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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达成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 《安排》），并于 2019 年 4 月 2
日签署。本《安排》已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63 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根据双方一致意见，本《安排》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 9月 26日

2019 年 3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763 次全体会议讨论并
通过了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院 就 仲 裁 程 序 相 互 协 助 保 全 的 安 排》

（以下简称 《仲裁保全安排》）。2019
年 4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
明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分
别代表两地在香港签署 《仲裁保全安
排》。经双方协商，该安排拟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在两地同时生效，且在内地将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布。这是自香港回
归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商签的第七项
司法协助安排，也是内地与其他法域签
署的第一份有关仲裁保全协助的文件，
标志着两地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实现
了更加紧密的司法协助。

一、《仲裁保全安排》的商
签背景

第一，“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
本法为两地开展司法协助安排商签提供
了基本依据。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香港特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
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
和相互提供协助，这为最高人民法院与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商签有关司法协助
安排提供了法律依据。香港回归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已与香港有关方面签署了
六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涵盖相互委
托送达司法文书、相互委托提取证据、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相互认可和执行民
商事案件判决等内容，基本实现了民商
事司法协助安排的全面覆盖，为降低诉
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审判质
效切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仲裁保全安
排》 系两地在民商事领域的第七项司法
协助安排，也是在司法领域落实“一国

两制”方针的重要举措。
第二，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对仲裁程

序相互协助保全提出了现实需求。当
前，内地与港澳特区正携手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
三法域”的独特性决定了大湾区建设过
程中互涉法律纠纷不可避免、区际法律
冲突客观存在，区际司法协助亟需加
强，包括加强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和执
行 以 及 仲 裁 保 全 相 互 协 助 。 签 署 于
1999 年的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
称 《仲裁裁决执行安排》） 解决了两地
仲裁裁决相互认可和执行问题，且运行
情况良好，为促进仲裁裁决异地流通、
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
决服务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系针
对两地终局性仲裁裁决相互执行的制度
性安排，不包括仲裁过程中的保全协
助。经研究认为，开展仲裁保全协助，
有利于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的完善来保
障终局性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有利于
更加充分地发挥仲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为香港建
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提供更大支持。

第三，“一国”原则和两地司法法
律界的合作为两地实现更紧密协助创造
了有利条件。根据香港特区 《仲裁条
例》《高等法院条例》，香港可以对包括
内地在内的域外仲裁提供保全协助；而
内地目前没有关于仲裁保全协助的相关
法律规定。经研究，在不违反现有法律
规定的前提下，为更大力度支持香港建
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
心，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启动 《仲裁保全
安排》 的磋商，在“一国”之内，向香
港提供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紧密的协

助。

二、《仲裁保全安排》的主
要内容

安排共十一条，对两地相互协助保
全的途径、可申请保全的范围、申请保
全的程序以及保全申请审查处理等问题
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 关于保全的类型

保全为大陆法系概念，临时措施为
英美法系概念，实质都是为保障终局性
仲裁裁决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预防性救济措施。安排统一表述为“保
全”，并在第一条中根据两地法律对可
申请保全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1.关于可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的保
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规定了
财产保全、证据保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2012 年修订时纳入了
行为保全。本安排旨在给予香港仲裁程
序当事人与内地仲裁程序当事人相同权
利，故将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
全全部纳入。

2.关于可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的保
全。保全在香港称为“临时措施”，即
由香港特区法院就在香港或者香港以外
开展或者即将开展的仲裁程序作出临时
措施，以便利仲裁程序进行、防止发生
不可逆转的损害等。主要包括：要求当
事人维持现状或恢复原状；采取行动防
止目前或即将对仲裁程序发生的危害或
损害，或不采取可能造成这种危害或损
害的行动；提供保全资产；保全对解决
争议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据；颁发
强制令以禁制当事人移走或以其他方式
处理资产、防止损坏或侵入行为；颁布

命 令 指 定 财 产 接 管 人 。 例 如 ， 2017
年，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一起股权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
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委任临时接管人并
颁布禁制令以禁止被申请人转让股权，
香 港 特 区 法 院 作 出 HCMP962/2017 号
命令予以批准。

（二）关于“香港仲裁程序”的界定

第二条第一款对安排所称的“香港
仲裁程序”作出界定，即必须同时符合
两个条件：

1.仲裁地在香港。此系确定“香港
仲裁程序”的首要条件，也是香港特区
采纳的确认仲裁程序籍属的标准，也是

《仲裁裁决执行安排》 确认的标准。仲
裁地在香港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当事人
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地点为香港；二是当
事人没有约定时，仲裁庭根据其仲裁规
则或者一定标准确定仲裁地为香港并记
载于仲裁裁决中。

