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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亩耕地租赁到期后拒不交付且擅自转租

南通一被告人以“拒执罪”获有期徒刑九个月

上海浦北路杀害小学生案一审开庭
凶手被控为泄私愤杀死2名儿童并致伤2人

本报上海12月6日电 今天上午9
时 30 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
案 （“6·28”浦北路杀害小学生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派员出庭支
持公诉，被告人黄一川及辩护人、被害
人的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到庭参加诉
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
控：被告人黄一川因工作不顺等原
因，自认为遭到“欺辱”“伤害”，遂
产生杀害儿童以泄私愤的歹念。2018
年 6 月 6 日，黄一川来沪。同月 12
日，黄一川在超市购买了不锈钢斩切
刀。黄一川通过多次实地观察，决定
以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 380 号世界外
国语小学的学生作为作案目标。同月
28 日上午 8 时许，黄一川携带藏有上
述斩切刀的塑料袋至世界外国语小学
校门附近进行窥探，伺机对该校学生
进行砍杀。中午11时30分许，该校学
生放学，黄一川尾随该校四年级小学
生谭某、费某、金某等人，行至距校
南门约 130 米处时，实施砍杀行为，

造成谭某、费某死亡，金某、谭某母
亲张某轻伤。行凶后，黄一川在群众
和安保人员的围堵下被当场抓获。经
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司法鉴定，黄
一川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
责任能力。综上，公诉机关认为，黄
一川故意杀人，致 2 名未成年人死
亡、1名未成年人轻伤、1名成年人轻
伤，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时具
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之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黄一川杀人动机极
其险恶，以小学生为残害对象，蓄谋
已久，周密策划，反复踩点，并专门
购置杀人工具，犯罪手段极其残暴，
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
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

庭审中，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
黄一川，并出示了相关证据，辩护人、
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发表了质证、辩论
意见。法庭还依被害人方的申请，通知
对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的
鉴定人出庭对鉴定情况进行了说明，并
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询问。被告人黄一川

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日下午 1 时 20 分，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政协委员、被告人及被害人的亲
属、新闻记者及社会各界群众 50 余人
旁听了庭审。

（安 健）

图为庭审现场。 上海一中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王 威）日前，浙江省乐清市人
民法院判决了一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的案件。被告人陆某于
2017年7月，在乐清一辆公交车上与
公交车司机发生口角进而动粗，致使
公交车与一轿车发生刮擦。近日，乐
清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一审判决被告
人陆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陆某今年54岁，去年7月
1日中午，陆某在朋友家聚会，喝了
不少酒。聚会结束后，他打算乘坐公
交车前往虹桥镇。这时候杨某驾驶的
公交车靠站停车，由于杨某停靠的位
置离陆某比较远，陆某就认为杨某是
故意将公交车停在较远处，于是在上
车后和杨某发生口角纠纷，后被群众
劝开。杨某驾驶公交车继续前行，陆
某坐定后，和杨某又开始相互辱骂，
之后更是冲到杨某身后，用手抓住杨
某头发并将其头往下按，造成公交车
方向盘失控，和对向行驶的轿车发生

刮擦，造成两车受损。万幸的是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杨某立刻报警，陆
某发现情况不对，趁人不注意赶紧溜
走了。等酒醒后，陆某对自己的行为
很后悔，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表示自己当时喝酒后，情绪过于
激动，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行为。经乐
清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两车损失价
值人民币 6712 元。案发后，陆某已
和被害人杨某就人身损害达成调解协
议，并已履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陆某在
行驶的公交车上殴打驾驶员，危及车
辆行驶安全，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已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了两车刮擦
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处。
陆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其已对被害人杨某进行了赔偿，并真
诚悔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醉酒乘客拉扯公交司机引发车祸
被认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一年

本报讯 12月4日，江苏省南通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拒执罪”
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后并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人倪某以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据了解，该案也是南通市通州区法院
首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案件。

倪某多年前开始承包池塘搞养
殖。2004年4月、2006年2月，倪某
和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南兴村村民
委员会先后订立两份转包合同，约定

