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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位居全国地级城市前列，各大银

行的常州总部又都位于天宁区内，面对大量的金融案件，天宁区人民法院迎难而上，注重在联动解纷、专业解纷、

高效解纷上下功夫，构筑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天宁防线”。

常州天宁：打好金融纠纷化解的“组合拳”
本报记者 郑卫平 本报通讯员 李 倩 陆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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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网格——
推动调解工作社会化

6 月 10 日，“天宁讲法学堂”第一
课在天宁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天宁讲谈
社”正式开讲。在这堂面向全体讲师的
开题首讲中，主讲人天宁区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王留洪选择了三个释法案
例：好借难还的“套路贷”、钱不由己
的传销、无孔不入的诈骗——无一例外
都与金融纠纷息息相关。

王留洪谈到，依法防控化解金融风
险是个系统工程，离不开群众的参与。
只有不断提高公众对于金融风险的识别
能力，才能筑起防控化解金融风险的真
正防线——“天宁讲法学堂”便在这种
背景下应运而生。天宁区法院优选 60
余名法官与法官助理组建讲师团，精心
选择讲课主题，开列出包括金融风险的
预防、民间融资注意事项等 50 个宣讲
主题，进行“菜单式普法”，旨在通过
广泛宣传法律法规、司法政策、典型案
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意识。

日前，天宁区红梅街道就通过“点
单”方式，主动选择“金融风险的预
防”这一课，邀请“天宁讲法学堂”讲
师走进街道网格开展专题宣讲。金融纠
纷案件专业性强、权责关系复杂，如何
将纷繁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例简化为日常
生活中为群众所知悉的行为方式，天宁
区法院在前期“备课”时颇下了一番功
夫。针对受众的特点，讲师采用通俗易
懂、生动形象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
介绍具体案情，抽丝剥茧出案例中所涉
及的金融风险防范的知识点，并通过即
兴的互动问答等形式增强趣味性与参与
感，让受众能够“坐得住、听得懂、用
得上”，让深奥晦涩的法条法理“飞入
寻常百姓家”。

天宁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君
俊告诉记者，如果说“天宁讲法学堂”
是提高群众法律意识、防范金融风险的

“安全阀”，那么“审务进基层，法官进
网格”就是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
里”、化解金融纠纷的“灭火器”。如何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
金融需求？多元共治的格局很重要，必
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
改变传统的单兵作战局面，联动多方，
共同推进，推动金融纠纷由终端解决向
源头防控延伸。

今年 5 月，天宁区法院与区委政法
委联合发文，就“审务进基层、法官进
网格”工作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力量下
沉、重心下移、服务下倾，将司法职能
与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精准对接、深度
融合，助推金融矛盾纠纷前端化解。

在此基础上，依托天宁区综治办建
立的三级网格体系，天宁区法院进一步
细化方案，建立三级联动对接体系，全院
60 名“网格法官”融网进格，在网格单元
设立“巡回法官工作点”。目前，天宁区法
院在辖区七个街道（镇）全面建立审务工
作站，在十个社区设立诉讼服务点，司法
便民利民窗口前移，实现审务工作直达
一线，点对点、零距离、全覆盖。

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融入
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网格后，老百
姓可以通过调解等方式在家门口就化解
一些事实清楚、争议较小的金融纠纷。

“天宁讲法学堂”的讲师们还会定期向
辖区网格员宣讲金融法律知识、案例和
金融风险防范等内容，由网格员带动身
边群众，达到风险防范的良好效果，使
大量的金融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特邀+培养——
实现调解工作专业化

2015 年，祝先生和虞女士购置了

一套婚房，并向银行进行了贷款。2018
年底开始，祝先生夫妇却不再还贷了。
银行曾多次与他们联系催要，夫妻俩却
始终无动于衷。无奈之下，银行决定宣
布贷款提前到期，并于今年 4 月诉至天
宁区法院，要求祝先生夫妇一次性还清
剩余贷款 57 万余元和产生的相关诉讼
费用。如果不能按时足额履行，银行将
对抵押房产进行折价、拍卖或者变卖。

天宁区法院邀请了银行业资深从业
人员范老师作为特邀调解员，与驻院人
民调解员王老师组成“王牌”调解小
组，运用专业力量助力纠纷调处。调解
现场，祝先生夫妇对范老师和王老师
说，他们只是抱着侥幸心理没有按月还
款，以为银行不会追究。两人都只是工