2.仲裁程序由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
事处管理。安排第二条第一款以列举方
式对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条件作
出规定，具体名单由香港特区政府确定
并经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主要考虑是：
相对于仲裁裁决执行方面的协助，仲裁
保全协助属于中间措施的协助，为防止
申请人滥用，给被申请人带来损失，宜
持更加审慎的态度。按照第二条第二款
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经过发布标
准、接受申请并审查后，确定了符合本
款规定的有关仲裁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
名单，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区
政府律政司共同确认。目前包括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
院亚洲事务办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协

会、华南 （香港） 国际仲裁院、一邦
国际网上仲调中心。

此外，双方还达成共识，“香港
仲裁程序”仅包括平等主体间的商事
仲裁，不包括投资者与东道主国之间
的投资仲裁。

（三）关于内地仲裁程序的界定

安排第六条将可向香港特区法院
申请仲裁保全的内地仲裁程序界定为
内地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而不
论仲裁地是否在内地。主要考虑是：
根据香港特区 《仲裁条例》《高等法
院条例》，就香港以外已经开始或者
尚未开始的仲裁程序，香港特区法院
均可依申请采取保全措施，而不问仲
裁地在哪个法域。由内地仲裁机构管
理的、仲裁地在境外的仲裁程序，当
事人也可以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保
全。安排不应缩减内地仲裁机构的此
项权能，故界定内地仲裁程序时，未
对仲裁地作出限制。

（四） 关于受理保全申请的
管辖法院

1.内地受理保全申请的法院。安
排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内地的管辖法
院为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
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
另外，采取仲裁保全的目的是保障终
局性仲裁裁决的执行，故受理仲裁保
全申请的法院应当与受理仲裁裁决执
行申请案件的法院一致，以更好地发
挥保全的作用。参考《仲裁裁决执行安
排》《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
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以下简称《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互
认安排》）等，本安排第三条还规定“被

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
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当
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主要考虑是避免因向多
个人民法院申请而产生超标的保全等
情况。实践中，受理保全申请的法院应
当依法审查当事人申请，特别是对当
事人提出的关于本辖区以外财产或者
证据的保全申请应当依法审查、及时
采取保全措施，必要时可请财产或者
证据所在地的法院提供协助。

2.香港受理保全申请的法院。依
据香港特区 《仲裁条例》《高等法院
条例》，安排第六条规定香港的管辖
法院为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此与受理
仲裁裁决执行申请的管辖法院一致。

（五） 关于可申请保全的时
间和程序

安排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
规定了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和受理仲裁
申请前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的程
序。

1.仲裁中申请保全的程序。安排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仲裁机构或者常
设办事处的转递程序，相关程序参照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即当事人申请
仲裁保全的，应当通过仲裁机构或者
办事处将申请材料提交人民法院。需
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香港有关仲裁机
构或者常设办事处位于香港，如实践
中都要求申请书以及转递函等由香港
有关仲裁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向内地
人民法院提交，将导致转递周期长，
不符合保全的紧急性特点，无法充分
发挥保全的作用。 ⇨⇨下转第四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理解与适用
姜启波 周加海 司艳丽 刘 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
现就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关于仲
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作出如下安排：

第一条 本安排所称“保全”，在
内地包括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
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强制令以及
其他临时措施，以在争议得以裁决之前
维持现状或者恢复原状、采取行动防止
目前或者即将对仲裁程序发生的危害或
者损害，或者不采取可能造成这种危害
或者损害的行动、保全资产或者保全对
解决争议可能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
据。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香港仲裁程
序”，应当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仲裁地，
并且由以下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

（一）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或者
总部设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以香港特
别行政区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机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争
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

（三） 其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设立的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
事处，且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
事处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订立的

有关仲裁案件宗数以及标的金额等标
准。

以上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名单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供，并经双方确认。

第三条 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
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可以参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仲裁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
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保
全。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
证据所在地在不同人民法院辖区的，应
当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
提出申请。

当事人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
处受理仲裁申请后提出保全申请的，应
当由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转递其申
请。

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受理仲
裁申请前提出保全申请，内地人民法院
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收到有关机
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交的已受理仲裁案
件的证明函件的，内地人民法院应当解
除保全。

第四条 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
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保全申请书；
（二） 仲裁协议；
（三） 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

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
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
交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 在有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
受理仲裁案件后申请保全的，应当提交
包含主要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
由的仲裁申请文件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该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出具的已受理有
关仲裁案件的证明函件；

（五） 内地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
料。

身份证明材料系在内地以外形成

的，应当依据内地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证
明手续。

向内地人民法院提交的文件没有中
文文本的，应当提交准确的中文译本。

第五条 保全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
事项：

（一）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
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
件信息、通讯方式等；当事人为法人或
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
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

（二） 请求事项，包括申请保全财产
的数额、申请行为保全的内容和期限等；

（三）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

相关证据，包括关于情况紧急，如不
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将使仲裁裁决难
以执行的说明等；

