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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港 8月 21 日电 （记者
卢林峰 通讯员 莫学平 苏勇强）
今天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7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
平南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刑事犯罪审
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梁耀平、韦孔鑫、
马业辉在缺碘地区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假冒碘盐，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并将案件线索移送至贵港市人
民检察院。贵港市人民检察院经立案
调查，查明 2014 年 2 月至 7 月期间，
梁耀平通过非正常渠道购进假冒的

“桂山牌”海藻碘盐，并分别销售给
经营副食品店的韦孔鑫、马业辉，该
二人购买该批假冒盐品后又批发给本
镇各村屯小店或零售给附近街坊居
民，经销售后流入市场未收回的假冒
碘盐有 2244.6 千克。该批食盐经检
验，碘含量均为零，是不合格食用
盐。平南县是缺碘地区，长期食用缺
碘食盐，足以引起人体严重食源性疾
病，对当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极
大危害和影响。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韦孔鑫、

马业辉明知梁耀平不具备食盐批发资
质和食盐来历不明的情况下，为牟取
不当利益，仍然购入假冒盐品并在缺
碘地区平南县辖区进行销售，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其二人应当分别承担
产品销售侵权责任。而梁耀平购进明
知来自于非正常渠道且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假冒碘盐，为牟取不当利益，仍然
分别批发销售给韦孔鑫、马业辉，经过
韦孔鑫、马业辉分别再销售后，导致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假冒盐品流入消费市
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梁耀平应当
分别与韦孔鑫、马业辉承担连带责任。
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
判决梁耀平、韦孔鑫、马业辉消除危
险、在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支付已销
售假冒碘盐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贵港中院由3名法官和4名人民
陪审员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该案。在
法庭审理当中，控辩双方围绕被告是
否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如何承担民
事责任、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个
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最
后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庭上发表了出
庭意见，被告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
结束。该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圈子
里被称“弟哥”，依靠暴力手段攫取
巨额财富。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对骆小弟等人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公开
宣判。对首犯骆小弟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非法
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6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
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他 17
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十年零六个月
至二年零八个月不等刑期。

骆小弟原系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

铁一局建筑处工人，二十世纪 80 年代
先后因打架斗殴被行政处罚、判处刑
罚，后被铁一局建筑处辞退。刑满释放
后，骆小弟为谋求生财之道，在三原县开
过歌厅和赌场，同时贩卖毒品，积累了一
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实力。在此期间，骆
小弟笼络了一批社会人员、吸毒人员在
其身边，为其开设的歌厅、赌场“看场
子”，插手民间纠纷，替他人摆平事情，多
次殴打他人，为自己扬名立威。

2008 年起，骆小弟又开始在建筑
拆迁领域谋求发财之道。2008年6月，
骆小弟在与三原县南关村紫韵龙桥拆迁
项目的负责人毕某锋接触过程中，认为

其“势大”，与董某辉、唐某预谋后于
2008年6月20日对毕某锋实施殴打，迫
使毕某锋放弃上述拆迁项目，后又对毕
某锋的合伙人王某连实施敲诈勒索，非
法获利人民币15万元。经过此事，骆小
弟在三原县城建筑拆迁领域内打出了自
己的“名气”，也为其欺压敲诈建筑拆迁
领域内的其他开发商奠定了基础。

2011 年前后，白某平、曹某、陈
某、何某卫、侯某意、骆某等抱着投靠
骆小弟就可以在三原县胡作非为并获取
经济利益的目的先后加入了该团伙，并
倚仗骆小弟为靠山，以“弟哥”小弟的
名义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行为，积极为

该团伙扩大影响。
检察机关指控，该案已逐步形成

了以骆小弟为首的人数众多、组织领
导明确、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其中，骆小弟为该组织的组
织领导者；陈某、白某平、何某卫、曹
某、董某辉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或积
极参加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属积
极参加者；侯某意、刘某、杨某军、郑
某、李某成、唐某、骆某、王某武、赵某、
董某、凌某、董某奎为其他参加者。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以来，长
期涉足三原县的黄、赌、毒、高息民
间借贷、建筑拆迁以及基层选举等领
域，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给当
地群众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严重
影响了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控。骆小
弟作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从未
受到过任何的法律追究，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清远 8月 21 日电 今天，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依法
对徐豹、王应明、梁荣继等 33 人抢
劫、非法拘禁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徐豹、王应明和梁荣继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零六个月、
十七年零三个月和十七年零三个
月，并各处罚金6万元；其余30名被
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零六个
月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16 年 以
来，徐豹、王应明纠集梁荣继等多
人，先后加入非法传销组织天津天
狮生物发展有限公司，流窜到多
地，以男女交友、介绍工作等名

