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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区是杭州的中心城区，这里金融机构林立，是全市乃至浙江省金融机构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的城区。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创新产品不
断增多的影响，近年来，下城法院受理的金融案件大幅增长，呈现出了数量增多、标的额高、专业性强、利益多元的特点。 为了积极应对金融领域司法需求的新变化，为金
融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011

年
2

月，下城法院整合审判资源，成立了金融审判组，建立金融案件“立审执”兼顾协调机制。 该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金融案件结
案率同比提高

14.56%

，简易程序适用率同比提高
27.53%

，平均审限同比缩短
19.3

天，无一件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 金融案件审判效率大幅提高，金融审判理念不断更
新，专业化、集约化的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户联保”是下城区一家银行针对
个体工商户的小额贷款业务推出的创新
产品，由

3

名贷款人成立联保小组，每个
小组授信额度一般为

10

万至
15

万， 无需
抵押， 只要求成员之间相互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即可。 虽然这一创新的金融贷款模
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小商户“贷款难”、“担保
难”的问题，但是金融审判法官在审理同类
型的

40

余件案件中发现，“三户联保”主要
是通过联保人之间的信用担保连带责任
确保贷款安全，但是实际上贷款人往往通
过中介公司组成联保小组，联保人之间也

并不认识，也无法在联保人之间建立有效
的约束机制，由于贷款人大多非本市居民，

恶意逃债情况十分严重。 而且银行在放贷
中也存在着审核不严的问题，如果不及时
就该类风险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会使银行
资产遭受损失。

为此，该院审判金融组法官及时到该
银行进行了走访，指出了该类金融创新产

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风险。 银行
听取了法院的建议后，对联保人之间的联
保责任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并加大了
贷款审理力度，减少此类了纠纷的发生。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信用卡纠纷
中， 该院金融审判法官在审理涉及某银
行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中发现， 银行在借
款人逾期还款后并没有及时起诉， 有些

案件竟然拖了两三年才来起诉， 导致逾
期支付的利息和滞纳金的总额已经远远
高于借款本金的金额， 法官认为银行怠
于起诉的问题将会严重损害借款人的利
益，因此通过走访该银行，将这一问题与
银行进行了及时的沟通， 引起了银行的
充分重视。

该院金融审判法官走出去的同时，

还积极邀请银行、中小企业走进法院，通过
座谈、 研讨的形式， 交流防范和控制金融风
险、加强银企合作的经验做法，法官们还自编
了一本《金融类案件风险防范提示手册》，仔
细梳理了办案中发现的金融案件风险点，进
行提示，获得了银行和企业的好评。

金融审判组充分发挥其整合、沟通、协
调作用，通过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提示和司
法建议，倡导金融市场主体合规经营、防范风
险、提高服务水平，延伸了金融审判的规范引
导功能，有效拓展了司法服务的半径，发挥
了审判在促进金融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深化能动司法服务发展大局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院长

何敏

下城：金融专业审判多层绽放

本报记者余建华孟焕良本报通讯员郭彤张恒超

立审执联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

在纷扰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下，人
民法院如何深化能动司法， 服务发展大
局？我们认为，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针对区域经济社会特点，找准
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为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今年
2

月
10

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
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
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为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明确了总体思路和
重点任务。 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深化能动司法，全面推进金
融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基层法院，

在具体落实中主要抓好以下三方面：

要深化能动司法理念。 能动司法起
源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形成于金
融危机的司法应对实践， 是司法机关遵
循司法规律、 坚持严格执法前提下的适
度能动、适度干预、适度参与。 它有别于
国外的司法能动主义， 更不等同于盲动
司法。而是立足司法职能本身，通过依法
自由裁量、合理解释法律规则、灵活采取
司法措施、能动干预当事人诉讼活动、参
与社会治理等，积极践行“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主题。

要畅通专业审执机制。 科学合理的
运行机制是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人、财、

物联系起来， 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
用。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
革发展的司法实践中， 推行金融案件专
业审判制度， 设立金融审判庭或金融审
判组，切实审理好各类金融案件，促进多
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妥善处理激励
金融创新与防范化解风险之间的关系；

整合立案、审判、执行职能，建立以金融
审判组为核心， 以立审执一体化通道为
载体的金融司法服务平台， 提高办案质
效； 深入推进金融审执联系协调机制建
设，定期进行信息双向反馈，充分发挥金
融审判数据的导向功能、 典型案例的指
引功能， 有针对性地解决金融行业反映
突出的问题。 充分发挥司法建议风险预
警功能，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司法职能，扩
大能动司法效果。

