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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四个强化”力克执行难
本报记者 张宽明 本报通讯员 顾雪红 薛 专 刘名节 文/图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法院主办”，这是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向执行难宣战的总体工作思路。自从最

高人民法院作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大部署之后，如皋法院紧紧盯着“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

内实际执结率不低于90%，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办理合格率不低于90%，执行信访的办结率不低于90%”这三个目标，精准施

策，合力攻坚，排除万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016年至2018年8月，该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21036件，结案率96%。目前，全院未结案件从2016年的2760件降至820

件。该院执行团队改革、执行集中接待等工作形成特色，最近被授予全省执行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强化组织领导 形成一体化“大执行”格局

强化变革创新 探索集约化“精执行”模式

规范执行程序。使用终本案件
集中、动态管理系统，将 22802件终
本案件全部录入该系统，交由执行
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动态管理，对
终本案件迅速组织评查、整改，确
保终本案件合格率不低于 95%。进
一步明确执行通知书的发出、启动
网络查询、保全、评估拍卖等各流
程的时限、标准，准时录入案件系
统流程节点。规范网络司法拍卖，
将司法网络拍卖事务委托给浙江来
拍公司，提升网拍效率。2016 年以
来，共拍卖 836件，成交 391件，成
交 额 6.29 亿 余 元 ， 总 成 交 率
46.77%，平均溢价率 135.46%。规范
执行司法救助，对在涉民生案件中
因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而陷入生活
困难的申请执行人进行司法救助，
化解历史遗留问题。2016 年以来，
该院共发放救助资金 132.4万元，救
助 146人次，解决案件 107件。

规范绩效管理。率先制定《执行
工作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办法》，科
学设定考核指标，对执行局单独考
核，每周对结案进度、质效指标张榜
公布。落实执行信息公开的要求，告
知财产处分、执行进程等情况，文书
未上网的不予报结案件。

规范信访化解。畅通涉执行信访
渠道，引入律师参与化解执行信访矛
盾，实行接访日院领导接访与约访相
结合的方式，努力解决信访群众反映
的实际问题上，未发生赴京、赴宁、
赴通三级集体上访。依法办结上级法
院交办执行信访案件 83 件、市委市
人大交办信访件 16 件，信访化解率
98%。

规范执行队伍管理。定期开展
业务研讨，组织学习 《关于执行疑
难若干问题的解答》 等江苏高院新
出的指导文件，加强廉政教育、业
务学习、绩效点评，提升执行干警
的业务水平。开展执行队伍集中整
训活动，交流办案体会，强化规范
意识和作风养成。加强执行作风和
廉政建设，教育引导干警坚守法律
底线、恪守职业道德。认真查找执
行工作廉洁风险点，强化执行案件
重点环节的监督，执行队伍呈现年
轻有朝气、工作有干劲、争先有活
力的态势，公正、清廉、坚毅、奉
献在执行干警中蔚然成风。涌现出
了全省政法系统忠诚卫士周云、全
省法院执行标兵周志刚、全省法院
执行先进个人周君等一批先进典
型。

积极凝聚社会共识。2016年以来，
如皋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相继听取如皋
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汇报；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支持人民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意见》，市委书记陈
晓东专门就支持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作出批示；市人大常委会就法
院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开展专题调研并出
意见；市委政法委牵头建立基本解决执
行难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明确28家
成员单位的职责要求，并将协助执行工
作、协作履行“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职
责情况纳入法治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考核范畴。

执行联动形成合力。如皋法院与检
察院、公安局联合制定《关于依法办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若干问题的实施办
法（试行）》，依法办理拒执罪1件。与金
融办形成《全市金融机构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对接专题会议纪要》，设立司法专
用窗口，集中办理查扣冻事项，办理效率
成倍提升；与国土局合作，在南通地区靠
前实现不动产网络专线查询，每月不动
产查询反馈 1500余件次；与地税局形成

《关于加强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协作的
专题会议纪要》，促进司法网拍工作的开

展。
领导班子率先垂范。该院党组多次

专题研究执行工作，制定《关于落实“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实施方
案》和《如皋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实施方案》，成立由一把手院长担任指挥
长的“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指挥部，院长
章智敏带头承办“硬骨头”案件，多次带队
开展凌晨出击、夜间突袭等集中执行活
动。2017年9月，章智敏带队横跨三省执
结八年的信访陈案，受到群众好评。建立
院领导包案督办制度，班子成员不仅三次
参与集中执行，分别负责20件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的督办，而且每人承办30件执行案
件，与执行干警同甘共苦，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推动作用。

提供坚强有力保障。举全院之力攻
坚执行难，将人力、物力和财力向执行一
线倾斜。2016 年以来，增加执行干警 9
人，使在编执行干警达到 47人；同时增
加辅警 5人。今年 5月抽调包括 1名庭
长在内的6名干警组成新案突击队，7月
份抽调1名部门负责人协助执行局长抓
质效指标推进，所有整改卷宗由扫描公
司人员扫描，实现劳务外包。目前，该院
执行工作人员达98人。

