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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服务大局护好航 鸭绿江畔谱华章
本报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本报通讯员 赵晓新 刘廷祥

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隔江、隔海相望，拥有漫长的边境线，自古就是东北的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塞，

是一座历史厚重的英雄城市。近几年，坐落在鸭绿江畔的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断提升政治站位，把

准职能定位，积极在服务保障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上聚焦发力、展示作为。

用好刑事审判政策 为边境安全稳定护航

近年来，丹东中院积极延伸行政
审判职能，围绕全市招商引资、国家重
点工程项目、公益项目建设以及建设
美丽丹东等中心工作，建立健全司法
审判与行政执法协调配合机制，进一
步提高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

该院经常举办行政诉讼法、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行政公
益诉讼等专题讲座，2017年以来，还应
邀到市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局、水务
局、药监局等单位为行政执法人员培
训授课 10 余场次，受训达 1000 余人。
同时，积极探讨解决行政执法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针对行政审判过程中发
现的行政执法程序、法律适用和行政
管理等方面问题，向行政机关发出司

法建议3份。
丹东中院对近年来全市法院审结

的179件因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
序、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不履行
法定职责等原因导致行政机关败诉的
案件进行分析，发布了《2014-2016 年
度全市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行政
审判白皮书），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存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高、怠
于履行法定职责、执法程序中忽视程
序价值、应诉能力不足、执法显失公
正、纠错功能不到位等 6个方面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执法应诉能
力、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
范信息公开程序、建立行政机关与人
民法院协力化解行政争议机制、发挥

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加大涉民生领域执法力度等司法建
议。

“此报告内容详实，建议中肯，请
班子成员阅，并在工作中吸纳、借鉴，
不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水平。”白皮
书发布后，市委书记葛海鹰作出批示，
要求全市各级行政机关组织学习。丹
东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出台《关于加强行政应诉工作
的意见》，对白皮书提出的问题与建议
一一回应。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全市法院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只有13
件。白皮书发布后的 10个月内，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达 68件，增
幅明显。全市法院受理行政一审诉讼
案件数量也出现下降趋势。今年上半
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 228
件，比去年同期下降11.29%。

近年来，丹东中院自觉服从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作出应有的担当。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担当服务发展大
局责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
作的绝对领导，自觉把法院工作置于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坚持定期向市委汇报工
作制度，跟上大动作，办好大案件。依法严厉
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走私、贩毒等刑事犯罪，
依法保障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实
施,依法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
惩戒机制建设，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

增强依法保障意识，完善服务发展大局制
度措施。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不断
提升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健全形
势分析研判机制，2017 年，围绕贯彻落实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市委关于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
部署，研究制定《关于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提
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意见》《关于全市法院积
极发挥审判职能 努力建设让广大群众拥有更
多获得感的美丽丹东的实施意见》 等制度措
施。另一方面，构建联动解决纠纷机制，建立
重大案件报告、类案统筹协调、审判效果预
评、审判监督指导、层级梯次调解、重大涉诉
事件应急处理等审判工作机制，加强对重大案
件的跟踪指导，努力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着力打造过硬队伍，提高服务发展大局的
战斗力。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院、从严管
理不动摇，深入推进思想政治、履职能力、
纪律作风建设，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法官队伍。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
判，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
设立党员活动中心，建立“互联网+党建”
工作平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从紧从严正风肃纪，组织开展经常性
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加强审务督察和纪律作风
检查，督促干警规范司法行为，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开展“学习型法
院”建设，既注重创新理论学习，又要注重实
践锻炼；既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又要加强社情
民意把握，不断提升干警新时代履职能力和司
法服务本领。

丹东中院党组书记、院长王玉砚——

强化司法责任担当
提升护航发展能力

近年来，丹东案件呈现涉外刑事
案件类型增多、涉案人员增多和外方
交涉增多的特点，丹东中院既坚持严
格依法办理，又坚持保障被告人基本
人权，同时兼顾外交对等原则，取得了
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树立了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

2016 年，丹东中院先后审理了外
国籍被告人凯某某间谍案、前田某某
间谍案。该类案件严重危及国家安
全、国家利益，国内外关注度较高。丹
东中院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认真研究审判思路，严把案
件事实关、证据关，充分保障被告人的
诉讼权利，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及
时通知被告人国籍国驻华使馆，保证
领事探视，并提供翻译，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为被告人指派律师辩护。合议庭
依法对被告人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未
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

丹东海陆空交通便利，在国际毒

潮消极影响和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这
座美丽的城市成为毒品的重要走私通
道，毒品犯罪成为地区犯罪的“新势
力”，对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了严
重威胁。

