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要 闻］
2018年8月17日 星期五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欧阳铭琪 新闻热线（010）67550969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涉互联网典型案例1.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诉陈壮群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25日，重庆市阿里巴巴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小贷公
司）与陈壮群在线签订《网商贷贷款合
同》，约定借款及相关双方权利义务。其
中，合同特别约定：对于因合同争议引起
的纠纷，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电
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陈
壮群指定接收法律文书的手机号码或电
子邮箱为合同签约时输入支付宝密码的
支付宝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
陈壮群同意司法机关采取一种或多种送
达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送达时间以上述送
达方式中最先送达的为准；陈壮群确认上
述送达方式适用于各个司法阶段，包括但
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执行以及督促程
序；陈壮群保证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如果
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
后的地址，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
送达，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合同签订后，阿里小贷公司发放贷
款，但陈壮群未依约还款付息，故阿里小
贷公司提起诉讼。

审理过程中，法院通过12368诉讼
服务平台，向被告陈壮群支付宝账户绑
定的手机号码发送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平台系统显
示发送成功。陈壮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结果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现为杭州互联

网法院）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2017）
浙8601民初943号民事判决：陈壮群返
还阿里小贷公司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
罚息、律师费等共计587158.25元。一审
宣判并送达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送达难”一直是困扰审判工作的问

题之一，严重影响司法效率，降低了司法
公信。司法实践中，许多“送达难”问题
产生的根源是受送达人躲避诉讼、拒不
配合法院送达。在此种情况下，依靠诉
中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显然无法解决

“送达难”问题。诉前约定送达符合双方
当事人利益，应该被送达地址确认制度
所吸收，丰富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形式，与
诉中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相互补充，成
为高效解决“送达难”的有效形式。

本案中，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经合
意约定了因合同纠纷成讼后，可使用电
子送达方式及电子送达地址、可适用的
程序范围、地址变更方式、因过错导致文
书未送达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内容明确、
具体，双方对送达条款均能够预见诉讼
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该约定具有《送达地
址确认书》的实质要件，具有相当于《送
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诉前约定送达
条款虽然与在诉中由法院引导填写、统
一的印制格式等形式不尽相符，但是因
其满足了实质要件，能够在保障当事人
诉权的前提下有效解决送达难题，是一
种更便捷、高效的送达。因此，本案例确
认，当事人在诉前相关合同中对电子送
达方式、电子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做出
明确、具体约定的，该约定具有相当于

《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人民法院在
诉讼过程中可以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方式
向诉前约定的电子送达地址送达除判决
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2.徐瑞云诉敬子桥、浙江
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瑞云在敬子桥经营的淘宝网络交

易平台网店中购买了俄罗斯进口奶粉。
根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规
定，对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食品
生产企业实施注册制度。经查询我国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进
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专栏》，在“进

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中未查
见“俄罗斯”，敬子桥也无法提供进口食
品应具备的全部检验检疫等资料。徐瑞
云认为敬子桥销售的前述食品系未经检
验检疫的食品，同时，淘宝公司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未对进入其平台销售的商品
进行审核，对交易服务平台的监管存在
过错，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敬
子桥向原告退还货款5043.50元；2、判
令被告敬子桥向原告赔偿50435元；3、
判令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对被告
敬子桥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11日作出（2017）沪7101民初318号民事
判决，判令被告敬子桥退还原告徐瑞云
货款 5043.50 元及赔偿 50435 元等。一
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案判
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关涉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

康，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
响。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由于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害到公众健康，对
构建和谐社会造成威胁，使我国面临着极
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贸易全球
化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口食品已经
成为我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尤其是
通过网络销售，大量种类繁多的进口食品
送到了消费者手中。进口食品安全问题，
同样不能忽视，必须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经营者违反国家食品安全规定销
售进口食品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本案例即明确，进口食品应当符合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经国家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按照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
料。被告敬子桥作为经营者必须要保证
食品来源的安全。本案中，被告敬子桥通
过网络销售的俄罗斯进口奶粉不是我国
目前准入的食品，且被告敬子桥也无法提
供进口货物的相关报关单据、入境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产品检验检疫卫生证书、海
关发放的通关证明等进口食品所应具备
的资料，故认定涉案奶粉属于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因被告敬子桥销售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告要
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于
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浙江淘宝网
络有限公司对被告敬子桥的主体信息、经
营资质进行了审核，并在原告徐瑞云维权
时提供了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涉案商品也已及时下架处理，
其已经履行了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3.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
司诉许文强等网络服务合同
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9年，许文强在淘宝网注册，开

