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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永和”非彼“永和”加盟创业小心知产“坑”
法院认为知识产权风险构成违约 判决解除合同

玩网游充值30万 觉得不好玩要退钱
玩家状告游戏公司要求返还被驳回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王 可 李金娟）因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被
执行人陈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被判处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间，
陈某以身试法，拒不执行尚未履行完
毕的生效判决。近日，安徽省枞阳县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对陈某撤销缓
刑，立即收监执行。

2016年2月，枞阳县人民检察院
以陈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枞
阳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审理期间，陈
某与申请执行人黄某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内容为“陈某总共欠黄某 30 万
余元，支付部分款项后尚欠黄某12.9
万余元，从 2016 年起，陈某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支付黄某 3 万元，直至
款清之日止。”之后，黄某出具谅解
书对陈某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陈某
从轻处罚。鉴于陈某系初犯，归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庭审中自愿认
罪，且与黄某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谅
解，枞阳法院于 2016 年 4 月作出判
决，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陈

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然而，在缓刑考验期间，陈某将其

与黄某达成的和解协议置于脑后，拒
不履行每年应支付黄某3万元的给付
义务。经黄某申请，枞阳法院恢复执
行黄某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
行期间，陈某态度蛮横，拒绝履行给付
义务，且经法院两次对其司法拘留后，
仍态度强硬，拒不执行。此外，因未经
请假擅自离开居住地，陈某先后被枞
阳县司法局给予书面警告二次。2018
年8 月，枞阳县司法局鉴于陈某在缓
刑考验期间仍不思悔改，拒不履行生
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公然对抗法律，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向枞阳法院建议对
陈某撤销缓刑。

法院审理认为，罪犯陈某在缓刑
考验期限内，受到二次警告，且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其行为违
反了国家法律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
严重，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
刑罚。法院遂裁定撤销缓刑，对陈某
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二年，立即交
付执行。

本报无锡11月6日电 今天下
午，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案件。被告单位无锡市大唐瑞迪
信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
司）、无锡山水锦辉大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水锦辉酒店）、无锡满江
红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江红
酒店）均被判处罚金 10 万元；被告人
安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大唐公司于2009年6月承租无锡
市住房保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无
锡市西新街9号房屋，并于2010年在该
处房屋内设立了山水锦辉酒店和满江
红酒店，后因拖欠租金引发诉讼。原北
塘区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合同终止，三被
告单位迁出涉案房屋，大唐公司支付拖
欠的租金和违约金合计278.25万元，并
支付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租
赁房屋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该房屋使
用费至执行立案时已逾600万元）。案
件判决后，被告单位不服上诉至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6年8月，梁溪区法院立案执
行后，依法向三家单位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张贴了限期迁出公告，并做了
大量思想工作和协调工作，但被执行
人仍拒绝履行迁让义务并继续经营。

2017 年 6 月 21 日，梁溪区法院
执行局对该起案依法开展强制清场活
动。在执行干警进入酒店前就遭遇酒
店工作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的强硬阻
挠，经依法释明后，其仍阻止执行干
警进入酒店。执行干警当即对其中挑
头阻挠的5名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带
离执行现场，场面瞬间得到有效控
制。进入酒店后，各组执行干警迅速
控制酒店厨房等地的刀具、煤气罐等
危险物品。在执行干警逐层清场过程
中，发现酒店十三、十四层电梯停止
运行，通往十三楼的楼梯被铁栅栏焊
死，情况十分可疑。现场执行指挥当
机立断，命人切割开铁栅栏，进入后
才发现十三楼堆放了 10 只煤气罐和
大量烟花爆竹，煤气味很浓。执行人
员立即对所有煤气罐进行排查，发现
其中1只煤气罐开关是松开的，当即
拧紧，排除了安全隐患。

