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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法院细化工作措施，加强金融
审判，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紧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
融改革，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维护
国家金融安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

2017 年 2 月，无锡耀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摆上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金融庭法官沈君的案头。这起案
件因牵涉标的体量大、债权人数多、矛盾
冲突激烈、社会影响面广，成了该院受理
的史上最棘手的房企破产重整案。

面对这一挑战，在庭长陆晓燕的带领
下，合议庭迅速开展专题研究，对案情进
行综合研判和法理推演，发挥司法专业优
势，创造性地依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
权法原理，运用“少数服从多数”规则制定
回购方案，最终获得全票赞成，为投资人
重新进行整体规划开发铺平道路。

十年来，无锡法院以发挥破产审判
职能为抓手，成功推动 192 家落后企业
完成破产清算有序退出市场，及时结清
各类债权407亿元，妥善安置职工2.3万
人；推动 27家明星企业重整再生，及时
结清债权 270 亿元，妥善安置职工 6000
人，实现了企业破产的“零震荡”和“软着
陆”。

金融案件是金融环境的风向标。近

5 年来的数据显示，无锡地区金融市场
已经从剧烈动荡阶段过渡到平稳发展阶
段。占据半壁江山的是传统金融借款类
纠纷。市民陈某向某金融公司贷款 15
万元，但发放贷款时被预扣 3%所谓的

“贷款动用费”，因陈某逾期未还款，某公
司诉至滨湖区人民法院。法院审理后依
法判决陈某还款，但对于某公司巧立名
目收取“贷款动用费”的部分予以扣除计
算。承办法官指出，金融机构侵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的
融资成本，这种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在法院审理的多起保险案件中，保
险销售人员为推销保险赚取提成，向保
险公司与投保人故意瞒报甚至谎报重要
信息，引发纠纷。市民赵某投保时主动
告知自己患有克罗恩病，但保险销售人
员钱某却隐瞒这一行为促成交易。赵某
发病索赔时遭拒，其向法院起诉，2017
年，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
理赔款26万元。

随着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的兴起，银
行卡纠纷也呈增多趋势。对于银行卡盗
刷纠纷，法院依据银行方与持卡人方各
自的过错程度来分别定责。陆晓燕庭长
提醒，储户要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和密码，
同时，银行要及时修补技术漏洞，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改进安全保障措施。

无锡：积极营造稳定公开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娄银生 本报通讯员 潘唐玮 苟连静

营商环境影响着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各种状况和条件，包括政治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等影响市
场主体的多方面因素。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通过防范风险，营造金融安全环境；精准发力，
培育经济动能；以法为剑，护卫绿水青山；阳光司法，构建诚信社会等，为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提供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风险防范，营造金融环境

精准发力，培育经济动能
785件，1078件，1371件，1818件……

2014年以来，无锡两级法院受理知识产
权案件数量以每年30%左右的增速迅猛
增长。据无锡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潘志
江介绍，今年上半年，无锡两级法院受理
的 809 件知识产权案件中，著作权纠纷
488件，商标权纠纷235件。著作权和商
标权既是重灾区，又是司法发力的主阵
地。

无锡法院加大对盗版行为、复制行
为的惩处力度，促进文创产业有序健康
发展。“傅雷家书”案审理期间，被告
拒绝提供印刷委托书，致使法院无法查
明被控侵权图书的印刷册数，法院对其
行为作出不利的推定，最终判定侵权成
立并赔偿38.5万元。该案合理运用证据
规则，降低权利人的维权难度，入选中
国法院年度 50 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无锡中院副院长赵建聪表示，知产庭大
力开展涉外商事案件精品战略建设，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提
供了有力司法保障，为国内乃至国际司
法界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的案
例。

奢侈品牌迪奥公司被南京某香水有
限公司起诉为侵害商标权的被告。经滨
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无锡中院二审，法院
认定不构成商标反向混淆，判决驳回原
告诉请。迪奥公司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感谢法院为其在中国进行正常经营活动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服务和保障
“一带一路”八个典型案例中，无锡中院
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的
江苏太湖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与卡拉卡托
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保函欺诈纠纷案入选。法院充
分尊重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国际惯例，按
照国际商会关于见索即付保函“先赔付、
后争议”的处理规则予以裁判，严格把握
保函欺诈标准，保障受益人依据保函迅
速得到偿付的合法权利，维护了国际金
融秩序。该案为美国 2014年 9月《跟单
信用证杂志》重点介绍。

无锡两级法院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
序，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在审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时，某中心进
入清算阶段，起诉中石化某加油站搬离
腾房。无锡中院二审认定，加油站签署
的 15 年续租合同在清算阶段仍应受到

