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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 在江苏省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份有关管理人报酬基金管
理办法的承诺书上， 笔者看到包括会
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经济咨询公司
等在内的

17

家入册管理人已自愿签
名盖章。 至此，由无锡中院出台、适用
全市两级法院的《关于管理人报酬基
金的管理办法》 的协作协议正式开始
运行。

“零问题”引出首个“基
金制度”

企业破产案件中， 因为债务人最
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过低或者为
零， 导致管理人报酬过低或者无法计
算。管理人工作成本得不到保障，破产
管理质量也随之下降， 影响了法院审
理破产案件的公正与效率。 如何解决
这一问题成为审理破产案件的“难
关”。

“破产程序在公正、公平和高效的
基础上顺利进行， 很大程度取决于管
理人的合理设置以及管理人认真履行
职责。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依法有
效地指定管理人， 恰当地确定和支付
管理人的报酬， 是实施破产管理人制
度的关键。 ”无锡中院副院长金飚说。

在《关于规范和加强破产管理人
选任、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无
锡中院结合破产案件审判实践， 制定

了《关于管理人报酬基金的管理办法》，

通过充分、 有效地运用薪酬机制调动管
理人的积极性， 推动管理人队伍的职业
化进程与管理人行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四字诀”带来首次“管理
尝试”

如何规范和加强破产管理人选任、

管理工作是管理人报酬基金制度建立的
基础和前提。 针对当地破产案件审判实
际，无锡中院通过“册、选、评、审”四举
措，制定了规范和加强破产管理人选任、

管理工作的意见进行破产管理人选任等
工作规范化管理。

针对各基层法院为解决入册机构数
量过多难题而多头制定管理人小名册的
混乱现象， 无锡中院在名册范围内择优
选取部分机构组成管理人名录， 统一适
用于两级法院。

“一般案件从管理人名录中随机选
任；重整、和解等重大疑难案件从专业能
力突出的入录机构中随机选任； 职工问
题突出的案件从政府推荐的入录机构中
随机选任。”无锡中院司法鉴定处负责人
认为， 破产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单纯随机
选任的管理人不能完全符合个案破产审
理的实际需要。

入录名册的无锡一家经济咨询公司
负责人告诉笔者， 进入了名册竞争也很
激烈，既“考”又“评”，也要面临淘汰出

局。 针对管理人内部缺乏竞争与激励机
制的现状，借入录机构的履职考核、资质
评定以及除名规则的确立， 推行管理人
的优胜劣汰与良性竞争。

今年
5

月， 在审理一家公司破产清算
案件中， 无锡中院首次尝试开展了对管理
人的责任审计。目前，该项目已由无锡太湖
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经审计确认管理人无
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破产清算中
的各项收入以及费用和债务支付“合规合
法，未发现有操作违规行为”。

在前期充分调研和多方可行性论证
的基础上， 创设了对管理人的责任审计
监督模式， 通过精心设计责任审计的适
用范围、机构选择、资料提供、费用承担、

结果运用等多项内容， 建立了较为完整
全面的责任审计制度， 变被动听取汇报
为主动检查工作， 变程序性监督为专业
性监督， 变法院的主观性评价为中立第
三方的客观性评价。

“五亮点”构成首个“管理
办法”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
酬时，一般应依法终结破产程序。 但是，

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检验债务人
是否存在欺诈， 并依法通过撤销等手段
追索债务人隐匿转移的财产。”无锡中院
民二庭副庭长蒋馨叶说。

如果把表面上“无产可破”的债务人

一律拒之破产程序之外， 就有可能纵容
债务人的逃债行为。 债务人财产转移得
越多，支付管理人报酬就越少。参与管理
办法拟定的法官陆晓燕介绍， 他们充分
吸纳了司法界与管理人行业的多方意
见， 结合无锡市两级法院的破产审判实
践， 主要规定了管理人报酬基金的设置
目的、收支原则、账户管理、提取比例、补
偿对象及金额等，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五
个亮点”。

作为破产管理人联合签署的协作协
议， 包括无锡华安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在内的

17

家入册管理人在管理办法上
签了名。 这一协作协议体现了管理人内
部的协作性，管理人报酬基金，取之于管
理人报酬， 用之于管理人报酬不足时的
补偿。

办法中规定了管理人报酬基金补偿
的对象， 明确管理人报酬基金用做管理
人报酬过低或无法计算时的补偿， 并具
体列明了需要补偿的四种情形。 办法规
定了根据所有破产管理人的要求， 管理
人报酬基金账户以管理人名录为单位，

设置于对名录进行管理的法院， 账簿情
况向所有入录机构公开并接受查阅。 办
法还规定了管理人的工作成本， 通过审
计予以核定， 对管理人工作成本进行审
计的社会中介机构， 由司法技术管理部
门从法院会计审计机构名册中， 采取随
机摇号的方式公开选定，杜绝人为因素，

