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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

2006

年
10

月，

A

公司为运输一批货
物，与

B

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租
用
C

轮。

D

公司为
C

轮的光船承租人。

B

公
司在履行航次租船合同过程中， 根据接
收的货物情况， 向

A

公司签发了正本提
单。 提单上记载

A

公司为托运人，

B

公司
为承运人。

2007

年
1

月
22

日，

C

轮大副发
表共同海损声明。 因货物在运输过程中
发生货损， 作为货物保险人的

E

公司在
支付

A

公司货物保险理赔款后， 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代位求偿向某海事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

B

公司、

D

公司连带赔偿货物
损失约

100

万美元。

[

裁判
]

该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之一在于
D

公
司作为光船承租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
任。

一审某海事法院判决认为，该案为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案涉货损发生在承
运人责任期间内， 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因此，

B

公司作为航次租船合同的
出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D

公司作为
实际承运人， 应当与

B

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二审某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该
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该案中不存在
承运人可以免责的事由， 因此

B

公司、

D

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为
2011

民提字
第
16

号）再审判决认为，该案为航次租船
合同纠纷。

D

公司系
C

轮的光船承租人，

实际承运案涉货物， 但并非案涉航次租
船合同的当事方， 不应作为航次租船合
同出租人承担责任。 尽管海商法将航次
租船合同作为特别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在其第四章中予以规定， 但并非第四章
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当
事人， 所应适用的仅为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当事人即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规定，并不包括实际承运人的规定。

在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
中， 法律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扩大适用于
非合同当事方的实际承运人， 但实际承
运人是接受承运人的委托， 而不是接受
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的委托， 实际承运
人及其法定责任限定在提单的法律关系
中。 因此，

E

公司主张
D

公司为航次租船
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承运人没有法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

E

公司对
D

公
司的诉讼请求。

[

分歧
]

上述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
2011

年予以刊登。在审判实践中，又出现
了类似案例的纠纷，所不同的是，原告主
张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来进行
诉讼，而不是选择航次租船合同的诉因。

对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
公报案例中， 已经对航次租船合同的承
租人就货损索赔可以选择的诉因， 以及
是否可以要求实际承运人赔偿货损问
题，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因此，航次租船
合同的承租人只能选择航次租船合同的
诉因进行诉讼， 并且其无权主张实际承
运人来承担货损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 公报案例中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是否
可以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没
有进行阐述和认定， 而是直接定性纠纷
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因此审判实践中，

是否可以允许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选择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 仍应依据法
律和法理进行具体分析。 关于实际承运

人责任问题，公报案例的无责认定，是以
诉因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为前提，因此如
果诉因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则实际
承运人是否承担责任仍需进行具体的分
析。

[

评析
]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

从海商法规定本身看。 航次租船合
同被界定为特殊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因
此，承租人选择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为诉
因来起诉，有法律根据。当然，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如航次租船合同已有规定，仍应以
航次租船合同的规定为准。

2.

从提单法律关系来说。 航次租船合
同的承租人一般会要求出租人签发托运
人为承租人，承运人为出租人的提单给承
租人。 因此，承租人以提单所证明的海上
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有法律依
据。 况且，如果提单持有人并非航次租船
合同承租人时，提单的持有人完全可以依
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
来向提单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

如果承租人未转让提单，而自己作为提单
持有人，依法依理也应允许其依据提单所
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主张权
利。

3.

从是否加重实际承运人责任角度
看。允许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依据提单
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诉讼，

并不会加重实际承运人的负担。实际承运
人的责任，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只能存在
于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关系索赔中，在任
何一个航次的运输中， 如果发生货损，实
际承运人总是存在被托运人索赔的风险。

如果允许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同时也
是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
物运输法律关系来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权
利，很明显并不会导致实际承运人责任的
加重。 但是，假设承租人在起诉时已不是
提单持有人，那么他就无权再向实际承运
人主张权利。

4.

