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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系统专门之学问。 学术与司
法， 风马牛不相及， 似不存对话的可能。

殊不知， 学术尤其是人文社科学术作为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与司法虽鸿沟隔界，

但未尝不可两两相望， 亲密对话。 在对
话的过程中， 司法可以从人文社科学术
中吸取养分， 提升人文品性， 还可极大
促进自身司法学术研究活动的繁荣。

五性相通： 司法与学术的对
话基础

习相远却性相近， 学术与司法的对
话， 源于物以类聚的品性相近， 而不仅
是同归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秉性。

两者有五性相通。

一曰精神性。 学术是高端的精神世
界产品， 学术精神是学术的灵魂。 纵观
中国学术史， 学术精神总与知识分子的
家国梦想、 经世济国理想、 君子之道萦
绕在一起。 司法莫不如此， 法院兴者，

非物质显也， 而在精神达也。 司法的家
国情怀， 就是“立足自我、 心系司法”，

“立足司法， 心系天下” 的情怀。 法治
建国是法官的“国” 之梦， 人本司法是
法官的“家” 之梦。 可认为， 学术与司
法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二曰实用性。 真正的学术不在象牙
塔和书斋， 而在现实生活。 梁启超先生
在《学与术》 中曾论： “学也者， 观察
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 取其
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新儒学大
师梁漱溟先生自谦“非学问中人

,

乃问
题中人”， 梁先生致力乡村建设即为明
证。 法学学科系经世致用之学， 司法本

身为一门法律实践活动， 处理的是具体
的经济社会问题， 调整的是具体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立身。

可得知， 学术非玄学， 实用性是学术与
司法的同一追求。

三曰专业性。 只有专业才能称其为
学术， 才能获得起码的学术尊重。 唯植
根于厚实学问土壤中的学术， 才能真正
生发出学术力量。 倘若知识不宏博， 智
慧不会通， 真谛不谙透， 便是伪学术。

法学在哲学社科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是知
识专业化使然， 司法的专业性是近现代
司法制度发展形成的共识。 无论是高于
普通人的法官职业道德， 抑或经历专业
训练及长期实践才能形成的法律思维方
式、 独立判断证据及准确查明事实的能
力， 还是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填补生活与
法律的缝隙， 都体现司法的专业性。 可
言， 学术是专业的知识学问， 司法是专
业的社会实践。

四曰规范性。 学术重自由， 规范不
可缺。 学术规范作为贯穿学术活动的伦
理道德规范和基本准则， 是学术健康的
底线。 严谨和规范， 同样是司法的固有
特征。 程序法治精神指引下的诉讼程序
制度就由大量的程序规范组成， 既保障
当事人诉讼权利， 又规范法官职权运
行。 学术风范决定学术产品， 学术规范
对学术不端行为具有道德约束力； 同
理， 法官人品决定司法产品， 法官职业
道德和司法良知对司法不端具有内在约
束作用。 可认为， 规范在学术和司法均
占据重要位置。

五曰批判性。 批判是学术的生命，

为追求真理、 创造新知必需， 也是唯物
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原理在学术领域的体
现。 斯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
研究最主要的就是自由意志和独立精
神。 宪法赋予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地位，

就是为了保障法院和法官在审判中的独
立判断、 独立思考， 敢于对违法、 失范
和不道德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着眼于
国家法制统一， 从国家统一行使的司法
审判权， 还应对破坏法制统一的地方保
护主义予以批判。 可得知， 没有学术批
判就没有学术进步， 没有独立审判精神
的法院， 权力监督制约将失去重要一环。

文化同源： 司法与学术的对
话媒介

学术与文化有不解之缘， 一部学术史，

也是一部思想史， 一部文化史。 一部优秀
的法学著作， 不仅是法律知识的著作， 而
且代表着当时的法律文化。 司法与文化同
样有极深渊源。 包括司法文化在内的法律
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 司法与学术结缘的深层次原因，