设网店销售酒类产品，其在注册时与浙
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
司）签署了《淘宝平台服务协议》，约定：
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提供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商品/服
务。然而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间，许文强在淘宝平台上销售五粮液
假酒，之后被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
限公司以商标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
讼，法院判决其赔偿五粮液公司经济损
失及合理开支7万元。同时，淘宝公司
认为许文强及其作为股东设立的一人有
限公司上海舜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舜鸣公司）违反了服务协议。

淘宝公司诉称，许文强网店售假行
为违反服务协议约定，给淘宝网声誉造
成巨大负面影响，淘宝公司为打击售假
行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生相应损
失，要求许文强及其公司赔偿损失及律

师费等共计12万余元。
许文强和舜鸣公司辩称，许文强已

承担相关赔偿责任，未侵犯淘宝公司的
经济利益和商誉。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
为已经受到了淘宝公司的相应处罚，不
应再被起诉要求赔偿。舜鸣公司不应对
其参与经营之前的销售行为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

月21日作出（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
事判决：一、许文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淘宝公司损失2000元；二、许文
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淘宝公
司合理支出13000元；三、驳回淘宝公司其
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淘宝公司和许文强
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作出（2017）沪 01 民终
13085号民事判决：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
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
决第三项；二、变更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
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判决第
一项为上诉人许文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浙江淘宝网络有限
公司损失20000元；三、变更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7706号民事
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许文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浙江淘宝网
络有限公司合理支出23000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商产业

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尤以普遍存在的造假售假问
题最为严重。囿于网络行为的隐蔽性、
举证的艰难性、技术的复杂性，电商平台
自身采取的净化措施就十分重要。

本案认定淘宝公司与许文强之间存
在有效的协议，许文强的售假行为违反了
协议约定。本案所涉服务协议均约定，用
户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或发布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或其它合法权益的商品或服
务信息。许文强作为淘宝用户，应恪守约
定，履行自身义务。已有生效判决认定，
许文强通过开设的“强升名酒坊”店铺，销
售假冒的五粮液，侵害五粮液公司对“五
粮液”注册商标享有的使用权。由此可
见，许文强的售假行为已经违反了与淘宝
公司之间的约定。许文强在淘宝网上出
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与商品
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降低了消费
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
的良好评价。许文强在使用淘宝平台服
务时，应当预见售假行为对商品权利人、
消费者以及淘宝公司可能产生的损害。
商誉是经营者本身以及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社会评
价。商誉可以体现在商品、商标、企业名
称上，能够在生产经营中变现为实际的商
业利润，具有显著的财产属性。因此，淘
宝公司要求赔偿商誉等损失的主张具有
相应的依据。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
签约经营者均有依法规范经营的义务，许
文强在淘宝网上销售假冒的五粮液，不仅
应当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义务，也应当依
约承担对电商平台的违约责任，电商平台
经营者也有权依法追究平台售假商家的
违约责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打假和净
化网络购物环境也是第三方交易平台经
营者的责任，符合其长远经营利益，有利
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

4.王兵诉汪帆、周洁、上
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
络店铺转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9日，受让方王兵与出让

方周洁、居间方上海舞泡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舞泡公司）签订《网络店铺转
让合同》，约定周洁将支付宝认证名称为
汪帆的“至诚开拓”淘宝店转让给王兵等
内容。王兵通过舞泡公司支付转让费

20000元；舞泡公司扣除2000元佣金后实
际转交周洁18000元。“至诚开拓”淘宝店
的账户名为2912361468@qq.com，经实
名认证的经营者为汪帆，周洁为代管人。
2015年12月3日，汪帆找回了系争店铺
的密码，系争店铺处于汪帆控制之下。
2016年7月，王兵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汪
帆、周洁支付违约金6000元；退回保证金
11830 元；双倍退还已收的转让费用
40000元；支付赔偿金100000元；共同承
担本案诉讼费。

二审审理中，周洁、舞泡公司均认可
舞泡公司从王兵交付的20000元中扣除
了2000元，系周洁应向舞泡公司支付的
佣金。同时，汪帆表示其因自身经营的
需要，欲从周洁处取回系争网络店铺，但
是周洁不愿交还，故汪帆自己找回了系
争网络店铺。

裁判结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

月 28 日作出（2016）沪 0112 民初 20679
号民事判决：一、周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王兵 20000 元；二、周洁、汪
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兵
3970 元；三、驳回王兵的其余诉讼请
求。宣判后，王兵、汪帆、周洁向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海一中
院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作出（2017）沪 01
民终 8862 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典型意义
网络店铺的私自转让现实中大量存

