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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辽阳21人涉黑案终审宣判
主犯八罪并罚获刑二十年

七万买牛款谁付 担保人逃跑被判刑

被控受贿4259万余元

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出庭受审

借款金额莫明虚增，这13起借贷案好蹊跷

绍兴中院开庭审理涉嫌“套路贷”系列案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央纪委驻财政
部纪检组原组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莫
建成受贿一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2000年至 2017 年，被告人莫建成利用
担任中共通辽市委副书记、通辽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通辽市委
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中共包头市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央纪
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财政部党组
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本人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办理贷
款、承揽项目、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子非法收受相
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4259万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莫建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莫建成
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莫建成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70 余人旁听
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图为庭审现场。
李 佳 摄

本报绍兴 9 月 12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单巡天）实际借款明
明只有 1.2 万元，但欠条上却写着 3
万元。来自同一出借人的类似案件竟然
还有 12 起，总金额达 21.3 万元。今天
上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批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这也是绍兴
地区审理的第一例涉嫌“套路贷”系列
抗诉案。

2017 年 3 月，朱女士因急需资金，
向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借款 1.5 万
元。但这家贷款公司的做法却让朱女士
十分不解：一方面，他们以各种名义
收取“服务费”，并在借款中扣除，到
了朱女士手中的钱只剩下 1.2万元；另

一方面，他们还要求朱女士出具一份 3
万元的借条，约定借款期限、月利率
及滞纳金等，还让她签订了还款承诺
书。借钱心切的朱女士稀里糊涂地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女士收到
了 3 万元转账汇款，贷款公司工作人
员“陪同”她全额取现后，将 1.8万元
当场拿走。

然而，当朱女士归还了两期欠款
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这家贷款公
司。还款日截止后，她等来的却是法
院的一纸传票：此时贷款公司的老板
潘某满口否认朱女士只借了 1.2万元的
事实，而要求朱女士按照 3 万元的借
条来偿还本金及利息。因为小额贷款

公司出具的证据“非常充分”，2017年
8月，法院判决朱女士偿还潘某借款人
民币 3万元及逾期利息。

今年2月，潘某被抓。据检方认定，
从 2017 年 3 月开始，潘某和其他 4 人未
经依法注册审批，在越城区财源中心大
厦开设了“昊瑞”公司，非法从事小额贷
款业务。该公司假借民间借贷，针对本
地人只需要身份证贷款，向不特定人员
放贷。通过向受害人收取保证金、平台
费、业务费等虚高手续费用，并在贷款中
直接扣除第一期还款本息，随后以潘某
个人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大幅虚增借款数
额的借条，并要求被害人写下还款承诺
书，以此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

受害人如果逾期不还，潘某会凭借
虚增金额借条、还款承诺书等证据，向
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往往因为在案
前受到胁迫，只能在审判阶段完全“承
认”借款事实。

今年 2月 9日，绍兴市公安局柯桥
分局根据举报，对潘某等人提请批捕，
2月16日，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涉
嫌虚假诉讼罪对潘某等人批准逮捕。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法院
对该案判决所认定借款事实的主要证据
存在“虚增借款金额”情形，导致原审
判决实体结果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以潘某为原告的
13 件民间借贷案件向绍兴中院提出抗
诉，要求依法再审。

绍兴中院对这批涉嫌“套路贷”的
系列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绍兴市人民
检察院指派 3名检察官出庭支持抗诉，
包括朱女士在内的4名原审被告参加庭
审，当庭认可检方抗诉意见。目前该案
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讯 在申请律师执业许可时
已持有外国护照，能在中国当律师
吗？近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审结了一起上诉人查某诉被上诉
人上海市司法局不服撤销上海律师执
业许可行政案件，认为查某在取得律
师资格前已获得外国护照，但在申请
上海律师执业许可时隐瞒了该事实，
该律师执业许可应予以撤销，故判决
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查某的上诉。

经查，查某于 2001 年 9 月 17 日
取得外国护照，当月 29 日取得公安
机关签发的中国居民身份证，12月7
日经考核取得司法部授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书。2005 年 11
月 8 日，上海市司法局收到查某提
出的律师首执业申请及中国居民身
份证、上海居住证等所附材料，其
中 《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书》 中应由
查某填写的“是否具有外国国籍”

一栏空白。当月 30 日，上海市司法局
准予查某律师执业，并核发了律师执
业证。2007 年 8 月，因查某前往北京
执业，故上海市司法局根据查某本人
的申请，为其注销了上海律师执业许
可，并收回了其律师执业证。查某随
后在北京经申请取得了北京律师执业
许可。2014 年 12月，因获悉査某已取
得外国护照，上海市司法局以查某在
上海申请律师执业许可时未披露已取
得外国护照的事实，属于以不正当手
段取得行政许可为由，决定撤销查某
已取得的上海律师执业许可。查某不
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海市人民政府维持了上海市司法局作