在于两者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从学术与司法的主体看， 作为学术
主体的学者当然是文化人， 作为司法主
体的法官某种意义也是文化人。 法官是
文化人， 不是附弄风雅， 小调怡情， 而
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 文化的信仰和法
官职业的理解。 法官是文化人， 源于法
官的知识结构不仅包括经过系统法科研
习积累的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 还涵盖
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孕育而成的审
美情趣、 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 法官的
知识结构包括法律知识、 裁判方法、 司
法文化三个层面。 法律知识是微观知识
层面， 裁判方法是中观技术层面， 司法
文化是宏观精神层面。 具备法律知识的
法官是合格的法官， 具备裁判方法的法
官是优秀的法官， 具备司法文化的法官
是令人感佩的法官。 当然， 法之理首先
在法内， 不具备扎实的法律基本功， 没
有长期的司法经验， 对司法缺乏深刻的
认识， 空谈司法文化， 只不过是自说自

话， 不会引起职业共同体的共鸣。

从学术与司法的目的看， 人文关怀
是两者的共同目的和文化背景。 广义的
学术不仅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更指向更
具源性、 普遍性的知识———文化。 一个
人有无文化， 除了知识外， 更指人文素
养。 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对
象， 如历史、 哲学、 文学、 艺术， 本身
就是对人的存在、 人的价值、 人的表现
的深刻体认， 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更
好的价值实现和进步发展。 因此， 学术
是人文的。 就司法而言， 司法是社会的
司法， 司法现象与社会现象环环相扣，

司法问题与社会问题处处交织， 缺乏对
文化和人性的认知， 司法就会形单影
只， 沉浸在自说自话、 自我陶醉的逻辑
体系中难以自拔。 司法公正作为司法的
本质属性， 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成员的人
文关怀； 作为向社会提供公平正义的公
共服务产品， 司法在公共服务过程中也
体现着人本色彩， 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
是当代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

法院学术： 司法与学术的对
话平台

司法与学术对话最直接的平台， 是
法院自身蓬勃发展的学术活动。 法院学
术的兴起， 使司法与学术真正实现了零
距离对话。 王泽鉴先生在《试论法学写
作的意义及方法》 中精要论道， “法学
的训练就在写作， 一定要写， 一直要
写， 因为写才能让你深刻。” 王先生继
而指出， “一直以来， 作为法学研习者
而言， 写永远是不变的主题， 法官要写
判决书， 律师要写代理词， 检察官要写
公诉词。 但是， 法律人要写的远远不止
是这些， 尤其在衡量学者水平的众多能
力指标当中， 论文、 著作的数量和质量
无疑是最直观的。”

法律本身是精深的学问， 法学学者
纵若如此， 法官等法律实践者掌握法律
亦非易事。 从进入法律之门开始， 从不
知所措的第一天起， 到成为优秀的法
官， 相信都曾经有“雾失楼台， 月迷津
渡” 之惑。 唯有通过不懈地研习， 才能
释疑解惑。 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才会令知
识掌握更为全面而深刻。 为了准确、 妥
适地适用法律， 法官需要学习， 需要交
流， 需要研讨。 正如评价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立德、 立功、 立言” 的三立标
准， 只有文章才能固定思想， 才能获信
理论， 才能流传知识。

法院应是善于思考的机构， 法官应
是善于思考的人群。 司法与社会百态的
关联， 尽在学术研究方寸之间。 从学术
研究可感受到当下中国司法的全景和深
度。 法院学术往往以制度成果的形式沉
淀下来， 会将法官的个体思索上升为司
法整体意志， 将零碎的司法经验整合为
经常性裁判法则和管理规则， 使朝花夕
拾式的浪漫演绎为三段论式的严谨。 这
种制度成果更具有传承性和历史价值。

