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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后寄语》之后

□

晏式稳

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 少年审判庭庭长詹红荔同
志为原型的电影———《南平红荔》 首
映后，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 于我而言， 更是感触良多。 一
则因为我于今年

6

月来到延平法院少
年庭挂职锻炼， 在与红荔庭长的朝夕
相处中， 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强大
的人格魅力， 对她探索总结出的“三
三九不工作法” 理解更加深刻； 二则
因为我有幸参与了电影《南平红荔》

剧组的服务保障工作， 对电影的创作
过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红荔庭长教育、 感化、 挽救失足
少年的先进事迹我们都耳熟能详， 但
是精选她近十年来在少年审判战线上
默默奉献的先进事迹， 通过短短九十
分钟的故事展现给观众并且能够让观
众在看完影片后发自肺腑地感到她的
事迹和精神可信、 可敬、 可学， 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电影主创团队并不
是平铺直叙， 简单罗列事例， 而是匠
心独运， 不落窠臼， 在与红荔本人沟
通交流， 实地体验之后， 巧妙捕捉到
“三个故事”， 并精心选取“两条线
索” 贯穿整部影片。

“三个故事”， 一是何刚案， 二
是李成龙案， 三是方超案， 都是在红
荔与失足少年及其父母之间展开， 都
极具典型性， 可以说是影片的“骨
骼”， 搭建起整部影片的基本架构。

“两条线索”， 一条是“制度” 的明
线， 一条是“文化” 的暗线， 二者结
合， 组成影片的“灵魂”， 勾连起三
个故事， 实现了

1+1+1＞3

的神奇效
果。 如果将三个故事比喻成精心打磨
的珍珠， 那么这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
就像是一条红线， 将颗颗珍珠串联起
来， 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呈现在广
大观众面前。

先说“明线”。 在我看来， 整部
影片是以“红荔为代表的少年庭法
官推动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
写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为明线
的。 李成龙案中， 新生少年李成龙
出狱后， 因为无法融入学校集体生
活而满怀忧郁， 自暴自弃， 再次锒
铛入狱。 这让红荔开始意识到， 新
生少年的犯罪前科会影响他们今后
的正常生活、 学习。 此时她所做的
是， 到学校找校长， 提出要让校方

保护李成龙的隐私并保留他的学籍。

这种保护措施是针对李成龙这一
“个案” 的， 而且需要依靠学校的配
合， 无疑比较“被动”。 方超案中，

红荔邀请方超等新生少年参加演出，

方超等流露出不愿参演的情绪， 这
使红荔再次认识到犯罪前科对新生
少年心理的不良影响， 她鼓励他们
参演， 并帮助他们购买、 制作面具，

让他们在演出时能够遮住面容， 尽
量保留一些尊严。 虽然新生少年在
红荔的鼓励下， 主动在演出后摘下
面具， 敞开心扉， 勇敢面对过去，

但是这种方法毕竟还是针对这几个
新生少年的， “面” 不够广， 而且
要视法官对新生少年的思想、 心理
疏导情况以及他们的接受程度而定。

后来， 一心向上的方超因无法忍受
他人的歧视走上不归路， 这深深刺
痛了红荔的神经， 也引发她更加深
刻的思考： 方超一定以为， 他忘记
的过去， 别人也会忘记， 他想要的
未来， 别人也会认同， 我们要为这
些孩子在社会上开辟出一条路。 的
确， 即使方超等新生少年在演出后
主动摘下面具， 攒足了勇气去面对
社会， 但是社会上还是有人不能抛
开他们的过去， 用心接纳他们。 红
荔思考的这条“路”， 就是她后来在
全院大会上向院长提出的“关于未
成年轻微犯罪前科撤销的几点建
议”。 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 促进他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方面， 如果从立
法层面规定轻罪记录封存， 规定凡
是类似情况的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护， 无疑可以更好地弥补“个
案” 帮教的一些局限性， 从更广的
“面” 上保护每一位新生少年的个人
隐私， 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阴影， 呵
护他们健康茁壮成长。 影片通过李成
龙案和方超案两个故事， 前后呼应，

层层剥笋， 向我们展示了以红荔为代
表的少年庭法官在实践中思考、 探
索、 总结、 推动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
存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过程全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
权力机关， 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 将
以红荔为代表的少年庭法官长期努力
的成果写入刑事诉讼法， 进而使其具
有强制力和拘束力， 无疑是对少年审
判工作的高度肯定。 以“制度入法”