“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保护，因加油站
在合同履行时不存在违约，因此某中心
无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判决驳回了某中
心的诉请。

公司是最为重要的现代市场经济主
体，无锡两级法院坚持“三个审判理念”
稳妥审理公司纠纷。一是区分公司内外
法律关系，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
二是准确把握公司自治与介入的关系，
树立尊重公司自治的理念。三是准确把
握资本制度改革立法本意，树立鼓励投
资的理念。

以法为剑，护卫绿水青山
微风吹过，坐落在滨湖区杨湾的

“异地补植”公益林基地生机盎然。远
远望去，公益林基地内樟木、桂花、紫
薇、樱花、垂柳等树木郁郁葱葱。附近
居民在感受大自然美好的同时，也意
识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意义。

6 年前，中华环保联合会状告无
锡某景区管理委员会，未经批准占用
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滨湖区法院调查审理后认为，涉
案地块恢复原状已不可行，于是采用
了异地补植方式进行生态修复。这
样，才有了滨湖区杨湾这块达7000平
方米的“异地补植”公益林。

以往损害环境的案件大多重在处
罚污染行为，往往一判了之，修复环境的
事都扔给了政府，案结但事不了，政府、
百姓都吃亏。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始终
坚持修复责任原则。无锡法院创设了替
代性修复责任方式，“异地生态修复全国
第一案”在无锡审结。北京大学教授汪
劲表示，此案件产生了“蝴蝶效应”，被法
学界认为是可复制的“样本”。

2009年，无锡法院对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侵权案的审理开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之先河，在全国首次确认环保社

团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主体资格。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十
大民生案件、全国十大法治新闻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被新闻界誉
为“中国 NGO 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破
冰之举”。2014 年，新环保法吸纳了
该案审理的成功经验，明确规定环保
社团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2008 年 4 月，无锡市郊区大浮铸
件厂收到了法院送达的一份特殊的

“礼物”——《禁止令》，其中明确载明
禁止该厂从事具有排污行为的生产活
动。法院基于环境污染的即时性、不
可逆转性，在受理无锡滨湖环境保护
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该厂的行政处
罚案件后，形式审查一通过就立即发
布《禁止令》，第一时间遏制污染环境
的行为，开创了环境资源类案件司法
提前介入的先河。

由于法院提前介入行政执法领
域，及时制止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排
污行为，向行政相对人传递了明确的
环境司法态度，促使行政相对人在行
政主管部门查处或行政处罚决定作出
后，能够及时履行法定义务。这一工
作机制经过无锡法院数年来的司法实
践，被修改后的行政强制法所吸收。

阳光司法，构建诚信社会
法律是社会运行的框架，无锡法院

以维护公平为天职，保障善行、好人得到
尊重和保护，通过庭审公开、行政审判、
强化执行等，维护社会公平秩序，在促进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5月30日下午，来自黑龙江、
吉林、辽宁代表团的30余位全国人大代
表坐在江阴法院的大法庭中，聚精会神
地旁听一起环境污染案件。该起案件是
江阴法院受理的首个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也是该院首次采用“3名审判
员＋4名陪审员”组成的7人大合议庭
审理的案件。整个庭审庄严规范、程序
流畅，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

重视和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
督是无锡法院近年来司法公开的主要
工作之一。2016 年至今，全市法院邀
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
评议座谈、视察法院、见证执行等活动
超过 3000 人次。无锡法院变“被动接
受监督”为“主动邀约监督”，使更多的
代表委员“零距离”感受法院工作。

“一、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应当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应该向上级
机关再复议。二、无锡市人民政府对所
有申请都会进行合规合法的审查。经
过审查，原告已经提起诉讼，所以不符
合受理范围。”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2015年12月
7 日的一次庭审中。时任无锡市副市
长的王进健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全程参与了这起公民个人诉无

锡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
的案件。这也是当时无锡地区最高级
别行政首长出庭的记录。

当然，即使负责人出庭应诉，也不
代表行政机关就能打赢官司。今年上半
年，全市法院判决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就有11件。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无锡中院定期走访诉讼多发的行政机
关，通报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收结
案数、败诉案件数、出庭应诉率等情况，
倒逼行政执法质量提升；积极参与行政
执法人员培训工作，近5年为重点涉诉
行政机关授课20余场约1000人次；紧
密围绕市委“先照后证”“安置房上市”

“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列席
市政府各类常务会议、稳定风险评审会
和专家论证会，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法官，我错了，我马上交钱，麻烦
您赶快把我从‘黑名单’上撤下来吧！我
急着出门，不能坐飞机，这直接影响我
做生意啊！”近日，被惠山区人民法院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王某，因坐飞机
遭拒，主动到法院履行了应支付给申请
执行人的货款及利息共计19万元。

