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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修复性司
法理念，将生态环境状态和功能的恢复
作为裁判的重要因素，统筹适用刑事、民
事、行政责任，最大限度地修复生态环
境。信阳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自组建以
来，以专门化审判来保护环境资源，将

“推行复植补种，护卫绿色家园”为工作
主题，出台了《关于在涉林刑事案件中实
行复植补种生态修复司法机制的意见》，
在涉林刑事案件中全面推行生态修复。

信阳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员额法官
蔡红莉是修复性司法理念的积极倡导
者。她介绍：“复植补种就是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法院引导被告人签订书面复植
补种协议，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林木，修
复因其犯罪行为受损的生态环境，并根
据其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弥补程度，酌情
判处刑罚。既达到对犯罪的惩罚，又达
到对环境的修复。”

实践中，能在原地补种的，尽量在原
地补种。信阳复植补种第一案就是在原
地补种的。郑某构成滥伐林木罪，在审
理过程中，经新县人民法院主持协商，被
告人郑某承诺在其滥伐林木的原地补种
杉木、银杏等树木，并作为被监管方与监

管方——陡山河乡森林资源管理站、陡
山河乡司法所达成复植补种协议，约定
了复植补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新县法
院综合全案情况，对郑某依法适用了缓
刑。案后，郑某即按照协议，补种了杉
木、银杏。

不能在原地补种的，法院与当地政
府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建立复植
补种基地，作为异地修复的场所。2016
年 12 月，第一处复植补种基地——“淮
南湿地复植补种公益林基地”，在淮滨县
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基地成
立以来，根据淮滨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相
关当事人已在保护区补种林木 7955
棵。目前，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
目山、杜堰河鹭鸶林湿地、大苏山、息州
森林公园、潢川县双柳树镇晏岗村洪山
寨等多地已建立复植补种基地。基地也
日益成为法院巡回审判、宣传环境法治
的重要阵地。

信阳中院副院长陈焕成介绍：“自复
植补种机制实行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已
在70多个案件中对100余名被告人适用
该机制，累计补种林木达32900株，让一
片片裸露的土地重新穿上‘绿衣’。”

信阳：司法护航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陈思思 井 超

信阳是一座顶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美城市”“‘一带一路’最具
开发潜力城市”等诸多光环的城市，也是唯一连续9年入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的城市。

和谐稳定的司法环境为城市的繁荣发展保驾护航。河南省信阳市两级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推行特色环保司法模式，积极构建多元共建机制，加强巡回审
判，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不断提升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水平。

复植补种为土地“疗伤”

“一法院一主题”突出特色
信阳中院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

全市 10个基层法院也相继成立了专门
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或合议庭，对环境资
源类案件实行专业化审理，为加强信阳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环境
司法的新期待新要求，助力全市蓝天碧
水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信阳两级法院
在依法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同时，根据
本地案件类型、特点和生态保护重点，
分别确定各自法院环保司法主题，并围
绕主题把脉搏、定对策、做文章，切实解
决问题，回应群众关切。

信阳中院围绕“推行复植补种，护
卫绿色家园”的主题，在涉林刑事案件
中全面实行复植补种生态修复司法机
制。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围绕“护航
名茶发展，守护纯净水缸”的工作主题，
在审判工作中将信阳毛尖主产区茶园
的生态完整和绿色良性发展作为重点
加强保护，并设立茶乡巡回法庭，大力
开展巡回审判等多项便民利民措施，积
极服务茶产业发展。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将“重拳出
击非法开采，重现矿区水清天蓝”作为
工作主题，注重辖区非金属矿治理，加
强与当地环保、国土等部门的协调联
动，共同打击破坏环境行为。