经法院审理查明后认为，被告单
位大唐公司、山水锦辉酒店、满江红
酒店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并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
执行，属情节严重，被告人安某作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梁 法）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王伟
宁 通讯员 高 鹏）“剩下的钱我
肯定按时给齐，这回认识到严重性
了！”近日，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决被执行人
张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申请执行人刘某甲系死者刘某某
的女儿，其驾驶两轮摩托意外追撞张
某驾驶的大中型拖拉机导致死亡。康
平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某负次要
责任。法院判决其赔偿刘某甲等3人
各项费用17.38万元。张某不服提出
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

审判决。
因认为自己无过错，张某迟迟不履

行生效判决。2017年6月，康平县法院
依法查封了张某3个葡萄大棚的葡萄，
并于6月29日因其拒不报告财产将其
拘留。张某偷偷将查封的葡萄变卖，所
得钱款并未交至法院。今年4月26日，
法院将张某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

庭审前，张某与刘某甲达成和解
协议，张某某付 10 万元。张某的两
位担保人为其交纳了 8 万元赔偿款，
并承诺剩下的2万元明年“五一”之
前还清。

被执行人缓刑期内仍拒不执行
法院撤销缓刑立即收监

三单位一主管暴力拒执被处罚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偷卖被查封葡萄的“老赖”因拒执获刑

本报讯 创业投资连锁豆浆店，在
与经营“和满居永和”品牌的合肥某餐
饮管理公司签订合同，并完全按其要求
装潢布置店面后，却接到一封来自“永
和豆浆”品牌所有者的律师函。原来，
新店内有意忽略了“和满居”标识，而
是处处打着“永和”的招牌。被绕昏头
的加盟者方才醒悟，此“永和”非彼

“永和”，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连锁经营
协议书》解除；被告退还原告加盟费等
共计9万元。

2016 年年底，看好餐饮市场发展
的王女士与某餐饮管理公司签订协议，
加盟其创设的和满居永和豆浆项目，并
为此支付了包括品牌使用费等在内共计
9万元。根据双方约定，王女士的店面
必须按照餐饮公司的标准和规定经营，
店内餐具等产品采购事宜也一应由公司
统一调配。

一年后，新店装修完毕开门营业。

可没过多久，王女士就接到律师函，大
致内容为：“永和豆浆”商标系上海弘
奇永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王女士
经营的永和豆浆餐厅未经许可，在多处
单独或突出使用“永和豆浆”字样标
识，侵犯了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要求王女士立即停止使用并与律师联系
商谈赔偿事宜。她这才想起，之前也曾
收到案涉餐饮公司的信息，“说是为了
更好地规避商标侵权风险，要求我们这
些加盟商自查店面，对涉及永和豆浆四
个字进行整改。”

而在王女士的店里可以看到，尽
管招牌为“和满居永和豆浆”，但在

“永和”两字的右上角标注有 R 标志

（为永和豆浆图形商标），且店铺内相
应的提示、餐具、包装袋、员工服装
等均突出使用“永和豆浆”四个字，

“和满居”商标或标识的标注较小。另
查明，案涉餐饮公司于 2014 年向国家
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注册

“和满居永和”文字商标，次年获得授
权使用。

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知识产
权风险是否足以构成违约并可据此解除
合同。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协
议，约定原告加盟被告创设的和满居永
和豆浆项目，该行为属于特许经营活
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按照被告
的标准进行了加盟店的装修及产品的采

购等。从装修及产品外观来看，多处突
出使用了“永和豆浆”字样，原告也收
到了相关权利人公司所发出的律师函，
从商业经营角度来说，原告按照被告标
准装修的店铺、从被告处所采购的带有
突出使用“永和豆浆”的餐具等经营活
动具有较大的商业风险，虽然被告之后
通知原告进行相应标识的改造等，但这
与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约定和原告的初衷
已经有所违背，并不能达到原告签订合
同时所正常期望的合同目的，属于合同
法所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有违约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本案原
告可以据此解除合同。

