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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执行精准化便捷度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景永利 韦德涛

2018 年是
“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决战之年，
为打赢这场攻坚战，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着眼
“突出强制性、
推
进信息化、
加强规范化”
的工作思路，
把脉全市法院执行工作，
从加强联合信用惩戒、
建立执行联动机制、
强化协查协
控机制、
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
创新精准执行措施等方面攻坚发力，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上半年，
新乡市两级法院首次
执行案件共收案19086件，
执结17831件，
其中，
案件实际执结率、
执行完毕率等多项关键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今年 8 月 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
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
举办的第十四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
直播在新乡市进行。此次执行行动主题
为“决战牧野、共铸诚信”。这场直播
活动，尽现新乡市党委、政府把解决执
行难、打击失信行为与诚信体系建设和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全力支持
法院尽快构建失信联合惩戒、守信联合
奖励机制，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
限，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处处便利，从
而擦亮新乡“全国文明城市”这块奖牌
的决心。
主题宣传，呼唤失信被执行人守信
讲法。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法院
执行工作更是保护诚信行为、培育社会
诚信的重要引领，是矫正失信行为、促
进诚信建设的重要保障。今年 6 月 1
日，新乡中院与新乡市文明办、新乡市
发改委联合举办“笃信守诚 尚法弘
德”——新乡市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难”大会，
并开展了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 难”宣 传 周 暨 诚 信 建设 千 人签 名活
动。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称号获得者李江福在活动中向全市人民
发出倡议；新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丁同民等市领导，14 名全国、省、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市 42 家执行联动
单位、13 家全国文明单位、7 家省级文
明单位标兵代表参与宣传活动。
加大惩戒力度，联合信用惩戒显威
力。新乡中院发挥联合信用惩戒作用，
注重拓展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
的范围和深度，形成多部门、多行业、
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格
局。充分征求全市 40 余家单位意见与
建议，报请市“两办”出台 《关于加快
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
机 制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并 加强 与 公
安、工商、交通、银行等部门的协调对
接，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联动
部门的管理、审批、工作系统，对相关

信息实现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自动监
督、自动惩戒，对“老赖”形成强大的
心理威慑，倒逼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
梁某与刘某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因
刘某欠梁某 3 万元，梁某多次催要无果
便诉至法院。因刘某拒不配合法院执
行，法院将刘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通过公安部门的技术支持，将在
宾馆住宿的刘某抓获，最终促成案件圆
满执结。
目前，新乡市已逐步落实贷款、行
业准入、消费限制等惩戒措施 100 余
项，失信被执行人不仅无法坐飞机、乘
高铁、上项目，在网购、滴滴约车、共
享单车等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受限。此
外，法院还与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
和金融监管机构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出
台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推送
制度》，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定期向有
关机构推送，发挥联合信用惩戒作用，
真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约 谈 “ 组 合 拳 ”， 全 力 破 解 执 行
难。新乡市委在全市范围内专门安排部
署对特殊主体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集中约
谈；全市法院分别联合纪委、监察委、
政法委、人大等相关部门集中约谈特殊
主体失信被执行人，有效维护司法权
威。今年 8 月，获嘉县两名特殊主体失
信被执行人被县纪委、监察委约谈，其
中一名公职人员当场电话通知家属交付
现金 8 万元。
新乡中院还联合市发改委召开政府
机构失信治理工作推进会，发布 《新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敦促党政机关、公职人
员被执行人限期履行法律义务的通
告》，依法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为，营
造诚信社会环境。
目前，新乡中院通过与相关部门集
中约谈特殊主体失信被执行人 125 人，
现场履行案件 10 件，达成和解案件 16
件，承诺限期履行案件 56 件，涉案标
的额达 1000 万余元。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深
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建
设。新乡市两级法院召开决战决胜基本
解决执行难挂图作战现场会，市委书记
张国伟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强化工作保障，完善工作机制，
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大格局。
在启动考核机制的同时，新乡市委
政法委与新乡中院组织全市 40 余家联
动部门召开执行联席工作会议，加强联
动部门机制建设。与公安局、住房公积
金中心等部门会签一系列执行联动文
件，专题布局破解执行难，强力推进执
行专项救助基金、公安机关临控措施、