为明线， 可以说是在不经意间体现出
“红荔们” 所做的少年审判工作的重要
意义， 全然没有说教的痕迹， 极大提升
了整部影片的站位。 影片中， 我们视野
所及的是红荔奔波于闽北大地的山间地
头， 尽最大努力做未成年人的延伸帮教
工作， 总结并实践“三三九不工作法”，

但实际上， 红荔身边以及全国法院系
统， 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好法官， 主创
团队通过“制度入法” 这一明线， 巧妙
地将红荔的同事、 战友从银幕外“虚
化” 到银幕内。 他们或许已经在像红荔
一样默默奉献， 或许正受红荔精神的感
召在努力工作。 总之， 是他们的共同付
出， 教育、 感化、 挽救了众多的失足少
年， 是他们的共同努力， 推动了未成年
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 一枝独秀不
是春， 满园春色竞芳菲。 我想， 红荔之
所以是时代先锋， 红荔精神之所以是时
代精神， 就是因为具有代表性、 典型
性， 而且可信、 可敬、 可学。

再说“暗线”。 在我看来， 影片的
暗线是一种独特的“桥文化”。 影片伊
始，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一座廊桥， 红荔
和她的助手小崔下乡路经， 红荔向小崔
介绍桥的来历， 画面结束， 引出片名
《南平红荔》； 影片中间， 红荔与小崔不
辞辛苦， 深入被害人所在村落送达再次
开庭的传票， 受到村民的阻挠， 以及后
来村主任请红荔帮助办理收养手续， 都
发生在廊桥上； 影片结尾， 还是廊桥，

红荔与小唐从远处走来， 小唐向红荔介
绍桥的来历， 红荔告诉小唐， 从事少年
审判也是搭建一座桥， 让失足少年不再
落水。 几次“桥” 的影像立意精巧， 增
加了影片的厚重感。 本片导演董玲说：

“辞海中对‘桥’ 有这样一个解释———

跨越障碍的通道。 一定程度上， 这个意
义等同于少年审判庭， 都是将一个个失
足的孩子从深渊中拉上来， 送往下一段
旅程。” 前面谈到的李成龙案和方超案，

恰恰诠释了导演的阐述。 我感觉， 影片
最终所呈现出的“桥” 文化， 除了导演
所说的具有“挽救失足少年” 的内涵之
外， 似乎还可以增添“沟通联系群众的
纽带” 之意。 何刚案中， 红荔和小崔前
前后后跑了

18

趟， 争取到
18

万元赔偿
款一次性支付到位， 被害人郑小伟的母
亲备受感动， 甚至在红荔遭受检举、 误
会时， 原本“恨” 她的郑母竟然愿意用
18

万元赔偿款换回她的清白， 这充分

说明，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真心实意
的沟通， 红荔的“三三九不工作法” 获
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另外， 从影
片的叙事风格看， 力求平实、 质朴， 将
空间尽量从办公室、 法庭拉出来， 置于
闽北的山水之间， 置于一个个案件的庭
外工夫之上， 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官要走
下法台， 走出法庭， 能动解纷， 用真情
架起法院与群众之间“连心桥” 的司法
理念。 前后几次“桥” 的影像以及三个
故事， 使整部影片揭示“桥” 文化的意
图得以实现。

“文化” 是柔性的， “制度” 是刚
性的， 刚柔并济， 对于推动少年审判工
作一定是有利的。 名如其人， 红荔名字
中的“荔” 字上面有一个“草” 字头，

下面有三个“力”， 而她本人也恰恰是
既有草的“柔性”， 善待每一位新生少
年， 又有力的“刚性”， 对待违法犯罪
行为， 绝不姑息纵容。 她常说： “为法
官者， 应当以公平为念而勿忘慈悲， 应
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 而以悲悯的眼光
对人。” 至刚至柔， 是我认识的红荔。

影片倒数第二个镜头， 红荔站在办
公室， 透过窗户看着窗外广场上犯罪记
录已被封存的新生少年走向远方， 画外
音心灵告白： 我不必将他们捧在手心，

我更希望大家即使不在一起， 却能感受
到彼此的存在。 窗里的人， 为窗外的人
创造幸福的条件； 窗外的人， 让窗里的
人找到幸福的原因。 窗里窗外， 心心相
印。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 红荔和小唐从
廊桥远处走来， 小唐介绍着桥的来历，

