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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精神，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
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结合
审判实践经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发挥司法服务保障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此次疫情对经
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立足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充
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极
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解优先，积极引导
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
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
层。在涉疫情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根
据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
方利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二、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
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
用条件。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
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符合不可
抗力法定要件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

一十八条等规定妥善处理；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当事
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
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
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

三、依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案件。
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
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
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
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
小，按照以下规则处理：

（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
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
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
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
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
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
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
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
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
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
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
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

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
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
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
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
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
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当事人存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
控措施得到政府部门补贴资助、税费减
免或者他人资助、债务减免等情形的，人
民法院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否继续履行

等案件事实的参考因素。
四、依法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加强

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支持用人单
位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法依规采用灵活工
作方式。审理涉疫情劳动争议案件时，
要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条等规定。用人单位仅以劳
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
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
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
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就相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
应当正确理解和参照适用国务院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制
定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妥善处理劳动关
系的政策文件。

五、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经营
者在经营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
液等防疫物品以及食品、药品时，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
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情形，消费者主
张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六、依法中止诉讼时效。在诉讼时
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疫情或者疫
情防控措施不能行使请求权，权利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
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诉讼
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七、依法顺延诉讼期间。因疫情
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
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

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
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当事人系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密切接触者，在
被依法隔离期间诉讼期限届满，根据
该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
应予准许。

八、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于受
疫情影响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申
请免交、减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及时作出相应
决定。对于确实需要进行司法救助的
诉讼参加人，要依据其申请，及时采取
救助措施。

九、灵活采取保全措施。对于受
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灵活的
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或者财产保全担保
方式，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十、切实保障法律适用统一。各
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涉疫情民事案件审
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专业
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作用，涉及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上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发布典型案例
等方式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指导，
确保裁判标准统一。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

《意见》），为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
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提出十条具体措
施。记者就《意见》的有关情况采访了最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意见》的制
定背景和主要过程？

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疫情形
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强
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疫情防控，坚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及时化
解合同履约、企业债务、劳资关系等纠
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为人民法院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做好有
关司法服务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最高
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要求各级人民
法院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依
法妥善处理涉疫情纠纷案件，推动矛盾
纠纷源头预防化解。自疫情发生以来，
各级人民法院一直依法有序做好疫情防
控和审判执行各项工作。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
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
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国际疫情
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
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引
发相应矛盾纠纷。民商事审判作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司法服务经
济发展主战场，面对疫情带来的“大考”，
人民法院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
为，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大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及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
涉疫情民事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力量研究起草
了《意见》。

《意见》的起草，是在我院 2月 14日发

布《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 切实做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审判执行
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社会普
遍关切的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的规
定。为做好《意见》的起草工作，我院成立
工作小组，先后征求了院内各相关部门、
权威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征求了中央政法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检、卫健
委、人社部等单位的意见。《意见》经我院
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342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4月20日发布施行。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调研涉疫
情民事案件重大疑难问题，认真总结审
判经验，通过出台后续司法政策文件或
者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及时加强对地
方法院的指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意见》的主
要内容？

答：《意见》共十条，涉及充分发挥司
法服务保障，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依
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案件，
适用惩罚性赔偿，诉讼时效中止和诉讼
期间顺延，加大司法救助与企业帮扶等
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多元解纷。此次疫情对经
济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特别是对
各类民商事活动影响较大。为切实保障
受疫情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意见》
要求，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必须向纠纷
源头延伸，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
调解功能作用，妥善化解因疫情产生的
各类纠纷。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
件，要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依
法作出裁判，确保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

二是明确并细化了不可抗力的法律
适用规则。关于不可抗力的问题，社会

普遍关切。依据立法机关对此次疫情防
控法律性质的界定，《意见》进一步明确
了此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在民事法
律适用层面的定性，规定了相关民事案
件特别是合同案件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
用，强调既要依法适用，又要避免规则滥
用，积极鼓励交易，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
经济秩序的冲击。

三是注重对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为依法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等合法
权益，《意见》提出，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
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
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
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
张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的 ，人 民 法 院 不 予 支
持。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意见》明
确，消费者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主张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是依法保障时效利益和诉讼权
利。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会对当事人
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利益和诉讼期间利
益产生较大影响。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相
关实体及程序权利，《意见》对依法中止诉
讼时效和顺延诉讼期间作了明确规定。

此外，《意见》对涉疫情民事案件还
专门规定了保障法律适用统一的内容，
明确要求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委
会的功能作用。