送达裁判文书
韩兴旺、马海景、韩兴录、韩兴龙：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云南青
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
管理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青海兴旺建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韩兴旺、马海景、韩兴录、韩兴龙、青海兴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青海兴旺国际饭店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东风东路支行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 30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保利龙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欣怡投资有限公司：上诉
人四川正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盛万吉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金控财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原审被告保利龙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欣怡投资有限
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
初 1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依法受理，案号为
（2018）最高法民终 765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
书、送达回证、传票，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五巡回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舒振刚：上诉人广西城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部湾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县人民政府、原审原告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公路桥梁工程处、原审第三人柳州金控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舒振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云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依法受理，案
号为（2018）最高法民终8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应诉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送
达回证、传票，并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
巡回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保利龙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欣怡投资有限公司：上诉
人四川正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盛万吉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金控旅游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及原
审被告保利龙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欣怡投资有限公司其

申某是一名欠款多年且逃避法律
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也因此被法院
列入了黑名单。限制乘坐飞机、高铁
后，申某又转而购买普通列车车票外
出。今年 3 月，法院执行干警通过公
安 110 指挥中心了解到申某外出乘车
的信息，精心布控后将其抓获。申某
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当即履
行了判决。
新乡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
安部和河南省公安厅有关文件精神，
与市公安局密切协作，在查找下落不
明的被执行人及其名下车辆方面建立
起协查协控机制。通过公安部门的技
术措施，采取公安民警、法院执行法
警“两警协同”形式，把执行强制措
施用足用好用到位，促使失信被执行

“大联动”形成大合力

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
界协作配合”的执行联动工作机制下，新乡法院仅
借助公安部门信息支持就已查找到下落不明的失信
被执行人 26 人，查找到价值在 30 万元以上的豪车
10 辆，执行到位标的额 600 万余元

新乡中院与市公安局密切协作，在查找下落不
明的被执行人及其名下车辆方面建立起协查协控机
制，作为试点单位的延津县法院在两周内查找到 17
名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

因案制宜精准发力

新乡中院不断创新执行措施，通过“点对点”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升级改造执行指挥中心、启动
自动化查询、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等
措施，有效解决了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执行精
准化、便捷度不断提升

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初 2 号
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依法受理，案号为（2018）最
高法民终 76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应诉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
证、传票，并定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巡
回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开发区兰德玛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旭华、
天津鑫意祥工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邱宏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最高法民终 851 号应诉
通知书、传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北京）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Ben Sokhoeun（苏昆）：本院受理（2015）朝民（商）初字第
39969 号原告北京群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 Ben Sokhoeun
（苏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3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时限为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于答辩期满后第1个工作日上午9时（如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四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朝阳区华威北里甲 14 号）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潘先虎：本院受理原告孙建辉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
你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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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求：1、判令被告给付工资款60924元及利息至还款清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潢川县人民法院
徐天蒙：本院受理原告王秀琴诉被告徐翰东、徐紫扬、徐娟、
徐天蒙、徐天洁、刘湘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21日（总第7448期）
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青莲路 68 号本院 11 号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张雷名下的位于大连市
西岗区民权街64号1单元26层6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西
岗区人民法院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www.jd.com/；
机
构名称：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对被执行人张雷名
下的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民权街64号1单元26层6号房产进行第一次公
开拍卖。
房屋建筑面积为98.81平方米，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08.7万元，
一拍起拍价格为人民币77万元。
标的详情请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大连
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被执行人张雷名下的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民
权街64号1单元26层6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咨询电话：
吴先生
13842839111、
张先生18642802881（每日9时到15时，
节假日除外）联
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与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中,应申请执行人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的申请,并受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被执行人海阳港务有限公
司所有位于海阳市凤城镇驻地的疏港路、防波堤、泊位1、泊位2、预制
场、
海域使用权、
房产、
土地使用权及附属物进行评估、
拍卖。
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
（一）青岛荣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编号为
SMC1804HSFY24SZR《调查鉴定报告》项下标的：1、位于海阳市凤
城镇驻地的疏港路、防波堤、泊位 1、泊位 2、预制场；2、国海证
093700918 号 、093700919 号 、083700309 号 、083700294 号 、
073700096号的海域使用权（部分海域使用权已实际形成土地，详见
报告）；3、大块石防波堤、疏港路延长段。备注：该报告项下熏蒸处理
库、
熏蒸仓库、
熏蒸设备及占用土地及仓库围墙、
地面硬化等不包括在
拍卖标的之中。
（二）烟台市嘉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烟嘉评鉴【2018】
010号《海阳港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项下标的：1、房产证号