（万玉明 艾家静）

在特许人自身不规范使用其商标，
甚而在特许经营过程中刻意引导被特许
人以不规范使用商标之方式使用相关商
业标识，由此将导致市场混淆，其主观故

意较为明显，在此情况下，由于其提供的
知识产权存在权利瑕疵使得被特许人的
经营面临重大知识产权风险，应当赋予
被特许人解除特许经营合同的权利。

但是，承办法官也提醒：在特许经
营合同关系中，并非所有知识产权风险

都赋予被特许人以合同解除权。是否解
除合同，应综合考虑被特许人和特许人
的主观状态、知识产权风险是否切实存
在、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该风险对于
被特许人履约的影响程度等因素作出综
合判断。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黄明强 通讯
员 许皓景） 11月5日下午，广西壮族
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
起聚众斗殴涉恶犯罪案件，16 名罪犯
受到法律严惩。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8 年 1 月 27
日凌晨，被告人黄某与陆某因债务追讨
问题，两人发生口角，进而互相推
打，招致陆某的同伙被告人钟某等以
及黄某的同伙被告人杨某等到场，双
方各自用匕首、长柄砍刀发生械斗，
导致被告人钟某、杨某等人不同程度
受伤，因见到公安人员赶来现场，双
方逃离现场，各自去医院治疗。在医

院治疗期间，双方人员互不服气，被
告人钟某与被告人杨某在电话中相互
威胁、挑衅，在扶绥县某医院附近继
续打架。被告人钟某和被告人杨某等
人相继到达约架地点，经过短暂的争
吵后，双方人员手持钢管、刀具等进
行互殴，并使用自制的“拌炮”攻击
对方，在各自手持钢管追赶对方过程
中打砸路边停放车辆。在前后斗殴
中，梁某、周某不同程度受伤，打砸
轿车受损。案发后，被告人钟某等人
分别向公安机关投案，其中涉案的钟
某等 13 名被告人均有盗窃、抢劫、非
法拘禁、吸食毒品等前科劣迹。另查，
被告人黄某某持有射钉枪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规定的枪支，利用
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具有致伤力。

法院认为，被告人钟某、杨某等

16 人出于私仇、报复他人，纠集众人
成帮结伙相互殴斗，破坏公共秩序，
均是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分子，其行
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黄某某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私自持有枪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公诉
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分别判处被告人钟某、杨某等犯聚众
斗殴罪，黄某某犯聚众斗殴罪和非法
持有枪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
个月至三年七个月不等。

由于该案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该院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和人民群众等参与旁听，
通过司法公开，及时发布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情况，接受人民的监督。

本报讯 （记者 何春晓 通讯
员 陈万颖）觉得游戏不好玩，可以退
钱吗？不久前，网页游戏“范伟打天
下”的8名玩家分别将游戏运营商趣游
（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撤销《网络游戏服务合同》，返还他们
充值的金额 6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近
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驳回了这些玩家的诉求。

8名玩家中主张返还金额最多的陈
某称，游戏广告声称“打天下抢人民
币，到手只要5分钟”“练到60级觉得
不好玩，我们坚决赔钱”“今晚八点半
（现金擂台） 每天可赚1031RMB”“每
天晚上8点半都能赚几千块钱”等，因
此，他认为该游戏具有稳定的现金回报
收益。于是在2016年10月24日、2016
年11月7日，他注册了两个游戏账户。
陈某表示，随后他发现“今晚八点半
（现金擂台） ”玩家根据游戏规则只能
赚到1031元（通过宝石兑换现金），无
法赚到广告宣称的几千元。练到 60 级
后，他觉得不好玩，但趣游公司拒绝赔
钱。而且，账户里的现金无法自由提

取，“每次通过微信红包，最多提取50
元，每天上限为100元”。

据此，陈某认为趣游公司故意以网
络广告形式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虚假宣
传，诱使玩家作出错误的决定，其行为构
成欺诈，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网络游
戏服务合同》，判处趣游公司退还其两个
游戏账号的充值金额共计301450元。

