紧还掉
吧！”工友们你一句、他一言，许某感
觉颜面尽失，同时也对自己逃避执行的
行为后悔不已。工友们乘坐高铁回家
后，许某乘坐汽车直奔安阳法院执行
局，当场履行了 6000 元执行款。当日
结案后，安阳法院已将许某从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库中删除。

（黄宪伟 张永平）

安阳一“老赖”购高铁票被拒嫌丢脸
坐汽车直奔法院把钱还

本报霍邱 7月 25 日电 今天，
在失信“黑名单”的威慑下，被执行
人李某主动将3.4万元案款汇入安徽省
霍邱县人民法院标的款专户，程某与
李某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也随之圆满
执结。

2011 年，李某将其承包的工程
转让给程某，工程结束后，经结算，
李某尚欠程某工程款 13 万余元。程
某多次向李某催要，李某仅支付了3
万元，剩余 10 万余元李某一直拖延
拒付。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程某将
李某诉至霍邱法院，后经调解，双方达
成了分批还款协议。协议到期后，李某
再次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但对于余下的
3.4 万元工程款，李某却打起了马虎
眼，为了尽快要回工程款，程某遂向霍

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接手案件后立即向被执行

人李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接到通知书
的李某虽然口头承诺还款，但是没有实
际行动，鉴于李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
行为，执行法官依法将李某纳入了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上了失信“黑名单”之
后，李某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感到了极
大的压力，又想到自己的失信信息可能
被法院在媒体上公布，要面子的李某当
即联系执行法官，并表示愿意履行还款
义务。

（刘树何）

上失信名单后压力巨大

男子主动还清拖欠工程款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萍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集资诈骗案，
判决被告人马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40万元。

马某原系农商行支行行长，2014
年至案发前，马某在无实际经营、明
知自己不可能偿还的情况下，利用其
银行行长的身份，以帮银行客户“过
桥”、银行揽储、资金周转等名义，
承诺高息骗取社会不特定人员资金。

为骗取资金，马某还找多人出面
替代其作为借款人向他人借款，甚至
为进一步骗取他人信任，出具盖有其
变造的银行印章的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进行借款。

随着借款越来越多，到后期，马
某借款时实际上已无能力偿还，所集

资金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归还
前期借款、支付高额利息等，致使数
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偿还。

由于长期“借新还旧”，马某迫
于催收压力到公安机关投案。截至案
发，马某共造成 23 名被害人损失共
计人民币7876.9419万元。

萍乡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集
资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马某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马某系初犯、
认罪态度好，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
虑犯罪情节，遂作出如上判决。

被告人提起上诉，案件尚未生
效。 （舒 芳 陈 伟）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王素秋 魏怀玉）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一
起涉嫌代替考试罪案，以被告人王占
东、马捷、张建成犯代替考试罪，分
别判处王占东罚金1.5万元、马捷罚
金1.5万元、张建成罚金1万元。

2017年10月10日，驾校考生张
建成通过老乡打听到奎屯××驾校教
练马捷电话，并给马捷打电话，询问
是否可以帮忙通过科目四考试，并承
诺愿意给他 5000 元好处费，马捷欣
然答应。

10 月 13 日，张建成通过他人给
马捷送去 5000 元，马捷找驾校负责
人王占东帮忙，并给其 3500 元好处
费。之后，王占东便安排驾校学员杨
某（已另案处理）替张建成参加科目
四考试。

10 月 23 日早上，马捷开车将张
建成送到驾考地点，在考场门口见到
杨某，马捷将张建成准考证和身份证
给了杨某，杨某进考场参加了考试。
等杨某考完，在签字确认考试成绩阶
段露出端倪，被监考人员发现替考，
随即被警察带到公安派出所。

银行行长非法集资七千万余元获刑十五年

奎屯法院审理一起代替考试罪案件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刑法
修正案（九）正式将代替考试行为入
刑，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新增加
一条，规定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
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
将受到法律制裁。代替“驾考”适用
该规定。

依据该规定，代替考试罪的犯罪主
体包括代替他人考试者和让他人代替
自己参加考试者两大类，替考者和被替
考者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本罪
的行为内容包括替考者冒充身份代他
人考试的行为，也包括要考试者让他人
冒充自己身份替代考试的行为。即无论
是所谓的“枪手”的替考行为，还是本要
参加考试者让他人替考的行为，都属于
刑法要处罚的代替考试犯罪行为。