出的决定。查某仍不服，以其获得外国
国籍并不代表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申请
上海律师执业许可时不存在不正当手段
等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
其诉讼请求后，查某不服又上诉至上海
三中院。

在本案审理期间，公安部就查某的
国籍问题向司法部发函，认定查某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
定，在取得外国国籍的同时中国国籍已
自动丧失。故司法部认为，查某在取得
外国国籍后已不属于被授予律师资格后
能够专职从事律师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不符合申请考核授予律师资格
的条件，决定撤销同意考核授予其律师

资格的决定。查某不服司法部撤销其
律师资格的决定，提起诉讼，经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查
某的诉讼请求。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查某在
取得中国律师资格前已获得外国护
照，但其在申请上海律师执业许可时
隐瞒了该事实，属于行政许可法第六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形，故其在上海
取得的律师执业许可应当予以撤销。
此外，查某获得上海市律师执业许可
的基础——中国律师资格已经被司法
部撤销，北京高院对其起诉司法部的
相关案件也已作出终审判决。查某在
律师资格已经被撤销的情况下，坚持
要求撤销上海市司法局对其作出的撤
销律师执业许可决定，已无实际意
义。综上，上海三中院作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牛 贝）

隐瞒持有外国护照，男子被撤销执业许可
法院：执业许可虽注销，但撤销从源头否定其效力

通过本案审理需要提醒的是：我国
关于“双重国籍”的管理，根据国籍
法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我国不承认
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
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
国籍。但早年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部
分持有外国护照又定居国内人员的身份
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发现和规范管理。但

这种情况随着行政监管措施的不断完善
进步，已逐渐得到改善。今年3月，上
海市出台了新的《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
规定》，其中明确出国定居或者加入外
国国籍的人员应当注销户口。法官在此
提示社会公众，在加入外国国籍后，应
及时配合行政机关办理相关的户口注销
手续，避免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不必要的
争议。

同时，本案中查某在上海市的律师

执业许可已依其本人申请而注销，已
经被注销的行政许可是否仍可被撤
销？对此，行政许可法及律师法并无
明确规定。法官认为，上诉人系以不
正当手段获得上海律师执业许可，虽
然该许可已经注销，但仍然可以通过
撤销的方式，从源头上否定其律师执
业许可的效力。只有否认执业许可的
初始效力，才能对违法行为起到制裁、
警示作用，彰显法律的威严。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严
怡娜 通讯员 赵 丹） 近日，辽
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赵会英等 21 人
涉黑上诉案依法宣判，维持一审以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数
罪对主犯赵会英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并处罚金35万元的定罪量刑。

辽宁高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
赵会英为聚敛钱财、组织自己的势
力，利用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前进
村红砖厂对外发包之机，于 1995 年
11月 30日取得砖厂承包经营权，将
被告人段某等 6 人相继笼络到身
边，通过实施故意伤害、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强迫劳动、非法占
用农用地等犯罪活动，排挤竞争
者，打压反抗者，谋取非法利益，
为组织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
济基础。2005 年，赵会英当选曙光
镇前进村村委会主任后，伙同上诉
人赵德忠等 7 人通过职务侵占、贪
污等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扩张
势力，从而控制了基层组织政权，

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铺平了
道路。

从 1995 年年末到案发，以赵会
英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用暴力、
胁迫等手段欺压当地群众，残害外
来人员，垄断村民自治组织，干
扰、破坏了前进、峨眉两村地区的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当地造成
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共涉及故
意伤害犯罪 3 起、寻衅滋事犯罪 3
起、敲诈勒索犯罪 1 起、强迫劳动
犯罪 1 起、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1
起、职务侵占犯罪 7 起、贪污犯罪
28起、违法事实 20起。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
告人赵会英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强迫劳动罪、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并处罚金 35万元。同案其他 20名被
告人均依法惩处。一审宣判后，9名
被告人提出上诉。辽宁高院经二审审
理，因法律发生变化，对其中4人所
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量刑予以改
判，对赵会英等人涉黑及其他犯罪均
予维持。

本报讯 （记者 闫 峰 通讯
员 于治国）近日，吉林省舒兰市人
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被告赵某有期徒刑一年。

2009 年 12 月，家住吉林省舒兰
市白旗镇的宋某从谢某处以8万元的
价格购买了 16 头黄牛，现场支付现
金1万元，宋某、谢某和赵某共同约
定于 2010年 1月 5日前还清 7万元余
款，并由赵某担保。

欠款到期后，谢某多次找宋某和
赵某要钱，但宋某一直拒不还款、赵
某也不承担担保责任。

谢某将宋某和赵某诉至舒兰法
院。2010年 9月 1日，舒兰法院判决
宋某给付购牛款7万元，赵某承担连
带责任。随后宋某潜逃，赵某不服判
决，上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年 4 月 21 日，吉林中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在诉讼期间，依据谢某的财产保
全申请，舒兰法院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将赵某的 11 头育肥牛原地扣押，
并向赵某下达了裁定书，告知查封情
况以及擅自处理查封物的法律后果。
然而赵某于2010年12月10日将35头
育肥牛全部卖掉 （含法院扣押的 11
头牛），所得钱款未向法院提存，之
后逃匿。