罗山县人民法院确定了“护航绿色
生态，打造鸟类天堂”的主题，在加强与
林业等部门协调的同时，积极开展巡回

审判、复植补种和法治宣传。
潢川县人民法院以“助力大气、水土

污染防治，创造健康幸福生活”为主题，
以非诉行政执行为重点，加强与环保部
门的协调联动，共同防治大气、水土污
染，创建美好家园。

固始县人民法院根据本地矿产资源
丰富的特点，以“打击非法采矿，保护生
态环境”为主题，加大对矿产资源犯罪的
打击力度，发挥刑事审判预防、警示、震
慑作用，与国土、环保、水利等多部门协
调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
单位的监管、排查。

息县人民法院围绕“守护耕地红线，
确保粮食安全”的工作主题，坚持惩罚和
教育并举，对破坏耕地类的环境资源类
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加强与土地管理等
部门的协调配合，携手开展耕地保护宣
传；对涉及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非诉执
行案件，特别是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
审查，快立快审，积极推进裁执分离，加
大执行力度。

淮滨县人民法院围绕“保护淮河生
态，建设美丽淮滨”的主题，建立了以淮
南湿地保护为重点的工作格局；在淮南
湿地设立复植补种公益林基地及淮南湿
地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积极开
展复植补种和巡回审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将“化解邻里环境
污染纠纷，守护和谐美丽家园”确定为工
作主题，通过审理好涉及相邻污水、废
气、生活垃圾、土壤污染、家畜养殖等环

共织生态文明建设同心圆
2017 年，信阳中院制定了《关于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为大
气、水污染防治提供司法保障的意
见》，明确12条司法措施，服务和保障
信阳市大气、水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同年 9月 27日上午，信阳中院与
信阳师范学院合作共建的“环境资源
司法理论研究基地”在信阳师范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正式揭牌，10名专
家学者被聘任为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
究基地首届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该
研究基地围绕社会关注度高、法律适
用难度大的重大案件、群体性案件和
新类型案件等审判实务问题，加强信
息沟通，加大调研力度，推动理论创
新，进一步提升司法水平。

同时，信阳中院从信阳农林学院
和环保、水利、国土、林业、农业等单位
选取了55名专家，积极组建环境资源
审判专家库，在证据采集固定、损害鉴
定评估、环境资源修复评价等方面主
动征求专家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专
家在审判环境资源重大疑难案件中的
指导作用，为信阳法院解决环境资源审

判中的专业技术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今年 8月 17日，潢川县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赵某非法采矿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潢川法院依照人
民陪审员法规定，由3名员额法官和4
名具有专业知识、来自基层组织的人
民陪审员组成 7 人大合议庭进行审
理。庭审中，潢川县水利局助理工程
师贺某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对生
态修复提出专业意见。

信阳中院与检察、公安、环保、林
业等 8 部门会签《关于建立实施环境
资源司法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
建立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席会议、联
络员和联动工作制度，建立环境资源
纠纷的联合调解机制和环境资源违法
案件联动办理机制，推动形成各司其
职、相互衔接、协调配合、互动联动的
环境资源司法执法新局面。

“从此信阳环境资源审判有了专
门智库，环境资源司法理论创新成果
可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以便让信
阳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信阳中
院院长张新中充满信心。

境污染侵权案件，为美丽乡村建设保
驾护航；实施环保禁止令，及时制止环
境污染行为，防止污染扩大。

商城县人民法院将“司法构筑绿
色防线，倾情守护‘天然氧吧’”作为工
作主题，加强对辖区林业资源的保护；
在案件审理中实施复植补种生态修复
司法机制，在河南大别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设立复植补种公益林基地，作
为被告人异地修复的场所。

新县人民法院围绕“守护古树古

村，留住虫鸣乡愁”的工作主题，依法
审理各类涉林刑事案件，严惩非法采
伐、毁坏古树名木以及古村落的犯罪
行为，在案件审理中适用复植补种生
态修复机制；在古树名木集中的农村
地区和古村落，开展以当地群众为受
众的普法宣传活动。

2016年以来，信阳两级法院共审
理污染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1449 件，其中 5起入选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的环资审判典型案例。

