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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院当庭裁定一罪犯未退完赃款不予减刑

秦运换等 4 名原审被告人分别被宣告无罪
经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秦运换
非法采挖的兰草系兰属中的蕙兰。
2016 年 10 月 27 日，卢氏县人民检
察院以秦运换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罪，向卢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卢氏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秦运换违
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蕙兰 3 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伐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且属情节严重。公
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秦运换归案后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秦运换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依法可宣告缓刑。遂以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秦运换有期
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00 元。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
未上诉、抗诉，该判决生效。此前，另
三名原审被告人秦帅、黄海峰、肖金山
也因类似的事实、同样的罪名被卢氏县
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后秦运换、秦帅、黄海峰、肖金山
四人以不构成犯罪为由，向卢氏县人民

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依法纠正错误判决
——卢氏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乔文心
11 月 8 日，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
院对 4 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案再审开庭，经评议后当庭宣判，原
审被告人秦运换、秦帅、黄海峰、肖
金山分别被宣告无罪。记者就该案中
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卢氏县人民法
院相关负责人。
问：2016 年 12 月 22 日，卢氏县人
民法院以原审被告人秦运换犯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3000 元。今天，本案被宣告无罪。
请问，当时错判的原因是什么？
答：非常感谢社会公众和媒体朋

友们对本案的持续关注。在 2017 年 4 月
份，我们就作出过承诺，要组织人员认
真研究兰草案，回应舆论关切。今天，
我们宣告秦运换等四位当事人无罪，就
是履行当初的承诺，以坦诚的姿态承认
自己的错误，以公开的方式还当事人一
个清白。
我们认为，发生错判的主要原因，
在于对蕙兰是否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存在认识上的错误。
我国关于植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规
定，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我
国在 1980 年 12 月 25 日加入 《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称 《华盛

顿公约》），该公约自 1981 年 4 月 8 日
在我国生效，蕙兰属于 《公约》 附录二
中所列植物物种。国务院于 1996 年 9 月
30 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 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与保护野生植物有关的国际
公约与本条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
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
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规定。1999 年 9 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家林业局
和农业部发布实施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 （第一批）》，蕙兰不在该批
名录之中。据此，可以认为，我国认定
《华盛顿公约》 中规定的蕙兰，不属于

芬兰美卓起诉国内一公司两侵权案索赔620万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一审全额支持芬兰公司赔偿诉请
王治国
在两起涉自贸案件中，被告辽宁沈
阳一家矿机制造公司确定侵权无疑，但
被告侵权获利及原告损失均难以确定。
怎么办？本案合议庭综合考量多种因
素，特别是结合被告微信公众号宣传情
况，在被告公司不能提供证据否认宣传
真实性的情况下，对两起案件均顶格判
赔经济损失 300 万元，加上合理费用 20
万元，合计 620 万元，全额支持了原告芬
兰美卓公司的赔偿诉请。
今天下午，原告方、正在上海参加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芬兰美卓公
司矿山服务总裁 Mikko Keto 先生也出
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现场。他表示，法院的公正判决，体现
了中国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更
加坚定了公司在华加大投资、拓展兴业
的信心。

擅用商标还上微信公号宣传
芬兰美卓起诉索赔 620 万
美卓公司系一家芬兰矿山机械生产
企业，是“美卓”
“METSO”，以及“西蒙
斯”
“Symons”
“诺德伯格”
“Nordberg”
“巴
马克”
“Barmac”系列商标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人，在上海自贸区也注册了一家分
公司。针对沈阳山泰矿山机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沈阳山泰破碎粉磨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下称山泰公司）虚假宣传及商
标侵权等情况，2017 年 11 月，该公司向
浦东新区法院提起了两个诉讼，其中虚