为遏制毒品犯罪泛滥、蔓延，丹东
中院始终保持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高
压态势，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罚和预防
相结合的功能，在统一证据要求、统一
裁判标准、统一协同作战和综合治理上
聚焦发力，“重拳”打击毒品犯罪。今年
1至 8月，丹东两级法院审结各类毒品
犯罪案件 151件，结案率为 92.07%，判
处涉毒犯罪分子113人，其中21人被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

毒品犯罪作案手段日益智能化、科
技化，侦查机关取证困难，所取证据不
够完善，多数被告人到案后所作供述避
重就轻，给审判工作增加难度。丹东中
院通过审判指导、座谈交流、业务培训、
汇编案例等方式，及时总结毒品犯罪案

件审理工作经验，不断规范审理毒品犯
罪案件的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和政策把
握。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在丹东举办毒
品案件座谈交流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多次在丹东中院召开毒品案件调研
工作会议。

2015 年以来，丹东辖区的毒品犯
罪案件尤其是重大毒品犯罪案件呈明
显下降趋势。今年 1至 8月份，全市法
院一审毒品犯罪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
7.55%，其中，丹东中院一审毒品犯罪
案件同比下降50%。

丹东沿海、沿边、沿江线路长，监
控监管难度大，边民走私犯罪时有发
生。尤其是今年以来，不少以边贸为
生的商贩不惜以身试法，致使走私案
件数量大增，而且从以往的走私普通
货物案件变成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案件。丹东中院既严格遵守联
合国公约，依法打击走私犯罪，确保海
关法规的实施和边境正常管理秩序，
又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边
民走私犯罪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非
监禁刑和财产刑为主，共判决单处罚
金25人，判处缓刑15人。

用足司法保障手段 为边境振兴发展护航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丹东化纤）破产重整一案，是我国新
破产法实施以来辽宁省第一例破产重
整案件。该公司涉及股民6万多人，职
工和离退休人员8千多人，2008年总负
债接近 15 亿元，债权人多达 850 多人
（家）。依照破产法的规定，积极推进
破产重整是丹东化纤企业得以盘活的
唯一出路，在全省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丹东中院深入开展前瞻性调查研
究，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准确把
握法律和政策，强化诉讼引导，发挥司
法主导作用，历时 6个月时间，成功审
结了这起大型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企
业与债权人达成重整协议，妥善处置
债务，安置下岗职工，避免被摘牌停市
而获得新生。职工、股民、债权人情绪

稳定，无一上访事件发生。在重整计
划实施中，还积极协助市政府引入战
略投资者对丹东化纤进行重组，保障
了丹东经济结构调整，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
好评，部分省、市人大代表联名给辽宁
高院致信予以赞扬。

丹东地区驻军较多，涉及部队停
偿案件也较多。2017年 10月，丹东中
院制定《为驻丹部队全面停偿提供司
法保障专项活动实施方案》，从畅通立
案通道、强化审判力量、建立工作台
账、快速高效审理、加大执行力度、加
强工作联动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
全市法院“停偿”工作稳步推进提供遵
循，保证案件审理及时、标准统一、效
率提升。

经过不懈努力，全市法院共审结一
审“停偿”案件119件，结案率为100%，
其中调撤61件，调撤率51.26%；审结二
审“停偿”案件28件，结案率为100%，其
中调撤 12件，调撤率 42.86%；执结“停
偿”案件67件，占申请执行“停偿”案件
的100%，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活动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保障。
驻丹各部队纷纷送来锦旗和感谢信，丹
东市委对法院“停偿”法律保障工作予以
充分肯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7 年，丹东中院建立了丹东市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基地，出台了《关于推进
科技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 优化营商环
境的意见》，坚持送法到企业，助力经
济产业转型升级。近几年，丹东中院
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50件，支持或
者部分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诉讼请求
的案件占全部结案数的97%，有效保护
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用活审判工作成果 为边境法治政府建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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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刑事审判政策 为边境安全稳定护航

重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对涉外刑事案件
既坚持严格依法办理，又坚持保障被告人基本
人权，同时兼顾外交对等原则。

重拳打击、震慑和预防毒品犯罪。今年1至
8月，丹东两级法院审结各类毒品犯罪案件151
件，结案率为92.07%，判处涉毒犯罪分子113
人。

重视稳妥处理边民犯罪，既严格遵守联合
国公约，依法打击走私犯罪，又切实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

用足司法保障手段 为边境振兴发展护航

开展前瞻性调查研究，准确把握法律和政
策，强化诉讼引导，发挥司法主导作用，妥善处
理破产重整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制定《为驻丹部队全面停偿提供司法保障专
项活动实施方案》，畅通立案通道、强化审判力
量、建立工作台账、快速高效审理、加大执行力
度、加强工作联动，为“停偿”工作稳步推进提
供保障。

建立丹东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地，出台
《关于推进科技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 优化营商环
境的意见》。

用活审判工作成果 为边境法治政府建设护航

举办行政诉讼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行政公益诉讼等专题讲座，受训达1000
余人。