村委会转出位于长江边的138.37亩集体
土地给倪某，期限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后倪某对池塘清淤挖深、对电路、
养殖设施进行了改造，并另行建设了养
殖设施养殖猪、鸡、鸭、孔雀等，建设
了仓库、厂房，在池塘旁的土地上种植
了作物，上述设施及房屋倪某均未办理
相关批建手续。每年流转费用倪某向南
兴村委会交付，南兴村委会再按农户承
包面积向农户发放。

承包合同到期后，村民要求村委会
收回租赁土地。南兴村委会于2016年6
月通知倪某，要求其自行搬离。但倪某
表示多年来对承包地块的改造和建设，
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愿意继续承

租，同时还认为即使要终止合同，也应
当对资产评估处置后方可返还。

2016 年 7 月，南兴村委会将倪某诉
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请求倪某将
土地上建筑物拆除，对土地进行复耕恢
复原状，返还耕地138.37亩，同时请求倪
某按 500 元/亩给付土地占用费自 2016
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交付土地止。

此案历经一、二审，直至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作出终审判
决，判决倪某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
其租赁的138.37亩集体土地返还给南兴
村委会，并按 500 元/亩给付土地占用
费至实际交付土地止。

2017年12月15日，倪某将2016及

2017 年两年土地占用费交到村会计
处，但并未履行判决返还土地的义
务。2017 年年底，倪某在南兴村委
会表示不续租情况下，擅自与他人签
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

2018 年期间，倪某先后收到通
州区法院的执行通知书、限期返还土
地通知书，并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被通州区法院执行司法
拘留，其在被司法拘留后，在有能力
执行的情况下拒不交付138.37亩集体
土地，致使判决无法执行。

通州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倪某对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
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
一十三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倪某曾因故意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系累犯，应从
重处罚。倪某自动到案，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蒋春燕 古 林）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记者 黄明强 通讯
员 伍春艳 罗铁真） 12月3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对
该市环江县一交警莫某醉驾肇事案件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以犯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被告人莫某有期
徒刑十四年。

2017 年 4 月 29 日晚，莫某驾驶白
色越野车至朋友家中聚会饮酒，醉酒后
由其友人曾某驾驶其白色越野车送其
返家。当晚 23 时左右，车辆正常行驶
至环江思恩镇某路段时，莫某强行要
求曾某停车，以下车聊天为由诱骗曾
某离开驾驶席。曾某下车后，莫某突
然窜至越野车驾驶席，将未熄火的车
辆驶离。车辆刚驶出数米远，随即撞
上一辆路边停靠的小型汽车，但莫某
并未停车，而是加速驶离现场。次日0
时，当莫某驾车行驶至桥西路某路段
时，车辆失控冲向道路左侧，撞向道
路南侧路边正在营业的夜宵摊，造成
一人死亡，四人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莫某迅速以倒车的方
式调整方向驾车逃离现场，后在环江县

某园区被民警查获。交警将莫某带至医
院进行抽血送检。经检验，莫某血液中
乙醇含量为283.5mg/100ml，远超国家
规定的醉酒标准（80mg/100ml）。

2018 年 1 月 17 日，河池市金城江
区人民检察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依法对莫某提起公诉。公诉机关认
为，纵观全案，莫某放任自己的醉酒驾
驶行为，以高达 78 公里的时速在限速
30 公里的城区道路上行驶，视公共安
全为无物。不仅在碰撞路边停靠的小型
汽车时视若无睹驾车驶离，甚至在高速
撞上路边夜宵摊造成死伤事故后直接倒
车逃离现场，故莫某的行为对不特定群
体造成巨大危害。

6月13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该案进行公开审理。

莫某在庭上称，事故发生前的两个
月，自己一直在看一部玄幻小说并沉迷
其中。案发当晚，自己因为喝了酒在返
家途中产生幻觉，觉得有人尾随追杀自
己，遂驾驶“紫电方舟”飞行器逃亡，
途中有碰撞和颠簸的感觉，在酒醒后对
事故事实全无印象。