人主动履行应尽的法律义务。
建立协查协控机制，新乡中院从
试点抓起，以点带面促全市法院共同
推进。探索与公安机关“两个中心”
深度联动，建立快速查询执行信息及
执行查控协作工作机制，即由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将长期躲避且下落不明的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报送公安机关 110
指挥中心，110 指挥中心协助法院查
询反馈被执行人身份信息、查找被执
行人。一旦发现被执行人的活动轨
迹，110 指挥中心及时将信息反馈给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试点开展几个月
来，作为试点单位的延津县人民法院
在两周内查找到 17 名下落不明的被
执行人。目前，该机制正在快步向全
市法院推广。

因案制宜精准发力

让“失联者”无处遁形

盛方奇

值在 30 万元以上的豪车 10 辆，执行
到位标的额 600 万余元。多部门齐抓
共管的攻坚合力和“联动财产查控、
联合信用惩戒、共同打击拒执犯罪”
的工作格局正逐步形成。

让“失联者”无处遁形

新乡市党委、政府把解决执行难、打击失信行
为与诚信体系建设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有机结合，
全力支持法院尽快构建失信联合惩戒、守信联合奖
励机制，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让守信者
一路绿灯、处处便利

“大联动”形成大合力
今年 3 月，新乡市委政法委召开全
市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将执行
联动责任落实情况以较大分值纳入综治
考核，夯实了全市“党委领导、人大监
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的
执行联动工作机制。时隔不久，随着考
核机制启动，两个落实联动责任不力的
单位被问责，如一石击水，让执行联动
单位感到了责任与压力。
新乡市委将“执行难”问题纳入党
委工作的大盘子。市委政法委出台 《关
于推进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实施
意见》 及其配套实施细则，将“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纳入地方综治考核内
容。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又联合印发了

不动产登记电子档案等具体措施落
实。
据统计，仅借助公安部门信息支
持，新乡法院目前就已查找到下落不
明的失信被执行人 26 人，查找到价

制图

因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新乡某公
司将孙某告上法庭。由于孙某拒不履
行判决义务，新乡某公司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但孙某却在和新乡某公司
达成和解协议后玩起了“失踪”。前
不久，该公司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
诉。随后，法院在公安机关协助下对
孙某开展了网上追逃。法院借助执行
指挥中心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加
大网络查控力度，最终锁定孙某并将
其抓获。
新乡中院先后与各地方银行、不
动产交易中心、工商、车管、公安等
多个单位部门建成“点对点”网络执
行查控系统。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手
段，建立现代化执行指挥中心，实现
网络查控、司法网拍、案款管理、信
用惩戒等模块一体化对接，基本实现
对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车辆、证券以
及身份证、工商登记等信息和财产
“一网打尽”，有效缓解了被执行人难
找、财产难寻的问题。
新乡市两级法院高标准建设执行
指挥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升级改
造，初步实现了流程监控、案款管
理、远程指挥、执行会商等功能一体
化对接，并开发出办案节点信息发布
等自动化软件，帮助干警减轻对系统
的操作难度。全市法院对网络查控、
传统查控、司法网拍和失信惩戒实行
集约化管理，高质高效完成办案节点
管控，加大了集约化管理力度。
新乡中院还运用信息化“小程
序”，针对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等主要