司法是需要追求的事业， 一个志存高远
的法官， 在实现定纷止争、 化解纠纷职
业价值的同时， 不仅应当始终致力于从
那些很琐碎但又值得小题大做的实际问
题中提炼一般性裁判规则， 将司法中的
现象、 数据、 特点、 规律与法学理论结
合起来， 还应关心和思考事关法治进
程、 法院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宏大话题，

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结合起来， 将
自己的所感所思表达出来， 转变成为可
以传承的显性知识， 以供政治决策、 立
法意见、 司法解释和行政政策参考， 切
实为国家司法进步乃至法治进步做出更
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与学术的对话

□

孙海龙高翔

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
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贝卡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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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公示制度与社会诚信建设

□

吴铭奂

国有诚信必兴， 家有诚信必和， 人
有诚信必贤。 从古至今， 中华民族一直
将诚信作为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标准。

而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更是古今中外执政
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于个人而
言， 诚信是一种美德； 对国家社会而
言， 诚信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 保障社
会健康发展的基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强调： “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
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抓紧建立健全覆盖
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加大对失信行为惩
戒力度， 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氛围”。 作为法院， 应当将
能动司法和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 通过
审判执行工作严格、 公正执法， 维护诚
信行为， 制裁失信行为， 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 结合工作中的经历， 笔者认为，

建立被执行人公示制度是发挥司法能动
作用、 创新社会管理手段、 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重要一环。

某公司拖欠另一公司货款数万元，

为了规避执行， 变换经营地址， 停用公
司账户， 尽管笔者多次调查仍是找不到
被执行人下落和可供执行的财产。 眼看
六个月的审限即将届满， 正准备联系申
请执行人办理程序性结案手续时， 被执
行人的法定代表人竟然主动来到了我的
办公室， 要求履行义务。 原来被执行人

正与另一公司洽谈一笔较大的业务， 但
是对方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的被执
行人信息查询中， 查到该公司在法院
有未结执行案件， 对其诚信产生了怀
疑， 准备撤出谈判。 眼看生意要黄，

被执行人着了急， 于是主动来到法院
履行义务。

这一次坐在办公室就把案子结了的
经历， 让笔者初窥被执行人公示制度的
威力。 而另一案件无法执结， 与申请执
行人谈话时听到的叹息则让笔者认识到
了建立这一制度的紧迫性。

王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借给张
某近四十余万元。 约定的还款时间到
了， 张某却没了踪影。 王某遂将张某起
诉至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 依法判决张
某偿还欠款。 判决生效后， 张某依然不
见踪影， 并未履行判决， 王某只能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然而经过调查发现，

张某仅在笔者工作的法院就有十余年
来陆续积压下来的未结执行案件十余
件， 欠款一百余万元， 是个十足的
“老赖”。 尽管经过全面的调查还是没
有发现张某的下落和可供执行的财产，

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在与王某的谈
话中， 王某听完笔者的述说， 长叹一
声： “我要早知道这个人这么不讲诚
信， 那我根本不会相信他的谎言， 借给
他这么多钱。”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
看到尽快建立和推广被执行人公示制度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将被执行人拒不履
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这一不诚信的行为
记录在案并向全社会公示， 让每一个
人、 每一个单位都能查询到有关情况，

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能够弥补直接强制执行措施的不足， 为
破坏社会诚信建设、 影响司法权威、 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被执行人编织一张无
法规避的巨网。 要将这张网织严织密，

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要求和

期待， 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笔者认为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配合：

其一， 加快立法， 抓紧制定关于被
执行人公示制度的法律法规。 要建立被
执行人公示制度， 必须尽快制定有关法
律法规， 将公示的程序、 公示的时限、

公示的效力等加以明确。 在强制执行法
短期内难以出台的情况下， 可以先以司
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 一方面可以尽
快实施，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实践中加以
检验和完善， 为将来在强制执行法中有
关规定积累经验。