从两种诉因的区别和选择权看。 航
次租船合同承租人选择的诉因不同，可以
主张的权利也不同。承租人如果选择航次
租船合同的诉因，那么就可主张速遣费等
航次租船合同才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丧失
了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的机会；如果选
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则无权主张
速遣费，但却获得了向实际承运人索赔的
权利。此外，两种诉因的诉讼时效也不同，

航次租船合同的时效为两年，而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的时效为一年。 上述案例中，原
告之所以选择航次租船合同为诉因，考虑
的因素之一应就是诉讼时效问题。但不管
是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上述最高人民法
院的再审判决，都没有限定承租人只能依
据航次租船合同来起诉。 因此，在两种法
律关系并存时， 选择何种诉因来起诉，权
利应归于承租人。

5.

从是否签发提单的角度看。 如果航
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没有签发提单，承租
人是否仍可以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
系来起诉？ 笔者认为，即使出租人没有签
发提单，但依据海商法对于航次租船合同
属于特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界定，承租
人与出租人之间仍然存在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的法律关系，此时，承租人仍可以选
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来向承
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允许承租人选择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来向承运人和实际
承运人主张权利， 不仅符合法律规定，没
有违背上述公报案例体现的法律精神，而
且没有加重实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更能
平等保护各方的利益。

（作者单位：厦门海事法院）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适用

解 读 新 民 诉 法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肖建国

修正后的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该条规定，立
法过程中虽然争议纷纭， 各种不同的
观点相互交锋碰撞， 但是修正案通过
之后，摆在学者面前的最大任务，是由
过去的立法论转向司法论、解释论，认
真研究民事公益诉讼条款的具体适用
问题。

一、关于受理条件
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特别形

态，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的条件，除
了本条有特别规定的外， 应当适用起
诉与受理条件的一般规定。 新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规定的积极条件、 第一百
二十四条规定的消极条件， 在不与第
五十五条规定冲突的情况下， 可以适
用。具体而言，除了第一百一十九条第
（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
定不能完全适用于公益诉讼外， 其他
规定可以直接适用。

受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特殊条件，

是必须具备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一条件。公益
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之处， 在于前者
保护的对象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
概念， 界定比较困难， 理论上一般指
“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具体而言，包
括扩散性利益和集合性利益两种类
型。 前者指事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
是基于特定的事实原因才产生联系的
人共同拥有的一种超越个人的不可分
的利益（如因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破坏
而由原告提起的公益诉讼）；后者也是
超越个人并且是不可分的， 它属于先
前在相互之间就有特定法律关系的特
殊团体， 在成员的身份上也比扩散性
的利益要确定（如某消费者团体的众
多会员因商家的霸王条款或不当行为
而受到损害时， 由消费者团体提起的
公益诉讼）。

为审查确认发生了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 人民法院在受理公益诉
讼案件时， 还须要求原告提供初步证
据材料表明上述两种公共利益被损害

的事实，并且由法院审查确认其存在。

公益诉讼的基本判断标准应当是：在
一个特定的诉讼中， 原告提出的诉讼
请求所保护的法益是否超过了私人利
益的范围，如是，即为公益诉讼；否则
为私益诉讼。

二、关于起诉主体
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起诉主体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这里
有三个关键词：“机关”、“有关组织”、

“法律”。

1．

“机关”。 “机关”概念比较宽泛，

类型很多，包括立法机关、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等，因此，需要
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将“机关”解释为
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这是因为：（

1

）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中
居于法律监督者的特殊地位， 检察机
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
表者、 维护者和实现者的职能角色；

（

2

）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的
权限、 担负诉讼成本的能力和进行诉
讼所必需的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具有
优越于享有公益诉权的社会团体或民
间组织；（

3

）现行法的依据。 刑事诉讼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已经赋予检察院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权， 即当国
家财产、 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而遭受损失时，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
刑事公诉的同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公
诉；（

4

）检察院已经积累了提起公益诉
讼的实践经验。

行政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
是因为：（

1

）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受
地域限制， 但提起公益诉讼不受此限
制；（

2

） 行政机关掌握有关环境评价、

环境监测、检验、评估报告、现场检查
记录等方面的信息资料， 行政机关收
集证据的能力也比较高；（

3

）行政机关
提起诉讼， 表明政府对此是支持的态
度，法院在处理这类诉讼时，遇到的压
力和阻力相对较小， 法院审理判决不
会与政府发生冲突。 以环境公益诉讼
为例，迄今为止，我国