红荔和小唐走进廊桥， 画面中只剩下桥
的影像， 廊桥里传出红荔的声音： 少年
审判也是建桥， 让失足少年不再落水。

红荔和小唐从桥上走过去， 桥仍然伫立
在那里， 等着其他人走。 我想， 荔红枝
头， 更要荔满枝头， 红荔走过的桥， 很
多法官都在走， 我很荣幸， 也在桥上
走。

（作者单位：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10

月
18

日， 湖北省长阳
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庭的吕舒婷法
官收到一封当事人寄来的信。 在这信息
化时代的今天，

Email

、

QQ

、 短信、 微
博、 微信等通信工具早已替代了牛皮纸
信封装的信件。 当吕法官收到信的时
候， 着实十分意外， 甚至差点忘记了怎
样开启这牛皮纸信封———是点击、 滑屏
还是手撕。

里面只有一张
A4

纸， 上面却有着
醒目的“感谢信” 三个大字和一个鲜
红的手印。 看着手印下的姓名， 吕法
官回想起了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写
信人申某与丈夫的婚姻不和， 几经波
折， 心灰意冷， 最终于

2010

年离婚，

女儿随自己生活。 但是女儿的父亲却

仅在支付了第一个月的抚养费后， 就
再也没有给。 申某百般无奈， 只得替
女儿诉诸法院。 自己受理该案后， 了
解到了申某婚姻的种种情况， 心中无
限感慨。 然而， 开庭那天， 被告无正
当理由经合法传唤却拒不到庭。 不得
已， 只得作出缺席宣判， 判决被告按
离婚协议定时支付抚养费。 在写好判
决书的当晚， 自己思绪万千， 想着当
事人年仅

5

岁的女儿， 看看自己刚上
幼儿园的儿子， 对被告———原告的父
亲写下了语重心长的《判后寄语》 ，

告知了他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义务，

更寄希望他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你
和她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亲
情”， “对于孩子而言， 你对她的爱

是旁人和物质都无法企及的” ， “请
记住， 你也是从孩童慢慢成长起来
的， 设想一下她将来的人生， 相信你
对她的付出会成为她最温暖的成长记
忆” ……

没有奢求得到任何回报， 没有寄望
获得什么感谢， 这只是一个法官应该做
的事情。 然而回报总是于无形， 感谢自
在人心中。 申某在感谢信中写道： “这
是一篇情真意切的短文， 是一篇发自肺
腑的好文章。 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法官的善良用心和对未
成年人成长的关切及一片爱心”， “为
的是本案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真可谓用
心良苦， 这使我们看到了长阳土家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法官的良好素质和执法为

民的责任心！”

近年来， 凡是涉及当事人有未成年
人的案件， 长阳法院总是在判决书后为
被告附上一篇《判后寄语》，一篇感人的
判后寄语。 上面书写着对被告的谆谆嘱
咐，更流露着对青少年的浓浓关爱。 “知
错能改，善莫大焉”是寄语中使用最多的
成语，“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是寄语中使
用最频繁的词组。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
排比的感叹，法官的天职、父母的真情，

溢于其表。因为法官们知道，祖国的未成
年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呵护、共同浇灌，

才能成为栋梁之才。

愿判后寄语让生活更美好。

（作者单位：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

窗里窗外 荔满枝头

———电影《南平红荔》观后随想
□

李志尧

太极拳，是普及于民间的运动，深
入浅出地体现着传统文化， 它是思想
的载体， 与其他事物有普遍的联
系———它与司法的联系， 既被忽视又
很明显，既被熟视无睹又值得探究。

司法是对外的判断，是“及他”的。

但同时， 又有必要对司法自身做出判
断———即“判断司法”。这样的“司法内
省”，是自省，也基于旁观。 “司法与太
极拳”这样的联系，或称“太极拳里的
司法”，既是一个题目，也作为一种观
察法，对判断、定位司法及其方法不无
助益。

先从词语“立身中正”说起。 这是
典型的太极拳用语， 指的是身法的左
右、前后、上下的中正，它容易使人想
到， 贯穿于司法的中立与正派———也
就是居中之“中”，无偏见，不偏袒，以
及堂堂正正， 也是正道的、 正义的
“正”。

粗略归纳一下类似的表述， 大概
有：立身中正，内外合一，气沉丹田，表
里兼修，阴阳平衡，张弛有度，全神贯
注，全身协调，松紧相生，虚实相随，刚
柔相济，快慢相间，以静制动，以巧胜
拙，以柔克刚，以逸待劳……等等，涉
及了太极拳的形式、要求与效果。这些
基本表述，是太极拳的表象与根基，常
识与门径。 同时，它们指向的太极拳，