在，因此产生的纠纷亦有不断进入诉讼
的趋势。该案涉及网络店铺转让究竟系
转让什么、转让的法律效力如何等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无相对统一之见解。
本案例明确了涉网络店铺转让纠纷相应
的裁判规则，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
价值。

本案中，汪帆系通过与淘宝平台签
订服务协议并经实名认证，取得系争网
络店铺之经营权。服务协议内容经双方
认可，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故汪
帆与淘宝平台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关
系。现周洁在汪帆认可之情况下，与王
兵、舞泡公司签署网络店铺转让合同，实
际上系将汪帆与淘宝平台间合同关系项
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王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
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将自己
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
方的，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现周洁
虽有汪帆之认可但未征得淘宝平台同
意，私自转让系争网络店铺，该转让行为
不发生法律效力。故王兵以合同约定内
容为据，要求周洁等支付违约金、双倍返
还转让费之主张，缺乏依据。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
用原则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周洁在汪帆认可情
况下，将系争店铺让与王兵，现转让行为
未生效，且店铺已被汪帆找回并实际控
制，周洁理应就王兵因此而产生之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通过对网络店铺店主与网络平
台经营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厘清，对实际
普遍存在的网络店铺私自转让行为，从
法律上作出了妥当评价，有利于网络平
台经营方更好地实施管理、提供服务、控
制网络交易风险，促进电子商务的进一
步健康、有序发展。

5.庞理鹏诉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趣拿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11日，庞理鹏委托鲁

超通过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趣拿公司）下辖网站去哪儿网平台

（www.qunar.com）订购了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机票1
张，所选机票代理商为长沙星旅票务代
理公司（以下简称星旅公司）。去哪儿
网订单详情页面显示该订单登记的乘
机人信息为庞理鹏姓名及身份证号，联
系人信息、报销信息均为鲁超及其尾号
**58的手机号。2014年10月13日，
庞理鹏尾号**49手机号收到来源不明
号码发来短信称由于机械故障，其所预
订航班已经取消。该号码来源不明，且
未向鲁超发送类似短信。鲁超拨打东
航客服电话进行核实，客服人员确认该
次航班正常，并提示庞理鹏收到的短信
应属诈骗短信。2014年10月14日，东
航客服电话向庞理鹏手机号码发送通
知短信，告知该航班时刻调整。当晚
19∶43，鲁超再次拨打东航客服电话确
认航班时刻，被告知该航班已取消。庭
审中，鲁超证明其代庞理鹏购买本案机
票并沟通后续事宜，认可购买本案机票
时未留存庞理鹏手机号。东航称庞理
鹏可能为东航常旅客，故东航掌握庞理
鹏此前留存的号码。庞理鹏诉至法院，
主张趣拿公司和东航泄露的隐私信息
包括其姓名、尾号**49手机号及行程安
排（包括起落时间、地点、航班信息），要
求趣拿公司和东航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

1月20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10634
号民事判决：驳回庞理鹏的全部诉讼请
求。庞理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北京一中院于2017年3
月27日作出（2017）京01民终509号民
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民事判
决；二、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首
页以公告形式向庞理鹏赔礼道歉，赔礼
道歉公告的持续时间为连续三天；三、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以公
告形式向庞理鹏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公
告的持续时间为连续三天；四、驳回庞
理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的快

速传播，现实生活中出现大量关于个
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个人信息的不当
扩散与不当利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危
害公民民事权利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本案是由网络购票引发的涉及航空公
司、网络购票平台侵犯公民隐私权的
纠纷，各方当事人立场鲜明，涉及的焦
点问题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公民的
姓名、电话号码及行程安排等事项属
于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
收集和匹配成本越来越低，原来单个
的、孤立的、可以公示的个人信息一旦
被收集、提取和综合，就完全可以与特
定的个人相匹配，从而形成某一特定
个人详细准确的整体信息。此时，这
些全方位、系统性的整体信息，就不再
是单个的可以任意公示的个人信息，
这些整体信息一旦被泄露扩散，任何
人都将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个人的
隐私将遭受威胁。因此，基于合理事
由掌握上述整体信息的组织或个人应
积极地、谨慎地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
息泄露。任何人未经权利人的允许，
都不得扩散和不当利用能够指向特定
个人的整体信息，而整体信息也因包
含了隐私而整体上成为隐私信息，可
以通过隐私权纠纷而寻求救济。