假宣传、商标侵权情节相似。
在涉“美卓”
“METSO”商标侵权纠
纷案中，美卓公司称，
山泰公司与其既无
合作亦无授权关系，却在微信公众号等
发布信息，声称与美卓公司存在 20 年的
许可关系，持有美卓图纸，
可以生产原装
美卓产品，宣称“美卓质量、美卓质保、美
卓一半的价格，都可以从山泰获得；
美卓
有的，我们同样也有。”山泰公司将其生
产的破碎机及备件产品称为“美卓”或
“Metso”产品，并抄袭原告独有的命名和
编号系统，构成虚假宣传。
美卓公司还发现，山泰公司官网及
微信公众号对其破碎机和备件等产品的
文字描述，擅自使用“美卓”
“Metso”商
标，在破碎机等产品的宣传图片上、在其
员工 facebook 账号上，以在产品图片上
添加水印的方式突出使用“Metso”商标，
在微信公众号、展会的宣传海报及其员
工发送的产品宣传册上突出使用美卓商
标，侵害了其商标权。
美卓公司请求，判令山泰公司立即
停止虚假宣传行为，停止侵害原告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
响，赔偿经济损失 300 万元，合理费用 10
万元。

被告承认侵权行为但称未造
成损失不应赔
山泰公司辩称，
收到诉状后，
已停止
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官网上被控侵权行

为已停止，或进行了整改。被告并不知
晓原告注册商标 ，并无侵权的主观故
意。被告公司在历史上曾与原告美卓公
司的前身美国 Rexnord 公司签订过技术
协议，
因此在宣传时提到这段历史，
但工
作人员使用时确实存在夸大情形。
山泰公司称，原告产品型号系行业
内通用名称，被告在这些产品型号前加
上“ST”字样，目的是为了起到区分的作
用。因法律意识欠缺，被告根据客户提
供的图纸和要求贴附的标签生产了产
品。但涉案商标原告并未使用，仅在 3
台破碎机产品及部分小配件上使用了原
告部分商标，
且被告并未扩大加工量。
山泰公司认为，公司确实存在虚假
宣传行为，但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关于虚假宣传的规定，也不构成不正当
竞争行为。原告美卓公司并无证据证明
被告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2016 年美卓
公司销售额非常高，可见并未因被控侵
权行为遭受损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所
有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虚假宣传商标侵权
两起案件共赔 620 万元
法院认为，
原被告为同业竞争者，
两
者经营行为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
经审理查明，
被告无原告许可和授权，
亦
未持有美卓技术和图纸，却虚构相关事
实开展宣传。鉴于原告在业内有相当高
的知名度，被告的行为会使相关公众误

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湖南碧灏律师事务所为湖南胜景干黄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南省岳阳市经济技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侯忠涛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 术开发区通海北路科美达 1 号湖南胜景干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区营泰街115号2单元2层1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市西岗 办 公 楼 1 楼 ，联系人：彭国光 13907402076；负责人：欧阳拥军
区人民法院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www.jd.com/；机 13907300765）。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
构名称：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对被执行人侯忠 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涛名下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泰街115号2单元2层1号房产进行 六条规定处理。湖南胜景干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第一次公开拍卖。房屋建筑面积为75.17平方米，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63.78万元，
一拍起拍价格为人民币46万元。
标的详情请见京东司法拍 议将于 2019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
卖平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侯忠涛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子区营泰街115号2单元2层1号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咨询电
本院根据执行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裁定受理湘
话：
张先生18642802881、
吴先生13842839111（每日9时到15时，
节假 西自治州金帆印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除外）联系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日指定湖南四维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8 年 11 月 1 日，本院
根据湘西自治州金帆印务有限公司股东文志群的申请裁定湘西
送达破产文书
自治州金帆印务有限公司重整。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债权人邓智申请湖南仙壶米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案已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万奇服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于2018年9月5日依法裁定受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院指定 6 月 13 日裁定受理杭州协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力公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为湖南仙壶米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协力公司已停止生产，股东下落不明，
人的办公地点为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华北路鑫都宾馆（新银华大酒 无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材料，客观上无法清
店隔壁）401 室，联系人：赵武波（电话13874315185），邹永聪（电话 算。经管理人调查，协力公司资产总额为 0.02 元，负债总额为
15308448339）。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布之日 11420634.02 元，所有者权益为-11420634 元，协力公司不能清偿
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 到期债务，且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0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未审查和确认的 月 26 日裁定宣告杭州协力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杭州协力服
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3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日上午9时在南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因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
称截至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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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0月15日，本破产案件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人民币1214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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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共计人民币108190.69元，债务人财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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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请求本院终结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破产程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第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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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裁定终结浙江森嘉林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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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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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的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截止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南]南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9 月 27 日，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获得
（2018）湘 06 破 13 号，本院根据湖南胜景干黄酒业股份有限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人组、职工债权组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作出（2018）湘 06 破申 表决通过。本院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由债权人表决通过，重整计
13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湖南胜景干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划符合法定的批准条件。根据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拍卖公告