问：《意见》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方
面，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关于不可抗力的法律适用，是本
《意见》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疫情或者
疫情防控措施对民事法律关系特别是合
同履行的影响，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对于依法妥善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乃至
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在综合
有关方面意见、学界观点、实务经验的基
础上，明确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属

于不可抗力的范畴。在具体适用上，《意
见》强调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为妥善
解决涉疫情民事案件特别是合同履行问
题提供明确规则指引，也为不可抗力规
则的滥用设定“防火墙”。

一是坚持鼓励交易原则。针对疫情
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
将合同法中的鼓励交易原则一以贯之并
具体细化，力求将各方当事人损害降到
最低，将疫情对市场秩序的影响降到最
低，有效助力和推动复工复产，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为此，《意见》提出，当事人以
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能够继续履行的，人
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
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同时，《意见》就合
同变更、解除的问题采取了区分处理的
做法，可以通过变更合同的，尽量不用解
除合同的方式。当事人以继续履行合同
对其明显不公平，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
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
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
持。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
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外，

《意见》第三条还对可以作为认定合同能
够继续履行的参照因素作了规定，尽量
鼓励和推动合同的履行。

二是强调当事人约定优先。这是合
同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一方面，当事
人可以就不可抗力情形下的责任减免或
者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进行约定，只要
这一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公
序良俗，司法就应当尊重。另一方面，在
纠纷发生后，鼓励当事人重新协商；在纠
纷解决方式上，注重发挥调解功能作用；
在法律后果上，当事人协议变更合同后，
应当履行变更后的合同，仍然主张部分或
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是严格法律适用条件。不可抗
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准确适用有利于
减轻当事人负担，也符合公平原则，但
过度适用，则会对交易秩序造成较大破
坏。因此，不可抗力的适用，必须严格
依法进行，做到当用则用，不能滥用。
在具体适用时，一要准确把握不可抗力
的构成要件，“符合不可抗力法定要件
的”，要依法予以适用。二要准确把握
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民法总则、
合同法等规定之外，其他法律、行政法
规对不可抗力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
该规定。三要准确把握疫情原因与合
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
大小，综合考虑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
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四要准确把握
当事人是否具有可归责事由，比如疫情
导致合同义务不能履行时，一方当事人
是否尽到及时通知义务，另一方当事人
是否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等。
五要准确把握合同解除和变更条件，严
格适用法定解除合同事由。

四是明确举证责任规则。依法妥
善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运用
举证责任规则。《意见》要求，当事人主
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
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
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
举证责任。就通知义务的履行，《意
见》进一步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
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
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
应举证责任。

问：《意见》在劳动者、消费者权益
以及中小微企业保护方面，作了哪些
规定？

答：《意见》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在强调依
法平等保护的同时，也专门对劳动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帮
扶等作了规定。

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法
律对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禁止就业
歧视作了相应规定。在此基础上，《意
见》明确，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
动者来自湖北等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
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同时就相关劳动争议案件
的处理，《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正
确理解和参照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制定的在
疫情防控期间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的政
策文件，切实加强对劳动者工资福利
待遇等合法权益的保障。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意见》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
偿制度，严厉惩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
物品以及食品、药品的行为，维护社会
市场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中小微企业司法保护方面，《意
见》强调，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可以采取灵
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比如，在保
障申请人权利前提下，能够“活封”的，
尽量不“死封”，切实减少对困境企业
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企业申请诉讼
财产保全的，可以采取第三人保证担
保、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等灵活的财产
保全担保方式，尽量减轻企业经济负
担，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除中小微企
业外，对于陷入困境的个体工商户也
需要司法保护和帮扶，《意见》对此也
予以规定。同时，《意见》还要求，人民
法院要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
调，支持用人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依
法依规采用灵活工作方式。

此外，《意见》提出，对于受疫情影
响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或者诉讼
参加人，人民法院要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除依法依规做好诉讼费用的减、
免、缓外，对于确实需要进行司法救助
的诉讼参加人，要依据其申请，及时采
取相应救助措施。 ⇨⇨下转第四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一）》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 4月 16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
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

法发〔2020〕12号

依法妥善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就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 航

（2020）粤 0106 破7号，本院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

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 2020 年 3月 23日作出（2020）粤 0106 破申 2
号裁定，受理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20年 3月 23日指定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市天河区

车陂经济发展公司管理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20年5月19日前，向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11号建和中心 17楼

ABC 室 ；联 系 人 ：杨 武 ；联 系 电 话 ：13682293955；传 真 ：020-
38795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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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市天河区车陂经济发展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6
时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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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15 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市第三煤矿有限公司