薪阶层，因为疫情今年收入本就受到很
大影响，确实没有能力一次还清贷款；
家中还有孩子正在读书，一旦卖了房子
一家人就无处安身了。说到情绪激动
时，夫妻俩又时不时指责起了对方。

听了夫妻俩的请求，结合前期所做
的“功课”，特邀调解员们已心中有数，
并形成了一个初步调解方案：夫妻俩将
现有结欠本息限期还清，后续还款仍按
照原合同按月履行。夫妻俩当即表示同
意。随后，范老师又与银行进行沟通，
向他们说明了夫妻俩的现实困难。银行
表示，同意按照限期还清结欠款再继续
按照合同分期付款，但是鉴于夫妻俩的
失信行为，除了要求夫妻俩支出本次诉
讼的合理费用外，还要求加上限制条

款，即如果再次发生逾期行为，则银
行不再给予分期，并直接申请强制执
行全部款项。

范老师将银行的方案转述给夫妻
俩后，一开始夫妻俩还固执地认为银
行诉讼也没有合理费用损失，不愿接
受附加限制条款。范老师耐心地从人
员催收、材料整理、律师代理等方面
向他们做了专业的业务解释和法律释
明。最终，夫妻俩同意支付合理费
用，与银行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这起
纠纷也得到了最圆满的解决。

“特邀调解”是天宁区法院推进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一大妙招。依托
常州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天宁区法院聘请常州市银行业服务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特邀调解组
织，建立特邀调解员名册，邀请银行
业专业人员参与调解，助力案件及时
高效解决。天宁区法院还对专司调解
金融案件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定期的金
融、法律培训，努力提升诉前调解质
效。今年上半年，天宁区法院诉前调
解案件 2171 件，诉前调解分流率达
86.08% ， 其 中 金 融 案 件 诉 前 调 解
1016 件 ， 占 全 部 诉 前 调 解 案 件 的
46.80%。

线上+线下——
推进调解工作高效化

为了灵活周转资金，从事木材生
意的老汤办理了一张大额信用卡。今
年初的疫情打乱了老汤的正常经营，
因订单量骤减、回款变慢，老汤的资
金出现了“真空带”。由于迟迟不能
补上欠款，银行将老汤诉至法院。

天宁区法院人民调解员与老汤沟
通后得知，他正在外省追要货款。老
汤表示，货款要三个月才能到账，希
望银行能宽限些时间。

为尽快促成纠纷化解，调解员
决定将纠纷从线下转到线上，并在

“江苏微解纷”系统中录入了这起案
件的信息。调解员还指导老汤注册
了“江苏微解纷”微信小程序，方
便他随时查看案件信息。

与双方敲定时间后，调解员通
过“江苏微解纷”平台展开了视频
调解，双方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调
解要求。遇到分歧时，调解员便通
过平台的功能按钮与双方分别进行

“背靠背调解”，弥合分歧后再进行
“面对面调解”。经过调解员的不懈
努力，最终双方通过视频“握手”
言和，就还款时间达成一致，并在
线签字确认了调解协议，既帮助老
汤渡过难关，又有力保障了银行的
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双赢”。

早在 2019年 11月，天宁区法院
便在全市法院中率先使用“江苏微
解纷”平台，通过视频成功调解了
一起跨省纠纷。疫情发生后，常州
许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像老汤
一样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天宁区法
院及时转变思路，积极运用“江苏
移动微法院”“江苏微解纷”等平
台，将诉讼服务搬上“云端”，让当
事人足不出户便可解决问题，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
及时、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为
了更好地化解金融纠纷，天宁区法
院还不断壮大“微解纷”队伍。目
前，平台已汇聚了保险、金融等多
家调解组织，律师、专家学者等 30
余名特邀调解员。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宁区
法院已成功利用“江苏微解纷”平
台调解案件 781 件，占同期全市调
解案件量的 33.08%；调解结案 512
件。当事人通过平台，足不出户即
可实现人在家中坐、案件“云”上
调的效果。

天宁区法院院长王留洪在“天宁讲法学堂”进行示范首讲。商 东 摄

2018年 10月 15日，本院裁定受理债务人安徽省测绘用品商
店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10月13日，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已将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的财产分配完

毕，但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请求本院宣告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

破产，并裁定终结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

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符合法定的宣告破产条件。同时，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管理

人提出的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

2020年 10月 13日裁定宣告安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破产，并终结安

徽省测绘用品商店破产程序。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蚌埠天宏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开招募投资者

的公告。2020 年 8月 19 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蚌埠天宏房

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作出(2020)皖破03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蚌埠天宏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重整，并指定

