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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上虞绍兴上虞：：破产重整让濒危民企涅槃新生破产重整让濒危民企涅槃新生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张剑波 冯洁娜

7 月 22 日，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代表全国领先水平的大口径无缝钢管正被一批批运下
生产线，发往南美、欧洲等市场。在此前 15 个月，格洛斯还是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而如今已与世界 500 强企业中信
泰富特钢集团签订重整协议，开拓了新的市场。

2019 年 6 月底，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格洛斯公司等金盾系 8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金盾系 4 家
实体公司成功引入世界 500强所属企业等 4家优质投资人。

果断受理，快速锁定风险

金盾系公司是含浙江金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在内的十余家关联公司，创始
于 1989 年 ， 依 靠 制 造 消 防 设 备 起 步 ，
后逐步发展成集消防、燃气装备领域尖
端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民营企业，制造的
压力容器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是
国内外先进能源装备系统供应商，也是
上虞当地重要优势产能企业。

2018 年 1 月底，金盾集团董事长周
建灿坠楼身亡，隐藏在公司身后近百亿
债务问题突然曝光，在当地引起轩然大
波。“没想到”是所有听闻者的第一反
应，“怎么办”则是所有利益相关者最
关心的问题。

银行等金融机构、民间借贷出借
人、供应商等债权人纷纷行动。公司高
管、职工开始恐慌。时临春节，金盾系
公 司 1400 多 名 员 工 全 部 存 在 欠 薪 问
题，公司内部没有人能安心生产。当地
2 家上市公司因担保问题牵扯在内，其
中 1 家为金盾系公司纯信用担保 28 亿
元，面临巨大的诉讼风险。

各种风险一触即发。
事件发生后，上虞区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上虞区法
院临危受命，提出迅速对金盾系公司以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开展破产处置工作。

通过市场调查、查阅资料、实地走
访、和高管职工深入交谈，上虞区法院
认为，金盾系公司虽资不抵债严重，但
公司产品占据相当市场优势，企业自身
运营能力良好，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性。

2018 年 4 月，上虞区法院快速裁定
受理 5 家金盾系公司重整 （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另 1 家金盾系公司重整
后，裁定移交上虞区法院审理）。后又
根据关联调查，2018 年 8 月再裁定受理
2 家金盾系公司重整，共计 8 家金盾系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与此同时，受金盾系 8 公司重整案
影响，各地债权人纷纷针对其他未纳入
破产重整范围的金盾系公司以及其他与
金盾系公司存在担保关系的公司提起诉
讼，并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银行账户
或查封相关资产。

为防止重整引发关联互保企业风险
外溢，上虞区法院围绕“风险统一把

控”的工作思路，积极向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争取对上述相关公司的审理、执
行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统一处置涉金盾
系公司的债务纠纷。

集中管辖后，通过释法说理引导债
权人先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提供债
权人与担保企业友好协商平台，鼓励债
权人在破产程序内外均做到统一理智维
权，在重整的金盾系公司与关联公司之
间成功建立起“防火墙”。

积极主导，确保“破产不停产”

上虞区法院受理金盾系公司重整
后，在全省范围内通过公开竞争方式选
取具备专业履职能力的中介机构担任破
产管理人。经过多次论证，确定金盾系
4 家实体公司“破产不停产”的重整思
路，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搞生产，管
理人在法院主导下理资产。

但是，等待重生的金盾随即遭遇了
重整受理后的首个难题——生产经营难
以为继。

金盾集团总裁马夏康回忆说：“当
时就像被黑洞所噬，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库存被监管，客户大量流失，供应
商全面断供，员工人心浮动，继续生产
经营希望渺茫。”

维持生产，人是第一要素。为稳定
员工人心，上虞区法院多次走访并和公
司高管、职工座谈，详细讲解破产重整
制度，从法律对职工安置保护角度承诺
重整期间工资待遇、薪资保障。为了让
员工安心留下来，在破产受理当月，上
虞区法院就协调政府垫付了 4000 余万
元用以补发欠薪。

