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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 12月 26日发布）

指导案例133号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水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自净功能

裁判要点
污染者违反国家规定向水域排污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以被污染水域有自净
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免除或者
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
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四条

基本案情
2014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王振殿、马

群凯在未办理任何注册、安检、环评等手
续的情况下，在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
沙场大院北侧车间从事盐酸清洗长石颗
粒项目，王振殿提供场地、人员和部分资
金，马群凯出资建设反应池、传授技术、
提供设备、购进原料、出售成品。在作业
过程中产生约 60 吨的废酸液，该废酸液
被王振殿先储存于厂院北墙外的废水池
内。废酸液储存于废水池期间存在明显
的渗漏迹象，渗漏的废酸液对废水池周
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废酸液又被
通过厂院东墙和西墙外的排水沟排入村
北 的 消 水 河 ，对 消 水 河 内 水 体 造 成 污
染。2014 年 4 月底，王振殿、马群凯盐酸
清洗长石颗粒作业被莱州市公安局查获
关停后，盐酸清洗长石颗粒剩余的 20 余
吨废酸液被王振殿填埋在反应池内。该
废酸液经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和莱州
市环境保护局认定，监测 PH 值小于 2，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危险废物鉴定
标 准 和 鉴 别 方 法 ，属 于 废 物 类 别 为

“HW34 废酸中代码为 900-300-34”的
危险废物。2016 年 6 月 1 日，被告人马
群凯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万元（所判罚金已缴纳）；被告人王振
殿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所判罚金已缴纳）。

莱州市公安局办理王振殿污染环境
刑事一案中，莱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
环境犯罪侦查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
记录》中记载“中心现场位于消水沙场院
内北侧一废弃车间内。车间内西侧南北
方向排列有两个长 20m、宽 6m、平均深
1.5m 的反应池，反应池底部为斜坡。车
间北侧见一夹道，夹道内见三个长 15m、
宽 2.6m、深 2m 的水泥池。”现车间内西
侧的北池废酸液被沙土填埋，受污染沙
土总重为 223吨。

2015 年 11 月 27 日，莱州市公安局
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委托山东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
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对莱州市王振
殿、马群凯污染环境案造成的环境损害
程度及数额进行鉴定评估。该机构于
2016 年 2 月作出莱州市王振殿、马群凯
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检验报告，认定：本
次评估可量化的环境损害为应急处置费
用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应急处置费用
为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的处置费用 5.6
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偷排酸洗废
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 72 万元，合
计为 77.6万元。

2016年 4月 6日，莱州市人民检察院
向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出莱检民（行）行
政违监〔2016〕37068300001 号检察建议，

“建议对消水河流域的其他企业、小车间
等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看是否还存
在向消水河流域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莱
州市环境保护局于同年 5月 3日回复称，

“我局在收到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书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消水河流域的
企业、小车间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经严格执法，未发现有向消水河流域排放
废酸等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2017 年 2 月 8 日，山东省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会同公益诉讼人及王振殿、
马群凯、烟台市环保局、莱州市环保局、
消水庄村委对王振殿、马群凯实施侵权
行为造成的污染区域包括酸洗池内的沙
土和周边居民区的部分居民家中水井地
下水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取样监测，取证
现场拍摄照片 22 张。环保部门向人民
法院提交了 2017 年 2 月 13 日水质监测
达标报告（8 个监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
均为达标）及其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出具的 2017 年 2 月 14 日酸洗
池固体废物检测报告（酸洗反应南池-
40㎝ PH 值=9.02, -70㎝ PH 值=9.18 ,
北池-40㎝ PH 值=2.85, -70㎝ PH 值
=2.52）。公益诉讼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
2017 年 3 月 3 日由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委
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王振殿
酸洗池废池的检测报告，载明：反应池南
池-1.2m PH 值=9.7 ,北 池-1.2m PH
值＜2 。公益诉讼人认为，《危险废物鉴
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
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

