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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发布的征收拆迁典型案例（第二批）
一、王风俊诉北京市房
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
（一） 基本案情
2010 年，北京市房山区因轨道交通
房山线东羊庄站项目建设需要对部分集
体土地实施征收拆迁，王风俊所居住的
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户院宅在册人
口共 7 人，包括王风俊的儿媳和孙女。
因第三人房山区土储分中心与王风俊未
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遂向
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以下简称房山区住建委）申请裁决。
2014 年 3 月 6 日，房山区住建委作出被
诉行政裁决，
以王风俊儿媳、孙女的户籍
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
不符合此次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方案中
确认安置人口的规定为由，将王风俊户
的在册人口认定为 5 人。王风俊不服诉
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应的行政裁决。
（二） 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王风俊儿媳与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
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被诉的行政裁
决对在册人口为 5 人的认定并无不当，
故判决驳回王风俊的诉讼请求。王风俊
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
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关“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
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
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入户、分户，
但因婚
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
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
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
的规定，王风俊儿媳因婚姻原因入户，
其
孙女因出生原因入户，不属于上述条款
中规定的暂停办理入户和分户的范围，
不属于因擅自办理入户而在拆迁时不予
认定的范围。据此，被诉的行政裁决将
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 5 人，属于
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
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的行政裁决，并责
令房山区住建委重新作出处理。
（三） 典型意义
在集体土地征收拆迁当中，安置人
口数量之认定关乎被拆迁农户财产权利
的充分保护，准确认定乃是依法行政应
有之义。实践中，有些地方出于行政效
率等方面的考虑，简单以拆迁户口冻结
统计的时间节点来确定安置人口数量，
排除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
业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特殊情形，
使得某些特殊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
理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合法权益得
不到应有的保护。本案中，二审法院通
过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
为，正确贯彻征收补偿的法律规则，充
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体现了
国家对婚嫁女、新生儿童等特殊群体的
特别关爱。

二、孙德兴诉浙江省舟
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补偿案
（一） 基本案情
2015 年 2 月 10 日，浙江省舟山市
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
作出普政房征决（2015）1 号房屋征收决
定，对包括孙德兴在内的国有土地上房
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在完成公告房屋
征收决定、选择评估机构、送达征收评估
分户报告等法定程序之后，孙德兴未在
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未在规定期
限内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且因孙德兴的
原因，评估机构无法入户调查，完成被征
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评估
工作。2015 年 5 月 19 日，普陀区政府作
出 被 诉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并向 其 送

达。该补偿决定明确了被征收房屋补偿
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数额，决定被
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
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及其他事
项。孙德兴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
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 裁判结果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
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证所载内容并结合前期调查的现
场勘察结果，
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
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等，
并据此作出涉案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
告，确定了评估价值（不包括装修、附属
设施及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因孙
德兴的原因导致无法入户调查，评估被
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
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载明对于被征
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
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此符合《浙江
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
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未损害孙德
兴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了孙德兴的
诉讼请求。孙德兴提起上诉，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 典型意义
评估报告只有准确反映被征收房屋
的价值，被征收人才有可能获得充分合
理的补偿。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行
政机关和评估机构依法依规实施评估，
同时也离不开被征收人自身的配合与协
助。如果被征收人拒绝履行配合与协助
的义务导致无法评估，不利后果应由被
征收人承担。本案即属此种情形，在孙
德兴拒绝评估机构入户，导致装饰装修
及房屋附属物无法评估的情况下，行政
机关没有直接对上述财物确定补偿数
额，而是在决定中载明经入户按实评估
后按规定予以补偿，人民法院判决对这
一做法予以认可。此案判决不仅体现了
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值得注
意的是，以个案方式引导被征收人积极
协助当地政府的依法征拆工作，依法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王江超等 3 人诉吉
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一） 基本案情
2010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批
复，同意对向阳村集体土地实施征收，
王江超等 3 人所有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
围。后王江超等 3 人与征收部门就房屋
补偿安置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2013
年 11 月 19 日，长春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2015 年 4 月 7
日，经当地街道办事处报告，吉林省建
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作出鉴定，认定涉
案房屋属于“D 级危险”房屋。同年 4
月 23 日，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以下简称九台区住建局） 对涉案
房屋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在催告、限期
拆除未果的情况下，九台区住建局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
制拆除行为。王江超等 3 人对上述紧急
避险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
院判决确认该紧急避险决定无效、责令
被告在原地重建房屋等。
（二） 裁判结果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紧急避险决定所涉的房屋建筑位于
农用地专用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内，应
按照征收补偿程序进行征收。九台区住
建局作出紧急避险决定，对涉案房屋予
以拆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
违法。一审判决撤销被诉的紧急避险决
定，但同时驳回王江超等 3 人要求原地
重建的诉讼请求。王江超等人不服，提
起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涉案房屋应当由征收部门进行补偿
后，按照征收程序予以拆除。根据 《城