要提升司法服务能力。 能动司法是
否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是
否取得成效， 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负责
任、精业务、甘奉献的团队，是否能够充
分调动金融解纷资源。一方面，除在院内
公开选任金融审判法官外， 还将从社会
上选任一批既熟悉金融市场运作规则又
精通金融政策法律的人民陪审员， 并建
立健全金融审判专家咨询和专家证人的
制度。另一方面，将法律培训与金融专业
培训相结合， 使办案法官熟悉金融市场
运作规则、精通金融法律和政策；推进法
官“上挂下派”交流机制，通过与法律院
校、金融机构内外结对共建，聘请法学专
家授课、 定期与相关金融机构和单位交
流学习， 提升金融审判法官的司法能力
和水平。

2011

年
9

月的一天下午， 大雨倾盆，

立案大厅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
声， 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急切地跑向
立案法官，“快，快，法官我要立案，我们
找到了欠债人的一辆豪车。”法官一面为
他递过一张纸巾， 一面仔细询问案件的
情况。

原来，男子小陈是一银行职员，他们
在一年前曾经贷款给一张姓男子

1100

万
元购买劳斯莱斯， 可是张姓男子在车到
手后就人间蒸发了， 银行已经苦苦找了
他一年。这天，他们发现了张姓男子贷款
购买的劳斯莱斯正停放在温州的一个地
下车库里，如果不能马上采取查封措施，

这辆车一旦开走，银行又无计可施了，所
以小陈才会这么着急。

了解情况后， 立案法官的心也紧张
了起来，他马上拿起电话，拨通了审判金
融组负责人的电话，短暂有效的沟通后，

立案法官对小陈说：“马上把立案材料准
备好， 符合立案条件的， 办理完立案手
续， 我们金融审判组的保全法官马上就
能出发。 ”

小陈惊喜地递过立案材料， 对立案

法官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立案法官快速
审核了立案材料，案件受理后，又马上把
材料交到了金融审判组保全法官的手
中。

这就如同一场紧张的接力比赛，只
是他们要跑赢的是时间。

负责保全的法官用最快的速度制作
好保全裁定、拟订保全工作计划，保全材
料备齐后，直奔温州。 从立案到出发，小
陈看了看手表，只用了

1

个半小时，他的

眼前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经过
5

个多小时的车程，法官一行赶
到了小陈提供的豪车停放地点， 看到了
这辆静静停放的劳斯莱斯， 保全法官立
即按照法律规定采取了保全扣押措施。

全部手续办好后已经是晚上
8

点多了，这
时法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很快， 张姓男子主动找到法院要求
还钱，案件以原告撤诉圆满结案。

“法至极处为公正， 情到深处为人

民”—————银行寄来了感谢信，对下城法院
金融审判快速通道机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表示感谢，对法官不辞辛劳、迅速有效的办
事效率表示叹服。

这是金融审判“立审执联动”的一个缩
影，为有效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下城法院金
融审判组配备了专人负责查封、扣押、冻结
等诉讼保全事务，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审查程序，有效控制债务人财产。 “立审
执”兼顾的审判模式，作为专业化金融审判
机制内部的有效延伸， 实现了金融案件从
立案到执行各环节的信息共享， 有助于提
高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质效， 维护金融
秩序的稳定。

2009

年
4

月，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不久
的小沈向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套位于杭州
郊区的商品房，由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小沈每月都能按时还款，直到去年
5

月开
始，银行发现小沈再也没有还款，而且手
机一直处于停机状态，联系不上本人。银
行以小沈逾期还贷为由起诉至下城法
院，要求小沈提前归还全部贷款。

审判金融组的法官拿到这个案件后
心里产生了疑问， 小沈是一名大学毕业
生，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并不困难，

而且在三年的时间里都能按时还款，是

不是产生了什么变故一下子还不出钱了
呢？

案件送达后， 小沈主动联系了承办
法官，正如法官所料，小沈从原来的单位
辞职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
无钱还贷。此后，承办法官又连续收到

10

余起类似的或因工作状况、 家庭变故或
因其他原因影响还贷能力的案件。

在仔细分析了这类案件后承办法官
发现， 这些贷款买房的时间都在房产新
政以前，借款人都享受到了贷款基准利
率下浮的优惠政策，如果简单判决解除
贷款合同，借款人再次买房就无法再享
受到如此优惠的利率，这对贷款人的利
益是一种较大的损失。而且这些人都具
有还款意愿， 只是存在些暂时的困难，