莫某还辩称，案发当晚的自身行
为属于病理性醉酒，自己是在无意识
状态下驾车造成了死伤后果，已对死
者家属及受害人表示歉意并积极赔偿
取得谅解。且自己并未抱有危害公共
安全的故意，故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
成立。为此，广西某脑科医院鉴定人
出庭接受质询，明确指出莫某在案发
当时处于普通醉酒状态，在本案中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12 月 3 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合议
庭经审理认为，莫某醉酒驾驶机动车
碰撞停在路边的轿车后继续行驶，高
速通过城区道路，超速一倍以上，碰
撞路边的夜宵摊及行人、车辆，造成
他人死、伤及车辆受损后，未停车查
看继续驾车逃离现场，直至其所驾车
辆受损熄火才停止，其行为危害不特
定多数人的安全，造成一人死亡、四
人受伤及数台车辆损坏的严重后果，
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的罪名成立。针对莫某否定
本案事实，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宣判当天，河池市委政法委、市
公安局、市检察院、市中院、市司法
局、金城江区委政法委、环江县委政
法委、环江县政法各部门干部、群众
195 人当场旁听，河池市各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监督员及媒体代
表到场监督。

广西环江一交警醉驾致1死4伤
一审被判十四年

本报讯 一桩涉及十台空调价值
5万余元的生意，由于卖方疏忽，过
了两年之久才查到这批货物虽然早已
配送，但货款未收。待找到买家理
论，却因时间相隔较长“记不清”而
被拒。还好当时的几条手机短信没有
被删除，原告遂诉至江苏省苏州市虎
丘区人民法院索要货款，一审判决支
持其诉请后，被告提起上诉。近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本案原告系一家制冷设备公司，
被告李某是几家幼儿园的相关负责
人，多年来双方一直有买卖空调的合
作。“2016 年 8 月，李某说要新装十
台空调柜机，我们接单后即按要求进
行了配送。”庭审时，原告陈述之所
以时隔这么久是因为自身疏忽，直至
公司内部对账后才发现这一纰漏。

根据原告提供的发货单，涉案货
物价款为 50630 元；在配送单上有

“李某”的签字。被告李某辩称，“我
们之间确实早有合作，但涉案的单子
是两年前的，而且配送单上签收所写
的字不是我本人所签，至于是不是当
时有人代签，时间这么长早就记不清
了。”

随后，原告向法庭出示了数条短
信证据。2016 年 8 月 28 日，李某向
原告业务员发送手机短信，具体内容
为：“A幼儿园地址：XX街送两台五
匹柜，三台三匹柜”“B 幼儿园地
址：XX 路送五台三匹柜”“今天
送”。在此之前的8月11日，李某也
向该手机发送短信，内容为：“款已
打，货明天一早送，安排好了，告诉
我一声”。对短信的真实性，被告李
某没有异议，但他认为这些短信仅能
证明其向原告发出要约，要求配送空
调。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原告是否履行了涉案空调的送货义
务。“原、被告双方在之前进行过相

关空调的买卖，也是通过短信订购的
方式进行并得以完成，本案所涉空调
亦是被告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向原告
订购。”承办法官指出，原告收到短
信后，对空调的配送进行了安排，原
告提交的发货单、配送单、拍摄的照
片以及销售系统内的相应报表与本案
所涉的买卖内容在时间、地址、销售
对象及其电话号码、空调型号等方面
都吻合，可以证实原告履行了送货义
务。

至于被告李某辩称的签字非其本
人所签的意见，法院认为，根据优势
证据规则，可以看出李某向原告公司
发出了购买空调的要约，原告公司亦
以其行动作出了配送相关空调的承
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承办
法官指出：“考虑到现实送货中委托
他人代收代签可能存在等情形，不能
据此而直接否认买卖行为的不存在，
且相应情形并不能导致本案买卖合同
订立主体的变更或直接阻却相关实际
履行的成立。”

因此，综合本案证据及庭审情
况，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双方的空
调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原告完成
了相关的送货义务，被告应支付相关
货款。 （万玉明 艾家静）

优势证据规则，是对双方所举证
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时所确立的规
则，属于采信规则。即当证明某一事
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的份量与证明
力比反对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或者
比反对的证据可靠性更高，由法官采
用具有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所列举的证
据认定案件事实。