让环保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查某未经许可，滥伐林木，数量

巨大，构成滥伐林木罪。因其事后积
极植树造林、主动恢复植被，法院从轻
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今年植树节前夕，罗山法院环资
庭的法官们在杜堰河鹭鸶林湿地公开
宣判 4 起滥伐林木案件，并开展集中
复植补种活动。当天，该县人大常委
会、检察院、科协、林业局、环保局、司
法局、森林公安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以及罗山社工志愿者协会、罗山县鹭
鸶保护公益协会、罗山县生态保护协
会、新闻媒体受邀参加此次活动。

罗山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说：“法
院开展的巡回审判，对当地的群众来
说是一场生动的普法宣传。”旁听庭审
的张大妈说：“俺今天回去了就得给老
头子说，山上的树可不能乱砍了，鸟儿
也不能乱抓。”

信阳法院在加强巡回审判模式运
用同时，加大环境资源保护普法活动
力度，做到普法宣传月月走进百姓
家。结合送法进校园活动，信阳中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的法官们为140余位
同学发放了图文并茂的《环保法律知
识宣传手册》，书中典型环保案例、环
保法律常识和“节能减排 36 计”立即
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大家迫不及
待地翻看起来。

信阳平桥区法院环资庭法官每月
初都会到非金属矿管理区，开展保护
矿产资源法律宣传活动，对困扰群众
的环境维权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引导
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意义和环境资源类
诉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还给非
金属矿管理区综合执法局的行政执法
人员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指导他们如
何依法适用“环保禁止令”，如何依法
运用行政手段保护矿产资源等。盛方奇 制图

复植补种为土地“疗伤”

信阳中院坚持修复性司法理念，将生态环境状
态和功能的恢复作为裁判的重要因素，以专门化审
判来保护环境资源。

信阳中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
职能作用为大气、水污染防治提供司法保障的意
见》；与信阳师范学院合作共建“环境资源司法理
论研究基地”；从信阳农林学院和环保、水利、国
土、林业、农业等单位选取55名专家组建环境资源
审判专家库；与检察、公安、环保、林业等8部门
会签《关于建立实施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动工作机
制的意见》。

共织生态文明建设同心圆

“一法院一主题”突出特色

信阳两级法院根据本地案件类型、特点和生态
保护重点，分别确定各自法院环保司法主题：

信阳中院“推行复植补种，护卫绿色家园”
信阳市浉河区法院“护航名茶发展，守护纯净

水缸”
信阳市平桥区法院“重拳出击非法开采，重现

矿区水清天蓝”
罗山县法院“护航绿色生态，打造鸟类天堂”
潢川县法院“助力大气、水土污染防治，创造

健康幸福生活”
固始县法院“打击非法采矿，保护生态环境”
息县法院“守护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
淮滨县法院“保护淮河生态，建设美丽淮滨”
光山县法院“化解邻里环境污染纠纷，守护和

谐美丽家园”
商城县法院“司法构筑绿色防线，倾情守护

‘天然氧吧’”
新县法院“守护古树古村，留住虫鸣乡愁”

让环保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信阳法院在加强巡回审判模式运用同时，加大
环境资源保护普法活动力度，做到普法宣传月月走
进百姓家。

北京品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国艺文化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轩
婷婷：申请执行人金传宝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北京品刚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国艺文化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一案中，金传宝申请追加轩婷婷为
被执行人，本院以（2018）京03执异405号立案受理。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你们及轩婷婷公
告送达追加申请书副本及听证会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召开听证会，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汝阳县天湛矿业有限公司、张洪钢、张倬铭：本院受理的申诉人吉林省金
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诉人四川龙海汇丰实业有限公司（原四川
龙海油脂饲料有限公司）、二审被上诉人安图县吉庆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二审上诉人汝阳县天湛矿业有限公司、二审被上诉人张洪钢、二审被上诉人
张倬铭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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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申酉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建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8）豫0324民初449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河南申酉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
日内支付原告郑州建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38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2014年7月21日至2015年8月4日以
361000元为计算基数，2015年8月5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80000元为计算
基数）。二、驳回原告郑州建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第三简易审判团队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栾川县人民法院