40

多个环保法庭
处理了

10

多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
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的有

6

件，行政
机关作为原告的有

3

件，行政机关和检
察院作为原告起诉的

9

件案件都以原
告胜诉而告终。

此外， 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行政
机关应当限定为地、 市以上的行政机
关为宜。毕竟涉及环境污染、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影响范围大、

涉及人数多、社会关注度高，协调复杂

利益冲突的难度和压力也很大，区、县
一级行政机关恐难以胜任。同时，公益
诉讼级别管辖以中级法院为宜， 与管
辖级别挂钩的话，由地、市以上的行政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比较妥当。

2．

“有关组织”。 “有关组织”众多，

类型有社会团体（约
25

万个）、民办非
企业单位（约

20

万个）、基金会（约
2000

个）。上述各种组织，情况复杂，良莠不
齐，不一而足。 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
解释对可以起诉的有关组织的范围进
行必要的过滤和限制， 如下的具体措
施和实质性标准可以考虑：（

1

）依法设
立或者依法登记或备案；（

2

）起诉必须
符合组织或团体章程目的和业务范
围；（

3

）符合组织或团体活动的区域要
求；（

4

） 组织或团体设立时间的限制，

要求必须是设立
2

年以上为宜；（

5

）应
当具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经费保障；

（

6

）社团法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会员；

（

7

） 组织或团体须配备有相关的法律
专业人士。

3．

“法律”。 如果严格根据语义解
释，那么“法律规定的”中的“法律”，是
指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 这种解
释方法带来的弊端， 是现有法律对公
益诉讼的规定极为匮乏， 目前只有刑
事诉讼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此作了
规定。其中，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
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 海洋
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
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
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
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种解释方
法不可取， 因为它限制或阻碍了公益
诉讼制度的发展， 使得人民法院过去
多年的公益诉讼试点限于停滞。

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法是采取目的
性扩张解释，即把“法律规定的”中的
“法律”， 解释为包括立法机关制定颁
布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
释。 这样，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拓展起
诉主体的范围， 保障公益诉讼制度在
我国平衡、稳健地向前推进。

4．

起诉主体竞合的处理。 过去的
公益诉讼实践备受关注的是法院立不
立案， 而非公益诉权行使的先后顺序
问题， 因而， 多个起诉主体之间的冲
突，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实践中
出现了检察院、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共
同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现象。 鉴
于人民检察院、有关行政机关、有关组
织都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那么，对
于发生竞合的公益诉权之间冲突的处
理，必须未雨绸缪。笔者建议从以下两
种方案中选择其一：

一是规定诉权行使的顺序。建议：授
予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第一顺序行使公
益诉权的资格， 有关组织为第二顺序的
公益诉讼原告。

二是现阶段不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诉
权行使设置先后顺序， 具有原告资格的
主体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为防止重复诉讼，法院受理公益诉讼
后， 应当通知其他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
参加诉讼，在诉讼中列为共同原告。

三、关于诉讼请求
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体现了公益诉

讼的质的规定性， 同时诉讼请求的确定
与起诉主体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

1．

公益诉讼请求的类型。 在
2000

年
之前的大陆法系国家中， 民事公益诉讼
实际上仅限于提供预防性救济， 原告只
能提起不作为之诉或撤销之诉， 诉讼请
求仅为预防性请求， 即要求被告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等作
为或不作为请求， 不得提出私益损害的
赔偿请求。 在长达近百年的民事诉讼法
史中，“不作为型公益诉讼” 成为大陆法
系公益诉讼的典型特征。直到

2000

年后，

德国、法国等少数欧洲国家规定，在特定
类型的公益诉讼中， 原告也可以请求损
害赔偿，由此，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开始
浮上水面。 这是因为，不作为之诉、撤销
之诉等诉讼请求举证不复杂， 程序易操
作， 而赔偿之诉在举证责任、 赔偿的数
额、 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问题等很多方
面存在较大的审理难度。

