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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市公司的重生

三次“错误”选择成就审判专家

———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叶炳坤

本报记者郑金雄

厦门中院七楼，一个不大的房间，是
叶炳坤和同事共用的办公室。地方虽小，

布置得却也精致。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
叠厚厚的卷宗，右侧的矮柜上，排列着各
种法律书籍。身后的窗台上，几株小巧的
盆栽，让拥挤的空间多了些生气。

正襟危坐、 不苟言笑， 这些脑海中
法官的固定形象， 在叶炳坤身上却找不
到半点影子。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墨菲定律”、 “君子慎独”， 他常常引
经据典、 出口成章。 说到自己时， 幽默

诙谐； 说到工作时， 他又严肃认真， 低
调虔诚。

中学时， 他创立文学社， 与同学纵
论天下； 高考时， 他所有志愿都填报了
法律专业；毕业时，他放弃“保研”来到厦
门中院从书记员做起；工作稳定后，他考
取全额奖学金去英国留学；留学期间，苦
读荣获“杰出法学硕士”，硕士论文被评
为最高的“

A+

”评级；学成归来，他又出
人意料地放弃企业优厚的待遇重回厦门
中院。

如今， 叶炳坤已步入不惑之年。 他
说自己能一直走在法律的道路上， 皆因
“坚持” 二字， 坚持法律信仰、 坚持法
治理念。 而这份坚持， 也让他收获了
“厦门市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法官”、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等一系列荣誉。

坚守， 是他的本色； 多彩， 是他的
追求。 而法官， 因本色而高洁， 因多彩
而伟岸。 本色法官， 多彩人生， 一路走
来， 在本色与多彩的道路上， 他且行且
坚持。

三次“错误”的选择
“在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时，只要做

了一次错误的决定， 就已经足够终生抱
憾了。 我呢，每次机会摆在眼前，总是不
由自主地做出‘错误’的选择。”叶炳坤开
玩笑说。而正是三次“错误”选择，让他一
直坚守在法官的岗位上。

第一次选择“错误” 是高考填报志
愿。中学时期，叶炳坤和那个时代所有的
高中生一样，胸怀天下，梦想有朝一日一
展抱负。他创立蒹葭文学社，看名著读史
书，与同学高谈阔论。 读史明志，他对法
律产生了浓厚兴趣。

高考成绩公布， 他的成绩是福建省
文科第二十一名。“放榜”那天，校长欣喜
若狂，因为在他之前，长泰二中应届毕业
生连本科都没有考上过一个。 校长组织
了一队学生， 敲锣打鼓将录取通知书送
到叶炳坤家。 而那时， 他正在田里割稻
子。 校长借了邻居家的自行车跑去田里
找他，站在田边挥舞着通知书。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面。我看到
校长和通知书的那一刻， 把镰刀丢在田
里，我想以后再也不用这个东西了。 ”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几乎是那时候
所有学生的一个梦想。

1990

年，叶炳坤
考上中国政法大学。“随便读个财经什么
的其他专业， 也不至于到现在快四十了
还是个又忙又穷的‘穷忙法官’。”叶炳坤
笑着说。

大学四年他发愤图强， 毕业时成绩
优秀，可以“保研”，也可以留京。 他又一
次面临选择。身为家中长子，他想早点出
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同时，考虑到法律
是门实践科学，于是，叶炳坤做出了第二
次“错误”的选择———放弃“保研”，到厦
门中院工作。

在厦门中院工作几年后， 叶炳坤考
取全额奖学金助学项目， 获得了去英国
留学的机会。

2004

年学成归国，他再次
面临选择。面对几家企业开出的高薪，他
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厦门中院。 他的这
个决定让同事们大吃一惊， 因为当初刚
出国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还会回
来。

面对这三次“错误”的选择，叶炳坤
说他一点都不后悔。 “我比较死心眼，属
于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 所以不论是
读书、干工作、做研究都好，我相信坚持
二字，付出总有回报。上天对每个人都是
公平的，有得必有失。我的坚持没有得到
财富，但是得到了心灵的满足。读书时坚
持， 取得好成绩时有满足感； 写书时坚
持，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找到问题的出路时那种‘一览众
山小’的感觉，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办案时坚持， 在千头万绪的线索中抽丝
剥茧，找出症结，又或是办案的时候，当
双方走到破裂的边缘， 在我们的努力沟
通下握手言和，纠纷得到满意的解决，这
时， 法官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价值得到了
体现，那种成就感更是不可替代的。付出
总有回报，只要坚持，都会有结果。 ”