2004）规定，PH 值≥12.5 或者≤2.0 时为
具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
名 录（2016 版）HW34 废 酸 一 项 900-
300-34 类为“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
酸液”；HW49 其他废物一项 900-041-
49 类为“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
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
质”。涉案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属于危
险废物，酸洗池内的受污染沙土总量都
应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公益诉讼人提交的山东省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水工环高级工程师刘炜金就地
下水污染演变过程所做的咨询报告专家
意见,载明：一、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发展
过程。1.污染因子通过地表入渗进入饱
和带（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位以上至地
表的地层），通过渗漏达到地下水水位进
入含水层。2. 进入含水层，初始在水头
压力作用下向四周扩散形成一个沿地下
水流向展布的似圆状污染区。3.当污染
物持续入渗，在地下水水动力的作用下，
污染因子随着地下水径流，向下游扩散，
一般沿地下水流向以初始形成的污染区
为起点呈扇形或椭圆形向下流拓展扩
大。4.随着地下水径流形成的污染区不
断拓展，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因子的
浓度不断增大，造成对地下水环境的污
染，在污染源没有切断的情况下，污染区
将沿着地下水径流方向不断拓展。二、
污染区域的演变过程、地下水污染的演
变过程，主要受污染的持续性，包气带的
渗漏性，含水层的渗透性，土壤及含水层
岩土的吸附性，地下水径流条件等因素
密切相关。1.长期污染演变过程。在污
染因子进入地表通过饱和带向下渗漏的
过程中，部分被饱和带岩土吸附，污染包
气带的岩土层；初始进入含水层的污染
因子浓度较低，当经过一段时间渗漏途
经吸附达到饱和后，进入含水层的污染
因子浓度将逐渐接近或达到污水的浓
度。进入含水层向下游拓展过程中，通
过地下水的稀释和含水层的吸附，开始
会逐渐降低。达到饱和后，随着污染因
子的不断注入，达到一定浓度的污染区
将不断向下游拓展，污染区域面积将不
断扩大。2.短期污染演变过程。短期污
染是指污水进入地下水环境经过一定时
期，消除污染源，已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污
染因子和污染区域的变化过程。①污染

因子的演变过程。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
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随着
上游地下水径流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
大区域的地下水的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
吸附作用，污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
降低，水质逐渐好转。②污染区域的变
化。在消除污染源，污水阻止进入含水层
后，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作用下，整个污染
区将逐渐向下游移动扩大，随着污染区扩
大、岩土吸附作用的加强，含水层中地下
水水质将逐渐好转，在经过一定时间后，
污染因子将吸附于岩土层和稀释于地下
水中，改善污染区地下水环境，最终使原
污染区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

裁判结果
山 东 省 烟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作出（2017）鲁 06 民初 8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振殿、马群凯在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在烟台市环
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危险废物的处置
要求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 223 吨进行
处置，消除危险；如不能自行处置，则由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处
置，被告王振殿、马群凯赔偿酸洗危险废
物处置费用 5.6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
公益诉讼基金账户。二、被告王振殿、马
群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对莱
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沙场大院北侧车间
周边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内水体的污
染治理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逾期
不履行修复义务或者修复未达到保护生
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赔偿因其
偷排酸洗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
72 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
金账户。该案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
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王振殿、马群凯侵权行为认

定问题
（一）关于涉案危险废物数量及处置

费用的认定问题
审理中，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指出涉案酸洗反应南
池-40㎝、-70㎝及-1.2m 深度的 PH 值
均在正常值范围内；北池-1.2mPH 值＜
2 属于危险废物。涉案酸洗池的北池内
原为王振殿、马群凯使用盐酸进行长石

颗粒清洗产生的废酸液，后其用沙土
进行了填埋，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16 版）HW34 废酸 900-300-34 和
HW49 其他废物一项 900-041-49 类
规定，现整个池中填埋的沙土吸附池
中的废酸液，成为含有或沾染腐蚀性
毒性的危险废物。山东省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
定评估中心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
中将酸洗池北池内受污染沙土总量223
吨作为危险废物量,参照《环境污染损害
数额计算推荐方法》中给出的“土地资
源参照单位修复治理成本”清洗法的单
位治理成本250元至800元/吨，本案取
值 250 元/吨予以计算处置费用 5.6 万
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予
以采信。（具体计算方法为：20m×6m×
平均深度1.3m×密度1.3t/ m3=203t沙
土+20t废酸=223t×250元/t=5.6万元）

（二）关于涉案土壤、地表水及地下
水污染生态损害修复费用的认定问题

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
示，废水池内残留废水的 PH 值＜2,属
于强酸性废水。王振殿、马群凯通过
废水池、排水沟排放的酸洗废水系危
险废物亦为有毒物质污染环境，致部
分居民家中水井颜色变黄，味道呛人，
无法饮用。监测发现部分居民家中井
水的 PH 值低于背景值，氯化物、总硬
度远高于背景值，且明显超标。储存
于废水池期间渗漏的废水渗透至周边
土壤和地下水，排入沟内的废水流入
消水河。涉案污染区域周边没有其他
类似污染源，可以确定受污染地下水
系黄色、具有刺鼻气味，且氯化物浓度
较高的污染物，即王振殿、马群凯实施
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

2017 年 2 月 13 日水质监测报告
显示，在原水质监测范围内的部分监
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达标。根据地
质环境监测专家出具的意见，可知在
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
环境的情况下，随着上游地下水径流
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大区域的地下
水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作用，污
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降低，水
质逐渐好转。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
作用下，整个污染区将逐渐向下游移