由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客户货
款无法收回，继而无法购买原材料，生
产自救寸步难行，业务损失惨重。为尽
快释放生产资金，上虞区法院抽调多名
干警，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发函、上门
等方式，集中紧密地联系各地作出财产
保全裁定的法院，尽快解除账户冻结，
先后共解除 100 多条保全措施，释放资
金 3000 余万元，及时在管理人监督下
合理投入公司运营，解了燃眉之急。

为重新恢复上下游供应链正常运
转，上虞区法院主动联合管理人向破产
公司及相关企业说理释法，从法律角度
释明重整期间交易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保

障持续性交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帮助
上下游企业建立信任，及时恢复了供应
链正常运转。

在法院全力帮助下，金盾系 8 公司
成功做到破产重整期间生产不停、管理
不乱、员工不散，生产销售形势不断向
好。2018 年，销售收入与上年相比基
本持平，达 12.6 亿元，实现税收 7938
万元，多家公司还在生产技术上取得重
大突破，高性能产品甚至开创性地打开
了北美、南美、欧洲等高端市场。

合并重整，创新举措保公平

债权人是重整的核心，公平、公正
地保障债权人偿债权益是破产重整工作
的重点。

因金盾系公司受周建灿一人控制，在
重整受理之初，上虞区法院即指导管理人
高度关注金盾系公司之间的关联混同问
题。经调查，金盾系4家实体公司之间、4
家实体公司与 4 家平台公司之间高度关
联，公司资产、经营、人事、财务等方面
混同严重，区分各公司资产异常困难。

为平等保护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
公平公正清理债权债务，上虞区法院依
法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管理人、金盾
系 8公司、债权人等意见。

“清偿率高的公司，债权人肯定反
对合并重整，相反，清偿率低的公司债
权人是支持的。但决定合并重整是以客
观的人格混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以个
别债权人利益为转移，这是重整法治化
的必然要求。”上虞区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赵岳荣说。

2018年10月，上虞区法院经充分释
明后，根据金盾系8公司高度人格混同的
事实，裁定受理金盾系8公司合并重整。

维护债权人利益，不仅要在实体上
维护公正，还要保障程序公正。金盾系
大量民间借贷债权人及材料供应商广泛
分布在杭州、北京、深圳、武汉等 20
多个城市，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
审议权、表决权、监督权，其实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破产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
和便利性。

为此，上虞区法院创新举措，引入
“优破案”破产管理网络平台，债权人
只需一次注册即可参与整个重整程序：
网络申报债权、网络直播参加债权人会

议、核查债权、审议会议方案、在线投
票表决、在线异议和询问、查阅文书公
告、在线分配清偿。

为给予债权人充足的审议时间，需
要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表决的报告或
草案，上虞区法院会提前十多天发布在
网络平台上，并且全面开放答疑、咨
询，同时，还引入公证机构，对投票表
决过程进行全程公证。

据了解，金盾重整案件共 576 户债
权人，约 90%以上的债权人通过网络申
报债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
权，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就参与整
个重整程序。远在武汉的一位债权人特
别为上虞区法院创新运用互联网开展重
整工作的举措点赞，他说：“通过网络
平台不仅能全程参与重整程序，还能随
时发表意见，及时了解案件进度，我悬
着的心也就踏实了。”

上门释法，引入优质投资人

虽然金盾系恢复生产后经营状况良
好，但因其债务规模庞大，利用公司自
有资源完成重整基本没有可能，必须引
入优质投资人，而且要快。

关联公司合并重整，往往只引入 1
家投资人，但由于金盾系每家实体公司
单体体量就远超一般企业，且 4 家公司
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招募 1 家企
业投资困难过大。经过论证，上虞区法
院决定对 4 家实体公司进行单体招募，
全力引入优质战略投资人。