留学使人生更完整
读大学期间， 叶炳坤就对民商法比

较感兴趣。去英国留学的经历，使他有机
会在这方面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而留学
带给他的不仅是知识上的进步， 还有思
维方式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变。

在厦门中院工作几年后， 叶炳坤的
一切渐渐步入正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得知一个名为“志奋领奖学金”的项目，

让他平静的心又有了骚动。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志奋领奖学

金” 是英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留学项目，

每年向中国提供一百多个名额，分为全
奖、半奖。 项目面向全社会公开，淘汰率
非常高，竞争异常残酷。

2002

年
5

月，叶炳坤开始申请该奖
学金。 第一轮考完雅思入围，取得了第
二轮去广州英国总领馆笔试的资格，接
下来等待他的还有数轮淘汰式面试。

2003

年
1

月，他收到了通知，取得了全
奖留学机会。

2003

年
6

月，他提前两个
月来到英国，选择就读莱斯特大学法学
院。 之所以选莱斯特大学，叶炳坤有自
己的考虑：学校虽然不大，但学校的法
学专业曾多年在英国排名前三位。 而且
相对其他英国学校中国留学生扎堆的
问题，莱斯特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比例相
对低一些，这样就可以和更多来自其他
国家的同学交流接触。

和在中国读书时老师的教课方法
不同，英国大学里，老师基本不授课，而
且开一大长串书目让学生自己去读。 上
的都是讨论课，来自各个国家的同学聚
在一起，每个班十几个人，老师给出大
体脉络， 简单介绍一下要讨论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自由发表观点。 这种学习全
靠自觉，可以很积极地去看书、查资料，

然后讨论的时候旁征博引、 滔滔不绝，

也可以偷懒混过去。 课外时间碰到不懂
的问题，发电子邮件给老师，确定约见
的时间，然后向老师当面请教。

这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加上思
维、角色的转变，让叶炳坤前三个月背
负着巨大的压力， 他的头发几乎掉光。

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天天都是最后一个
离开。 苦心人，天不负。 在英国留学期
间，叶炳坤进行的是跨国公司的重整研
究。 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国际
商法法学硕士学位。

叶炳坤的英国导师佩里教授评价
说：“几乎没有见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将英国破产法和普通法精髓掌握
得如此好的学生。 ”叶炳坤在留学英国
时提交的硕士论文，被

8

名内部评委和
4

名外部评委一致给予最高的“

A+

”评
级
,12

名评委在匿名评审中一致建议
,

鉴
于他的论文“第一次系统地归纳并创造
性地合理解决了跨境公司重整的司法
协助这一英国法中长久以来困扰不清
的问题”

,

建议授予他“学术优秀奖”和
“杰出法学硕士”学位，这可是该所大学
第一次将这两项荣誉同时授予一位来
自国外的学生。

留学的日子让叶炳坤学到了很多。

留学生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也是叶炳
坤所津津乐道的：留学的价值不可能在
两三个月、两三年内体现出来，留学带
给你思维方式、处世态度等等深层次的
影响是烙在内心的， 它将使你受益终
生。

正是这段话， 使叶炳坤坚持认为：

“有机会一定要出去学习，出去肯定不会
吃亏。留学对个人来说肯定是有提升的。

留学带给你的，是全新的改变，甚至是脱
胎换骨。 ”

审判专家是怎样炼成的
2011

年
12

月
1

日， 第二届全国审
判业务专家颁证仪式在最高人民法院隆
重举行，叶炳坤被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
家”称号。 全国仅有

53

名优秀法官脱颖
而出，而在此次入选的“全国审判业务专
家”中，他是年龄最小、法官级别最低、行
政级别最低的法官之一。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评选注重实
用性，评选门槛颇高。除了要求参选法官
必须具备

10

年以上一线工作经验外，还
必须出版过不少于

40

万字的法学专著。

评选过程历时一年半， 其严谨与专业程
度可见一斑。

叶炳坤参与了大陆地区第一件承认
台湾地区仲裁的裁决， 也参与了一件承
认台湾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并在
这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09

年，他承办的夏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案， 是福建省首起上市公司
重整案件， 也是全国同类案件中债权人
规模最大、法律关系最复杂的一起案件。

为使案件妥善解决， 叶炳坤大胆突破法
律空白，在案件受理、资产保护、债权人
会议、职工安置、重整计划执行等工作中
提前介入， 创设了多项全国首创的制度
和举措。在他的积极协调和及时应对下，

夏新电子
2009

年顺利实现赢利，保牌成
功。

能办得好大案， 对小案件也毫不马
虎，叶炳坤始终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对待

每一起案件。 他在办案中提出“高中低”