义，将多名被害人诱骗至出租屋进行抢
劫、非法拘禁，逐渐形成以徐豹、王应
明为核心较为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分工明确，集团成员分成

“A、B、C、D、E”五个级别，其中
“B级领导”徐豹、王应明是组织、领
导者，“C+级领导”梁荣继是管理者、
指挥者，协助管理 “C级领导”，每个

“C级领导”又各自管理一个“家”（即
集团窝点、出租屋），每个“家”分别
包括多名D、E级积极参与者。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徐豹、王应明
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江西省宜春市、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租赁多个出租屋，
作为集团的窝点，将被害人诱骗至出租

屋内，通过语言恐吓、殴打、威逼等暴
力手段，劫取被害人的手机、现金、银
行卡等，再通过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交
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密码，再利用
转账、取现、网上购物、网上借贷、套
现等方式劫取被害人钱财。

该犯罪集团成员还通过反锁房门、
上传销课洗脑、监听电话、限制外出等
手段，将被害人限制在该窝点，逼迫其
交钱购买虚构的产品加入传销组织并发
展下线。此外，还通过暴力胁迫被害人

“装病”“假扮受伤”等方式，威逼其向
亲属朋友索借钱财，达到再次劫取被害
人钱财的目的。

经查明，以徐豹、王应明为核心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共实施了23起抢
劫、18起非法拘禁犯罪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徐豹、王应明
等 33 人无视国家法律，通过恐吓、
殴打被害人，逼迫被害人骗取家属汇
款等手段，对被害人实施抢劫、非法
拘禁等犯罪行为。该组织目的明确，
属于恶势力犯罪集团，获取非法利
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抢劫罪、
非法拘禁罪。其中，被告人徐豹、王
应明、梁荣继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主犯，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犯
罪和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黄胜龙 林 婷 麦焕琼）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罪

西安一涉黑案首犯被判二十年

组建传销窝点实施23起抢劫18起非法拘禁

广东一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获刑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销售假冒碘盐 危害公众权益

广西贵港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审开庭

买房尾款迟付半月 合同能否继续履行？
法院：买方继续付款，卖方交房过户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高程程）被执行人在执行期间与妻子协
议离婚，将大部分财产给了前妻，自
己背了一身债，还转移涉案融资租赁
设备。8 月 20 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王
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并当庭
宣判。被告人王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开庭当日正值该院执行干警“周一固定
接待日”，二十余名执行案件的申请人
和被执行人到庭旁听。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是一
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
2016年11月19日，下城区法院判决王
某返还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名义
货价、逾期违约金总计人民币263万余
元。可王某并未主动履行上述判决确定
的义务，而是拒不到庭接受执行调查、
拒不主动报告财产。在法院对其采取限

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冻
结相关财产、联合公安机关布控等措施
后，王某还一直不露面，企图通过隐
藏、转移公司融资租赁设备及设备使用
收益、和妻子协议离婚等方式隐藏财
产，企图逃避法院执行。

因此，在申请执行人向下城区法院
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要求追究王某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的刑事责任后，该院执行局
决定将王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8 年 6 月 25
日，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另经庭审查明，2018年7月，在被
告人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其前妻周
某主动支付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200万元。2018年3月至今，王某曾陆
续履行 50 万余元。目前，王某尚有逾
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利息等费用未履
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对人
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能力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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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归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自愿
认罪，可从轻处罚；其在一审宣告判
决前，履行部分执行义务，可以酌情
从宽处罚。其隐藏、转移财产，且至
今未全部履行债务。故当庭对王某作出
上述判决。

协议离婚隐藏财产

浙江一男子因拒执获刑两年半

本报淮南8月21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刘福忠 李旭东）身为
河道管理局领导，多次为未取得采砂许
可证、常年在淮河水域禁采区非法采砂
人员通风报信，导致非法采砂的犯罪行
为没有受到打击。今天下午，安徽省淮
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淮
南市河道管理局原副局长汪琳涉嫌受贿