2015 年 4 月，舒兰法院以赵某
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该案
移送公安机关。2018年 5月 5日，赵
某在杭州市东站被当地公安机关抓
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对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宣判后，赵某当庭表示服从
法院判决，不上诉。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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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尹艳的申请，已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皖1003破
申3号民事裁定，受理了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后指定
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为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
省黄山市黄山区平湖东路全华顺景苑C-3楼21号店面，邮政编码：
245700；联系人：夏初升、汪涛；联系电话：18605562156、18905566300）。
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6日前，向黄山鸿通
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眀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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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同时补充申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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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黄山鸿通投资有限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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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
师执业证。 [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建铠等7人的申请，已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皖
1003破申4号民事裁定，受理了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后指定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为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平湖东路全华顺景苑C-3楼21号店面，邮政
编码；245700；联系人；夏初升、汪涛；联系电话；18605562156、
18905566300）。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6
日前，向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眀债权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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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同时补充申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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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1月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黄山天香山庄有限责
任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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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

[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北京金洋恒泰模板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

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北京天驰君泰（广州）
律师事务所为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广晟大厦2102室；联系
人：钱少武；电话：13926054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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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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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广州市白云
区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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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2016年5月16日，本院根据临城县石城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河北省临城县城关国有粮站（以下简称“城关粮站”）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城关粮站资产总额 13964346.62 元，负债总额
23138663.32元，所有者权益-9174316.70元，资产负债率165.69%。
本院认为，城关粮站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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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裁定宣告河北
省临城县城关国有粮站破产。 [河北]临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
裁定受理河南中色东方韶星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
月27日指定洛阳兴达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河南中色东方韶星实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中色东方韶星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10月9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王进凤律师，地址：河南省渑池县韶州
路西侧韶州商务酒店908号房间，电话：18637908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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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色东方韶星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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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三楼会议室（地址：河南省渑池县
会盟大道东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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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渑池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沙洋新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8日以
（2018）鄂0822破申4号民事裁定受理荆门市银沙仓储有限公司(简称“银沙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北希文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银沙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北省沙洋县洪
岭大道南 8 号；邮政编码：448200；联系人：李文渊；联系电话：
19971536098）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银沙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债权申报期满后第
10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提交相关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 [湖北]沙洋县人民法院

长春试验机厂、长春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
2007年10月31日分别作出（2006）宽民破字1-4号和（2006）宽民

破字2-4号民事裁定书，分别宣告长春试验机厂和长春试验机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并决定对2企业进行合并清算。长春试验机厂破
产管理人和长春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依照第四次债权
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破产清
算工作全部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06）宽民破字第1-5号
和（2006）宽民破字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长春试验机厂、长
春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
债权不再清偿。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鄂温克族自治旗特莫呼珠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因鄂温克族自治旗特莫呼珠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执行完毕，申请人提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2018
年5月31日裁定终结鄂温克族自治旗特莫呼珠煤炭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程序。 [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旭鑫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裁定，宣告上述申请人破产
重整。在重整期间，申请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未有好转，为此，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终止债务人的重整，转破产清算。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
出裁定：一、终止债务人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旭鑫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二、宣告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龙口
旭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山东]龙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8月21日裁定受理山东寰球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8月21日指定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山东寰球加氢反应器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山东省东
营市东营区曹州路39号金汇大厦7楼，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257100；联系人：王律师，联系电话：17605466871,18354618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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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寰球加氢反应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17日上午9
时在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南二楼大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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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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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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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山东]广饶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鲁杰的申请。于2018年8月22日受理山东省孔府医药保
健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7日指定山东胜途律
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山东省孔府医药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5日前，向管理人即山东胜途律师事务所（通讯地
址：山东省邹城市东滩路519号；邮政编码：273500；联系电话：0537-
5388979,5388969，联系人：刘志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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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山东省孔府医药
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山东省孔府医药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济宁市
吴泰闸东路与长虹路交汇处）召开。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7月30日，本院根据浙江迈盛悦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当日指定浙江至诚会
计师事务所担任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8日前，向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8号新东方大厦B座19
楼；邮编：310009；联系人：梅振洪、莫娟霞；电话：13750885798，
15158107422；传真：0571-87043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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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正格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正格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法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香积寺东路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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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
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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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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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郴州9月12日电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陈 琳 杨秀勇）
今天，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湖南省纪委原正厅级干
部李政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
案。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被告人李政科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李政科利用担
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中共湖南省
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书记等职务
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工程
承揽、项目中标、案件处理、职务晋
升及人事调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

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及
个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494.04 万
元、美元1万元。此外，李政科尚有
人 民 币 1892.65 万 元 、 美 元 28226
元、港币541670元无法说明来源。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李政科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
见，李政科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接受司法机关判
罚。

省、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
社会各界群众约50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湖南纪委原正厅级干部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