（四） 申请保全的财产、证据的
明确信息或者具体线索；

（五） 用于提供担保的内地财产
信息或者资信证明；

（六） 是否已在其他法院、有关
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出本安排所规
定的申请和申请情况；

（七） 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六条 内地仲裁机构管理的仲

裁程序的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
前，可以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仲裁
条例》《高等法院条例》，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高等法院申请保全。

第七条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申请保全的，应当依据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关法律规定，提交申请、支持申
请的誓章、附同的证物、论点纲要以
及法庭命令的草拟本，并应当载明下
列事项：

（一）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
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地址；当
事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称、地址以
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

名、职务、通讯方式等；
（二） 申请的事项和理由；
（三） 申请标的所在地以及情况；
（四） 被申请人就申请作出或者

可能作出的回应以及说法；
（五） 可能会导致法庭不批准所

寻求的保全，或者不在单方面申请的
情况下批准该保全的事实；

（六） 申请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作出的承诺；

（七） 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八条 被请求方法院应当尽快

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内地人民法
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等，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
承诺、就费用提供保证等。

经审查，当事人的保全申请符合
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被请求方法院
应当作出保全裁定或者命令等。

第九条 当事人对被请求方法院
的裁定或者命令等不服的，按被请求
方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应
当依据被请求方有关诉讼收费的法律
和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一条 本安排不减损内地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仲裁庭、
当事人依据对方法律享有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2019年 3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3次会议通过，自2019年 10月 1日起生效）

法释 〔2019〕 14号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9年9月26日（总第7826期）

本院根据黄山市顺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黄山市皖祥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8）皖10破申8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黄山豪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同时指定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为黄山豪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债权人应在2019年10月31日前向管理人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

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债权申报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屯光大道天盈广场A座21楼，联系人：杜鹏飞，电话：18755944575）。债

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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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但在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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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豪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9时整在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

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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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等文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03破231号，本院根据深圳市再励新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9年7月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智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智晨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智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9年10月25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金田

路与福华路交汇处金中环商务大厦主楼1510；负责人：任意；联系人：

杜文乐、李想；联系电话;18126280095、18124524080；传真:5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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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晨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智晨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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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粤2071破申14号民事裁定，于2019年7月9日裁定受

理债务人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9）粤

2071破12号】，并指定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

限公司管理人。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1月10
日前，向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通信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富华阁3楼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邮政

编码：528400；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黄彦斌律师13702376368、陈昌明实习律

师19928091176）申报债权。如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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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百利

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

限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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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自本院受理破产申

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中山百利得时尚皮具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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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管理人接管时向

管理人移交；（2）根据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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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

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院定于2019年

11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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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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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20破申20号

民事裁定书，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受理债务人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9）粤2071破16号】，并于2019年8月

29日指定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

人。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1月8日前，向

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通信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博爱五路朗晴轩1栋2楼；邮政编码：528400；联系

电话：0760-88388700、13702386380；联系人：俞侃律师】申报债权。如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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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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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凯盛纺

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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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自本院受理破产

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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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管理人

接管时向管理人移交；（2）根据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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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本院许可，

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

院定于2019年11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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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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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凯盛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需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本

院、管理人及债权人的询问。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锦深源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因

股东、高管等相关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管到财产、账簿、印章、文

书等资料，股东、高管等清算义务人应于5日内与管理人联系，向管理人

移交财产、账簿、印章、文书等资料，依法配合接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管理人联系方式：蒲琴，16620971696，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号港中旅大厦23层。 深圳市锦深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申请人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于2019

年6月28日依法裁定受理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指定广西鑫达盛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为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10月31日前，向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

地址：桂林市漓江路 28号中软现代城 2区写字楼 2楼；邮政编码：

541004；联系人：唐律师、蒋律师；联系电话：19907736297、0773－

5858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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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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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阳朔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11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1号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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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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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鑫科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9

月6日裁定受理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年9月6日指定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担任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
年12月25日前，向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

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北角，商丘东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邮政编码：476100；联系人：刘亚楠；联系

电话：18939509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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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商丘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月7日上午9时在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地点如有变动提前通知已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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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8月27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同时裁定本案由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
月17日指定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为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11月21日前，向

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郑州市正光北街9号

王鼎国贸大厦2号楼5楼、15楼；邮编：450016;联系人：李特立律师；联

系电话：15037199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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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河南雪樱花制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2日上午10时在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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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根据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的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下称“广州中院”）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裁定受理的广东迪泰纺
织有限公司（下称“迪泰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9）粤 01
强清 13号】，并指定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下称“清算

组”）担任迪泰公司清算组。现迪泰公司已清算结束，清算组已制

作清算报告并报广州中院确认，并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向广州中

院提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申请。2019 年 9 月 3 日，广州中院作出

（2019）粤 01 强清 13-2 号民事裁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28条的规定，裁定终

结迪泰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广东迪泰纺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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