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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遏制商标品牌创建中的恶俗之
风，让商标品牌创建回归正轨，既有
赖于商标品牌创建者恪守法律和公
序良俗的基本底线，更有赖于司法
惩戒的持续发力。

曾因发布恶俗广告被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检查总队罚款 50 万元的某炸
鸡品牌，今年2月，居然以三名被告使用
其商业标识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
院起诉维权。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宣判，认定原告上海台享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主张保护的商业标识不具有合
法性，亦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
正当法益，无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驳回
了其全部诉请。

如此不择手段地追逐商业利润，自
然只能是“鸡飞蛋打”。法院驳回其全部
诉请的判决，彰显了依法惩戒违反公序
良俗创建商标品牌的司法价值导向，该个
案释放的强烈警示意义，必将有助于倒逼
商标品牌的创建回归公序良俗正轨。

众所周知，商标是用来区别一个经
营者的品牌或服务和其他经营者的商品
或服务的标记，其背后蕴藏了巨大的商业
价值，往往让不少始作俑者总是绞尽脑汁
地去创建与众不同的品牌标识。在这种心
态的驱使下，一些名称奇葩、内容恶俗的标
识被用作商标的行为时有发生，以致违反
公序良俗的商标品牌一再哗众取宠地进入
公众视野，不仅完全违背了商标“不得有害
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
的”法律禁止性规定，而且助长了商标品牌
创建的恶俗歪风，必须零容忍。

有利益诱惑，必然就有铤而走险之
举。不少始作俑者之所以一再挑战公序
良俗底线，热衷于创建恶俗的商标品牌，
其根本缘由在于利益的博弈。平心而论，

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以多种
形式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都属客观正常，
但其基本前提是必须不违反公序良俗。
那种脑洞大开地创建恶俗商标品牌的做
法，既反映了某些始作俑者急功近利心
态下基本商业伦理的丧失，又反映了当
前监管对恶俗创建商标品牌不法行为的
惩戒还没有长出“刚牙利齿”。因此，根治
商标品牌创建中的恶俗顽疾，显然不能
寄望于始作俑者幡然醒悟后的自律，唯
有让司法惩戒及时亮剑，才能真正实现
标本兼治的最大公约数。上海浦东新区
法院在国内首次以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宣
判的这起商标不正当竞争案，最大的现
实针对意义正在于此。

毋庸置疑，遏制商标品牌创建中的恶

俗之风，让商标品牌创建回归正轨，既有
赖于商标品牌创建者恪守法律和公序良
俗的基本底线，更有赖于司法惩戒的持
续发力。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创新
战略部署，商标注册屡创新高，与之俱
来的恶俗创建商标品牌不法行为日益
多发，显然更需要司法通过具体裁决和
典型案例对这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的乱作为进行惩处，从而以司法的坚决
惩戒确保商标品牌创建的风清气正。

总之，只有司法通过具体典型案
例的裁判形成引领依法惩治恶俗创建
商标品牌的标杆后，恶俗创建商标品
牌的不法行为才能无处遁形，商标品
牌创建回归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正轨亦
才有坚实的法治保障。

微言大义

观点 大标的案件顺利执结的几点启示
翟宏伟

以司法惩戒引领品牌创建回正轨
张智全

法治时评 ▷▷
短评

把握解放思想四个维度
周陈华 朱立龙

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
大家谈大家谈

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顺利
执结一起标的额达 6.7 亿元的大案，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起案件申
请人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省分行（简称国开行）及浦发行银
团，被执行人是济源市济晋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简称济晋高速）。6.7亿多
执行款全部到位，用当事人的话说

“没有以物抵债，全部是真金白银！
并且利息、罚息一分没少！”此案收
到了申请人、被执行人、注资收购
人、当地政府等多方满意的执行效
果。如何搞好大标的案件的执行工
作？回顾此案执行全过程，我们有以
下几点启示：

一、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济源
中院执行局受理此案后，院党组及时
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领导进
行了汇报。上级领导高度关注此案执
行工作，提出严格依法办事，确保良
好执行效果的指示要求。市政府相关
领导也积极从中协调，提出可否由政
府收购进行还款的执行工作建议。虽
然此建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
执行，但“引资收购”归还贷款，为
执行工作打开了一条崭新的思路。济
源中院党组高度关注此案，经常听取
执行工作进展汇报，提出有针对性的
要求和建议，并要求全院相关部门提
供坚强的人力、物力保障，为案件顺
利执行开辟绿色通道。