动扩大。经过一定时间，原污染区可
能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但这并不
意味着地区生态环境好转或已修复。
王振殿、马群凯仍应当承担其污染区
域的环境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在被告
不能自行修复的情况下，根据《环境污
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和《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
荐方法》的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
估算王振殿、马群凯偷排废水造成的
生态损害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本是
指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等量的
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
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
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
治理成本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
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治
理平均成本。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
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
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 1.5 至 10 的倍
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本
案受污染区域的土壤、Ⅲ类地下水及
消水河Ⅴ类地表水生态损害修复费
用，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
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
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中取虚拟治理
成本的 6 倍，按照已生效的莱州市人
民法院（2016）鲁 0683 刑初 136 号刑事
判决书认定的偷排酸洗废水 60 吨的
数额计算，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
为 72 万元，即单位虚拟治理成本 2000
元/t×60t×6 倍=72 万元具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侵权责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
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
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
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山东省莱州市人
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683刑初136号
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
环境污染行为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
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振殿、马群凯
对此没有异议，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四条之规定，王振殿、马群凯应当对其
污染环境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
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曲振涛、鲁
晓辉、孙波）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 12月 26日发布）

指导案例134号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停止侵害/恢复生产/附条件/环境影响
评价

裁判要点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判令

污染者停止侵害的，可以责令其重新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审
查批准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
收合格之前，污染者不得恢复生产。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七条第三款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简称重庆绿联会）对被告恩施

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
告 停 止 侵 害 ，承 担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责
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
持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千丈岩水库位
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
始县交界地带。 ⇨⇨下转第七版

⇨⇨上接第五版
2017 年 7 月 25 日，中国绿发会向法

院提交《关于诉讼请求及证据说明》，确
认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
境造成的损害期间从行政处罚认定发生
损害时起至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为止。法
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
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方圆公司因
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
及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
环 境 所 需 费 用 进 行 鉴 定 ，起 止 日 期 为
2015年 10月 28日（行政处罚认定损害发
生日）至2016年6月15日（环保达标日）。

2017年11月，鉴定机构作出《方圆公
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环境损害鉴定意
见》，按照虚拟成本法计算方圆公司在鉴
定时间段内向大气超标排放颗粒物总量
约为 2.06t，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总量约为
33.45t，氮 氧 化 物 超 标 排 放 总 量 约 为

75.33t，方圆公司所在秦皇岛地区为空气
功能区Ⅱ类。按照规定，环境空气Ⅱ类
区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至5
倍，鉴定报告中取3倍计算对大气环境造
成损害数额分别约为 0.74 万元、27.10 万
元和127.12万元，共计154.96万元。

另查明，2015年3月，河北广播网、燕
赵都市网的网页显示，因被上诉人方圆公
司未安装除尘脱硝脱硫设施超标排放大
气污染物被按日连续处罚200多万元。对
于该网页显示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方
圆公司予以认可，故对其在 2015年 10月
28日之前存在超标排污的事实予以确认。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6）冀03民初40
号民事判决：一、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
限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
的损失 154.96万元，上述费用分 3期支付

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每期 51.65万
元，第一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第二、三期分别于判决生效后第二、第三
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用于秦皇岛地区
的环境修复。二、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
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全国性媒
体上刊登因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致歉声
明（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核后发布）。如
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未履行上
述义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将
本判决书内容在全国性的媒体公布，相关
费用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承
担。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
费用3万元。四、驳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80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
公司负担，鉴定费用15万元由秦皇岛方圆

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支付）。宣判
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
年11月5日作出（2018）冀民终758号民事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防止污染
设备的运行成本、污染企业因侵权行为所得
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合理确
定。本案中，方圆公司于2015年2月与无锡
市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
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其四座窑炉配
备的环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合同总金额
3617万元，体现了企业防污整改的守法意
识。方圆公司在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过程中

出现超标排污行为，虽然行为具有违法
性，但在超标排污受到行政处罚后，方圆
公司积极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0余万
元，其超标排污行为受到行政制裁。在提
起本案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环保
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在环保设施验收合格
后，再次投资1965万元建造一套备用排
污设备，是秦皇岛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
治理环保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一条、第四条规定了保护环境、防止污
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
体现了保护与发展并重原则。环境公
益诉讼在强调环境损害救济的同时，
亦应兼顾预防原则。本案诉讼过程
中，方圆公司加快环保设施的整改进
度，积极承担行政责任，并在其安装的
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出资近2000万元
再行配备一套环保设施，以确保生产过