法 院 提 出 申 诉 。 2018 年 5 月 23 日 ，
卢氏县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书。经
再审查明，现行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 （第一批）》 未将蕙兰列入
其中，即蕙兰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三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只有非法采伐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才构成非法
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原审判决
适用法律错误，卢氏县人民法院决定
再审该 4 起案件，并作出无罪判决。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我国刑法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罪
刑法定。2008 年 6 月 25 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公安机
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对“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
其他植物”
进行了解释，
明确了重点保
护植物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为准。而本案涉及的罪名，
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在 2002 年
12 月 28 日刑法修正案（四）生效后刑
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修改中增加的，故
该罪的保护对象，应根据国家林业局
和农业部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第一批）》予以认定。
总的来说，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
法律适用问题，涉及对我国现行刑
法、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国务院行
政法规等理解适用问题。有关办案人
员在法律适用上把握不准，出现了错
误。经原审被告人申诉，我们发现了
这个问题，故依法予以纠正。

认其与原告具有关联关系，其产品即为
原告产品，
不仅欺骗和误导了相关公众，
还不当攀附了原告企业信誉和商品声
誉，掠夺了原告及其关联企业的商业机
会，
严重损害原告利益，
构成虚假宣传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山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
权？法院认为，被告在微信公众号中发
布的破碎机产品图片上以显著文字标注
“Metso”字样，将其生产的破碎机等产品
称为“美卓”或“Metso”产品，均意图向相
关公众表明其生产的系上述品牌产品，
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法院因此认为，被告理应停止侵
权，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损
失。但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却遇到了困
难，涉案被告侵权获利及原告损失均难
以确定。合议庭认为，原告产品售价较
高，原告企业及产品具有相当高的知名
度，被告主观恶意特别明显，侵权持续
时间较长、经营规模较大，综合以上因
素，结合被告在微信公众号、官网宣传
内容，足以能够证明被告侵权获利之丰
厚。
“被告在微信公众号上宣称，与美
卓及关联品牌的产品交易量和交易金额
非常大，有八十余次提到曾向相关国
家、地区出口或销售给国内客户，其中
所涉国外客户众多，涉及美、日、俄、
加拿大等诸多国家和地区。被告还曾两
次发布文章称已经向世界许多国家出口
数百台西蒙斯圆锥破碎机，并自称每年
为全球几十个大型矿山和采石场提供服
务。”本案审判长杜灵燕说。庭审中被
告表示，微信公众号中的内容系为了宣
传所需，并非其实际获利情况，但未能
提供证据否定自己宣传内容的真实性，
鉴于此，法院最终采纳了原告主张，在
两起案件中均全额支持其赔偿及合理费
用的诉请。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1月9日（总第7520期）
的申请，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作出（2015）浙杭商破字第 5 号
民事裁定，批准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中高柴
油机重工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本院根据王宇的申请于2018年9月18日裁定受理北京银盾思创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9月29日指定北京市中
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
北京银盾思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北京银盾思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泰大厦21层、
19层、
10层；
邮
政编码：
100028；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萌13102057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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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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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盾思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银盾思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亮的申请已裁定受理北京锦绣年华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锦绣年华公司”
）的公司清算纠纷一案，
并依法指定北京
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
王一静担任清算组组长。
锦绣年华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锦绣年华公司清算组（地址：
北京市朝
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188室，
邮编：
100021；
联系人：
王一静，
电话：
0106532558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
以在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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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绣年华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锦绣年华公
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债权申报期限届满次日起第16
日上午9时在本院39法庭（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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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享有相应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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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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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远程视频审理两起减刑案