河南彩宏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郭建洪、王永祥因与被上诉
人陈运伟、陈来堂，原审被告河南彩宏电气有限公司、郭建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民终106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民事审判第四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建光：本院受理原告苏州朝阳彩钢板活动房厂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14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震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陶术英、陈伟、曾凉俊、李成相、乐山金讯硅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乐山嘉
州民富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陶术英、张锡伦、陈伟、曾凉俊、李成相、乐山金
讯硅品有限公司、乐山市源泰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川1102民初46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江区松陵镇熙荣电子商行的申请，于2018年9月19日裁定受理
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为苏州彩
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
月9日前向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胥江路426号江南
文化设计创意产业园5号楼2楼，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齐淞、韩阳；联系电
话：13812644042、13814845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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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1月16日9时30
分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三楼第十二法庭(吴江区松陵镇高新路788号)召
开。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苏州彩
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苏州彩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
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立志的申请于2018年8月10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苏
州筑博联合营造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
为被申请人的管理人。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16日前，向被申请
人的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209号财富广场二号楼603室；邮
政编码：215000；联系人：任青萍、浦学纵；联系电话：18915209819、
13584841771）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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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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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被申请人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包括法定代表

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在破产过程中应当承担下列义务：一、自
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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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
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
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
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可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财务管理人员应向管理
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和业务的询问。五、对本案破产清算如有异议，
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或管理人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1月22日14时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田晔的申请于2018年9月21日裁定受理沈阳鑫家置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26日指定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为沈阳鑫家
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沈阳鑫家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20日前，
向沈阳鑫家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1-26
号万科中心2106室，邮政编码：110179，联系人：吴杰、张梦月；联系电话：
13842094733、13504015002、024-2291116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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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尚未分配的财产中依法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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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鑫家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沈阳鑫
家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7日上午9时
30分在沈阳市天文酒店（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保工街北二路交汇口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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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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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6日裁定受理山
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破
产还债清算组为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乐陵市铁营乡驻地南侧路东；邮编：253600；联系电话：孙丽
华13792229866，武海舰18615263479；办公地点：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
厂区）申报债权。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2月26日上午9
时在乐陵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
证明复印件，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山东]乐陵市人民法院

2018年8月9日，本院根据泰安市恒信置业有限公司和泰安市宏美达商贸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泰安京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东东岳律师
事务所和山东瀛众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体担任泰安京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李鹏和韩永刚为管理人负责人。2018年9月26日，本院根据泰安京泰工贸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泰安京泰工贸有限公司和解。[山东]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威诗朗照明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6日裁定受理
常山县和鑫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常
山县和鑫线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
信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新桥街18号1幢5楼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18857027156；联系人：郑雪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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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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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
县和鑫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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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债务人常山县和鑫线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除债
权人、债务人的出资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等愿意垫付破产费用外，本院将
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依法裁定终结常山县和鑫线业有限公司公司破产程序。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
有变动，由本院另行公告或由管理人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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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如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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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人民法院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楚门
支行的申请于2018年7月23日裁定受理玉环县燃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台州鸿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玉环县燃料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30日前，向管理人（地址：玉环市泰安路财富中心
288号203铺，台州鸿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编：317600，联系人：徐翔
13905867830，欧阳汶13967658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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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
债权人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玉环县燃料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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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年12月12日上午9时在玉环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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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玉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鞍山友谊预应力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预应力制品”）的申
请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受理友谊预应力制品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30日指定
鞍山鑫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友谊预应力制品管理人。友谊预应力制品的债权人
应自2018年11月30日前向友谊预应力制品管理人（通讯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
道1216栋32号；邮政编码：114005；联系电话：0412-2669373/2669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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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友谊预应力制品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友谊预应力制品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鞍山市铁东区园林大道1216栋1-
3层31号（鞍山鑫鑫会计师事务所）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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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负债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者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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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每位债权人仅限一人出席。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9日（总第7489期）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