投资人招募公告发出后，问询的不
少，但心存顾虑的更多。为吸引优质投
资人，上虞区法院会同政府、管理人、
金盾系公司等工作人员奔赴北京、上
海、江苏、四川、重庆等地，向 20 多
家优质意向投资人及时作出专业的法律
制度释明，推介展示当地政府诚意的招
商条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准确披露金
盾系公司客观、真实的数据资料，让意
向投资人放心投资。

从单纯接触到引发兴趣、到实地考
察、到多次洽谈、再到最终签订重整协
议，赵岳荣早已记不清大大小小的会议开
了多少场。对金盾系公司运营状态仍存疑
虑的意向投资人，上虞区法院还牵头制定
了共管协议，在不干涉公司运营决策的情
况下，允许意向投资人阶段性参与金盾系

公司的经营过程，让意向投资人实打实
地感受到金盾系生产的活力和潜力。

2019年5月，4家实体公司的投资
人招募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成功引入包
括世界500强企业中信泰富公司、中国
500强企业申能集团等4家优质企业。

凝聚共识，决战重整方案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意识、自我管理能力强。因
此，在整个重整过程中，上虞区法院
特别注意尊重各方参与人的意思自
治，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在法律底线
的框架内，绝不越俎代庖主观臆断。

但是，尊重并不意味着当甩手掌
柜，上虞区法院在指导管理人制定重
整方案时，统筹兼顾，确保重整方案
准确反映每个参与方的利益诉求，最
大程度上凝聚共识。

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会议设置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
收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及出资人组 5
组，并要求分别进行表决。

针对普通债权组，设置三段阶梯
式现金清偿，适当倾斜提高小额债权
人的清偿比例，尽可能提高表决同意
的人数比例。针对大额民间借贷债权
人，通过债转股思路，创造性地用将
来预期收益来化解当前难题，促成担
保公司大股东与民间借贷债权人签署
和解协议，既化解了该类债权人与担
保公司之间的风险，又争取到表决同
意的债权金额比例。根据测算，普通
债权组平均重整清偿率是破产清算清
偿率的 1.6 倍，很多小额债权清偿率
甚至达到了 50%。

因金盾系 8 公司提供的担保物存
在折旧、贬值等原因，部分有财产担
保债权人并不能全额获偿，加上银
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内部审
批流程繁琐，有财产担保债权组的债
权人在重整程序中通常多作弃权表决。

为此，上虞区法院联合区委、金
融办等相关部门，邀请有财产担保的
债权人进行大会谈，着重解读重整、
清算不同模式下的清偿数据和清偿效
率，释明重整的清偿优势，引导、督
促债权人积极行使表决权。“经过多
重努力，在未获百分之百清偿的情况

下，77%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债
权人仍积极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最终表决同意的金额达 80%，这在以
往 的 破 产 重 整 案 件 中 是 不 可 想 象
的。”承办法官张剑波告诉记者。

6 月 25 日，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
公示，所设 5 个表决组全部表决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6 月底，上虞区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至此，中央发起
三大攻坚战后爆发的首个百亿金融风
险事件得以成功处置。

“寒冬终于快要过去，有了实力
强大的投资人，金盾系公司必将浴火
重生，这一切都要感谢上虞区法院的
积极作为！”马夏康激动地说。

“这不仅意味着金盾系 8 公司终
于走出困境走上新生之路，同时也用
案例生动证明了市场化、法治化的破
产重整是救治困境企业、化解金融风
险的有效路径。”上虞区法院院长钱
长龙告诉记者，金盾系 8公司在 15个
月内重整成功，与法院推行破产案件
常态化、简易化审理改革密切相关。