送达破产文书
2018年5月3日，本院根据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市
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写字楼 6 层 6K；联系电话：01084893636/84893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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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德信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23日下午14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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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因深圳融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和公司”)下落不明，
财务资料缺失，导致公司无法清算。依据管理人对现有财产及负债
的调查结果，可以认定融和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融和公
司现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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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裁定宣告深圳融和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融和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年 7 月 5 日，本院根据中海外江苏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江苏金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截止 2018 年 2 月 23 日，被申请人江苏金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可
评估资产总额为 6417200 元，管理人已确认该公司负债总额为
8122371.98 元。本院认为，被申请人江苏金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相关要求，提出
危房鉴定的申请主体应当是房屋所有人
和使用人，而本案系当地街道办事处申
请，主体不适格；九台区住建局将紧急
避险决定直接贴于无人居住的房屋外
墙，送达方式违法；该局在征收部门未
予补偿的情况下，对涉案房屋作出被诉
的紧急避险决定，不符合正当程序，应
予撤销。但王江超等 3 人要求对其被拆
除的房屋原地重建的主张，不符合该区
域的整体规划。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三） 典型意义
在行政执法活动尤其是不动产征收
当中，程序违法是一种常见多发的违法
形态。本案中，被告为了节省工期，对
于已经启动征地程序的房屋，错误地采
取危房鉴定和强制拆除的做法，刻意规
避补偿程序，构成程序滥用，严重侵犯
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此种借紧急避险
为由行违法强拆之实的情形，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行为，彰显了行政诉
讼保护公民产权的制度功能。此案的典
型意义在于昭示了行政程序的价值，它
不仅是规范行政权合法行使的重要方
式，也是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机
制。在土地征收当中，行政机关只有遵
循行政程序，才能做到“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才能体现以人为
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和谐
拆迁，才能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的要求。

四、陆继尧诉江苏省泰
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
处强制拆除案
（一） 基本案情
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
（现济川街道） 南郊村张堡二组 138 平
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
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
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
木，建设附着物。2015 年 12 月 9 日上
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
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
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 （以下
简称街道办） 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
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
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
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
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
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
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
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
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 裁判结果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
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
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
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
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
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
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
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
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
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
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
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
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
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
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
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
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
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
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 典型意义
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
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
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
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裁定宣告江苏金阳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破产。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杨建林的申请于2018年4月3日裁定受理江苏巨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江苏苏沪律师事务所
为该公司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6月15日前向江苏苏沪
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宿迁市洪泽湖路府苑小区A幢204室；邮政编
码：223800；联系电话：15850913333王峰）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江苏巨
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该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午
9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
件。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盐城扬歌电声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27日裁
定受理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同日指定江苏辰庚律
师事务所为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前，
向江阴市丰鸣宇电
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无锡市县前西街168号产业集团大厦3
楼；
邮政编码：
214031；
联系人：
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侯杨，
13373669795）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阴市丰鸣宇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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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黄淑琼的申请于2018年4月27日裁定受理江阴市升德
美橡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无锡东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体为江阴市升德美
橡胶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阴市升德美橡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至2018年7月27日前，向江阴市升德美橡胶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海澜国贸大厦17层C座；
邮政编码：
214400；
联系人：丁焕、蔡小丽，0510-81615070、15061550112、15061783583）
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
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江阴市升德美橡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
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按照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
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
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
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
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如何在
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
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如何
破局？如何做到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充
分保护诉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是人民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本
案中，人民法院注意到强拆行为系动迁
的多个执法阶段之一，通过对动迁全过
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得出被告街道办
具有推进动迁和强拆房屋的动因，为行
为主体的推定奠定了事理和情理的基
础，为案件处理创造了情理法结合的条
件。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
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
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
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
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
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
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
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