强化惩戒威慑 营造立体化“强执行”氛围
联合推进信用惩戒。建立定期曝光

“老赖”工作制度，通过电视、报刊、
网络、市区主要路段大屏幕对失信被执
行人的主要信息予以曝光；依托政府公
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如皋”网发
布“信用黑榜”，在政府采购、招标投
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场准入、
限制高消费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施以
联合惩戒；在文明单位评选、诚信单位
推荐、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等方面实行一
票否决。2016 年以来，上报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13868人，曝
光“老赖”信息 19期 1004人，发布悬
赏公告245个，促使3686人自动履行了
义务。

常态实施执行攻坚。开展执行拉
网、春雷行动、雷霆行动等多种执行
攻坚活动，集中执行方式由单一的凌
晨出击向夜间突袭、集中腾房、集中
送达等拓展、延伸。2016 年以来，该
院开展涉民生、涉党政机关案件清
理、涉金融债权、涉环保等案件专项
大集中执行活动 16 次，网络直播 3

次，邀请媒体网友、代表委员等观摩
监督执行 137 人次，充分展示法院集
中执行及攻克执行难的决心和勇气，
赢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三年来本地网友自媒体发布执行
图文 63篇次，点击率超过 80万，在社
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用准用足强制措施。突出执行工作
的强制性，综合运用搜查、拘留、限高等
强制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布下“天罗地
网”。2016年以来，司法拘留 429人次，
开展搜查 123件次，限制出境 133人，以
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6人。因
案置宜，找准痛点，用巧用准强制措施。
一批被执行人为公司的案件，在及时对
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采取“限高”
措施后，得以有效执行。

建立全天出警制度。明确每周出警
值班执行团队，上班时间出警由案件承办
团队负责，下班后、节假日由值班团队和
承办人出警。执行指挥中心发出指令后，
出警人员原则上1小时内出警到位。2016
年至今出警2110人次，拘传1831人。

实行执行集中接待。2017 年 2 月，
建立执行集中接待制度，6个执行实施
团队每天派出1名干警到执行接待中心

值班，当事人可以随时到接待室面见法
官，提供执行线索、了解案件进展情
况。既使执行人员有相对集中的时间自

强化监督管理 完善规范化“顺执行”机制

主安排查找财产和“老赖”线索，又
解决了以往申请人见法官难的问题，
赢得了当事人的好评。

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将中心打
造成为集执行指挥、网络查控、司法网
拍、繁简分流、值班出警、结案管理、案
款管理、接访督办、恢复执行、失信惩
戒的一体化平台，实现“最强大脑”和

“最强团队”的最佳组合。坚持共性工
作集约做，将南通范围内的线下财产
查控和银行柜面查控纳入中心事务，
如皋法院向金融办发出的集中规范高
效办理银行存款冻结划拨等事项的司
法建议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
秀司法建议；建立流程节点、执行期限
跟踪督办，收结案月梳理、周计划、日
通报等制度，使执行攻坚始终处于“实
战状态”。2016年以来，指挥中心集中
办理银行存款网络查扣冻 367.5万多
件次、柜面查控5860余件次，不动产柜
面查控15480件次。

大胆探索团队改革。创造性地落
实江苏高院关于执行团队改革的部
署，不拘泥于团队长必须由法官担任
的要求，通过竞岗演讲等方式，不拘一
格选拔团队长，通过双向选择，率先在
南通市两级法院完成执行团队改革，
设立 1个终本管理及 5个新案执行团
队，实现新老案件分离，简案快速办
理，繁案精准办理，类案归并办理，减
轻了新案实施组的负担，提高了新案
办理效率。2016年以来，执行实施团
队（5人）办案最多的达 3438 件，个人
办案最多的达 1041件。2017年 4月，

南通全市法院执行局长现场观摩如皋
法院执行工作。

推进终本案件单独管理。建立终
本组人员分别与5个执行实施组的对
接机制，定期梳理终本需找人的案
件，集中开展执行活动。一方面，严
把终本结案关口。准确把握无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法定
要求，对执行实施团队提请报结的终
本案件，由终本团队长审核、分管副
院长签发；另一方面，运用专门系统
对终本案件进行专门管理，重点做好
接待、信访化解工作，根据申请人提
供的新执行线索及时调查，属实的恢
复立案交新案实施团队执行。2016
年以来，终本恢复案件登记 5600
件，执结2190件。

网络执行转型升级。提升网络
查控能力，充分运用“总对总”和

“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通过“总
对总”系统查询到银行存款 15.5 亿
元，通过“点对点”系统开展各类
查询 310 万余次；将网络查控接口
向诉讼保全案件开放，以保全促执
行，2016年以来，保全执行案件 920
件，改变执行案件管理方式，增加
指挥管理平台使用率，通过执行指
挥中心进行远程指挥、线索处理、
协同作战 10 次；启用“一人一案一
账号”的执行案款管理系统，通过
该系统到账 8619 笔，每一笔执行款
的来源、去向都做到有迹可查。制
作终本案件卷宗归档样式，开发执
行文书模板，被中院推广。