二、服务发展大局是初心。此案
的基本案情是，2007年6月，国开行

及浦发行银团与济晋高速签订合同，
约定向济晋高速出借8亿多元，用来
建设太澳高速公路济源至晋城段。合
同要求，如果济晋高速不按期偿还本
息，国开行将代表银团向其提起诉
讼，并可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以建成
的公路收费权做了质押担保。2016
年5月，由于济晋高速严重违约，国
开行提起诉讼。河南省高院最终作出
判决，要求济晋高速向国开行、浦发
行支付5.4亿多元。此案涉及全市重
点交通项目与国家银行利益，涉及豫
晋大通道的顺利畅通。执行团队明确
指导思想，着眼于全市发展大局，着
眼于维护最佳营商环境，既不能搞地
方保护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查
封、扣押措施把企业逼进死胡同。正
确的办案指导思想，为执行工作指明
了方向。

三、追求最佳效果是目标。当时
济晋高速正处于整改阶段，暂停运
行，没有收入进账，别说本金，连利
息也难以支付。执行团队还了解到，
济晋高速一方面将收费权作了质押担
保，另一方面部分股权也予以了抵
押，济源市部分企业为济源高速也做
过担保，部分债权人也开始起诉济晋
高速。诸多问题交织，案件很容易陷
入僵局。作为申请人，国开行则希望

尽快收回贷款。面临这些矛盾与问
题，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共谋执行良
策。债务问题如何解决？执行团队认
为关键是济晋高速能否正常运行。如
果在执行中，保证其正常运行，这样
贷款就可以一步步还清，这样才是最
佳执行效果。于是，执行团队经过研
讨，一致同意采取灵活的冻结方法。
为了取得申请人的信任与配合，执行
团队先后召集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座谈
会 10 余次，听取双方意见，释明法
院执行思路，最终达成一致。这样，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采取只冻结济晋
高速一部分账户，这样不仅保证了济
晋高速的正常运行，而且银行也能确
保有正常的执行款进账，之后，一笔
笔执行款划到了申请人账户上，执行
目标正步步实现。

四、严格依法办事是基础。在执
行过程中，坚持依法执行，规范执
行，文明执行，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既严格
执法，又讲究策略。在执行过程中，
执行团队先后查询财产 36 次，冻
结、划拨 47 次，作出执行裁定 32
份，全部合法合规，不管申请人、被
执行人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均没有提
出执行异议。严把法律关、事实关，
为执行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

也避免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使案件陷
入旷日持久的异议审查之中，提高了执
行效率。

五、持续攻坚克难是保障。申请人
要求尽快全部执行到位，被执行人重压
之下无力全部还款。面对这个执行难
题，执行团队不懈怠、不放弃，借助全
国解决执行难的东风，发挥联动机制，
保持连续攻坚的锐气、勇气、耐力，想
方设法，强力推动此案执行工作。为了
确保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彻底实现，济源
中院聘请专业的审计机构，对济晋高速
进行审计评估。最初，在联席会议上，
按照市政府提出的执行思路，由政府收
购，进行还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思
路没有走得通。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团队
另辟蹊径，多次与被执行人沟通，讲解全
国执行攻坚的严峻形势，宣传最高法院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
心和目标。动员被执行人利用行业优势，
寻找“婆家”，引入新的投资人。由于在
执行过程中，济源执行局理解企业困难与
困境，把执行工作对企业的影响降到了最
低限度，被执行人深受感动，企业负责人
积极主动配合执行。最终引来了实力雄
厚的山东高速，予以全资收购。这样，
一起6.7亿元的执行大案，得以顺利执
结。

推进解放思想，关键要把握
好理论学习、改革创新、问题导向
和人才要素四个维度，推动法院
工作再上新台阶。

今年以来，江苏法院在省委统一
部署下，扎实推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旨在通过解放思想达到“司法理念
再优化、司法改革再深入、司法能力再
提升、法院工作再发展”目标。

步入新时代，法院工作如何适应
新形势、肩负新使命、开创新局面，就
必须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有力武器，全
力破除思维定式、工作惯性和路径依
赖。笔者认为，推进解放思想，关键要
把握好理论学习、改革创新、问题导向
和人才要素四个维度，推动法院工作
再上新台阶。