程中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大大降低了
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与可能性。方
圆公司自愿投入巨资进行污染防治，是
在中国绿发会一审提出“环境损害赔偿
与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之外实施
的维护公益行为，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保护优
先，预防为主”的立法意图，以及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风险预防功能，具有良好的
社会导向作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方圆
公司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超标排污行为的
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的运行成本
以及防污采取的积极措施等因素，对于
方圆公司在一审鉴定环境损害时间段之
前的超标排污造成的损害予以折抵，维
持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环境损
害赔偿及修复费用的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窦淑霞 、
李学境、邢会丽）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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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全、赖加宏、李乱英、丘小梅:申请执行人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被执行人谢诗全、赖加宏、李乱英、丘小梅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 0304 民

初 3409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下列

执行法律文书，主要内容分别为:一、本院已查封了被执行人赖

加宏名下位于惠州市河南岸金山湖 1 号小区君湖院 E5 栋 101 号

的房产(产权证书号:C7144939)。限你们在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处

置上述房产。二、(2019)粤 0304 执恢 1902 号评估结果通知书。本

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深圳市鹏建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对被执行人赖加宏名下位于惠州市河南岸金山湖 1 号小区

君湖院E5栋 101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书。上述房

产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4770960元，现将该评估机构出具的编号为

深鹏建(估)字【2019】第 H-0131 号估价报告及本通知送达你们。

三、(2019)粤 0304 执恢 190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

被执行人赖加宏名下位于惠州市河南岸金山湖 1 号小区君湖院

E5 栋 101 号房产，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债务。如存在对上述房产的

价值有影响的相关事由，相关权利人应当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附有关证据材料。如对上述房产估价报告

有异议，应于收到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出，

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以上述评估价格的百分之七十作为司法网

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网络拍卖。本公告自发布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9）兵 0202破 1号，本院根据债务人新疆昆金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 12月 24日依法裁定受理新疆昆金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新疆道合律师事务所担任

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债权人应自 2020年 3月 15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北门金和大厦 9 楼 911 室；联

系人：袁慧敏、尚兰兰；联系电话：15999446409、15026027625）。

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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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承担为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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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北京时间上午 11 时，在本院审判法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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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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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特别授权书、委托代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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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克垦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弥勒市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以及杨家福等264人的

申请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受理云南力量生物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2月30日指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

所为云南力量生物制品(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云南力量生物制品

(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4月2日前，向云南力量生物制

品(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云南省弥勒市弥阳镇环城北路

120 号(老商务局办公楼)；邮政编码：652399；联系电话：杨律师：

15911537076，钱律师：l8788586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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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力量生物制品

(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云南力量生物制品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4月17
日9时在弥勒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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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弥勒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郑明亮（412725197904161516）的申请，于2019年11

月18日作出（2019）浙0281破申3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
汇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

担任余姚市汇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管理人。余姚市汇盛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10日前向余姚市汇盛劳务派遣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南路501号（北）

六楼；邮政编码：315010；联系人：潘自立、董晶晶；联系电话：

18067565921、1985821568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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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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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汇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余姚市汇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2月25日14时在浙江

省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140号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八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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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余姚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的申

请，于2019年11月18日裁定受理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担任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

管理人。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4日前

向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丽园南路501号（北）六楼；邮政编码：315010；联系人：潘自立、董

晶晶；联系电话：18067565921、1985821568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

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

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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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未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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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余姚市宏亮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2月19日14时在浙江省余姚市兰

江街道谭家岭西路140号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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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余姚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的申请，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裁定受理宁波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波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向宁波

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丽园

南路 501 号（北）六楼；邮政编码：315010；联系人：潘自立、董晶

晶；联系电话：18067565921、1985821568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

带债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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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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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宁波

万国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 14 时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

140 号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八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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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余姚市人民法院
因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表决通过并执行，

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请终结杭

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月6日裁定终结杭州鸿

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慈溪市九鑫机械有限公司依法完成公司财产最后

分配，管理人已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裁定终结债务人慈溪市九鑫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4）荣法民破字第 2 号，因重庆川宇彩钢建筑新技术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已经按照《重庆川宇彩钢建筑新技术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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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11 日裁定终结重庆川宇彩钢建筑新技术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仲涛、唐红：本院受理原告丁惠芹诉你们、重庆市荣昌区莞龙

瓦楞纸制品有限公司、重庆市广龙瓦通纸制品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唐浩、江笑蓉追偿权纠纷一案，唐浩、江笑蓉在法定上诉期内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

驳回对被上诉人丁慧芹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或涉港澳台为满 3个月，或涉外为满 6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或涉港澳

台或涉外为30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李檬、刘祖雷：本院受理原告周均诉被告李檬、刘祖雷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周均在法定上诉期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要点：1、请求依法撤销(2019)渝 0103
民初 15620 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

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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