强调客观公正。

企业破产管理的“破冰之旅”

陈其生谢唯成

天山用网络视频审理一起跨国离婚纠纷

本报讯江西省万年县人
民法院利用金融行业资信联网
优势，通过金融网点“千里眼”，

对长期外出务工或存款在外地
的被执行人外地存款情况，进
行“远程”查询，成功执行了一
批躲债案件。 截至

8

月
16

日，

该院今年已执结被执行人存款
在外地的执行案件

167

件。

近年来， 一些被执行人采
用转移存款， 或者利用外出务
工便利将收入存入当地银行的
方式，逃避执行。万年法院利用
金融存款、证券股票实名制，以
及金融、 证券机构行业联网资
信查询系统等有利条件， 积极
通过本地金融网点， 输入被查
询对象身份信息， 对每一起执

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银行账
户、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账户
相关信息，均实行“过滤”式调
查。 该院不仅查询本地金融网
点， 还通过本地金融网点向省
内外金融网点辐射， 查询被执
行人在外地存款情况。 对于通
过本地金融网点查询到被执行
人银行存款或有价证券， 不论
远近， 立即派法官前往相关银
行或部门采取相应的财产控制
措施。

金融行业资信联网极大地
方便了法院远程查询， 让法官
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被执行人财
产信息， 有利于法院抢抓执行
“机遇”， 为案件执行到位打下
了基础。 （黄正光）

新破产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市场经济破产法， 其亮点之一就是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人制度。 但
是， 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 最现实、 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如何公平、 合理地确定和支付管理人的劳动
报酬， 对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有效地实践———

雨过天晴，土乡初秋的早晨，已有阵
阵凉意。

8

月
12

日，笔者赶赴青海省互助
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双树人民法庭采
访，目睹了法官们忙碌的一天。

坐在车里， 笔者和双树法庭庭长星
全鸿聊了起来。 “‘当日立案，排期开庭，

严肃执法、公正裁决’，这是我们双树法
庭对社会的庄严承诺。 为了践行这

16

个
字，近年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加大了司
法为民力度， 这里的老百姓亲切地称赞
我们为‘老百姓的贴心法庭’。”星全鸿告
诉笔者。

7

时
30

分， 星全鸿刚走进法庭办公
室，一名鼻青脸肿的中年妇女跑进来，声
泪俱下地诉说了她被其侄儿毒打的经
过。 星全鸿对此事件作了一些简要的询
问， 然后嘱咐她赶快前往辖区派出所报
案，并尽快前往医院救治。

送走了村妇，

8

时刚过一刻， 笔者开
玩笑说：“今天你们法庭的‘生意’真好，

天刚亮就开始‘接单’了。 ”话音未落，一
名年近七旬的老大爷颤巍巍地拄着拐杖
来到法庭，还没迈进门槛，他便高呼：“不
孝儿媳妇气死我啦！”待老人的情绪渐至
平静， 法官李发光开始耐心地向他询问
事情的经过， 得知是老人的儿媳唆使儿
子不尽赡养义务无理谩骂老人后， 李发
光向老人详谈了解决这一纠纷的司法程
序， 并力劝老人与儿媳能在法庭之外进
行和解。

时针很快就指到了
9

时，正想松一口

气的时候， 东琴石膏有限责任公司的庄
老板又走了进来， 向法官咨询公司与农
民工发生纠纷后的案件执行情况， 星全
鸿和李发光开始接待。

半小时后，

4

名农民工来到法庭，称
一家生产石膏粉的企业老板欠他们

2

万
多元工资， 现该老板又将工厂转让给他
人，请求法庭帮忙处理。星全鸿决定当即
立案，并立即到该企业巡回办案。

10

时
30

分，法官们准时到达该企业，召集农民工
和企业管理人员，通过耐心细致地调解，

该老板当场给付欠薪
1

万元。 通过调解，

新的法人代表表示对剩余的
1

万元做还

款担保。

返回法庭，已是
1

时
30

分。 法官们在食
堂草草吃了碗面条，又忙碌了起来。

下午
2

时，法官们驱车来到塘川镇政府，

参加一场全镇的治安形势分析会；

4

时
４０

分，

法官们又来到塘川镇调解一起赡养案。

两件事情处理完，已经到了下午
６

时
４０

分。拖着一身疲惫坐上车，星全鸿正想放松
一下紧绷着的神经， 腰间的手机却响了起
来， 原来是一名当事人在苦苦等候一桩已
审理完毕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的执行结
果。 倦意浓浓的星全鸿决定去被执行人西
山乡某单位。崎岖的山路上，车子蹦跳着前
进，车内的人都颠簸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最
终，法官的真诚打动了被执行人，其当场履
行了张某的赔偿款