今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无锡法院
坚持“于非常之时、以非常之举、达非
常之效”的理念，多措并举，坚决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在全面
高压的态势之下，今年上半年已有 55
个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涉案金额
达到1743万元。盛方奇 制图

精准发力，培育经济动能

无锡两级法院区分公司内外法律关系，优先
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准确把握公司自治与介入
的关系，树立尊重公司自治的理念；准确把握资
本制度改革立法本意，树立鼓励投资的理念。

无锡法院创设了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成功
审理“异地生态修复全国第一案”；开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之先河，在全国首次确认环保社团具有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还开创了
环境资源类案件司法提前介入的先河。

以法为剑，护卫绿水青山

无锡法院保障善行、好人得到尊重和保护，通
过庭审公开、行政审判、强化执行等，维护社会公
平秩序，在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

定期走访诉讼多发的行政机关，通报以行政机
关为被告的案件收结案数、败诉案件数、出庭应诉
率等情况，倒逼行政执法质量提升；积极参与行政
执法人员培训工作，近5年为重点涉诉行政机关授
课20余场约1000人次。

阳光司法，构建诚信社会

无锡法院细化工作措施，加强金融审判，有
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进一步加强金融
审判工作，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近5年来，无锡地区金融市场已
经从剧烈动荡阶段过渡到平稳发展阶段。

风险防范，营造金融环境

李贤铜、林凤娇：本院受理上诉人厦门华融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一审被告李贤铜、林凤娇、厦
门华融实业有限公司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最
高法民辖终355号上诉案件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应
诉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张立新、李锐锋、深圳吾思十八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
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楚雄润泰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因与上海
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楚雄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昆明市官渡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最高法民终354号案件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
人楚雄润泰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西高院”）于2018年7
月6日裁定受理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菱集团”）重整
申请，2018年7月13日裁定受理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及51家关
联公司（下称“债务人”）合并重整申请，2018年9月27日裁定受理柳
州市昌盛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及柳州市鹿寨顺通混凝土有限公司
并入债务人重整申请，并分别于前述裁定同时指定广西同望律师事
务所担任重整管理人。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广大职工的
合法权益，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推动和保障重整成功，管理人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一、债务人基本情况：债务人包括柳州正
菱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共计54家公司，有24家为空壳公司（资
产评估价值为零）。债务人于评估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的资产
价值总额约为48.49亿元，其中，流动资产8270.47万元，非流动资产
47.66亿元（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80亿元，固定资产22.41亿
元，在建工程192.49万元，无形资产23.42亿元）。债务人另对外持有
股权价值约为2000万人民币（未进入前述评估）。根据债务人的主
营业务，可分为房地产、建筑、机械设备制造、金融4个投资板块，各
板块的公司名称及资产评估价值概要如下：（一）房地产板块共9家
公司，分别是：正菱集团、德华房地产、九菱贸易、荣昌房地产、荣盛