大体上又都不由地“浮现出”———与法
律、司法及其方法的“相应性”与“同质
性”。

“道法自然”。太极与太极拳，法律
与司法，也无非是出于“自然”，是自然
对人的启示的产物， 所以它们存在着
相通之处又可谓“自然而然”的必然，

或者可以说它们也是“同道”。

此间的联系肯定又是具体的，是
可以列举的。 如，在练习太极拳时，讲
究身与心的“中正”，是“顶天立地”的，

是“相互协调”的，是“符合平衡”的，这
些也都是司法与司法者的境界与姿
态，这些主体在理论与运行上的“节节
贯穿”，则可与法的穿透性相提并论。

又如，太极拳的自然，放松，安静，

不僵蛮，卸掉，领起等等，与司法得以
自立、有所成就的巧妙原则相通。而太
极拳的相合、沉着、兼顾、持平之类，都
与聚精会神相关， 练拳时不可心猿意
马，与之相伴的，还需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这样的行为方式，与司法时必须
的专一性、必要的统筹性相近。

在陈式太极拳的代表人物陈鑫
（字品三，

1849-1929

）先生的《太极拳
论分类语录》里，可以发现相应的只言
片语， 印证着太极拳的“司法性”，同
时，印证着司法及其方法的“形与意”：

“心静身正，以意运动”，司法品
格与职业操守，司法之意，也可认为是
理念， 司法的理念引导着具体的司法
行为。 “开合虚实，呼吸自然”，司法与
世界的协调，自在，于相对之中达到相
互的融会贯通。 “轻灵圆转， 中气贯
足”，司法的形象，也涉及了司法的权

威，效果。“缠绕运动，舒畅经络”，司法
的持续，反复与照应，细致，深入。 “上
下相随，内外相合”，司法的统一，方向
性，全面性。“着着贯串，势势相承”，司
法的阶段化，一致，流畅。 “虚领顶劲，

气沉丹田”， 司法的基本形态与气质，

原则性，稳定性，伸展性，也可指向司
法的保守性。

还见于一些不甚系统的“散句”：

“无过（无）不及”，司法的普世，分寸。

“洗心涤虑，去其妄念，平心静气，身必
以端正为本”，司法不可妄动，尤要注
意“静以待动”。“不滞不息，不乖不离，

不偏不倚，即是正气”，很明显，又是司
法的“底气”与“身法”。 “循规蹈矩，积
久功熟”，司法过程的主要特点与必要
条件。很为关键的地方应是———“运化
全在一心之中”，对应着司法的禀赋与
秉承，主旨与成效，近于“以浩然之气
行之，无往不宜”。

“不矜不张，局度雍容，虽曰习武，

文在其中矣”，道出了太极拳广阔的覆
盖，司法亦在其中。 健身与护身，及他
与内省，司法与太极拳不能完全重合，

但道理相通。知道太极拳的人、知道法
律与司法的人、 既知道太极拳又知道
法律与司法的，都不乏其人，不乏行家
里手。 而将此“拳与法”由远到近地建
立起自然的联系，探究与互勉，也许还
是一项新的课题。

静下心来，沉住气。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

太
极
拳
里
的
法
意

□

李
文

文艺与法律

啊，下雪了！

下雪了，如果清风抚慰着你的衣裳，

那一定是我的影在追你！

下雪了，如果银花翩然至你的眼帘，

那一定是我的魂在吻你！

下雪了，如果大地送给你一个拥抱，

那一定是我的梦在萦你！

下雪了，如果你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那一定是我的心在啄你！

啊，下雪了！

我的影就是这雪季的风， 我的魂就

是这雪凝的花，我的梦就是这雪域的情，

我的心就是这雪山的鹰。

啊，下雪了！

周身沐浴着清爽， 天空飘扬着笑
靥， 人间向往着纯洁， 心灵放飞着梦
想！

啊，下雪了！

我的身心，我的魂灵；我的情怀，我
的神往！

啊，下雪了，下雪了……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瑞雪感怀

□

于新年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本院根据新华音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东卫
律师事务所为新华音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管理人。 新华音像租
赁发行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3

年
1

月
7

日前， 向新华音
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
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D

座
D3B

，邮政编码：

100027

，联系电话：

010-65542826

，

010-6554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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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新
华音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
华音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
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五十号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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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受理的上海远洋远通供销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因根据上海远洋远通供销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
的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 上海远洋远通供销公司的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经执行完毕，现无财产可供分配，故上海远洋远通供销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依法应当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裁定终结
上海远洋远通供销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受理的开封第二铸造厂破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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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作出
(2010)