五、吉林省永吉县龙达
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
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
（一） 基本案情
2015 年 4 月 8 日，吉林省永吉县人
民政府 （以下简称永吉县政府） 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决定对相关的棚户区实施
改造，同日发布永政告字 （2015） 1 号
《房屋征收公告》 并张贴于拆迁范围内
的公告栏。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 （以
下简称经销处） 所在地段处于征收范
围。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永吉县
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作出选定评估机构的
实施方案，并于 4 月 30 日召开选定大
会，确定改造项目的评估机构。2015
年 9 月 15 日，永吉县政府依据评估结
果作出永政房征补 （2015） 3 号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经销处认为，该征收补偿
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评
估机构的选定程序和适用依据不合法，
评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诸多问
题，故以永吉县政府为被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撤销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二） 裁判结果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
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依据的评估报告从
形式要件看，分别存在没有评估师签
字，未附带设备、资产明细或者说明，
未标注或者释明被征收人申请复核评估
的权利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形式问题；
从实体内容看，在对被征收的附属物评
估和资产、设备评估上均存在评估漏项
的问题。上述评估报告明显缺乏客观
性、公正性，不能作为被诉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的合法依据。遂判决撤销被诉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永吉县政府 60
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永吉县政府不
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以与一审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三） 典型意义
在征收拆迁案件当中，评估报告作
为确定征收补偿价值的核心证据，人民
法院能否依法对其进行有效审查，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能否得到实质
解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
分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对评估报告
的审查是严格的、到位的，因而效果也
是好的。在认定涉案评估报告存在遗漏
评估设备、没有评估师的签字盖章、未
附带资产设备的明细说明、未告知申请
复核的评估权利等系列问题之后，对这
些问题的性质作出评估，得出了两个结

论。一是评估报告不具备合法的证据
形式，不能如实地反映被征收人的财
产情况。二是据此认定评估报告缺乏
客观公正性、不具备合法效力。在上
述论理基础上撤销了被诉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并判令行政机关限期重作。本
案对评估报告所进行的适度审查，可
以作为此类案件的一种标杆。