本案中，庞理鹏被泄露的信息包
括姓名、尾号**49 手机号、行程安排
等，其行程安排无疑属于私人活动信
息，应该属于隐私信息，可以通过本案
的隐私权纠纷主张救济。从收集证据
的资金、技术等成本上看，作为普通人
的庞理鹏根本不具备对东航、趣拿公

司内部数据信息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等
情况进行举证证明的能力。因此，客
观上，法律不能也不应要求庞理鹏证
明必定是东航或趣拿公司泄露了其隐
私信息。东航和趣拿公司均未证明涉
案信息泄漏归因于他人，或黑客攻击，
抑或是庞理鹏本人。法院在排除其他
泄露隐私信息可能性的前提下，结合
本案证据认定上述两公司存在过错。
东航和趣拿公司作为各自行业的知名
企业，一方面因其经营性质掌握了大
量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亦有相应的
能力保护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免受泄
露，这既是其社会责任，也是其应尽的
法律义务。本案泄露事件的发生，是
由于航空公司、网络购票平台疏于防
范导致的结果，因而可以认定其具有
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本
案的审理对个人信息保护以及隐私权
侵权的认定进行了充分论证，兼顾了
隐私权保护及信息传播的衡平。

6.谢鑫诉深圳市懒人在
线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创策
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谢鑫享有《72变小女生》文字作品

著作权。后发现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懒人公司）在其经
营的“懒人听书”网，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有声读物。谢鑫从
懒人公司提交的文件中发现懒人公司
是经过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策公司）、杭州思变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变公司）、北京朝花夕拾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花夕拾公
司）的层层授权后提供听书服务的。谢
鑫以四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
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谢鑫曾于2013
年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
转授权、以及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
版物的权利”授权创策公司。2014年，
创策公司向思变公司出具授权书，明确
写明授权思变公司将涉案作品制成有
声读物，并自行或再许可他方行使音频
格式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15
年，思变公司授权朝花夕拾公司将涉案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给懒人
公司在其“懒人听书”平台上使用。同
年，懒人公司与朝花夕拾公司签订合
同，约定朝花夕拾公司将涉案作品有声
读物许可懒人公司在其平台上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谢鑫确认被控
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思变公司确认涉
案有声读物系由其制作，在制作过程
中未改变原作文字内容。思变公司与
朝花夕拾公司均确认在向下游授权时
对上游授权文件的审查系通过审查扫
描件的形式进行。创策公司主张其从
谢鑫处所取得“改编权”授权包含将涉
案作品制作成音频制品的权利。

裁判结果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现为杭州互

联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作出
（2016）浙 8601 民初 354 号判决，认定
侵权成立，判令懒人公司、创策公司、
思变公司、朝花夕拾公司共同赔偿谢
鑫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
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6100 元。谢
鑫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作出（2017）浙 01 民终 5386 号民事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听书”“有声读物”是近年新兴的

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产业价值巨大。但
制作、在线提供有声读物在著作权法上
如何定性，经营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怎
样授权，未经许可制作有声读物所侵害
的是作者的复制权还是改编权等等问
题，法律条文上无直接规定，理论界和
实务界也有不同认识。这种局面可能
使得业界法律界限不清，无所适从，不
利于行业合法有序的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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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破产人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
人已将破产财产按分配方案分配完结，本院已根据管理人的提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第
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裁定终结浙江邦和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本院2018年7月18日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143825173D）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10月 30日前
向管理人（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A座 10楼，联系电话：18368823671、86009175，联系人：金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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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
年 11月 12日下午 14时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第一法
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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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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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7月 9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厦
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对债务人临海市杨氏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申请，并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指定台州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临海市杨氏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临海市杨氏眼镜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8日前向临海市杨氏眼镜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西598号四楼；邮
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0576-85175570、1785866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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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处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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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上午 8时 30分在本