其二， 内部协作， 完善法院审判执
行工作衔接流程。 加强法院审判庭与执
行机构的协作配合， 建立“告知—移
送—公示” 的新机制。 在案件作出生效
裁判的同时， 由审判庭向应履行义务的
当事人送达《履行义务告知书》， 释明
履行义务的时间、 方式和拒不履行的法
律后果。 当事人逾期未履行义务的， 一
律移送执行机构立案执行。 执行机构收
案后， 将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
行义务的信息整理后录入被执行人公示

系统， 供全社会查阅。 在被执行人履行
义务后， 执行机构再根据是否自动履
行、 是否有规避执行的行为等情形， 确
定该公示信息公示的时限。 对未履行义
务和有规避执行等情形的， 应将该信息
作为警示信息， 永久留存。

其三， 外部联动， 推进社会征信体
系建设。 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支
持， 将法院搭建的被执行人公示平台与
现有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工商局企业
信用系统等衔接， 使有关部门能直接采
集并应用被执行人公示信息， 建成一个
完整的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令拒不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在贷款、 出境、 高
消费等各个方面受到限制， 尽可能的使
诚实守信的个人、 企业能够知悉其失信
情况， 形成一个真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的天罗地网。

有识之士曾言， 执行法官要追求坐
在办公室就能让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的工作境界。 笔者相信， 只要在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大力推进诚信建
设， 建立包括被执行人公示制度在内
的各项社会信用体系， 充分发挥人民法
院在诚信建设中的助力作用， 就一定能
够实现“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的社会
风貌。

（作者单位：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
院）

“有其法者， 尤贵有其人” 语出
《刑制总考》。 原句为： “有其法者，

尤贵有其人矣。 大抵用法者得其人，

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 用法
者失其人， 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
之外。”

“有其法者， 尤贵有其人” 是近代
“法学泰斗” 沈家本的著名论断。 沈家
本（

1840

—

1913

年）， 字子 ， 别号
寄 ， 是“一位公认的律学专家， 同时
又领导了一场针对旧律的翻天覆地的改
革。 这场改革使得运行了两千余年的旧
律走到了尽头， 从此， 以亿数计的中国
人得以生活在现代法律体系中”。 他主
持修订法律， 改良清代律制， 先后主持
修订《大清律例》、 《大清现行刑律》，

使得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有了
改良， 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
页。

“法者， 天下之程式， 万事之仪表
也。” 沈家本不仅强调法律的重要性，

而且主张制定“善法”， 反对制定恶法，

明确指出“国不可无法， 有法而不善，

与无法等”。 他认为立法善固然重要，

但循法行法尤其值得重视。 他反复阐明
“法贵得人”、 “用法在人” 的道理，

“法之善者， 仍在有用法之人， 苟非其
人， 徒法而已”， 即法制执行的好坏关
键在于执法之人是否贤能。

沈家本在主持修律的过程中， 深感
法律人才的缺乏， 尤其是面对封建顽固
派对新法的重重阻挠， 更加突出了“法
律人” 培育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故其不
厌其烦地提醒统治者， 同时呼吁国人，

重视法学， 研究法律， 并认为学习法律
关键是要掌握法律的原理和精神， 才能
实现法律的重要作用， 否则就容易造成
严重的后果。 公元

1890

年（光绪十六
年）， 他在《重刻唐律疏议序》 中极为
深刻地指出“律者， 民命之所系也。 其
用甚重， 而其义至精也。 根极于天理民
彝，称量于人情事故；非穷理无以察情伪
之端，非清心无以意见之妄。设使手操
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办于临时之
检按，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差，贻
害数世。岂不大可惧哉！是今之君子所当
深求其源，而精思其理矣。 ”

在沈家本看来， 作为一个从事司法
审判实务的合格法官而言， “各国法律
之得失既当研厥精微互相比较， 而于本
国法制沿革以及风俗习惯尤当融会贯通
心知其意”。 因此， 他创建、 主持京师
法律学堂以培育优秀裁判人才； 同时，