要把握好理论学习的始发点。解
放思想不是随意的天马行空，亦非刻意
的标新立异。要自觉将思想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触类
旁通，将理论学习的实然状态与“学懂、
弄通、做实”的应然标准相符合。要将理
论学习变为营养剂，通过深层的思考和
精髓的把握，自觉强化“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变为清醒剂，强化“思想体检”，
对与新思想不适应、不匹配的领域，要
深查细究、找准症结；变为推进剂，以
理论的“金钥匙”破解难题、疏通堵点、
打开关节，实现发展日新月异。

要把握好改革创新的契合点。解
放思想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在除旧中
布新、在开创中立新，这正与改革的目
的和路径不谋而合。当前，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统筹推进人民法院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任务已进入到
攻坚阶段，这就意味着需要更新的精
神状态、更高的能力标准和更严的干
事作风，就迫切地需要解放思想。而改
革落地的过程，又能进一步地推动思
想解放。因此，面对改革可能带来的矛
盾和阵痛，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将顶层
设计的各项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
位，在赢取改革先机中奔向发展的新
高地。

要把握好刀刃向内的着力点。解
放思想的发力必须以责任为圆心，以
问题为靶心，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实
现法院工作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要有一双“慧眼”，善于通过管理、
督查、自查等方式，发现短板弱项，抓
住主要矛盾，进而扭住关键要害、对症
下药。要有一颗“诚心”，借助司法公开
平台，敞开大门倾听意见，让各界成为
法院发展的参谋、益友。要有一股“脚
劲”，勤走基层，在接地气的环境中聆
听第一线的声音，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要把握好人才要素的关键点。干
事创业，关键在人。要强化头雁意识。
领导班子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在
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争做能力的表
率、奋斗的表率，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
为促进作为。要强化考卷意识。对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对照上级部署和党组决
策，目标任务要逐人对照、逐项分解、逐
个督查，确保人人身上有担子，个个肩
上有使命。要强化责任意识。在完善教
学练战于一体的教育培训机制，打造干
警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要尤其突出容错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让干警甩开膀子、
迈开步子，心无旁骛地干事创业，确保
发展根基永固、活力永葆。

大标的案件的执行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服务发展大局是初心，
追求最佳效果是目标，严格依法办事是基础，持续攻坚克难是保障。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电子商务法是对不法者的震
慑与打击，也必然成为代购、微
商产业发展的强大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
法对电子商务者经营活动进行了规
范。什么是电子商务经营者？简单
说，不论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
的代购，还是微信朋友圈里的微商，
或是在直播平台中卖东西的博主，都
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该法规定，不
管是什么代购，都需要营业执照，还
须是采购国和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
需要缴纳税务，偷税漏税需承担刑事
责任；没有中文标签、不是国家认监

委认证工厂生产等奶粉保健品之类不得
销售。

随着网络的普及，代购与微商带动
了网络经济发展，丰富了市场经营活
动，满足了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但是，
这些年代购和微商正悄悄撕下原来温情
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脱缰野马”的狰
狞。更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代购和微
商这种崭新的商业平台坑骗广大善良的
消费者。这是代购与微商发展的危险信
号，必须法治出手进行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

确规范了“电子商务”的内涵，以及各
种责任担当，是对不法者的震慑与打
击，是对善良经营者的保护与促进，笔
者相信，该法必然成为代购、微商产业
发展的强大促进，代购、微商等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必然迎来新时代的美丽春天。

该法指出，如果平台上卖家的商品
有问题，那么平台也得承担责任。这
样，可以督促电商平台认真工作，严格
要求，保证质量，让消费者更加放心。
该法提出，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假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禁止“刷好

评”“删差评”，否则最高罚款 50 万。
这个“不得”与“罚款”，可以让那些
不法者望而生畏，远离造假，从而让我
们消费者不被陷阱坑害；该法规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收取押
金的，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
序，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
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符合押金退还条
件的，应当及时退还。这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最好保障，保障消费者权益，消费
者才能更青睐电子商务，才能让电子商
务获得强大的消费者队伍。

代购和微商有“法”才能发
殷建光

网贷平台花式包装须防范

“国资参与”“上市公司入股”“知名
风险投资”……不少P2P网贷平台大肆
宣传其高大上的“背景”。随着近期网贷
领域一些平台层层花式包装被揭穿，暴
露了虚假宣传误导投资者的种种乱象。

“十亿国资，B轮融资，国资背景，更
放 心 ！”“ 国 资 入 股 ，平 台 安 全 再 升
级”……据报道，“国资系”已成为不少
P2P网贷平台热衷的宣传营销点。