的要求： 要发挥自身最高的法律专业业
务水平办理好每一个案件， 要保持最中
立的立场分析、处理当事人的诉求，要以
最低的姿态倾听当事人的每一个要求、

反映和心声， 得到了许多当事人的广泛
信赖和赞誉。

一次审理一起股权转让纠纷， 原告
称转让完股权，被告拒不给钱。叶炳坤约
了两人来法院调解。 调解期间被告屡次
出去打电话，让他心生疑虑，便找被告询
问。 被告说他和原告两人原本在外地合
作投资另一个房地产项目， 当时就有经
济纠葛，因为之前账目没有厘清，所以此
次拒绝支付转让金。 并说他找原告找了
很久，这次原告主动送上门来，新仇旧恨
一起算， 打电话准备在法院门口和原告
“算账”。叶炳坤一边劝被告冷静，一边着
手召集两人讲起“历史故事”。 从上午十

点一直调解到下午四点， 午饭也没顾上
吃。 原告起先一口咬定公司账目十分清
楚，后来承认撒了谎，答应把账目材料整
理好给被告， 被告也答应一手交账目一
手给钱。但是两人互相不信任，一个怕给
了账目不给钱，一个怕给了钱不交账目。

于是叶炳坤提议： 被告把钱存进法院指
定账户，由法院代为保管；给原告一周期
限把账目材料整理出来， 同时写一份撤
诉申请，原告的账目材料经被告确认后，

法院把钱转给原告， 裁定原告撤诉，钱
款退还被告，此事就此了结。 随后，原告
如期递交账目材料，被告认可后股权转
让金及时转给原告。

案件结案后，叶炳坤收到了被告写
有“人民法官，为民解难”的锦旗，这可
是罕有的被告“败诉”后主动送锦旗给
法院。 被告说这件事纠缠他已久，以至
于外地的房地产项目迟迟无法启动，这

次法官将此事圆满解决，他外地的项目
也可以动工了。

还有一个案件，原、被告双方合作
设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市场
低谷时，一个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了另一
名股东，但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支付
问题约定不明确，股权也没有及时办理
过户手续。没想到，

2000

年后，房地产市
场开始迎来一个发展的机会，双方因为
股权问题开始发生一系列诉讼，先后互
相在厦门中院和厦门各区法院发生了
股权转让、债务承担、股东知情权等五
起纠纷。 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三个案件
多年无法获得顺利执行；而尚在审理的
两个案件中， 双方又互相申请保全，导
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2006

年，厦门中院受理了双方有关
该公司

20%

股权转让事项的纠纷， 作出
一审判决后，案件先后两次被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 该案第二次被发
回重审后，由叶炳坤主审。 在了解到双
方存在多起纠纷、 积怨较深的情况后，

叶炳坤认识到单纯解决该案并不能消
除纠纷，甚至可能加深积怨，不利于矛
盾的解决。 经过两次庭审，他在充分掌
握双方争议焦点和诉求的基础上，了解
了双方的“心结”所在：出让方认为，房
地产市场变化后公司赚了很多钱，原先
的转让价格太低， 大股东应当多补点
钱；大股东则认为当初小股东在房地产
市场最低迷、公司经营最困难的时候离
开公司，小股东离开后公司资金发生问
题，大股东为了经营企业花费了大量心
血，公司赚到的钱是自己多年辛苦经营
的成果，小股东没资格拿钱。 掌握这个
“心结”后，叶炳坤不厌其烦，一个月里
先后与当事人分别沟通了五六次，一边
和小股东“讲道理”，点明他们当初在经
营困难的时候弃公司于不顾的行为确
实不妥，着重介绍了大股东后来经营公
司的不易；一边和大股东“讲法律”，告
诉他们在小股东的股权过户前，作为股
东享有的权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 看看
“火候”已经差不多，叶炳坤马上组织双
方谈判，最终促成双方就上述五个案件
一次性达成和解协议。 叶炳坤又督促双
方按照和解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 双方
当事人对和解结果均十分满意，各自撤
回相关案件的起诉和执行申请。 叶炳坤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一次性了结了多
起疑难复杂的纠纷，彻底化解了当事人
双方多年的积怨和矛盾。

谈到这些案件，叶炳坤说，其实他
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在做民商事审判
时把握住“坚持、理解、沟通”三条原则。

“商事案件多是经济利益冲突， 作为商
人都想把生意做好，法官要善于找到双
方矛盾的源头和利益平衡点。 法律是
一门社会科学， 法官离不开社会， 但
又不要进入社会。 说法官离不开社会，