■法官说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6日（总第7422期）

2017年 11月 28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大碶信用社对被申请人宁波力美椅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现查明，被申请人宁波力美椅业有限公司已严重资
不抵债，明显丧失了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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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宁波力美椅业有限公司
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2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对被申请人宁波仕诺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
被申请人宁波仕诺电器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清偿到
期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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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宁
波仕诺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科达电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7月 19日裁定受理杭州佳旖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8年 7月 19日指定浙江华光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杭州佳
旖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9月 30日前，向杭州佳
旖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杭州市富阳区富春南路 4
号 102 室（原富阳日报社内）；邮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
13738165444；联系人：赵方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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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佳旖
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佳旖工艺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
10日10时在建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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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科龙电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7月 19日裁定受理杭州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8年 7月 19日指定浙江华光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杭州
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9月 30日前，向杭
州爱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通讯地址：杭州市富阳区富春南
路 4号 102室（原富阳日报社内）；邮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
13738165444；联系人：赵方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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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爱佳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爱佳玻
璃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10月 10日 9时在建德法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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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郑和国的申请，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受理
债务人杭州辉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685813046J）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18年 10 月 12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金鸡岭路北口淳佑桥西弄 1-7号（雪
峰大厦北侧，金钱巷社区内），或西湖大道1号（西湖国贸大厦一
楼物业管理办公室）；申报联系人：姜律师、曹律师，联系电话：
18458316737；15858224104】，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除邮寄、当面递交
等债权申报方式外，还可通过工银融 e联 app中“破产案件管理
平台”进行债权申报。具体申报说明、系统要求与规则请见平台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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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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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定于2018年10月26日上午9时30分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场会议地点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紫花支路6号。根据申报债权
人数情况，会议地址如有变更，管理人将另行通知）；网络会议通过
工银融e联app中“破产案件管理平台”会议直播方式进行。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会方式可与管理人沟通
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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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
证明。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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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郑和国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29日裁定受
理 债 务 人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022554216750）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金鸡岭路北口淳佑桥西弄 1-7号（雪
峰大厦北侧，金钱巷社区内），或西湖大道1号（西湖国贸大厦一
楼物业管理办公室）；申报联系人：姜律师、曹律师，联系电话：
18458316737；15858224104】，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除邮寄、当面递交
等债权申报方式外，还可通过工银融 e联 app中“破产案件管理
平台”进行债权申报。具体申报说明、系统要求与规则请见平台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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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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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
于2018年10月26日上午9时30分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场会议地点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第
一审判庭（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紫花支路6号。根据申报债权人数
情况，会议地址如有变更，管理人将另行通知）；网络会议通过工银

融e联app中“破产案件管理平台”会议直播方式进行。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会方式可与管理人沟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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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
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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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 年 12 月 12 日，本院裁定受理深圳市民众肉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情况，
可以认定深圳市民众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4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民众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7月 15日，本院裁定受理惠州市大亚湾卓鹏实业有
限公司申请大业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大
业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裁定宣告大业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定市第二橡胶厂的申请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裁定受理保定市第二橡胶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保
定市第二橡胶厂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保定市第二橡胶厂的
债权人应在 2018年 9月 30日前向保定市第二橡胶厂破产管理
人（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阳光北大街 556 号保定地毯总公
司院内 2 楼；邮编:071051；联系人：王茜、刘蕴琪；电话：0312-
3102752、18233488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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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第二橡胶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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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湘潭鑫茂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29
日作出（2018）湘 0304字第破申 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
人湘潭鑫茂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人和人（湘
潭）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岳塘区
建 鑫 国 际 2 期 2 号 楼 30 层 、杨 文 武 13607322956、陈 彩 虹
17397326602】。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债务人的企业名称）
湘潭鑫茂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年 9月 30日 9时 30
在（会议地点）本院第四审判庭（106）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
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则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林天宗、钟秀珍、刘伟鑫、马柏强：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腾
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润隆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润隆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马柏强、林天
宗、黄楚和、刘伟鑫、钟秀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答辩状等材料。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于2018年9月27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122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钟海华：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布吉法
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2018）粤0307民初7029号一案。本院受
理原告钟翰宇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的裁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每月支付抚养
费3000元直至原告自理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你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别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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