2．

公权力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决
定了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在我国存在的
必要性。 国家公权力机关拥有法定的权
限和职责，其收集证据、参与诉讼的能力
和专业素养， 相对于社会团体和个人而
言更加强大，其公信力和权威性更高。因
此，公权力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诉讼
请求应当包括损害赔偿。 我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益诉讼，

均属于损害赔偿型公益诉讼。

四、关于程序特则
民诉法是以私益诉讼为中心制定

的， 而公益诉讼程序特则的立法供给严
重不足。 例如，对于特定环境公益案件，

管辖法院如何确定、诉讼请求如何限定、

原告收集证据的权利有多大、 环境损害
鉴定如何进行、要不要缴纳诉讼费用、原
告能否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

法院能否调解、能否发布禁止令、如何确
定裁判的效力范围、裁判文书如何执行，

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程序问题，均须通
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公司无法清算的认定主体

司 法 实 践

◇

吴宁

析 疑 断 案

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诉因的选择权

邓金刚

2005

年公司法赋予了债权人在作
为债务人的公司存在清算事由， 而逾
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申请人
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的权利。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则
进一步赋予了债权人在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
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 导致公司主要
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
行清算时， 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权利。 上述规定
的实施有效遏制了应注销而未注销的
“僵尸公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依据上述规定， 债权人主张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和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的前提，是清算义务人主观上存在

怠于清算的过错，客观上也导致公司主
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
进行清算。 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困扰的
是，谁有权利认定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无
法清算，即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是否可
以依据收集到的材料径行认定无法清
算，还是必须依法成立清算组后，由清
算组认定是否无法清算。

针对上述问题， 实务中存在两种
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从司法效
率的角度出发， 在清算组依法成立之
前， 如果司法机关依据已收集到的证
据最易认定公司无法清算， 则无需再
成立清算组，而可直接裁定无法清算，

终结清算程序。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根
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公司
是否属于无法清算情形的结论， 应由
清算组作出。 司法机关只能根据清算

组的结论再依法作出相关裁定。 司法
机关无权在清算组成立之前自行认定
公司是否无法清算。

债务人公司是否属于无法清算情
形， 直接关系到公司清算义务人连带
清偿责任的承担以及公司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就公司
是否无法清算的认定， 笔者认为应在
清算组成立后， 由清算组根据案件情
况进行认定。 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 从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
条文的文义分析， 相关法律规定的是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债权
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
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该条规定，在
司法强制清算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的
职责在于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
行清算，并负责监督清算过程，而没有

赋予司法机关在清算组成立之前可自行
决定清算能否进行的权力。

其次，从清算的客观要求方面考量，

公司清算专业性极强，涉及利益众多。如
由司法机关自行决定是否无法清算，一
方面司法机关因清算专业知识不足，极
有可能作出错误结论；另一方面，因司法
机关在清算过程中负有裁断有关争议、

审批有关决议的职责， 直接作出无法清
算结论会有违中立裁判原则。

第三， 公司清算的目的除核查公司
现有资产外， 还包括确认公司对外债权
债务等内容。 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
文件等灭失， 只是导致公司资产无法核
查， 并不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债权债务等
的认定， 对外债务等的认定同样需要清
算后确认。 如由司法机关不经清算而直
接认定公司无法清算， 将有违公司清算
立法的初衷。

综上，债务人公司是否无法清算，必
须依法成立清算组后， 由清算组认定是
否无法清算，不宜由司法机关直接认定。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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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总第
5444

期）

于文东：本院受理原告张国荣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大民初字第
31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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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蔡福纯（公民身份号码
510229197103037347

）：本院受理原
告黄才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2

）永法民初字第
04149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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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李文良：本院受理原告高香瑞（清苑县江林食品批发门市
部业主）诉保定市华意糖酒食品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经原告申请，本院裁定准许撤回对你的起诉。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09

）新民初字第
619

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

河北
]

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扬州长润运豪船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长江轮船公