院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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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合法有
效的身份证明。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8年8月6日，本院根据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裁定批准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长
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1 月 12 日，本院根据桐乡市崇福雪狼狐裘皮厂
的申请，裁定受理桐乡凯奇尼皮草时装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1、截止 2018 年 7 月 12 日止，桐乡凯奇尼皮
草时装有限公司可供清偿到期债务的财产为 71380.25 元，
系桐乡凯奇尼皮草时装有限公司原房产、土地拍卖并执
行分配后的余款。2、截止 2018 年 7 月 12 日止，管理人拟确
认 的 到 期 债 务 为 37671002.20 元 ，其 中 ：普 通 债 权
37188813.28 元，税款债权 482188.92 元。故桐乡凯奇尼皮草
时装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并 且 不 存 在 重 整 、和 解 的 情 况 ，符 合 破 产 宣 告 的 法 定 条
件。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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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裁定宣告桐乡凯奇尼
皮草时装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大芳申请宣告吴道添失踪一案，现依法发出寻找
吴道添下落的公告，公告期限3个月。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吴道添及其厉害关系人或能够证实吴道添下落的人可向本院提
出。若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出，即视为吴道添仍然下落不明，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西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并依
法作出宣告吴道添失踪的民事判决书。 [福建]尤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丘文清申请宣告丘啟兴
死亡一案。申请人丘文清称：“丘啟兴（男，1935年4月4日出生，汉族，
无业，住坑口街，于1988年11月失踪，1989年10月5日居委会向原
韶关市曲江区大坑口派出所出具失踪证明注销户口。）与其系父子
关系，于1988年因醉酒离家出走后失踪，其次女丘清兰在1988年到
原大坑口派出所报人口失踪，至今已超过4年，故依法向韶关市曲江
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丘啟兴宣告死亡”。下落不明人丘啟兴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丘啟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丘啟兴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丘啟
兴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马兆东申请宣告刘瑞君死亡一案，申请人马兆
东称，被申请人刘瑞君系其妻子，于2012年1月27日在邢台市区走
失。后经数年寻找无果。至今已下落不明满6年。下落不明人刘瑞君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瑞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刘瑞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刘瑞君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怡、王佳晨、王佳诚申请宣告齐永静失踪一案，经查：
齐永静，女，1977年1月27出生（身份证号码411329197701272761），
汉族，农民，河南省新野县人，住新野县王集镇王集村王集。于2013年
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
齐永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桂芹申请宣告徐迪死亡一案，经查：徐迪于2001年5
月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徐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连宇博申请宣告鲁海凤失踪一案，经查：鲁海凤于2006
年9月份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鲁海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海伦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雄男申请宣告赵宝全失踪一案，经查：赵宝全，居民
身份证号码23102519801220181X,男，1980年12月20日出生，汉
族，农民，原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古城镇四间房村民委员会，于
1998年外出务工，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赵宝全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黑龙江]林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汤默煊（身份证号码

420106199401132024）申请宣告汤卫东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汤
卫东，男，1968年12月11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金
村131号，公民身份证号码420106196812112032。申请人称，汤卫东
于2016年7月从医院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汤卫东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汤卫东将被申请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汤卫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汤卫东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杜金连、王明元申请宣告王明涌失踪一案，经查：
王明涌，男，1987年8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桃源县漆河镇八房坪村先
锋组，于2009年5月外出，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王明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桃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受理申请人戴修礼申请宣告戴永凯死
亡一案。申请人戴修礼称，戴永凯患有先天痴呆，不能言语，无民事行
为能力，于2012年8月17日外出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戴永凯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戴永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戴永
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戴
永凯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开祥、范习花申请宣
告王长娥失踪一案。申请人徐开祥、范习花称，被申请人王长娥系其
儿媳，因申请人儿子徐占虎意外死亡，被申请人王长娥于2011年6
月6日离家出走，遗留三个子女，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长娥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长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王长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王长娥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灌云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庆凤申请宣告靳
红艳失踪一案。申请人陈庆凤称，靳红艳于2007年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经家人多方寻找无果。下落不明人靳红艳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靳红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靳红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靳红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龚宁宁申请宣告孙
林芳死亡一案。申请人龚宁宁称，被申请人孙林芳自 2005年 10

月离家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孙林芳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孙林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孙林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
明人孙林芳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汉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本霞申请宣告刘
邦明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本霞称，刘邦明系其丈夫，自 2015年 3
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刘邦明，男，生于1986年12月18日，住陕
西省汉阴县城关镇中坝村九组。下落不明人刘邦明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刘邦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邦
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刘邦明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汉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小英申请宣告胡加超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
0182民特 24号]，经查：胡加超，男，汉族，1966年 9月 13日出生，
公民身份证号码：510126196609135818，住四川省彭州市升平镇
银雀村3组25号。于2013年7月24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胡加超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太珍申请宣告陈佳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特22
号]，经查：陈佳，男，汉族，1985年10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182198510154015，住四川省彭州市葛仙山镇张泉村12组18号。于
2012年6月15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覃朝玉申请宣告漆东死亡一案，经查：漆东，男，
1963年 11月 9日出生，汉族，住南岸区阳光小筑 1幢 4-10号，于
1991年9月30日出走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漆东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
限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芮延申请宣告郭亮死亡一案，于 2017年
3月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
（2017）豫0205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郭亮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河南]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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