申请广州市永大光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光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根据审计报告显示，截止于 2019年 7月

15 日，永大光公司资产总额为 3,073,668.19 元，负债总额为 46,
524,400.83 元，所有制权益总额为-43,450,732.64 元。在公告期

内，广州市第三煤矿有限公司等 2 位债权人申报了债权，经本院

裁定确认该债权金额为 69,227,835.51元。本院认为，永大光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资不抵

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 4月 3日裁定宣告永大光公司破产。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裁定受理湖北楚源泉旅游生态农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指定

湖北楚源泉旅游生态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湖北楚

源泉旅游生态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北楚源泉旅游

生态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8 月 1 日前，

向湖北楚源泉旅游生态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清溪路 2 号，邮政编码:441600，

联系人：刘杨、刘海涛，联系电话：13177236920、0710-582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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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源泉旅游生态农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楚源泉旅游生态农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15日，本院根据枣阳市万盛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枣阳市欣宸纺织有限公司裁定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

2020年1月8日，枣阳市欣宸纺织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3611128.08
元，负债总额为46110745.88元，资产负债率为338.77%。本院认为，枣

阳市欣宸纺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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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裁定宣告枣阳市

欣宸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裁定受理吉林省沃

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指定

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于2017年11月28日发布（2017）
吉2403破字1号公告，并于2018年2月8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根据破产工作需要，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

14日发布（2017）吉2403破字1－1号公告，公告通知，将于2020年6
月16日上午9时在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会议内容主要是通报债权债务核查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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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

函。 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裁定终止宿迁博远电源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宣告该公司破产。定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5 时在本

院二楼大法庭召开宿迁博远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出

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明或授权委

托书。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5 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赤峰北工合

金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指令

本院审理此案。查明，2019 年 5 月 14 日，管理人接管了该公司的

财产和账册。根据内蒙古诚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该

公司存在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金、民间借贷款、货款、税款无

力偿还。现赤峰北工合金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 15，800．

000．00 元，负债总额 23，690，373．08 元，负债均已到期。该公司

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二 0 二 0 年三月三十日裁定宣告赤峰北工合金钢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指定清算组担任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管

理人（内蒙古振昊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和明资产清算公司、内蒙

古德众资产评估事务所、叶建伟为清算组成员，内蒙古振昊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虹担任清算组组长）。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17 时，

向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 10 号蒙伊萨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三楼；邮政编码：010050；联系人：周雨桐、格日乐珠

拉；联系方式：15849569270、15247130240）申报债权。申报材料

应书面说明联系人、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以及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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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5月 20日 15时在内蒙古蒙伊萨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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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因威海靓锦服装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

代为清偿或垫付，公司部分账册等材料缺失，无法进行全面清

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

定，本院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裁定终结威海靓锦服装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二 0二 0年四月二日，本院根据云南良方制药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

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修正案并终止云南良
方制药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诗朗照明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

（2020）浙082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威诗朗照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诗朗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五正律师事务

所担任威诗朗公司的管理人。原定于2020年5月14日上午9时30
分在常山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有三家威

诗朗公司的关联企业需合并破产，工作量较大，另因疫情尚未结束，

为避免人员聚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经管理人申请，本院

决定将威诗朗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

开时间另行通知和公告。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13 日，本院裁定受理绍兴市上虞区铭鑫纸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本院查明：经管理人核查，绍兴市上虞区铭

鑫纸品有限公司现有资产总额 14064.7元，已裁定确认负债总额

15285946.07 元，已资不抵债。本院认为：绍兴市上虞区铭鑫纸品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

宣告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20年 3月 5日裁定宣告绍兴市上虞区铭鑫纸品有限公

司破产。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裁定受理杭州轩昂建设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76610105T，以下简称轩昂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轩昂公司管

理人。轩昂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 6月 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249 号联强大厦 A 座 15 楼浙江国圣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人 ：郑 奕 、袁 樟 盛 ，联 系 电 话 ：13615817298、

15700060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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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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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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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昂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轩昂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第

18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白

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 12月 17日

裁定受理了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威远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本院于 2020年 1月 23日在人民

法院报刊登了关于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注意事项、管理人的名称

及其处理事务的地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

事项的公告。后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取消了原定于 2020年 3月 6日

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根据目前疫情管控情况，宁波智弘电器有

限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0年5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

关第十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B楼

三楼)，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本案由审判员徐文源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魏燕华、洪逸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其他事项同 2020 年 1 月 23
日刊登公告内容一致。 [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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