4.5

万元。

午夜
１２

时，回去的途中，车内除了马达
声响外，早已是鼾声一片……

双树法庭的一天

马贵鑫

巧借金融“千里眼”

执结九成躲债案

万
年

在创先
争优活动中，

安徽省明光
市人民法院
把开展送法
下乡、巡回办
案作为重点
工作来抓。图
为近日，该院
法官到当事
人所在村庄
开庭审理一
起八旬老人
状告子女赡
养纠纷案。

江泓摄

王亚宾

执

行

路

再

难

也

要

走

下

去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
院民三庭法官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之前， 我在执行庭
工作， 其间， 执结了

200

多件案子。 现在
回想起来， 许多案件已没有什么记忆了，

唯有一起农民工工伤索赔案， 给我留下了
深刻地印象， 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
2005

年
12

月
27

日， 我接手了
一起农民工工伤索赔案。 打开案卷， 我了
解到， 申请人许书艳于

2005

年
3

月在任
丘打工时， 右手无名指、 小指被机器绞
断； 被执行人党传义、 李青莲是一对夫
妻， 均为任丘市李广村人， 事故发生后两
个月离婚， 共有资产液化气站归党传义所
有， 塑料颗粒厂归李青莲所有； 案件标的
额

3.12

万元。

接手案件的第二天下午， 许书艳来到
我的办公室。 她向我诉说了她的不幸： 手
残了， 治疗花了

1000

多元钱， 为打这场
官司， 不但没有要到赔款， 反而搭上了代
理费等共

6000

多元。 这些钱都是借的。

因为打官司怕对方报复， 现在许书艳已去
天津打工。 我向她表示， 会尽快执行。

寒冷的冬天， 我起早贪黑， 深入李广

村
4

次， 都没有见到被执
行人。 此时， 党传义家已
是家徒四壁， 液化气站已
转让给了其兄党传方； 李
青莲的塑料颗粒厂厂房也
已坍塌。 我通过多种途径
找到了李青莲， 并将其
拘留， 但却毫无结果。

腊月初十， 许书艳又来
找我哭诉， 说连回家过
年的钱也没有了。 我给
了她

200

元让她买回家
的车票， 又在食堂打了
两份饭陪她吃。 吃完饭，

她哭了。 她说， 眼泪不
只是因为没有拿到执行
款， 还有对我的感谢。

看着这名贫弱无助的外
地妇女， 我暗下决心，

执行的路再难， 也要走
下去。

找不到党传义， 我决
定拍卖转让手续不完备、

不合法的液化气站。 查封
评估过程中， 遭到党传方
及亲友的阻挠和围攻， 我
在宣讲法律的同时， 也对党传方提出了警
告。 腊月二十六， 慑于法律的威严， 党传
方找到我， 表示愿意帮助弟弟了结这场官
司。 经过反复商谈， 党传方当天拿来了

2

万元。 两天后，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 回家
过年的被执行人党传义又拿来了

1

万元，

余款许书艳同意放弃。 至此， 这起农民工
索赔案终于执结了。

腊月二十八， 许书艳来到我的办公
室， 双手捧着执行款， 激动得半天说不出
话来。

本报讯 （记者王书林通讯员
金爱民）

8

月
14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首次启用数字
法庭， 让原、 被告“对簿视频”， 成功调
解了一起跨国离婚纠纷。

张某与美国某大学学生李某通过网络
相识并结婚。 张某曾以陪读身份到美国与
李某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因双方性格差
异较大， 无法进行感情沟通， 经常为琐事
发生争执。 今年

4

月， 李某向天山区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办案法官了解到， 原告张某、 被告李
某均有调解意向， 双方无子女， 也无共同
财产、 共同债务， 案情较为简单； 但离婚
案件一般要求原、 被告均要到庭。 在征得
原、 被告双方同意后， 天山法院决定启用

新建成的数字法庭， 通过
QQ

视频开庭审
理这起离婚纠纷。

8

月
14

日， 法院通知原
告张某及其代理人来到数字法庭， 又通知
在美国的李某， 通过

QQ

视频开庭。 承办
法官当庭宣读了离婚协议内容， 李某听后
在视频中表示认可， 并确认用邮寄送达方
式向其送达调解书。 整个庭审过程被清晰地
摄录下来。

据悉，

2009

年以来， 天山区法院建起
了

4

个数字法庭， 此次是乌鲁木齐市基层法
院首次尝试用

QQ

视频审理离婚案件。 天
山法院法官郑蓉介绍， 利用互联网进行审判
不仅在更广范围实现了司法公开， 相对于传
统审判方式， 其优势体现在方便远距离当事
人诉讼， 远程审理免去当事人旅途奔波， 充
分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