梳理媒体报道，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
“傍国资”的套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假实力，宣称国资背景、知名上市公司或风
投入股；二是假存管，宣称有银行存管保证
资金安全；三是假担保，宣称知名企业、担保
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四是假承诺，宣称保本
高收益；五是假风控，宣称构建了银行级风
控体系。但套路的背后，就是非法牟利。

对于网贷平台花式包装，其一，消费
者的防范是核心。诚如专家建议，投资者
要加强对金融信息的甄别能力，提高风
险防范意识，警惕虚假宣传，不要轻易被高
收益承诺诱惑。其二，市场整治风暴须常态
化。相关部门近期频繁出台政策，均是为防
范化解网贷行业风险。同时，对互联网金融
广告的监管也不能疲软，比如，网络管理部
门应加强对类金融企业网站宣传的审查、
惩罚力度，铲除虚假宣传滋生的土壤。

总之，面对网贷平台花式包装，公众
应有防范基本功，而市场监管部门也应
不遗余力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唯有坚
持打防并举，一些网贷平台的丑恶嘴脸
才会现出原形。 ——杨李喆

根治网瘾需要社会多元共治

近日，江苏南通一名13岁男孩跳楼
身亡，其母亲称儿子跳楼可能是模仿“吃
鸡”游戏，并表示将要起诉游戏公司。实
际上，近年来网络游戏引发的恶性事件
不胜枚举，“网游是在毁掉下一代”之类
的指责也从未消停。

网游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一方
面可以将人们从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中
暂时解脱出来，人们借助虚拟世界发泄
负面情绪，调节身心。但部分网游中充斥
着大量恶俗、暴力信息，若一味沉迷，小
则荒废时间，大则可能对身心产生不良
影响。而对于心智发展尚不健全的未成
年人而言，一旦陷入光怪陆离的游戏世
界，盲目效仿，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需要正视，网游和成瘾并不存在必
然联系，“吃鸡”等网游之弊相对复杂、由
来已久，将网瘾危害矛头对准家庭教育
或游戏公司，都无法根治问题。因此，需
要社会多元共治，方能真正解决问题。首
先，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家庭和学校
责无旁贷。未成年人好奇心重，喜欢学习
模仿，加之缺乏辨识能力，自控力弱，父
母需及时教育引导，学校也可增设相关
辅导课程，帮助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避
免未成年人误入歧途。其次，扛起社会责
任大旗，游戏开发者责无旁贷。游戏公司
营利无可厚非，但也需承担相应社会责
任，比如可在游戏中尝试嵌入符合正能
量导向的信息，拒绝恶俗低趣味，或是从
技术上推出防范措施，比如腾讯2017年
推出的未成年人守护平台，家长可以绑
定孩子的游戏账号进行游戏查询、提醒、
时段设置、一键禁玩以及消费限额等操
作。再次，严格把关游戏的“出生”和入
市，监管部门应依法履职。相关监管部门
应加强对游戏内容的审核，并对市场上
的游戏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跟踪监控，
针对存在问题的游戏要及时关停，责令
整改，若发现游戏涉及违规违法，应严惩
相关企业和责任人，以儆效尤，肃清游戏
行业风气。 ——曾亚妮 李小炜

本院根据林兴眉的申请于2018年7月9日裁定受理上海联合国际小商
品城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15日指定上海华皓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上海联合国际小商品城有限公司管理人。上海联合国
际小商品城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上海联合国际小
商品城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418号5楼，邮政编
码：200040，联系电话：021－63687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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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国际小商品城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上海联合国际小商品城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1月16日下午14时在青浦区城中南路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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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裁定受理的天津市巨力电动工具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于2018
年9月4日作出（2018）津0104破1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天津市巨力电
动工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裁定受理的天津市隆盛家用电器公司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于
2018年9月4日作出（2018）津0104破1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天
津市隆盛家用电器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聂烨君、聂杰林申请宣告邓艳失踪一案，经查：邓艳，
女 ，1977 年 12 月 11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432503197712116141，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石井乡潭
家村董家组28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邓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云龙申请宣告刘韶罡失踪
一案。申请人刘云龙称，刘韶罡，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南省华
容县城关镇水乡街一组，其于2008年6月在与家人联系后再无联系，至今已
下落不明10年。下落不明人刘韶罡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
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韶罡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韶罡生存状态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刘韶罡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华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仲坤申请宣告吴艳红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艳红，女，198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系长沙县泉塘街道泉
塘村村民，身份证号码：430121198003244128，于2011年5月13
日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吴艳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丽申请宣告纪洪文死亡一案，经查：纪洪文，男，汉族，
1971年8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623197108245252，辽宁省东
港市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长山镇柞木山村后牟家园组100786，于
2018年7月6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纪洪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纪洪文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黄培培：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珠海市莘莘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你
关于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珠仲裁字（2017）第308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届时若你不履行裁决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若要申请撤销裁决，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6个
月内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珠海仲裁委员会