房地产、万象房地产、大象投资、贺州正菱大酒店、卓华投资。资产价值总额是：
29.45亿元。（二）建筑、建材版块共4家公司，分别是：昌盛混凝土，顺通混凝土，
鹿寨水泥，昌盛建筑。资产价值总额是：4.65亿元。（三）机械设备制造板块 共
16家公司，分别是：柳南汽配、仁隆贸易、纳捷机械、凯鲍汽车、齿轮总厂、柳州
八菱柴油、桂林正菱机床制造、桂泰车辆、柳州正菱机器、北海天歌、桂林二机、
桂林正菱英山柴油、柳州重型数控、柳州市东风汽车配件总厂、柳州市汽车钢
圈厂、广西华泰机器。资产价值总额是：14.37亿元。（四）金融板块共1家公司，
为正菱融资担保。资产价值总额是：1.73万元。关于债务人的历史沿革及其股
权结构现状、生产经营现状、员工情况、税费情况、主要资产和负债现状等详细
信息，意向重整投资人可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进一步咨询管理人，或自
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获取。二、重整投资人的遴选与确定：（一）遴选重整
投资人将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意向重整投资人应按照要求向管理人
提交投资文件。在法院和政府的监督指导下，管理人将根据投资总额、支付
期限、债务清偿、债权人利益、职工利益、盘活企业利益、社会利益等条件综
合确定重整投资人。（二）2018年12月6日确定重整投资人。三、提交材料及
保证金要求：（一）提交材料参加本次谈判所应递交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
报价函。2、投资方案要求：（1）投资人简介：投资人简介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财务状况和资金实力、投资计划的资金来源、与重整企业行业的产业关联
性、重整投资人以往整合收购企业的经验等；（2）投资计划，包括：参与方式；
资金投入的初步计划；偿还债务的设想；未来经营模式的初步规划等；3、投
资人营业执照复印件4、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书5、谈判保证
金转账凭证6、以上材料一式5份（其中至少有1份原件）用文件袋密封并加
盖单位骑缝章后，直接递交或寄送至以下地址：地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86
号皓月大厦12楼；邮编：530022；电话：总机＋86- 771- 5709950/
5709951/5709953。联系人：林律师电话：18577162899；江律师电话：
13978689579。提交上述材料截止时间：2018年11月28日17时。7、投资方案
在2018年12月6日确定重整投资人前不得撤回，否则，保证金不予退还。（二）
保证金：1、谈判保证金为叁亿元人民币，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18年11月15
日前交纳到以下银行账户：户名：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账号：
45050160477900000258；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鲁班
路支行。2、逾期交纳保证金或逾期提交材料的，不具备重整投资人资格。3、若
未中选，则谈判保证金将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4、经遴选确定为重整投资人
的，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根据其提交的投资方案与管理人
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书。若《重整计划草案》依法通过，重整投资人应在3个工作
日内签订重整计划执行承诺书。如不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书或重整计划执行承
诺书，谈判保证金将不予退还。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能依法通过的，管理人将在
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山东惠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码头公共集中供热有限
公司、山东邹平长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于2018年9月14日分别裁
定受理其重整案，并于2018年9月21日公告确定于2018年11月14日
上午9时开始召开3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根据案件审理情况需要，现
将3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变更为2018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邹
平雪花山大酒店一楼齐瀚厅（联系电话：0543-4560999、4550008）开始
召开，具体时间安排为：山东邹平长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午9时-10时
30分召开、山东惠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上午10时40分-11时40分召
开、山东码头公共集中供热有限公司上午11时45分-12时30分召开。
上述:3公司的债权人债权申报期限顺延至2018年12月14日下午17时，
管理人联系方式：地址：山东省邹平县码头镇驻地，山东邹平长城能源有
限公司一楼接待中心；邮政编码：256214；联系电话：19963858669。债权
人依法申报债权后，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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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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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肥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16
日裁定受理肥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7265648680084）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8日指定张家口诚
信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肥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肥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2月31日前，向肥
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
胜利中路冠垣广场845室；邮政编码：075000；联系人：赵旭娟；联系电话：
13643336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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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9年1月9日上午9时在蔚县人民法
院第十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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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蔚县人民法院

平岗破管字第58号，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常州市
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0月13日经第三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0月17日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
法院（2016）苏0404破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常州
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多次分配，本次分配为第一次分配，
确定于本次公告之日起按上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开始实施。本次分配
总额为人民币12,818,227.51元，其中，欠付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及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与应当支付的补偿金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362,407.48元；欠缴的其他
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3,554,252.58元；普通债权
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184,492.48元。另有分配额人民币717,074.96
元暂予以提存。 常州市平岗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8
日裁定受理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西顺合律
师事务所担任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19年01月17日之前向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江
西顺合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湖口县桃源路湖口盛蠡置业有限公司售
楼部二楼；联系电话：詹律师15179246918、陈律师18160727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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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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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
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湖口盛
蠡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口盛蠡置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2
月22日上午9时在湖口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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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
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江西]湖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破产申请，已
于2018年9月28日裁定受理江西开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在90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新余分所，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长青南路 247 号，邮政编码：
338000，联系人：钟春梅，联系电话：1375558751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和有关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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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
本院或者管理人提交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
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5日裁定受理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26日指定山东胶东律师
事务所担任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
2018年12月2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崮山路
555号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9号海港大厦9楼901室
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罗仁军（电话：18363138576、0631-5220461）、
师明磊（电话：15606303447）；邮编：26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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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
重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9日（周三）上午9时00分在
威海华夏生态园牡丹厅（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路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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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需凭
入场券、身份证或律师证参会。欲参会债权人请于2019年1月8日（周二）上
午9时-11时30分，下午13时30分-17时到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威海市
环翠区海滨北路9号海港大厦9楼901室）凭身份证或律师证及授权委托手
续领取会议资料和入场券。债权人系自然人的，领取入场券时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领取入场券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特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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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年 7月24日，本院裁定受理了陵县铭泰制衣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18年7月23日，陵县铭泰制衣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为457136.51元，负债总额为12948209.30元。本院认为，陵县
铭泰制衣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法定破产清算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裁定陵县铭泰制衣有限公司
宣告破产。 [山东]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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