汴民破裁字第
3-4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新安县化肥厂的申请，受理了新安县化肥

厂破产一案，并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作出（

2007

）新破字第
2-7

号民事裁定，宣告新安县化肥厂破产。

2011

年
8

月
15

日，经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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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该厂已关闭，债务人财产已分配
完毕。 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裁定终结本案破产程序，未得
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河南
]

新安县人民法院
林世昌、姚国俊：本院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作出（

2012

）济
民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破产清算，因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世昌（实际经营人）、姚
国俊（实际经营人）下落不明，短少财务帐册、重要文件，财产状
况无法查清，破产管理人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本院现公告通知
你二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限你二人自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向破产管理人移交你二人所掌管的
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凭证、财务账册、重要文件等
相关资料。 如你二人逾期仍未向破产管理人移交凭证、财务帐
册、重要文件等相关资料的，本院将以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
行公平清偿，然后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清算程序。 清
算程序终结后， 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
定，要求济源市邵原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对该
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

河南
]

济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受理的咸宁市咸安区中药材公
司申请破产一案，经破产清算，现破产财产已按法定顺序分配
完毕。 根据破产清算组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裁定终
结咸宁市咸安区中药材公司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
清偿。

[

湖北
]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十堰市新远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经破产清算，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作出（

2005

）十中破字第
1-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
产程序。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0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院根据湘乡市东旺食品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湘乡市东旺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湘乡市东旺食品有限公系有限责任公
司，由于经营不善，长期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具有重整、和解的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裁定宣告湘乡市东旺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还债。

[

湖南
]

湘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长春市跃进水泥厂提出的破产申请，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裁定宣告企业破产还债。 现定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点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30

号法庭召开债权
人会议讨论表决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会议地点：长春市南关
区超达大路

3999

号。 联系人： 成昌辉， 联系电话：

0431-

84844196

或
13844847772

。 债权人及委托代理人应持有效证件
准时参加。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中国农垦东北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于
2010

年
8

月
5

日裁定宣告企业破产还债。现定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30

号法庭召开
债权人会议。 会议地点：长春市南关区超达大路

3999

号。 联系
人：包晓莲，联系电话：

18643066161

。 债权人及委托代理人应持
有效证件准时参加。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10

月
15

日，烟台包装彩印厂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烟台包装彩印厂破产财产已依法清偿破产费用和职工债
权，普通债权清偿金额为零。 请求本院依法终结烟台包装彩印
厂破产清算程序。

2012

年
10

月
25

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终结烟台包
装彩印厂破产清算程序。

[

山东
]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大同航空服务公司的申请，已裁定受理该

企业的破产清算申请，宣告该企业破产，指定该企业破产清算
组为管理人。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的，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处
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相关身份
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 债务人四川省华蓥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12

年
5

月
12

日，帐面资产总额为
595.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04.77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负
809.7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36.08%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 本院已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作出（

2012

）华蓥民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
书，宣告四川省华蓥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

四川
]

华蓥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哈巴河县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

申请，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作出（

2012

）哈民破字第
1-2

号民
事裁定书， 受理哈巴河县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经审理，被申请破产人哈巴河县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实
有资产

527

万元，负债
3720

万余元，资产负债率为
705%

，符合
破产条件，且已知债权人书面表示不愿意进行和解整顿，故本
院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宣布公司破产，自破产之日起公司丧
失管理处分其资产的权利，由管理人新疆盛业律师事务所作为
破产管理人接管企业。

[

新疆
]

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哈巴河县粮油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

职工安置费用，破产人现已无其他无财产可供分配，符合破产
终结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之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裁定终结哈巴河县粮油收
储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

新疆
]

哈巴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作出（

2012

）温瓯破（预）字第
3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作出（

2012

）温瓯商破字第
3

号决定书，指定由温州东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温
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向管理人温州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叶
寒、 李敏， 联系号码：

0577 -88637005

、

13600679967

、

13587871298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马鞍池大厦三楼）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
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
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
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温州中硅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温
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望准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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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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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市第二住宅建筑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裁定受理沈阳斗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并随
机指定辽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清算组。沈阳斗南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
组（联系人：王沫，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90

号皇朝万鑫
国际大厦

C

座
2701

室，邮编：

110001

，电话：

13704001780

）申报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沈阳斗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沈阳斗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及有关
管理人员应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移交沈阳斗南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账册和文件，并配合清算组工作。 逾期
不移交，隐匿、私分、出售或无偿转让公司的财产者，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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