建议仿古制设立律博士教习法律， 使国
家的中枢以至地方官吏都了解法、 熟习
法， 以便更好地适用法。 其积极主张建
立近代式的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是

20

世纪初对中国法制的重大贡献。 晚清法
学教育的发展， 法政人才的大量培养，

沈氏功不可没。

“律学明则刑罚中， 于政治关系甚
大。” 沈家本认为， 古今中外都以法学
的兴盛而达法律的昌明， 以法律的昌明
而达国家的最终治理。 因此， 他大力提
倡振兴法学， 高度重视对司法人才的培
养， 最后使“人人有法学之思想， 一法
立而天下共守之， 而世局亦随法学为转
移。”

(

作者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

宋云明

有其法者

尤贵有其人

法治视野

经典赏析

法人茶语

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泰硅谷物资贸易（北
京）有限公司、冯雷（曾用名冯磊）、李韶民、李中祥、刘明：本院
受理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8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陈荔岩： 本院受理原告陈燕棠诉你及邱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须知、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福建
]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许昌霍氏宏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豫兴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
知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南
]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宋鹏：本院受理张丸妮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梁村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

陕西
]

乾县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公告
(2012)

深
中法破字第

29

号本院根据中色工业设备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管理人。 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有关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
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
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其财产后，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财
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其财产
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处置。 深圳市国力物流服
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前，向深圳市国力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9

号航天大厦
24

楼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518048;

联系人
:

侯茹玉
;

联系电话
:0755-88265944

、

13528883773;

传真
:

0755-83243108)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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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国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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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26

号本院根据申请人中信国安盟固
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裁定受理深
圳市峰鹏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深圳市卓效清
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峰鹏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峰
鹏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前， 向深圳

市峰鹏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1212

号，邮编
518033;

联系人
:

王辉、文卫福
;

电
话

:0755 -33910658

、

13077829107

、

13480902544;

传真
;0755 -

3391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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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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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峰鹏电子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峰鹏电子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下
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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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受理的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
司陆丰办事处申请破产还债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二

○

一二年八月十日作出
（

2003

）陆法经字第
194-2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

广东
]

陆丰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裁定宣告石家庄天同拖拉机有
限公司破产。 经破产管理人清算，石家庄天同拖拉机有限公司
无破产财产可供债权人分配。 本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20

日依法裁定终结石家庄天同拖拉机有限公司的
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郴州通达路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还债一

案， 现郴州通达路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工作已经结
束。 本院根据郴州通达路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已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依法作出裁定，终结郴州通达路桥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连云港市金桥商厦的申请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
裁定受理连云港市金桥商厦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指定连云港市金桥商厦清算组为该公司管理人。连云港市
金桥商厦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0

日内， 向连云港市金桥
商厦管理人（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南极北路

96

号东盛
商务楼

607

室， 邮编：

222000

； 联系电话：

0518-85603985

、

1330513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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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连云港市金桥商厦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连云港市金桥商厦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4

号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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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连云港市物资综合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裁定受理连云港市金桥商厦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指定连云港市物资综合公司清算组为该公司管理

人。 连云港市物资综合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0

日内，

向连云港市物资综合公司管理人（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
区南极北路

96

号东盛商务楼
607

室，邮编：

222000

；联系电话：

0518-85603985

、

1330513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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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连云港
市物资综合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连云港市物
资综合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
4

号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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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裁定受理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博莱特”）重整，并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指定博莱特
清算组担任博莱特管理人。 现将博莱特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信息
公告如下：博莱特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9

时在安丘市人民政府招待所会议厅（地址：山东省安丘市商场
路

88

号）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或债权人的法定代表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参
加会议。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应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等。 在参
加本次债权人会议前，债权人已向管理人提交过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的，如无变更可不必再次提交。 由于场地
有限，每家债权人可以委派不超过

2

名人员参会。 出资人组会
议将于同日召开。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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