管理人开展各项工作。为公开、公平、公正引入投资者，管理人将

招募事项公告如下：一、天宏公司概况蚌埠天宏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是由股东杨敬静一人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

元，实收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孟杰；法定住所：安徽省蚌

埠市沫河口工业园淝河北路 1号汇智大厦 6楼。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房地产投资；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建材、装饰材料的销售；许

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证资质证经营）。二、招募投资者目的

本次招募投资者旨在完成天宏公司重整，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

利益，化解债务风险，实现资源有效整合。三、招募条件（1）投资者

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

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同时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

单；（2）具有与重整需求相当的经济实力，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具有房地产行业经营管理经验者优先。四、招募流程1、报名时

间投资者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

2、报名地址及联系人（1）报名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沫河口工业园区

淝河北路 1号工业园管委会对面（天尚民都）。（2）联系人：阮律师

13865058618；曹律师 13956344690。3、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1）投

资者符合招募条件的基本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相关资质证书、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未被纳入失信名单证明等信息）；（2）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的承诺函（3）投资意向书（包括投资者参与重整的初步计划和投

资预期等）。上述报名材料应加盖投资者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签章。4、投资意向金：意向投资人报名时需向管理人

缴纳200万元人民币投资意向金。5、报名审核：意向投资者按本公

告规定向管理人正式报名，管理人对报名者进行资质和条件审

核，经审核后的合格报名者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6、尽职调

查：意向投资者与管理人就投资事宜进行洽谈，于双方签订《保密

协议》之日起15日内完成尽职调查，管理人协同公司给予配合；7、
提交方案：尽职调查后的意向投资者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方

案》；8、确定投资者：管理人将根据投资者报名、提交方案等情况，

通过商业谈判或竞争性遴选等合理方式，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督指导下，确定最终的投资者；9、投资者确定后，应按照管理人

要求签署相关协议，其投资意向金（无息）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并在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转为投资价款。未能入

选的投资者，管理人将在结果确定后退还其交纳的投资意向金

（无息），具体退款事宜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五、其他事项本公告最

终解释权归管理人，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或终止投资者招

募。 蚌埠天宏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申请人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荔浦供

电局的申请于 2020年 10月 9日裁定受理广西林业荔浦纸业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9日指定广西诚瑞律师事务

所为广西林业荔浦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林业荔浦纸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年 11月 20日前，向广西林业荔浦纸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广西诚瑞律师事务所，桂林市七星区三

里店广场育才大厦三楼，邮政编码：541001，联系人：黎惟卿，联系

电话：13877375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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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林业

荔浦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西林业荔

浦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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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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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荔浦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邢台市强大防爆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9月 2日裁定受理邢台市强大防爆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强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9月 18日指定邢台千德

清算有限公司为强大公司管理人。强大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

11月 24日前向管理人（地址：邢台市襄都区新华北路华都大厦 1
号楼 4 层，联系人：乔正高杰，邮编：054001 电话：19831995509，

1863209808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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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强大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20年 11月 26日上午 10时在南宫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时间、地点均为暂定，以会前通知为

准，若因疫情原因无法正常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人会提前十五

日另行通知债权人会议时间及召开会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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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相关复印件，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河北]南宫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叶嘤的申请于2020年9月11日裁定受理杭州星沃影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沃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9月12
日指定浙江中瑞唯斯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星沃公司管理

人。星沃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18日前，向星沃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杭州市黄龙路5号黄龙恒励大厦4楼；邮编：310007；
电话：87635223、17858935750（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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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沃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星沃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2 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328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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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负责人身份证个。生人公时顶分八或百灯厂行有八应三可生人公

口目生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0年11
月27日下午2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328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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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如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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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青河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裁定受理青河县新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6月 17日指定清算组

为管理人。新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

向管理人(通信地址:青河县人民法院三楼清算组办公室；联系

人：成誉陇，电话:1509931156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新泰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债权申报期届满后的第 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青河县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

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向管理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身份

证明书，有委托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新疆]青河县人民法院

广州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广州源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已经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9）粤 01 破 132-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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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广州源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华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

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本次分配的破产财产为源华公司名下

位于越秀区杨箕涌以东、港口机械厂内的 14 处未竣工机械车

位，以第七次拍卖保留价确定其价值为 759,693.31 元。参与分配

的债权总额为 39,372,680.74 元。本次分配中债权人未受领的破

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依法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

起满两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

额将由本管理人依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广州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2020）粤 0605 破 45 号，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7 日以（2020）粤

0605 破申 4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有为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物资供销公司
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指定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为佛山