趣游公司辩称，该游戏不存在欺
诈，陈某与趣游公司成立的是服务合
同，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不存在退
还充值金额的情况。陈某与趣游公司签
订过相关的协议，他在游戏登录初始勾
选了趣游公司提供的服务协议，其中明
确其所诉求金额是不予退还的。陈某在
知晓该公司不予退还游戏金额后仍往游
戏里充值，应认定其认可了公司的服务
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首先，陈某没有证
据证明其在完全符合活动游戏规则的条
件下，无法享有趣游公司承诺的权益。

其次，“打天下抢人民币，到手只
要5分钟”的宣传内容未明确是指抢到
人民币还是宝石兑换人民币只要 5 分

钟。“练到60级觉得不好玩，我们坚决
赔钱”的宣传内容，应视为趣游公司向
游戏玩家作出的一项具有明确义务指向
的合同条款，不属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
相范畴。陈某如认为趣游公司未实现该
承诺，应依法按约定向趣游公司主张继
续履行或赔偿损失等责任，而非据此主
张趣游公司构成欺诈要求撤销合同。该
游戏虽然设置了每天兑换 100 元的上
限，但趣游公司在游戏中明确公示了该
限制，而陈某在游戏中已多次进行货币
兑换，显然知悉上述兑换规则。

此外，陈某作为玩家，持续不断地
接受趣游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甚至在
提起本案诉讼后仍向账户充值，其行为
难以表明其在与趣游公司缔结网络服务
合同时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主观状
态。

综上，法院认为陈某的主张缺乏充
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信。法院一
审驳回了陈某的诉讼请求。其他7位玩
家要求退还充值金额的诉求也被驳回。
判决作出后，8 位玩家均表示服判息
诉。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来自东北的陈
某为骗取钱财，近年来盯上了老年人的
钱袋子，其吹嘘自己是一名“万能”代
理，能为老人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能为子女办理出国等等，在骗取
31 万余元代理费后便携款潜逃。最
终，荣成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出生于黑龙江的陈某整日游手好
闲，曾想发笔横财的他不料却被法院以
盗窃罪判了两年，但出狱后的陈某仍无
固定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便又动
起了歪脑筋。

2014 年，陈某辗转来到荣成，一
个偶然的机会让陈某发现，通过诈骗可
以轻松来财，他虚构关系硬、门路多的
假象，明面上说是可以帮人办理业务，
实则进行诈骗之实，把手伸向了老年人
群体。2014 年至 2017 年，陈某先后虚
构能够代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子
女办理出国劳务等虚假“业务”，骗取
了隋某、陈某等8人的养老金、出国费
共计 31 万余元，得手后便携款潜逃。
事情败露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荣成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其构成诈骗罪。鉴于其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能够退赔隋
某等人的损失，可予以从轻处罚。因陈
某有盗窃犯罪前科，量刑时酌予从重处
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王文珊）

老年人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
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
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
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
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
送出去；遇事要找人商量，无法辨别事
实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
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独自外出
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
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

“万能”代理专骗老人钱
事情败露获刑

■法官提醒■

广西扶绥法院宣判一起16人涉恶犯罪案件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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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肖金龙的申请，于2018年8月20日裁定受理铜陵市铜运
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0月15日指定铜陵华诚会计
师事务所为铜陵市铜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铜陵市铜运机械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月31日前，向铜陵市铜运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铜陵华诚会计师事务所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井路西段
658号铜陵华诚会计师事务所307室；联系电话：0562-2815947；传真号
码：0562-2839448；邮政编码：244000；联系人：张云娟、朱兴华；各位债
权人请登录铜陵华诚会计师事务所网站www.tlhccpa.com“通知公告”
栏根据债权人性质下载《机构债权人债权申报表》或《自然人债权人债权
申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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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铜
运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铜陵华诚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2月25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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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2017年 2月 24日，本院根据深圳中科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罗庚电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深圳市罗庚电能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裁定宣告深圳市罗庚电能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东莞市瑞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3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惠信瑞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融
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惠信瑞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惠信瑞科
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2月7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4701；邮政编码：
518033；联系人：李炳凤、蔡高帅；联系电话：0755-83893719、0755-