沈阳诚丰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和你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为珠仲裁字（2018）第152号。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据副
本及清单、《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反请求、选定仲裁员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于2018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厅不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杨幸霖、吴镇辉、常立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珠海市华策物业
顾问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分别
为：珠仲裁字（2017）第299号、珠仲裁字（2017）第301号、珠仲裁
字（2017）第304号，本会已作出裁决。请你们速到本委办理有关手
续。本公告自发出后经过60日视为送达。 珠海仲裁委员会

唐玄：本委受理申请人河南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2018）郑仲案字第006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委（2018）郑仲案字第006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郑州仲裁委员会

上海景跃（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恒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国青
（身份证号码：35223019720304033X）、肖志琴（身份证号码：
350925197309090023） 、肖 信 玲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2230197709050615） 、晁 会 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528197807270028） 、吴 春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222619750603301X） 、肖 仙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223019770527032X）：本会于2017年3月27日受理的申请人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景跃（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恒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亚融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郑国青、肖志琴、肖信玲、晁会艳、吴春华、肖仙平之间的借款合同
争议案（案号：2017000000596），仲裁庭于2018年7月3日作出裁决，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武仲裁字第000002100号裁决书。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
路云林街67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衡阳市松源经贸有限公司：申请人胡媛媛、张社芽分别提交与被申
请人你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二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公司直
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258、
259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程序选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你公司若未在指定期限内选定仲裁
员，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及10时30分在本会仲裁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杨起源、唐慧芳：本委已受理的申请人上饶市阡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们的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员选定函、第二届仲裁员名单、仲裁法、仲裁规则、仲裁申请书及申
请人提交的证据副本等文书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
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逾期未选定仲裁员的，本委主任将指定仲裁
员（首席仲裁员）翁峰雨、仲裁员张颖与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郑妍组成仲裁
庭审理本案。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上饶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上饶市信州区锦绣路广信大厦A栋六楼）开庭审
理。若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上饶仲裁委员会

景德镇市恒伟轿车驳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董坤诉你因
支付双倍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济高新劳仲案字（2018）第577
号】，根据《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济高新劳仲案字（2018）第577号”仲裁决
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刘晶（身份证号：14050219890404002X）：本会受理晋城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申请人）与你、崔振琴、王霞、樊华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由我委立案，仲裁请求为：1.裁决你与崔振琴偿还申请人借款
本金188904.51元以及利息7812.77元、罚息8053.13元、复利689.26
元，2018年6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的罚
息利率计算；2.裁决王霞、樊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你、崔振琴、王霞、樊
华承担。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规则、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公
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本会主任
指定的仲裁员康宏春独任审理，请你于答辩期满后5日内到本会领取
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视为已送达。开庭日期为2018年12月20日上
午9时，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 晋城仲裁委员会

中经汇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
（2018）杭仲字第228号申请人黄丽平与被申请人中经汇金（北京）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9月

7日作出（2018）杭仲裁字第228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6楼，电话：0571－82233503）。杭州仲裁委员会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根据丹阳市蜻蜓鞋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广州市宝曼尼鞋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8）粤0111强清2号，
并指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组成清算组，对广
州市宝曼尼鞋业有限公司进行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其债权。联系人：潘艺先生（电话：020-2831 1739）
或涂依琦女士（电话：020-2831 1513）；地址：广州市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
融大厦26楼。 广州市宝曼尼鞋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粤01强清138-1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广州长城
建筑装修工程处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18）粤01强清138号

《决定书》，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为广州长城建筑装修工程处清算组。清算
组依法负责广州长城建筑装修工程处的债权登记、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
区天河路101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联系电话：020-38219668，联系人：谢
辉）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进行
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广州长城建筑装修工程处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粤01强清
107-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申请人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被
申请人广州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作出（2018）粤01强清107-1号决定书，指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为广
州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组依法负责广州源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登记、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01
号兴业银行大厦13楼，联系电话：020-38219668，联系人：谢辉）申报债
权，对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进行说明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广州源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法官刘向红于2018年9月10日不慎将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公务
证（编号43011216号）、工作证（湘高法证字第430181196603040046号）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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