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淮南市河道管理

局原副局长汪琳在安徽省、淮南市两
级管理部门组织的打击非法采砂活动
中，利用其掌握的打击非法采砂活动
信息，为未取得采砂许可证、常年在
淮河水域潘集区段禁采区非法采砂的
个体经营户汪传高通风报信，致使汪传

高在 2017 年三次行动中，没有被打击
处理过。2018年4月，在淮南市组织的
扫黑除恶行动中，汪琳再次将行动信息
透露给汪传高。汪传高每次接到汪琳的
信息后，都通过拆除采砂设备、隐蔽采
砂船等方式逃避检查，全部躲过了打击
处理。

公诉机关还指控，汪琳在担任淮南

市河道管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行政处罚、介绍工程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汪传高 10 万
元，收受其他管理对象现金和购物卡
5.9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汪琳身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
受他人钱款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身为查处非
法采砂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为他人通风报信，使其逃避处罚，
依法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法庭将择期作出判决。

为非法采砂人员通风报信

淮南河道管理局原副局长受审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林巧玲） 房产买卖合同签订后，
买方依约向卖方支付了部分钱款，尾
款未能在约定的时间支付，但买方在
之后的半月之内凑够了尾款，具备继
续履约的条件，这种情况下合同可否
解除呢？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买方先向卖方支付剩余购房
款，卖方再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买方并
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

2015 年 7 月 21 日，阿勤与阿联
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登记
在阿联名下总价 410 万元的一套房
产，付款方式为签约时支付定金 10
万元，同年7月31日前向阿联支付购
房款 90 万元，同年 9 月 10 日前支付
购房款 150 万元，余额办理银行按
揭。

签约后，阿勤依约向阿联支付了
前两期购房款100万元，但未支付第
三期购房款150万元。开发商于2015
年9月18日向阿联交房，该房屋现已
办理出一手产权证书。阿勤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当日账户上的余额为
150.7 万元。阿勤夫妻关系名下没有
房产，不属于限购对象。

因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
阿勤诉至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请
求判令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涉案房产
并协助其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和按揭贷
款手续，支付违约金。阿联亦提出反
诉，请求解除房产买卖合同，没收购
房定金 10 万元，退还已收的购房款
90万元。

湖里区法院一审认为，阿联口头
同意阿勤将支付第三期购房款150万
元的时间由 2015 年 9 月 10 日变更为
2015 年 9 月 25 日。虽然阿联提出了

新要约，要求加价，但阿勤未作出承
诺，之后阿联已表示不再愿意履行合
同，阿勤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未支付
购房款并不构成违约。涉案房屋系阿
联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阿联的妻子杨某明确不承认涉案合同
的效力，阿联出卖房屋的行为属于无
权处分行为。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
同，阿联向阿勤返还购房款 90 万
元，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后，阿勤不服，提出上诉。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

焦点在于阿勤与阿联所签合同能否继
续履行。合同约定阿勤于2015年9月
10日前支付购房款150万元，阿勤因
资金周转原因，口头与阿联协商将支
付该笔购房款的时间延至2015年9月
25 日。综合案情及双方的陈述主
张，可以认定双方协商延期付款，而
阿联要求加价 20 万元，双方未达成
一致。根据银行凭证可以证明阿勤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已备齐了该笔购房
款，但阿联拒绝受领。阿勤未依约付
款，构成违约，但并未达到致使阿联
不能实现合同订立目的的程度，不构
成根本违约。

关于阿联配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售房事宜，法院认为，合同约定
若发生房产纠纷或债务债权等概由阿
联负责，阿联保证已征得所有产权共
有人的同意才出售。本案经一审法院
追加阿联妻子作为共同被告后，阿联
才主张其妻不同意卖房，阿联夫妻没
有证据证明其此前有向法院或阿勤提
出不同意售房事宜。结合阿联对收到
阿勤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去向的说
明等，足以认定其妻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讼争房屋出售事宜。

据此，厦门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案承办法官林巧玲解析，合
同解除是受到合同严守原则和鼓励
交易原则限制实质约束的。本案

中，阿勤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履
行能力且表示愿意按合同约定支付
全部购房尾款，从鼓励交易、促进
合同履行、维护交易稳定安全考虑，
法院判决房产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合情合理亦合法。