是因为作为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

要从社会中去调研、 分析、 发现社会
的经济发展状况， 掌握商事规律， 了
解商事行为的最新动向； 说法官不能
进入社会， 是因为法官不同于其他职
业， 肩上有责任， 不能混入社会， 甚
至为了利益出卖自己， 和商人沆瀣一
气。 君子慎独， 保持一份相对独立的
空间， 对自己有好处。 ”

2011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时
28

分，上海证券交易所，福建省厦门象屿
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上市仪式正在举
行。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声响起，暂停上
市达

27

个月的
*ST

夏新被更名为象
屿股份（

sh600057

），恢复上市。

看到这个消息， 叶炳坤松了一口
气。虽然案件早已经审结，在法律程序
上来说早就已经结案， 但他直到这时
才真正放下。

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曾是厦门
市的一家优秀企业，

1997

年成立，同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从

2003

年开始， 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失误及
市场变化， 公司迅速走向了衰败。 到
2008

年， 已连续三年出现巨额亏损，

负债近
29

亿元。

2009

年
5

月
27

日， 上交所暂停
了夏新的股票交易———这预示着如果
公司在

12

月
31

日前不能扭亏， 将被

强制退市。 与此同时，数百名债权人、

数千名员工围堵工厂、政府和法院，要
求清偿债务、 支付工资， 公司陷入混
乱，社会稳定面临严重挑战。

2009

年
8

月，债权人厦门火炬集
团向厦门中院申请对夏新电子破产重
整。

9

月
15

日，厦门中院裁定夏新重
整———以司法途径实现夏新电子重生
的序幕正式拉开。

厦门中院将夏新重整案列为全院
2009

年第一要案，由院长陈国猛担任审判
长，叶炳坤等业务骨干组成合议庭。

作为主审法官， 叶炳坤
24

小时待
命，半夜被叫起来工作是家常便饭。 那
段时间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舒服觉”。

法院最初制定的补偿方案工人们不
同意，为了弄清原因，叶炳坤和同事们到
夏新公司找工人了解情况， 却被工人们
堵在厂里整整一天。 工人们的对立情绪
严重，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说实话，当时觉得工人上访、闹事
确实不对，但仔细想想，工作了几十年，

很多人是四五十岁， 每个月才一两千块
钱的工资，他们的诉求也并不过分。我们
中午、晚上跟他们一起到食堂，蹲在地上
吃盒饭，边吃边聊，听听他们的想法。 吃
了几次，吃出了感情。知道了工人的顾虑
后，我们又积极争取市政府支持，从其他
渠道向低收入职工额外发放生活补贴，

主动协调督促手机业务收购方、 其他资

产收购方和重组方承诺安置员工， 还通
过市政府组织召开专场招聘会，多方面、

多渠道解决员工再就业的后顾之忧。 那
些刚开始说要跳楼、自杀的员工，最后都
支持我们的重组方案。 ”叶炳坤回忆。

2009

年
11

月
20

日，厦门中院裁定
批准夏新电子重整计划。 在厦门中院的
推动下，

2010

年初， 夏新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补偿方案， 普通债权人获得的实际
清偿率超过

20%

， 比破产清偿的理论比
例增加了一倍有余。

2010

年
2

月
20

日，向债权人清偿、

向员工发放补偿款的工作全部完成。

3

月
1

日， 夏新如期披露上年年报：

2009

年实现扭亏，平均每股盈利
1.62

元。 公

司向上交所递交了恢复上市交易的申
请。 接着，管理人向法院提交报告，申请
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同年

4

月
21

日， 厦门中院作出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的裁定。

紧接着， 公司引入厦门象屿集团展
开资产重组———夏新向厦门象屿集团及
象屿建设公司定向发行

4.3

亿股， 收购
两公司持有的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1

年
4

月
26

日，上述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被证监会审核通过并于

6

月
29

日作出正式批复，公司随后更名为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9

日， 公司股票在上交所恢复交易，“

*ST

夏新”实现“摘星去帽”的同时，股票简称

也更名为“象屿股份”。

在厦门中院的推动下， 夏新电子在
破产重整后涅槃重生。

普通债权人实际清偿率超过
20%

，

比破产清算增加一倍；

5

万余名股民权
益得到保护；

700

余名在职员工被安置，

4000

余名被裁员工遗留问题得以解决；

上市“壳资源”得以保留，被置入优质资
产。首次在企业重整中引入托管制度，完
善重整期间的公司内部管理机制； 首创
被占资产保全制度和反保全两项制度，

依法确保重整期资产安全； 首创管理人
离任审计制度， 强化对管理人重整期间
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管。 这是一起多方共
赢的结果， 也是厦门中院在司法实践中
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随着复盘锣鼓的敲响， 这起由厦门
中院历时

7

个多月审结的福建省首例上
市公司破产重整案，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