只要他们能够按时将逾期的本息归还，

银行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损失， 这对于
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 另一个问题马上又从承办法
官的脑海里蹦了出来， 如果继续履行合
同过程中借款人再次逾期， 银行再次诉
讼，不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新
产生的诉讼费用， 对于银行来说就会造

成新的损失。 如何能够兼顾贷款人和银行
的利益，实现双赢呢？

承办法官在调解协议中， 为贷款人及
时履行还款义务加入了一个限制条款———

“若被告未按期足额履行归还已逾期本息
的义务， 或者在继续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
有任何一期未按约履行， 银行均有权对借
款人应归还的全部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这一条款既可以打消银行的顾
虑，也保护了借款人的利益。 最终，这

10

余
件类似的逾期还款案件都以调解结案，实
现了双赢的社会效果。

集约化审理：考验智慧的双赢

浙江某大型农企生产经营状况良
好，但是由于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深陷
债务危机，由于涉及多起债务诉讼，企业
大量资产、账户被查封，濒临破产边缘。 案
件审理中银行又提出要查封该企业名下
的生产设备和

10

辆运输车辆，下城法院金
融审判法官在审理此案中发现，该企业一
直经营顺畅，保持盈利，只是因为涉及债
务纠纷被冻结了现金流， 导致企业经营
困难， 如果将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全部

查封将会影响到数百名职工的生存问题，

既不利于企业渡过困境也不利于社会稳
定。 因此，承办法官对生产设备和运输车
辆进行动态查封，既保护了银行的利益又
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为银行债权的顺
利实现和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

同样的，因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下
城区一房地产企业也面临了同样的困
难， 再加上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
响，企业经营深陷困境，资金链断裂。 企
业能够销售的房屋被银行查封， 而新拍
得的土地也急需动工资金。 下城法院金

融审判组通过协调， 建议银行将查封房
屋解封， 在新拍得的土地上重新设立抵
押， 这样既能使该房地产企业通过销售
房屋获得流动资金， 也不损害银行的利
益。经过多次的沟通，最终双方接受了法
院的建议， 该房地产企业为法院能够兼

顾各方利益深表感谢。

重视银企利益的协调、 兼顾是金融审
判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 下城法院金
融审判组在银企案件处理中， 能够针对具
体情况区别对待， 对于遭遇暂时资金短缺
问题，但仍具备生产盈利能力的企业，尽量
采取不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动态查
封、 反担保等措施， 避免了因司法措施不
当，加剧企业发展困境的连锁反应，在兼顾
银企利益的博弈中实现了双赢。

银企利益平衡：兼顾各方利益的博弈

审判职能延伸：一座沟通协作的桥梁

邀请辖区
18

家银行开展规避执行情况调研。 中小微服务发展座谈会。企业防范经营法律风险小册子。

唐山海港河经纬船务有限公司、 福建中经纬船务有限公
司、厦门厦经纬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津海法商初字第
523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林圣生、林圣强、佳木斯金源船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建信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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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凤平、李鹏、唐永勤、王汉英、吴文珠、谢少进、徐广东、余望
兰、曾诚、曾凡明、张超、张雷、张雷、张少波、张涛、赵建、郑和
玉、蔡宝宏、陈国志、邓志恒、兰秀峰、李菲菲、李归、李翔、毛师
斌、王琳、王振凯、谢俊、徐剑、于善武、陈杰、向军、牟宏伟、罗
波、颜卓、程德卿、党骥、董国敏、范学锋、付超、高帆、高贤峰、黄
波、雷照洪、梁建、刘军、刘燕波、彭斌、钱美丹、任慧、石雄林、束
芬莉、童菊桃、王波、王雁、王杨、吴亮、肖永钢、徐高全、张洋、张
艺军、章峰、周五秀、唐桂德、何家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鄂江汉民二初字第
00411

号、

00411-1

至
00411-8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北
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

湖北
]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沈阳七象富邦策划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辽宁百特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辽宁海丽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
七象富邦策划代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沈阳七象富邦策划代理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沈中民二终
字第

113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七号法庭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书强、辽宁良臣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淑芬
诉被告许书强、第三人辽宁良臣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皇民二初字第
24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商丘经济开发区平安街道办事处叶庙社区居委会、商丘经
济开发区平安街道办事处叶庙社区居委会王西村民组：本院受
理的你单位等与杨发亮、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侵权纠纷再
审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等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罗琳：本院受理原告李兴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 以上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开庭时间定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
10