为海房权证凤城字第008266号房产；
2、
海国用(2008)第306号、
第307
号、第308号、第786号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89513.46平方米（证
载面积363377.83平方米，
海阳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泊位、
防波堤及一关三检业务用地73864.37平方米不包括在拍卖标的之
中）；3、国海证103701240号的海域使用权；4、房产及附属物39项（该
报告《房产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中资产42项，
航标处办公楼、
航标处
水泥硬化、
航标处绿化共3项不包括在拍卖标的之中）；
备注：
该报告项
下新增工程14项（详见该报告《新增工程评估明细表》不包括在拍卖
标的之中。
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拍卖法院:青岛海
事法院；联系人:王昊；联系电话:0532-58589915。与本案拍卖财产有
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优先购
买权人届时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
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
拍卖时间、
地点、
拍卖公告刊登
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青
岛海事法院联系。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2018年5月28日, 本院根据申请人邹日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
山市鑫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该公
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该情形符
合破产条件；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
付，管理人申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
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裁定宣告江山市鑫益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2
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
债权人可请求本院追加分配。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朱铭、
李慧勇的申请于2018年7月27日裁定受理江山市同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
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地
址：
江山市中山路87号中山大厦三楼；
邮编：
324100；
联系人：
童建坤、
徐一
超，
联系电话：
13757003167、
13587027347）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
应提供充分的债权依据（证据原件）申报债权。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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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14
时45分在江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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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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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标的启动自动化查询，减少办案
死角。推进电子签章技术在流程管理
系统落地，推进裁判文书在系统中的
生成、流转和审批工作，推动线上、
线下办案高度融合，切实提升执行信
息化管理效能。
某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依法
判决赵某返还陈某借款 3 万元并支付
利息。判决生效后，身为国企员工的
赵某却称自己没有财产，拒不履行判
决义务。执行干警通过司法查控系
统，发现赵某银行账户上有 5100 元
并及时予以扣划。今年 5 月，法院又
对赵某住房公积金账户上余额进行强
制提取，并及时交付给申请执行人陈
某，使案件顺利执结。
自 2017 年底，新乡中院就与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制定 《关于
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的
若干意见 （试行）》，规范了在办理
涉及住房公积金案件过程中的冻结、
扣划及解冻工作程序，建立了与新乡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执行协作联
动机制。该机制通过冻结、划扣住房
公积金给被执行人施加压力，有效提
高法院执行案件的效率。
创新执行措施，精准发力破解
执行难。去年以来，新乡中院领先
全省密集出台了分段集约执行、网
络司法拍卖、司法网拍按揭贷款、
支付宝账户查询冻结、公积金账户
查询冻结、悬赏执行、悬赏保险等
一系列执行新机制，执行精准化、
便捷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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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扬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7日裁定受理
江山德纳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刚诚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9月
30日前向管理人（地址：
江山市双塔街道文苑路89-3号浙江刚诚律师事
务所；
邮编：
324100；
联系电话：
0570-4027775、
18868077878；
联系人：
杨
斯佳）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供充分的债权依据（证据原件）申
报债权。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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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14时45分在江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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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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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毛贵芝的申请于2018年7月27日裁定受理江山市星华金
属薄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
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
（地址：江山市双塔街道文苑路 89-3 号浙江刚诚律师事务所；邮编：
324100；联系电话：0570-4027276、13857006567；联系人：王中良）申报
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供充分的债权依据（证据原件）申报债权。
上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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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于2018年10月11日14时45分在江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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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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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