83612945；传真：8290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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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2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召开。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贾广林等32位申请人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9日裁定受理
鸡东县长泰制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0月31日指定黑龙
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为鸡东县长泰制砖有限公司管理人。鸡东县长泰制
砖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鸡东县长泰制砖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康顺街38号黑龙江远东律师
集团事务所；邮政编码：150090；联系电话：0451- 85991777,
13904510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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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东县长泰制砖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鸡东县长泰
制砖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30日期满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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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徐思刚、宋碧华的申请，于2018年10月8日裁定受理
了湖南神农德天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德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10月15日指定常德鑫源清算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为神农德天
公司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神农德天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
月30日前向管理人(办公地址：常德市安乡县安障乡遵保村湖南神农德
天种业有限公司院内办公楼，联系电话：13575227812,13278833888）
申报债权。神农德天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于近期内向其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上午9 时在湖南
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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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11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一审判庭召开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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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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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湖南]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刘平春的申请，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8）苏
1281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江苏兴航船务有限公司破产一
案，并于2018年3月20日指定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通信地址：
泰州市凤凰东路68号建工大厦28楼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友
林，联系电话：13812486660；邵如阳，联系电话：18994700001]。债权人
应于2018年12日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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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
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委托他人参加清算活动的，提
交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的授权委托书。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苏州贵崎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相关管理人员：苏州市虎丘区人
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根据申请人东莞贵名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苏州贵崎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从即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或终止）之日，
你们应当承担下列义务：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苏州贵崎隆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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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6日）起停止清偿债务。三、自苏州市虎丘区
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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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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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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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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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及其他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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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相关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兼总经理
施崎、股东上海伯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贵惠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CSTEC株式会社、董事王士洋、董事王新刚、董事东海林一二、董事中林
俊之、监事徐在荣。 苏州贵崎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13日裁定受
理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9月28日指定江苏
东晟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鄂小龙），常州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
人吴伟健）担任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2月20日前，向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港区西路3号，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管理
人办公室，邮政编码：213000；联系电话：邱韬15861840625；范子仪
13961160963；曹笠宇18068796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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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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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世鑫化
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4日，本院根据刘妍的申请裁定受理吴江市福鼎纺织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为吴江市福鼎纺
织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2018年7月10日出具的《阶段
性审计报告》【编号：乾正专审［2018］第1733号】载明，截至2018年5月14
日，吴江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3694596.48元，负债总额为
107287469.50元，净资产-83592873.02元。该报告已经2018年7月20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本院认为，在受理本案后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
束，债务人及债务人出资人未向本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债务人亦未向本
院提出和解申请，现吴江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
态，并且资产已不足清偿全部债务，又不存在其他破产障碍事由。因此，吴
江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已达到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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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裁定宣告吴
江市福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8日，本院根据吴江市吴越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次日指定江苏新天
伦律师事务所为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据管理人现场查证实物
和审核认定的债权资料，对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上述资产负债表调整后
的报表资产总额9638800元，为房产和土地的市场价值，具体以实际拍卖为
准，债权审核认定的负债总额为44514210.73元，公司的实际负债大于公司
的可分配资产，已明显资不抵债，且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以上财务
说明已经2018年9月4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本院认为，在受理本案及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债务人及债务人出资人未向本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债
务人亦未向本院提出和解申请，现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停止清偿到期
债务呈连续状态，并且资产已不足清偿全部债务，又不存在其他破产障碍事
由。因此，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已达到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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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裁定宣
告吴江市华升皮具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因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现无其他
财产可供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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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裁定终结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另,因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股东洪清池、张晓伦怠于
履行义务，致本院只能就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现有财产进行公
平清偿并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而无法对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
司进行完整清算，故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
讼要求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股东对吴江市科艺织造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裁定受理九江祥盛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10月9日指定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担任九江祥盛包装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九江祥盛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
九江祥盛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新宁镇九岭大道
武宁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332300；联系人：胡斌，联系电话：
15079192149；杨卓浔，联系电话：15270863853）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九江祥盛包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九江祥盛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19年1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武宁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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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武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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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