图为法院强制执行了一起归还责任田的排除障碍纠纷。

图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执行人的母亲代被执行人还钱。

图为被执行人拒绝开门，执行干警现场释法后翻越大门，将其拘传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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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北内集团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裁定
终结北内集团总公司破产程序。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金利联（东莞）制衣有限公司各债权人：金利联（东莞）制衣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作出（2018）粤1973破申15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了该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地址：广东
省东莞市鸿福东路2号农商银行商务中心11楼。联系电话：0769-
38870000，传真：0769-22467555，主要联系人：张建兵（组长），电话：
13416957097；陈柳婷（副组长），电话：18666475554；赵凯旋（骨干），电
话：13729023397】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金利联（东莞）制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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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
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昱鑫共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20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思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宝城律师
事务所为深圳市思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思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
井二路三号中粮地产集团中心20楼；负责人：刘梅兴；联系人：刘梅兴、黄静茵；
联系电话：0755-27875656、13528446737；传真：0755-27875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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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思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深圳市思特安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
简单，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阳株式会社：东莞新洋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洋电子”）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广东柳道热流
道系统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向本院申请对新洋电子进行破产清算。本
院经审查认为，新洋电子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了
（2017）粤1971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广东柳道热流道系统有限
公司对新洋电子提出的破产清算，后作出（2017）粤1971破2-1号决定书，指
定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由于新洋电子有多位意向投资人愿意投
资，新洋电子管理人于2018年3月16日向全社会发布招募公告，有三家投资
人报名并缴纳方案和保证金。2018年5月21日，新洋电子管理人召开了新洋

电子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上选定最终重整投资人吴华林，投资方案为由投
资人支付12800000元用于清偿新洋电子现有债务，由新洋电子全资股东新
阳株式会社将100%股份变更至投资人名下。本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
（2017）粤1971破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新洋电子进入破产重整。新洋电子
管理人于2018年7月3日召开新洋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东莞新洋电子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现各个债权人表决组已通过。本院于2018
年8月31日作出（2017）粤1971破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东莞新洋电子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东莞新洋电子有限公司重整程序。现新洋电子管理
人将于近日执行重整计划，并将东莞新洋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变更至吴
华林或吴华林指定主体名下。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18年9月5日，本院出具（2016）粤0604民算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了佛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广东南天
明律师事务所为佛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佛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17日前，向佛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
南天明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桂东路60-3花苑广场三
座二楼，联系人：岑景源、肖福来，邮政编码：528000，联系电话：13630014429、
13702638080，传真号码：0757-86322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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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佛
山市壹始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
21日9时整在本院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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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东莞泰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申请人深圳市前海梧桐投资有
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东莞泰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粤1973破申22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了该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地址：东莞
市东城大道188号新华大厦11楼。联系人：崔路燕律师，联系电话：
13649814920)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东莞泰新塑胶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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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地点另行
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东莞市泰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全体职工：东莞市泰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已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粤1973破申23号民事
裁定书，决定立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该企业全体职工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护好企业财产，任何
人不得非法处理单位的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不得隐匿、私分、无偿转让、非
政策压价出售企业的财产。企业的债务人和企业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负责保管本企业的财产、账
册、文书、资料和印章，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不得擅离职守。如有何要求或者情
况反映，请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出。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东莞市南城街道蛤地股份经济联合社的申请，于2018年8
月29日裁定受理东莞福门纸品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名
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福门纸品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东莞福门纸品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6日前，向东莞福门纸品制造有限公
司管理人[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大道188号
新华大厦 11 楼 2 号，联系人：崔路燕 (13649814920)、陈一辉
(13712212888)、蒋坤正(18820300778)、吴泽军(15007697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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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福门纸品制造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福门纸品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
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州时代快捷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0日裁定受
理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国信信扬律师
事务所为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30日前，向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联系人：
梁彬；联系电话：020-38219668；传真：020-38219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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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凯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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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焦作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28
日裁定受理焦作市胜普晶体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焦作市
仁和清算有限公司为焦作市胜普晶体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焦作市胜普晶体
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9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秦勇，联系
电话：13839114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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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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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
胜普晶体技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焦作市胜普晶体技
术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2日上午9
时在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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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
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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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潘国兵的申请于2018年8月16日裁定受理江苏正阳船舶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27日指定南通新江海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江苏正阳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正阳船舶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23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
址：如皋市石庄镇永兴社区5组永兴社区居委会；邮政编码：226531；联系
人：徐鹏；联系方式：18012887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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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阳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4日
下午2时30分在如皋市人民法院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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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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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根据管理人清理工作的结果，苏州正和木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
请宣告苏州正和木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在清算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人有权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
的规定，向苏州正和木业有限公司股东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裁定宣告苏州正和木业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局依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申请，以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对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
有限公司作出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并移送破产审查。本院
于2018年3月12日，裁定受理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受理后，经沈
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中介机构审计，辽宁华
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企业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审计认定：截止2018年3月12日调整后
的资产总额 219,500,882.96元，负债总额 329,548,423.78元，净资
产额-110,047,540.82元。企业资不抵债为110,047,540.82元，负债率
达到150.14%，含尚未确定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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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裁定宣告沈阳
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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