六、焦吉顺诉河南省新
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
收管理案
（一） 基本案情
2014 年 6 月 27 日，河南省新乡
市卫滨区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卫滨区
政府） 作出卫政 （2014） 41 号 《关
于调整京广铁路与中同街交汇处西北
区 域 征 收 范 围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
《调整征收范围决定》），将房屋征收
范围调整为京广铁路以西、卫河以
南、中同大街以北 （不包含中同大街
166 号住宅房）、立新巷以东。焦吉
顺系中同大街 166 号住宅房的所有权
人。焦吉顺认为卫滨区政府作出 《调
整征收范围决定》 不应将其所有的房
屋排除在外，且 《调整征收范围决
定》 作出后未及时公告，对原房屋征
收范围不产生调整的效力，请求人民
法院判决撤销 《调整征收范围决定》。
（二） 裁判结果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卫滨区政府作出的 《调整征收范围决
定》 不涉及焦吉顺所有的房屋，对其
财产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焦吉顺与
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遂
裁定驳回了焦吉顺的起诉。焦吉顺提
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 典型意义
在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意识特
别是诉讼意识持续高涨是社会和法治
进步的体现。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具有诉的利
益及诉的必要性，即与被诉行政行为
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人民法院要
依法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对当事人
权利义务造成影响？是否会导致当事
人权利义务发生增减得失？既不能对
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影响视而不见，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诉权；也不得虚
化、弱化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受理
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条
件的案件，造成当事人不必要的诉
累。本案中，被告卫滨区政府决定不
再征收焦吉顺所有的房屋，作出了
《调整征收范围决定》。由于 《调整征
收范围决定》 对焦吉顺的财产权益不
产生实际影响，其提起本案之诉不具
有值得保护的实际权益。人民法院依
法审查后，裁定驳回起诉，有利于引
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保护和规范
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七、王艳影诉辽宁省沈
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
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
（一） 基本案情
2011 年 12 月 5 日，王艳影与辽
宁省沈阳市东陵区 （浑南新区） 第二
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房屋
征收办） 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安置协议，选择实物安置的方式
进行拆迁补偿，并约定房屋征收办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前交付安置房屋，
由王艳影自行解决过渡用房，临时安
置补助费每月 996.3 元。然而，房屋
征收办一直未履行交付安置房屋的约
定义务。2016 年 5 月 5 日，王艳影与
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相关协议，选择
货币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其实际收到

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
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江西天祥通用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年5月20日，本院根据威海市庆威建材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债务人威海嘉泰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
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6日（总第7353期）
人 现 有 资 产 总 值 314486368 元 ，已 确 认 的 债 务 数 额 为
有人应当向江阴市升德美橡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677634644.39 元，尚在核查中的债务数额为 1276340615.36 元，以
本院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上两项负债总计 1953975259.75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威海嘉泰制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出席会议 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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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 当依法宣告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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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4 月25 日裁定宣告债务
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8日，
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终结 人威海嘉泰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依法裁定受理莱芜华诚丽都房地产开
破产清算程序的申请，
称其已按本院（2017）苏0281破7号之三号民事
裁定书确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另未办结事务 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裁定对莱芜华诚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
的后继处理与本案终结互不影响，
为此请求本院先行终结江阴安冉服 行重整。重整期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江阴安冉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4月2日，莱芜华诚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
已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未办结事务的后继处理与本破产清算程序终 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经本院审查认为，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
结也互不影响。为此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划草案已经经过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具有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结江阴安冉服 可行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依法
作出（2017）鲁1203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批准对莱芜华诚丽都房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3 月 1 日，本院根据债权人上海元天融资租赁股份有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 [山东]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因山东海润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债务人山东海润电
限公司的申请以及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移送
管辖，裁定受理债务人江西天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 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由，向申请本院裁定
算一案，并已指定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且定于 终结本案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审判楼第二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裁定终结山东海
权人会议。2018 年 3 月 15 日，债务人江西天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 润电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务人齐河县酿酒厂的申请，已于2018
公司以其母公司江西天人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已由破产清算转为
破产重整程序，潜在投资者明确希望一并对江西天祥通用航空 年 4 月 11 日作出（2018）鲁 1425 破 2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齐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等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江西天祥通用航空 河县酿酒厂破产还债，并指定齐河县酿酒厂破产清算工作组为齐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裁定，自 2018 年 3 月 河县酿酒厂的破产管理人（地址：齐河县酿酒厂）。债权人应在
29 日起对债务人江西天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尚 2018 年7月5日前，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向 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
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技术开发区君山大道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181 号天人集团二楼管理人办公室；邮政编码：343000；联系人及 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9时在齐河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
[山东]齐河县人民法院
电话：张钰、凌军（17779655223）〕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 届时，所有债权人应准时出席。
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裁定受理陕西天源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