本报讯 （记者梅贤明通讯员
祝邵福）

8

月
13

日，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
法院对过失酿成森林火灾的张某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后， 还专门下发
了《林木补种监管令》， 令张某到失火林
地参加

2

个月林木补种劳动。

“涉林案件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缴不
了罚金和支付不起赔偿款的问题， 在过
去的实践中出现法院判决的罚金及赔偿
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从而影响法院判决
的严肃性， 还会带来其他负面的社会问
题。” 邵武市法院林业庭庭长林星荣告诉
记者， “福建是我国林业大省， 森林覆
盖率居全国省（市、 区） 之首， 盗伐、

滥伐、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失
火等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案件频发。 为
此， 邵武法院努力探索社会管理方法，

推出了林木补种抵赔和抵罚创新做法，

提高判决执行率，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林木补种抵赔（罚）， 是指人民法院对
涉林案件的被告人， 依法对其进行刑事处
罚的同时， 依据被害方的诉请， 经双方协
商达成的以补种方式赔偿的协议， 对破坏
森林植被的刑事被告人或者被告单位采取
确认或者判决的形式， 责令被告人予以补
种或修复一定数量的林木； 对被判处罚金、

没收违法所得的犯罪分子或犯罪单位， 不
能缴清罚金或违法所得差额部分， 在其自
愿的情况下， 可采取以补种林木的形式充
抵罚金或违法所得差额部分， 但该形式的
林木补种应在国有林地上集中实施补种，

其所补种的林木归国家所有。

据悉， 邵武法院于今年初开始探索林
木补种抵赔（罚） 创新做法， 经过林业庭
四易其稿和院审委会两次修改， 目前已制
订出邵武市人民法院《林木补种监管令实
施细则》。

邵武下发《林木补种监管令》保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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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 --实现债权的快捷之门

财产保全担保 --简化财产保全申请的便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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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0

年
7

月
13

日受理了申请人广西鸿翔船务有限公司提
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称：其所有的“新鸿翔
58

”轮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从福建泉州围头驶往广东九江途中，在广东
海面受大风浪袭击，发生船舶倾覆事故，船载货物承受船沉没。 申请人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就本次事故产
生或可能产生的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申请设立总额为

249247.5

计
算单位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
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办理海事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 对广西鸿翔船务有限公司申请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 已收到通知的利害关系人应在
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 未收到通知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告之日三
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裁定准予申请人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

福建
]

厦门海事法院

天津泰狮乐电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申
请强制执行津关缉违字

[2009]00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0

）二中行执审字第
5

号行政裁
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惠州市信兴实业有限公司（原惠州市鹏鸿实业有限公司）：关于申

请执行人惠州市下角城市信用社与被执行人惠州市信兴实业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01

）惠中法经初字第
5

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本院对被执行

人（

1

）位于惠州市下角菱湖三路十三号湖畔花苑
A

栋
602

房（证号为粤
房地证号字第

2191537

号）；（

2

）位于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大坝鹏鸿大楼
第八、九层（证号为粤房地证号字第

0437833

号）房屋，经摇珠选定委托
惠州市百业拍卖有限公司， 按上述湖畔花苑

A

栋
602

房地产评估价值
661500

元，鹏鸿大楼第八、九层评估价值
1046700

元为拍卖底价进行公
开拍卖，经一拍、二拍、三拍无人竞买。

2010

年
7

月
16

日，本院作出
（

2010

）惠中法执恢字第
193-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将执行人（

1

）

位于惠州市下角菱湖三路十三号湖畔花苑
A

栋
602

房（证号为粤房地
证号字第

2191537

号），按最后一次的拍卖底价即
423360

元；（

2

）位于惠
州市大亚湾澳头大坝鹏鸿大楼第八、 九层（证号为粤房地证号字第
0437833

号）房屋，按最后一次的拍卖底价即
837360

元，以物抵债给申
请执行人，抵减等额债务。 现你公司下落不明，故公告送达。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
（

2001

）惠中法执恢字第
193-2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执行局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绍西、张卫星：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郑州市东风路支

行申请执行你们汽车消费借款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托河南旧机动
车鉴定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院查封的牌号为豫

AN6892

的汽车
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豫旧车

[2010]

车值鉴字第
10051201

号司法鉴定意
见书，该汽车评估价值为

75000

元。 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
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 本院将依法对牌号为豫
AN6892

的汽车予以公开拍卖。

[

河南
]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陈建平：本院执行的申请人陈金荣、李长海与被执行人陈建平、江

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执字第
754

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2010

） 民三初字
第

3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依法执行。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

湖北
]

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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