河南卢氏县法院对4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再审开庭
本报三门峡 11 月 8 日电 （记
者 乔文心） 今天，河南省卢氏县人
民法院对 4 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案再审公开开庭审理，经评议后
当庭宣判，原审被告人秦运换、秦
帅、黄海峰、肖金山分别被宣告无
罪。
2016 年 4 月 22 日，秦运换在卢
氏县徐家湾乡松木村八里坪组柿树沟
林坡上采挖兰草一丛三株，返回途
中，被卢氏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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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11 月 8 日电 （记者周
瑞平 通讯员 高监一）今天上午，
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采用三方远程
视频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两起减刑案
件，
并当庭宣判。
罪犯周建国原系铜陵市人民医院
财务科会计，现在安徽省庐江监狱服
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作出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建
国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追缴的
赃款 89.6 万余元返还铜陵市人民医
院，未追回的非法所得 658 万余元继
续追缴。被告人周建国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审理期间，周建国申请撤回
上诉。
执行机关庐江监狱在减刑建议书
中提出，罪犯周建国在服刑期间确有
悔改表现，
符合减刑条件，
建议将罪犯
周建国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二十
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
检察机关提出，罪犯周建国不符
合法定减刑条件，
应不予减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周建国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 交 付 执 行 ，服 刑 期
间，
能够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
接
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
业技术教育，
积极参加劳动，
完成劳动
任务。至 2018 年 4 月，获得庐江监狱
表扬奖励 6 次。法院另查明，2018 年 5
月 8 日，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说
明》，对周建国未追回的赃款 658 万余
元，该院已执行 43.5 万余元，剩余部分
因周建国家庭无财产可供执行，待有
财产时继续执行。
法院认为，周建国系职务犯罪罪
犯，
对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
的认定，
依法应当考察其是否有积极退赃的行
为。周建国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追缴其违法所
得的财物。判决生效后周建国至今仍
有赃款 614 万余元没有退出，不能认
定其有积极退赃的行为，应认定其不
构成“确有悔改表现”，不符合法定的

减刑条件。当庭裁定对罪犯周建国不
予减刑。
罪犯王国成因犯贩卖毒品罪、容
留他人吸毒罪，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被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执行机关庐江监狱提出，罪犯王
国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
减刑条件，
建议予以减刑。
法院审理认为，罪犯王国成在服
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
法规及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积极参加
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
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至 2018 年 4 月，
获得庐江监狱表扬奖励 6 次，确有悔
改表现，
符合减刑条件，
当庭裁定将罪
犯王国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
夺政治权利七年。

■新闻链接■
此次庭审采用三方远程视频方式
进行，
法官在安徽高院第六法庭审理，
检察员在安徽省检察院办公室发表对
罪犯减刑的出庭意见，执行机关代表
及罪犯在庐江监狱狱内科技法庭参与
庭 审 。 视 频 信 号 高 清 ，全 程 录 音 录
像。庭审结束后，书记员将庭审笔录
远程传输至监狱科技法庭，打印后让
罪犯当庭签字确认。
据介绍，目前，安徽省 20 所监狱
已全部建成狱内科技法庭，全部具备
与法院连线的远程视频开庭功能，并
实现了与部分检察院的三方远程视频
开庭。远程视频庭审作为传统庭审方
式的延伸和补充，
节约了司法成本，
提
高了案件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全省法
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五个一律”
工作要求，
充分运用信息化科技成果，
全面推进案件审理公开透明，确保减
刑假释案件审理在阳光下运行，不断
提升减刑假释工作司法公信力。