发布《2014-2016年度全市行政案件司法审
查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使全市一审
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下降11.29%。

申请人南京昌源海逸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申请人是“万通158”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该轮总
吨2978，钢质干货船，事故航次从天津开往广州，属于从事我国港口之间货物运
输的船舶；2018年9月7日，“万通158”轮在汕头勒门列岛赤屿正南约1海里处触
礁搁浅，事故造成“万通158”轮及船载约5000吨钢材一并沉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和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
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的规定，申请人有权就本次事故而引起的相关
海事赔偿请求限制赔偿责任。申请人请求对本次事故可能引起的所有非人身
伤亡的赔偿责任在本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290 413特
别提款权以及该款项自2018年9月7日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本院已依
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
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
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
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
发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
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
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杨雅潇0754-88853870、舒坚0754-88876791、蔡
锡鸿0754-88876792；邮箱：shantoucourt@126.com；地址：广东省汕头
市黄山路3号广州海事法院汕头法庭。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蔡坤裕：本院对刘建辉、刘兴旺、席小强、王林松、张明印、赵三玉、位力
军、段慧坤、王付海、张家印、赵对、李玉吉、张会、马建设、秦桥梁、彭国辉、何
忠源、高尚岭、纪相收分别诉北京优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怀柔分公司与你
劳务合同纠纷19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0116民初
5246、5253、5256、5251、5252、5249、5242、5258、5257、5250、5248、5245、
5241、5240、5247、5244、5254、5255、5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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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因票号
1030005224227953商业承兑汇票迪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1030005224227953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127500元，出票人为首钢
矿业公司，收款人为北京龙安华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现该公司名称变更为
中外建华诚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6月10日，汇票到
期日2015年12月10日。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赵向波：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徐亚贵与被上诉人赵向波、被上诉人徐学武、被
上诉人黄树权、被上诉人四棵树乡十二马架村村民委员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吉03民终1432号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丽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灵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
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佛山市南海旭腾贸易有限公司、四会市大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余学兴、倪
朝发、郑连灯：本院受理关于申请执行人吴洁萍（原申请执行人杭州瑞团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佛山市南海旭腾贸易有限公司、四会市大地
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余学兴、倪朝发、郑连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吴洁萍向本院申请执行（2016）粤12民初52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粤12执13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财产申报表、（2018）粤12执
131号评估拍卖通知书、（2018）粤12执131号之一通知书、（2018）粤12执131
号之二通知书、（2018）粤12执13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粤12执131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2018）粤12执131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8）粤12执131
号之一拍卖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立即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凯虹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于2018年9月10日

裁定受理河南德海源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一案，并于2018年10月15日
指定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管理人担任河南德
海源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德海源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18年12月25日前，向河南德海源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沁阳市长城路中段联盟工业园河南德海源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邮政
编码：454550；联系人：吕金城、程海瀛；联系电话：13939020823、
17596547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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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德海源诚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德海源诚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9日9时30分在
本院（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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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参加会议时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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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7日
裁定受理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
月17日指定湖北伟岸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29日
前，向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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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申报债权时间：

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2月29日。申报债权地点：麻城市金桥大道
228号湖北欧亚冠达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室（麻城市人民法院办
公楼对面）。办公电话：0713- 3628116；联系人：沈金辉律师
13409780036，付文斌律师15926719988。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王家宝、王芹等人对债务人江西浔朋化工有限公
司的破产申请，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6）赣0429民破1号民事裁
定书，立案受理该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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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6年12
月30日止，向管理人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地址：九江市十里大道21
号楼、邮编：332000、电话：0792-8130171、传真：0792-8130172、联系
人：李冬梅（13330018206）、汪培江（18046826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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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处理。债务人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
于2018年11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望准时参加，
并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日照市企业重组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
于2018年9月26日裁定受理日照德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并
指定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担任日照德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日照德
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地址：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B座5102室，邮编：
276800，联系电话：18663385281。申报时间为法定工作日9时30分—11
时30分、14时30分—16时30分。）债权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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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补充申报债权审查费用。债权
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日照德升新型建材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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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7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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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日照市企业重组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于
2018年9月26日裁定受理山东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并指定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担任山东万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万宝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日
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B座5102室，邮编：276800，联系
电话：18663385281。申报时间为法定工作日 9时30分—11时30分、14时30分
—16时30分。）债权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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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补充申报
债权审查费用。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日照德升新型建材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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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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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日照市企业重组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
于2018年9月26日裁定受理山东雅禾农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并指定国
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担任山东雅禾农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雅禾农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日照市东
港区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B座5102室，邮编：276800，联系电
话：18663385281。申报时间为法定工作日9时30分—11时30分、14时30分—
16时30分。）债权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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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
纳补充申报债权审查费用。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日照德升新型建材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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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12月
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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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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