公 告

补偿款 316829 元，并按每月 996.3 元
的标准领取了至 2016 年 5 月的临时
安置补助费。其后因政府发文调整征
收职责，相关职责下发到各个功能区
管理委员会负责。王艳影认为按照
《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 第三十六条有关超期未回迁的
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沈
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浑南商贸区管委会） 未履行足
额支付其超期未回迁安置补助费的职
责，遂以该管委会为被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止的超期未回迁
安 置 补 助 费 47822.4 元 （以 每 月
1992.6 元为标准）。
（二） 裁判结果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王艳影以实物安置方式签订的回
迁安置协议已变更为以货币补偿方式
进行拆迁补偿。合同变更后，以实物
安置方式为标的的回迁安置协议已终
止，遂判决驳回王艳影的诉讼请求。
王艳影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在
于浑南商贸区管委会是否应当双倍支
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于 2016 年 5 月
王艳影与房屋征收办重新签订货币补
偿协议时，双方关于是否双倍给付过
渡期安置费问题正在民事诉讼过程
中，未就该问题进行约定。根据 《沈
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法》（2015 年 2 月实施） 第三十六条
第三项有关“超期未回迁的，按照双
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选择货币补
偿的，一次性支付 4 个月临时安置补
助费”的规定，浑南商贸区管委会应
当 双 倍 支 付 王 艳 影 2015 年 2 月 至
2016 年 5 月期间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虑及王艳影已经按照一倍标准领取了
临时安置补助费，二审法院遂撤销一
审判决，判令浑南商贸区管委会以每
月 996.3 元为标准，支付王艳影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的另一倍的
临时安置补助费 15940.8 元。
（三） 典型意义
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以更加柔
和、富有弹性的行政协议方式代替以
命令强制为特征的高权行为，是行政
管理的一个发展趋势。如何通过行政
协议的方式在约束行政权的随意性与
维护行政权的机动性之间建立平衡，
如何将行政协议置于依法行政理念支
配之下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重
要课题之一。本案即为人民法院通过
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权
的行使符合法律要求，切实保障被征
收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中，
当事人通过合意，即签订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确定
了各自行政法上具体的权利义务。行
政协议约定的内容可能包罗万象，但
依然会出现遗漏约定事项的情形。对
于两个行政协议均未约定的“双倍支
付”
临时安置补助费的内容，
二审法院
依据 2015 年 2 月实施的《沈阳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关
“超
期未回迁的，按照双倍支付临时安置
补助费”
之规定，
结合行政机关未能履
行 2011 年协议承诺的交房义务以及
2016 年已协议改变补偿方式等事实，
判令行政机关按照上述规定追加补偿
原告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一
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此案判决明确
了人民法院可适用地方政府规章等规
定对行政协议未约定事项依法“填漏
补缺”的裁判规则，督促行政机关在
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及时准确地适用
各种惠及民生的新政策、新规定，对
如何处理行政协议约定与既有法律规
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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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陕西天源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西安市翠华南路500号佳和中心B
座九层；联系人：耿璐，电话：029-89313163，15991674889)，说明债
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申报的，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对西安煤航印刷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
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该企业的债务人应向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6月29
日在本院第28号法庭召开。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月
18日裁定受理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年3月22日指定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为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人。
请各债权人于2018年6月25日前向四川益德金属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可以选择以下两种申报方式：
第一，
到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办公地点进行现场申报（地
址：眉山市东坡区三苏大道207号银鹏国际6楼；
邮编号码：
620010；
联
系人电话：艾柏杨律师 13778875688，雷娇 18783397987，座机：
0283866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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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债权申报表等资料；
第二，
通过全国企业破产
重整案件信息网查看破产企业相关信息并申报债权，
申报步骤如下：
1、
登
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2、
在网站首页点入债权申报链接，
注册
新成员。
3、
根据提示信息填写申报资料，
上传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眉山东
坡国际大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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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