审判庭，请准时到
庭。 逾期则依法裁判。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雨菲、谢吉亮申请宣告韦美双失踪一案，经查：韦美

双，女，

1974

年
6

月
7

日生，壮族，农民，原住广西宜州市刘三姐乡湖
长村湖长屯

11

号，身份证号：

452702197406073460

，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望
韦美双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韦美双失踪。

[

广西
]

宜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艳军申请宣告丁云珍失踪一案，经查：丁云珍，女，

汉族，生于
1980

年
11

月
22

日，身份证号：

412902198011222642

，

原住邓州市张楼乡耿家村，系申请人刘艳军之母。 其于
2009

年春
离家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丁
云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丁云珍失踪。

[

河南
]

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彩连申请宣告张英兰失踪一案，经查：张英兰，女，

汉族，生于
1973

年
2

月
20

日，身份证号为
412902197302202727

，

原住邓州市夏集乡贾洼村，系申请人赵彩连之母。其于
2008

年
5

月
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张英
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张英兰失踪。

[

河南
]

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安文奇申请宣告李彩红失踪一案，经查：李彩红，

女， 汉族， 生于
1974

年
3

月
6

日， 身份证号为
412902197403061526

，原住邓州市张楼乡张油坊村，系申请人
安文奇之母。 其于

2000

年底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李彩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
彩红失踪。

[

河南
]

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洪玉申请宣告何儒田死亡一案，经查：何儒田，

男，汉族，

1962

年
10

月
6

日出生，系“闽东渔
63077

”船船员，原
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高城镇罗家桥村二组，于

2012

年
7

月
3

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何儒

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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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朱秀勤申请宣告候勇耀死亡一案，经查：候勇耀，

男，汉族，

1968

年
11

月
21

日出生，系“浙岭渔
96079

”船船员，

原住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镇油坪村二组，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
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候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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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芬飞申请宣告陈正斌死亡一案，经查：陈正斌，

男，汉族，

1979

年
9

月
15

日出生，系“闽连渔
61878

”船船员，原
住浙江省乐清市智仁乡乌芦岙村，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陈正斌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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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宁波海事法院

根据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2

年
6

月
13

日作出的
（

2012

）甬余商清（预）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衡通
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为
清算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浙江波宁律师
事务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

299

弄
37

号研发园
C

区
15

幢
4

楼， 联系电话：

0574-27836000

，

13248744468

联系人：

陶律师）申报债权，申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
况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原件。逾期未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 余姚市衡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余姚市衡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
2012

年
8

月
7

日

邢台市冀源公司，沙河市：大兴工贸公司、天宇选矿厂、赵
删第一选厂、广电选矿厂、五节岭选矿厂、岗冶第三选厂、新城
东山选厂、东方矿业公司、光明选厂、华利选厂，武安市：兴华钢
铁厂、普阳钢铁厂，河南：安阳胜达希望公司、安阳永兴钢铁厂、

濮阳鸿瑞有限公司。 请以上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我办
办理沙河市场保证金转换手续， 逾期我单位将资金按规定处
理， 特此通知。 联系人： 尹志东

13930900089

联系电话：

0319

———

8929846

。 河北省铁矿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吉

C18333

号重型自卸货车因超限行驶公路损坏国家公路设
施，已被梨树县公路路政执法大队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依法扣押，对
该车车主董志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且经催告
仍未履行，该车撞毁的龙门架修复费用

31640

元，已经由本大队垫
付，因当事人逾期不接受处罚和赔偿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

46

条第
3

款规定，本大队可以将扣押的车辆依法拍卖
抵缴罚款。 现本着严谨慎重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

72

条第
2

款之规定再行公告。 限该车车主董志会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前来接受处理，并可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我
大队将对扣押的车辆依法处理。 梨树县公路路政执法大队

广州东仁医院、四川林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紫金九和卫
生院、礤下卫生院、湖南杨文乐、湖南胜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请速履行与我司的合同义务。 深圳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

日

本院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受理的焦作市减速机厂破产清
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作出（

2012

）解民破字第
001-3

号民事裁定书，宣
告焦作市减速机厂破产。

[

河南
]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受理了河南赊店酒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 并指定南阳市正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河南赊
店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
（申报地址：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马神庙街

1

号
7

楼； 邮政编码：

473300

；联系电话：

0377--67918035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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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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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社旗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8

月
14

日（总第
53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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