司诉你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2

）武海法商字第
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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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武汉海事法院
淮北市鑫马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天骏

航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两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 武海法商字第
00365

号、第
00700

号两份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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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武汉海事法院

殷晓波：本院受理张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 泰姜开民初字第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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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姜堰市人民法院
刘兵：我院受理原告邢月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新右民初字第
22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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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内蒙古
]

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
刘大荣、谯云：本院受理王军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西民初字第
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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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陕西
]

西乡县人民法院
郭建雄、潘秋

: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怀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2

）寻民初字第
4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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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云南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云南
]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吕金苏、俞培坚、俞君、徐向军、张洁、浙江恒祥缝纫设备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琳与被告吕金苏、俞培坚、俞君、陈小
川、谢建华、徐向军、张洁、浙江恒祥缝纫设备有限公司、武威小
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浙金商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
书。 内容为：一、被告吕金苏、俞培坚、俞君、徐向军、张洁、陈小
川、谢建华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朱琳借款
3000

万
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利息从

2011

年
6

月
17

日计算至
2011

年
9

月
18

日止、 违约金从
2011

年
9

月
19

日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浙江恒祥缝纫设备有限公司、武威小
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03575

元，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
260

元，均由被告吕金苏、俞培坚、俞君、徐向军、张洁、陈小川、

谢建华负担，浙江恒祥缝纫设备有限公司、武威小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作出（

2012

）浦民二（商）破字第
9－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
务人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公司破产清算。 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为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26

楼，联系电话：

021－52921111-335

，邮政编码：

200041

，联系人：

陈艳萍），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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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生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下午
14

时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本院第八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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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淇县北阳乡粮食管理所的申请于
2012

年
3

月
7

日裁定受理淇县北阳乡粮食管理所破产一案，于
2012

年
3

月
7

日指定河南王洪玉律师事务所为淇县北阳乡粮食管理所的破
产管理人，淇县北阳乡粮食管理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第十六日上午

9

时在淇县红旗路中段原政协会议

室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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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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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淇县人民法院
鞍钢国贸沈阳公司债权人：《鞍钢国贸沈阳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并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沈破
字第

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鞍
钢国贸沈阳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鞍钢国
贸沈阳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 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

确定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实施，方法为本管理人将已报废折旧
后账面净值为零的全部破产财产共计

14

件物品交付唯一债权
人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零元。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受理的潍坊市华阳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作出（

2008

）青破裁字第
1-

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

山东
]

青州市人民法院
因额敏县粮油收储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符合破产清

算程序终结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第一
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裁定终结额敏县粮
油收储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

新疆
]

额敏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西双版纳普文糖厂申请， 受理了西双版纳普

文糖厂宣告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作出（

2009

）景
破字第

01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西双版纳普文糖厂破产。

2011

年
9

月
16

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厂破产管理人的债
务人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作出裁定予以确认。 现债务人的财产已分
配完毕。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
到清偿的债权人不再清偿。

[

云南
]

景洪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甬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 已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裁定受理苍南县霞关恒基自来水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破产程
序的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指定的管理
人（联系电话：

88371828

、

13706659211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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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南县霞关恒基自来水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

30

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

浙江
]

苍南县人民法院

上海康姆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康姆司商用计算机有限公司、上海爱必克微电子有
限公司、唐寿云、胡建青、夏国强、谷枫、周赞艺、江治、严嵘玮、胡
庆明、梁志才、胡高峰、沈哲海、王淦斌、詹黎明、王怡巍、吕雅平、

俞根松、朱敏慎、黄馨、毛秀凤、刘服群、张引琪、张锡援、闻韵芳、

金忠银、韩宏森：本院根据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裁定受理对上海康姆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强
制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戴慧英、李益、秦志晶
组成清算组。 因你公司及股东下落不明，故依法公告向你公司及
股东送达裁定书及清算申请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康姆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上海市仙霞
路

320

号鑫达大厦
1802

室，联系人：李益，电话：

021-62095093

。

上海康姆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
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册和文件，并配合清算组工作。 如
因上述账册、财产等灭失导致上海康姆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无法
清算的，公司的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将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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