江西广昌“菜刀帮”涉黑案二审宣判
黑老大蔡某获刑十七年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 报 南 昌 11 月 8 日 电 （记 者
胡佳佳 通讯员 元春华 张 鹿）
今天，江西广昌“菜刀帮”蔡某等人
涉黑案在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二审公开宣判，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十罪并罚，判处蔡
某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
19 名骨干成员、一般成员及同案犯
分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20 世纪 90 年代，
上诉人蔡某开始网罗、笼络同乡、当
地游手好闲及两劳释放人员，形成以
自己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长期盘
踞广昌县，称霸一方，号称“菜刀帮”。
至 2000 年左右，逐步形成以蔡某为
首，层级明晰、结构稳定、等级森严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蔡某系该组织的发
起者和领导者，对该组织具有绝对的
权威和决定权。余某等人直接听从蔡
某指挥为骨干成员，陈某等人为其他
参加者。蔡某通过发工资、提供吃住
等笼络人心，维系组织成员，以辱骂、
恐吓等暴力、威胁手段控制组织人员，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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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
业证。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
2018年4月26日，
大庆
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以（2018）黑0602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受理了
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黑龙江华兴
律师事务所担任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该公
司强制清算工作。
现清算组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
大庆市天宝
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
逾期申报债权的，
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二、
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步
的法律行动。三、从即日起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作
废。
四、
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定于2018年12月26日
上午9时在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二楼第1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请各位债权人按时参加。
清算组办公地址（债权申报地
址）：大庆市让胡路区昆仑唐人中心A公寓921室。联系人：伊律师13936859150。
大庆市天宝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
常熟市鼓风机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6年3月30日决议解散公
司，
并于同日决议成立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请
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发布之日45日内，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清算组联系方式：
13706230790；
清算组联系人：
王增华；
寄信地址：
常熟市梅李镇梅西路
34号，
常熟市鼓风机有限公司。 常熟市鼓风机有限公司清算组

送达司法鉴定书
韩习文、
张敬亮：
本院受理的庞观全诉韩习文、
张敬亮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本院决定对申请人庞观全的二次手术费用进行鉴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通知你们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到沧县人民法院技术室参与选择确定鉴定机构。
逾期不到场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河北]沧县人民法院
刘影：本院受理原告刘海阳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刘海
阳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采用暴力等方式进行惩戒，致使该组
织内的人员不敢轻易离开。
蔡某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聚集
组织成员，多次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
法拘禁、强迫交易、虚开发票、妨害公
务等犯罪行为以及数十起违法行为，
非法垄断广昌砂场、石场等行业，
并致
多人受伤及财产损失，严重破坏了当
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部分受害
人畏惧于该组织的淫威，
不敢报案，
被
迫离开广昌。以蔡某为首的黑社会组
织通过砂场垄断及其他非法活动，非
法获利达 5000 万余元，部分款项以股
份、工资、零用钱、吃喝玩乐的方式分
发给组织成员，或用于组织成员违法
犯罪后的善后支出，以维系该组织的
生存与发展。
抚州中院审理后认为，以蔡某为
首的犯罪组织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
性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
组织。对蔡某等 16 名上诉人、原审被
告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
予以维持。对陈某等 4 名上诉人、原
审被告人，因原审未充分考虑到未成
年人、从犯等量刑情节，依法予以改
判，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
选择鉴定机构，如未按时参加，将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的权
利。
[吉林]敦化市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江蒲芳：
本会于2018年1月12日受理的申请人胡正奇与被申请人江
蒲芳的租赁合同争议案，
案号为：
2018000001430，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
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组庭通知书、
开庭通知
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及答辩
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和10日内，
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武昌分会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联系人：
史册；
联系电话：
027-88914067。 武汉仲裁委员会
桑植县撒禾坪煤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董明胜、
皇楚进诉你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失业保险金损失赔偿等劳动争议一案，
因无法
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
书、
答辩通知书、组庭人员和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1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湖南省桑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
赵龙：
申请人衡阳冠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赵龙商品房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会已依法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衡仲裁字第60号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5 日
石磊（230805198810190219）：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江西盛汇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被申请人）之间租赁合同纠纷仲裁案[（2018）洪仲
字第0012号]，
现已审理终结，
裁决结果为：
（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欠
付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合计290460元；
（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违约
金596563.2元；
（三）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40000元、
公证费
6000元、
公告费2000元；
（四）申请人预交的本案仲裁费18949元（其中案件
受理费14517元、
案件处理费4432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并由被申请人径付
申请人；
上述（一）、
（二）、
（三）、
（四）项裁决被申请人应承担的支付金额合计
为935023.2元，
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一次
性履行完毕。
本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
你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会（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440号卫生大厦9楼）领取裁决书，
逾期
则视为送达。
本会联系电话：
0791-86735075。 南昌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