另外针对此案，承办法官提醒：
以短信方式进行商务沟通具有便捷
性、易保存性等优点。根据我国电子
签名法的相关规定，以手机短信发送
通知具有书面通知的效力，但适用具
有一定的范围，并非所有的民事行为
均能通过短信方式进行意思表示，比
如涉及婚姻、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
的文书；或者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
产权益转让的文书就不适用。

卖家送货后两年索要货款

法院采信短信证据判决支持

■连线法官■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7日（总第7548期）

2018年9月29日，本院根据深圳市龙飞纺织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的申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四
条、八十五条、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深圳市龙飞纺织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重整计划(2018年8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深圳市美绮东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均未向管理人提
交相关账册等资料，管理人无财务账册进行审计，无法对深圳市美绮
东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清算，经调查深圳市美绮东泰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现有财产全部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尚不足以支付破
产费用，亦无财产可供其他债权人分配，管理人提请终结本案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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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裁定终结深圳市美绮东泰家居用品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2018)粤破1号案，即GRACE GLOBAL HOLD⁃
INGS LIMITED和肖首清申请泰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9月11日，泰邦公司请求本院裁
定驳回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二
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
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于2018年
11月5日召开听证会审查，认为认定泰邦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据不足，并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
(2018)粤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对泰邦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该裁定已于2018年11月22日生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沈阳电梯厂的申请于2018年9月27日裁定受理沈
阳电梯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26日指定辽宁开宇律师事务
所为沈阳电梯厂管理人。沈阳电梯厂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3月1日前，向
沈阳电梯厂管理人（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22号开宇
大厦11楼；邮政编码：110014；联系电话：葛玉霜15998327328，吕力加：
13940440432，024-2282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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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电梯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沈阳电梯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3月15日
上午9时在沈阳市大东区临河路86号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308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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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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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裁定受理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21日指定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为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向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朝万鑫大厦A座42
层；邮政编码：110003；联系人：董恩忠律师、都媛媛律师；联系电话：024-
82705555、13358868972、18240048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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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长桥胶带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沈阳长桥胶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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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9时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朝
万鑫大厦A座42层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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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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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裁定受理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1月21日指定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
清算组为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管理人。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向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朝万鑫大厦
A座42层；邮政编码：110003；联系人：董恩忠律师、都媛媛律师；联
系电话：024-82705555、13358868972、18240048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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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沈阳长桥胶带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
年1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18号（中国
银监会沈阳干部培训中心）5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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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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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裁定受理沈阳胶带总厂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11月21日指定沈阳胶带总厂清算组为沈阳胶带总
厂管理人。沈阳胶带总厂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向沈阳
胶带总厂管理人（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
朝万鑫大厦A座42层；邮政编码：110003；联系人：董恩忠律师、都媛
媛律师；联系电话：024-82705555、13358868972、18240048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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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胶带总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沈阳胶带总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24

日上午10时30分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392号皇朝万鑫
大厦A座42层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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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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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1
月23日裁定受理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11月23日指定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为沈
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2月22日前，向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10－3新地中
心 29层，邮政编码：110013，联系人：刘畅畅、赵晗毓，联系电话：
13998891770、15004036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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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
企业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沈阳分分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3月1日上午9时30分
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友好街10－3新地中心29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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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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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1月 8日，本院根据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管理人。2018年 11月 30日，本院根据管理人的申请裁定金华
华越世贸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国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万润投资有限公司、金华森易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华越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华越系公司”）合并破产重整。华越系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月11日前，向华越系公司管理人（联系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888号金华世贸中心A座1楼债权申
报处；联系电话：18072324936；18072324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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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越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华越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1月
2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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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债权人：《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杭州市富阳
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商破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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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执行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的破产资产
金额为人民币 6,001,750.78 元，参与最后分配的普通债权总额
为 345,384,749.07元，本次分配清偿率为1.7377%。确定于2018年
12月10日实施。最后分配后，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为 3.8482%。本
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及本次分配债权人
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
之日起满2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
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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