金盾系 8 公司重整方案的批准和
顺利实施，是上虞区法院通过破产重
整化解风险，助力民营企业脱离困
境、提质增效，实现涅槃新生的成功
范例，为我国破产审判工作助力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2015 年以来，上虞区法院不断
推进完善常态化、简易化破产审判新
机制，坚持走市场化、法治化道路，
先后制定了 《推进企业破产案件审理
常态化简易化的实施方案》《企业破
产案件简易审理的实施办法》《关于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衔接的实施办
法》 等规范文件，成立以院长为组长
的破产案件审理常态化、简易化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稳步推进破产案件审
理常态化、简易化试点工作。

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推进，破产审判在挽救困境企业、
清理“僵尸企业”上的作用更加凸
显。近年来，上虞区法院坚持“两条
腿”走路，对不具有救治价值的落后
产能，果断采取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
清、盘活资源要素；同时注重发挥重
整及和解制度对于预防企业破产清
算、挽救困境企业乃至产业转型升级
的积极作用。

重整第三次债权人会议。 孙若静 摄 签约仪式。 孙若静 摄 破产重整后回访。 徐海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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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

今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倪有河、孔德凤、王松凯：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

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

今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刘波、杨秀芹、娄玉国：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告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今

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于志涛、刘丽影、张俊：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告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今

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班兴海、侯桂梅、梁俊柱：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

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

今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田明霞、仇志安：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

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告诉讼

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今未

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曹凤海、张连友：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

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告诉讼

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至今未

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张连友、曹凤海：本院受理原告安达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故采用公告方式送达。原

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借款及利息。事实为被告在原告处借款

至今未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

人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先源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深圳恒明辉纸品有限公司、股东及相关管理人员：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作出（2018)粤 0306 清申 16 号

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深圳恒明辉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明

辉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担任恒明

辉公司的清算组，李凤姣律师为负责人。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法院（2018）粤 0306 强清 5 号通知书，你们应妥善保管并向清算

组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恒明辉公司财产、证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因恒明辉公司下落不明，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与清算组联系，移交恒明辉公司的印章、证照、账簿等资

料和全部财产，配合清算组完成清算事宜。如怠于履行义务导致

无法完成清算，相关清算义务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

联系人：李凤姣 13534047947，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三区龙井二路 3

号中粮地产集团中心 26楼。深圳恒明辉纸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安徽金东方不锈钢厨具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 9月 18日裁定受理安徽金东方不锈钢厨具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指定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为安徽金东方不

锈钢厨具制造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9年

8月 30日 9时在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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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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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派

函。委托代理人系自然人的，还应提交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居

住辖区居委会（村委会）或单位推荐函。[安徽]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王大松的申请，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裁定受理深圳

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粤 03 破 182 号】，并

指定深圳市瑞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 年 9 月 2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中心路致远

大厦 B 座 707；负责人：鲁畅；联系人：江燕、刘潇云；联系电话：

13682688304、18165798503；传真：0755－88275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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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车

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车发发

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债权债务简单，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金光纸业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7月

1日作出（2019）浙0206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杭州金

光纸业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宁波中瑞纸业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并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宁波中瑞纸业有

限公司的管理人。宁波中瑞纸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9月30日，向管理人依法书面申报债权并提供证据。（联系人：

宁波中瑞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宝山路317号摩

根国际大厦A座1707室；邮政编码：315800；联系电话：0574-87667524；

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到www.nbwycpa.com网站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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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瑞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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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0

月 14日下午 14时，在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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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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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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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苑中升、杜一荣、大连城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旅顺口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公告向你们送达（2019）辽0212执811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查封、拍卖执行裁定书及相关通知材料，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领取上述文书并履行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未按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已查封的位于大

连市旅顺口区花溪园3-2号楼3层2号房屋。对上述房产享有他项权利

的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王洪亮：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旅顺口支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公告向你送达（2019）辽 0212 执

1008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查封、拍卖执

行裁定书及相关通知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至本院领

取上述文书并履行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未按期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你所有的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开发

区海辉街 69-1102 号房屋。对上述房产享有他项权利的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上

述房产进行拍卖。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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