市南海区西樵物资供销公司管理人。有关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物

资供销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佛山

市南海区西樵物资供销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年 12月

2日 9时在本院第三十七审判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

或者授权委托书。管理人的名称：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地址：佛

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100号岭南大厦 16楼；联系人及电话：周

世杰 13702918875；伦嘉泳 13534323931。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2020）川0793民破1号 本院根据四川金达诺科技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8月3日裁定受理四川金达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申请，并指定四川力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科

通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四川金达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群文西街 68 号四川金达诺科技有限公

司；邮政编码：621000；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18281578939）。

2020年8月4日，本院作出（2020）川0793民破1号公告，确定四川

金达诺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18日，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0年 9月 29日上午 9时在四川省绵阳市涪

城区火炬北路附 21号世纪香颂酒店 7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 9月

24日，四川金达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公司外省债权人众多，

且债权申报截止日后仍有邮寄资料寄至为由，向本院申请延长债

权申报期限至2020年10月13日。本院经研究后，同意四川金达诺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申报期限延长至 2020年 10月 13日，并定

于2020年10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火炬北

路附21号世纪香颂酒店7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四川]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3 日，本院根据沈阳中美钻镗机床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沈阳中美钻镗机床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截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沈阳中美钻镗机床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 51755002.78元，负债总额 180524290.87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28769288.09 元，资产负债率 348.81 元%，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月 3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存货类资产评估价值为 222.23万元，设

备类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851.46 万元，合计 1073.69 万元。沈阳

中美钻镗机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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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9月 27日裁定宣告沈阳中美钻镗机床有限公司破产。

[辽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因广西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

了《广西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框

架）》，《广西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表》已

以书面形式通知各债权人且无债权人提出异议，破产财产已分

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

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裁定终结广西鑫隆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广西]象州县人民法院
2017年 5月 5日，本院根据债权人东方电机控制设备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东方电气新能源设备（杭州）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6739869782,以下简称新能源设备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5日，新

能源设备公司账面资产总额 700215942.36 元，账面负债总额

1517996790.40元，所有者权益为-817780848.04元。本院认为，新

能源设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
法应宣告其破产。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裁定宣告东方电气新能

源设备(杭州)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因浙江德衡电子有限公司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也未申请重整或和解，

依法应当宣告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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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30 日裁定宣

告浙江德衡电子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本院根据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霞浦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正秀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宁波正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

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管理人请求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裁定宣告宁波正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宁波正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云0181破1、2号之一本院根据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7月30日分别裁定受理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
贸集团有限公司、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并于2020年

8月 7日分别指定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安

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

限公司管理人、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管理人申请，

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裁定对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

司、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本院此前已

在人民法院报、云南日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分别刊登

公告，要求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安宁市永昌钢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于2020年9月30日前向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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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后果，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

限公司、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10月15日9

时30分，在安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位置:安宁市大屯路五馆一

中心）召开。会议方式为线上（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网址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线下同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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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和会议场地限制，建议债权人通过线上参

加会议。如确需到现场参加会议，每位债权人安排参会人员不得超

过二人，建议安排一人，参会人员应根据当地政府防控疫情要求做

好防疫工作。请各到场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携带身份证明、委托手续

等文件，于当日8:30前到场办理身份核实及参会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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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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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 8月

20 日裁定受理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指定河北冀和律师事务所为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管理人。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11 月 10 日前，向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

州市长江西路 48 号河北冀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杜律师；联系电

话：03183316788、3326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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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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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衡水众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

在衡水市御苑假日酒店（衡水市桃城区胜利西路 65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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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12 月 17 日，本院根据广州自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华南缝纫机零件三厂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华南缝

纫机零件三厂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

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

以公告”。现华南缝纫机零件三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

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4 日裁定宣告华南缝纫机零件三厂破产并终结华南缝纫机零件

三厂破产程序。 [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裁

定受理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指定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清算组担任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

管理人。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前，向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175

号云南省商务厅东附楼 2 楼；联系人：吕飞翔、陈福锐；联系电话：

18687037754、18182945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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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云南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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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

间及地点将另行通知。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

（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粤 0106 民初 2015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被执行人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其运营的“东地产”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中国人小心海外置业

背后的“阿诈里”》一文，足以损害公众对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置业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的印象，

使其的社会评价降低，对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存在负面影响，依上述

判决书，被执行人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在“东地产”微信

公众号刊登向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美亚

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的书面赔礼道歉声明，因被执行

人逾期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判决刊登此道歉

声明。 [广东]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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