■连线法官■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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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申请人姚国胜对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申请，已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皖08破申7号民事
裁定，受理姚国胜对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同时指定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担任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皖江大道绿地世纪城
LOFT启航社2号楼5层，邮政编码：246003，联系人：何五保、王昊律
师，联系电话：0556-5506312、18297743650）。债权人应于2018年9
月28日前直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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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不得行使权利。安徽长城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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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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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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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伊春汇鑫源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4日
裁定受理伊春汇鑫源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
月1日指定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和黑龙江鼎利清算破产事
务有限公司共同担任伊春汇鑫源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伊春汇鑫
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15日前，向伊春汇鑫源
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丰林街1
号；邮政编码：153031；联系电话：15245156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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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
汇鑫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伊春汇鑫源投
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8
日上午9时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法院道北法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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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周石新，男，1962 年 6 月 14 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520112196206140018，汉族，住启东市吕四港镇洋章村十组。被申请
人启东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393
号。法定代表人顾德金，该公司总经理。申请人周石新以被申请人启东
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资不抵债，明显丧失清
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启东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
算。本院依法通知了启东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启东市仙尔顿餐饮
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本院查明：1、被申请人仙尔顿餐饮
有限公司拖欠申请人等工资未支付；2、被申请人启东市仙尔顿餐饮有
限公司作为本院被执行人的案件有数起，立案标的约100万元，经本院
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3、被申请人启东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住
所地为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393号，登记机关为启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65万元。本院认为，申请人的债权客观真
实，至今尚未受偿。现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经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被申请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启东市仙尔
顿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本市吕四港镇，注册机关为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本院有管辖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申请人周石新对被申请人启东
市仙尔顿餐饮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岛盛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4日
裁定受理青岛盛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
东文康律师事务所担任青岛盛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青岛盛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青岛盛
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1号
甲远洋大厦B座27层；邮政编码：266071；联系电话：0532-80772061,
85721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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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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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位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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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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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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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事务
所的指派函。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2018年3月13日本院根据中国北方工业青岛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中国北方工业青岛公司财产清算一案。查明，中国北方工业青岛公司已
确认的负债总额达14216813.29元，可供清偿的财产仅为39568.71元，
所有者权益为-14039670.65元。本院认为，中国北方工业青岛公司不能
清偿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可
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1日裁定宣告中国北方工业青岛公司破产并终
结财产清算程序。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于2018年5月
21日裁定受理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制
订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尤尼泰振青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青
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0日前向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2号海航万邦34层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邮编：266000，联系人：侯继山、姜淑芳，联系电
话：0532-88896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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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所发生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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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青岛奥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15分在本
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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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市律师的还应提交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石立强的申请于2018年7月25日裁定受理青岛科兴机械
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为青岛
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18年9月25日前向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山东省平度市红旗路23号鼎峰大厦1006室，邮政编码：266700，联系人：
李岩晓，联系电话：13220877637；周善科，联系电话：18661683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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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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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27日9时在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召开。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青岛科兴机械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
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平度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8日
作出（2018）鲁02破申28号民事裁定，受理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8日指定山东中诚信律师事务所为
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人。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8年10月20日前，向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青岛市南京路9号联合大厦17A；邮政编码：266071；联系
人：焦律师；联系电话：13808952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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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青岛兴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30日9时30分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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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人代理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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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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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7月31日，本院根据债权人陕西泾阳鼎源资产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一
案。2018年8月6日，本院指定陕西新思维投资清算服务有限公司组成
清算组，依法负责对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工作。现
就本案清算事项作如下公告：一、现依法向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公告本院作出的(2018)陕01清申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陕西
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
定不可上诉。二、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应积极配合清算
组进行清算，并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清算义务
人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无法清算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
内，向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2号西部国际广场东座20层；联系人：盛秀珍、张
旭娟；联系电话：13659255223、18710776776、029-88319780;电子邮
箱:1277548326@qq.com；邮编：710075)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四、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陕西伟豪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宏：关于李萍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陕0112民初11508
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自觉履行。本院已
依法对你名下的位于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1号30幢10601号房屋1套
予以评估，并通过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扣除发还的案件
款后，未能通知到你领取退还的拍卖溢价款。请于公告发出之日60日
内或届满起3日内到本院执行二庭（1）庭领取案件款，逾期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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