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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里店村村委会每隔
1

至
2

个
月，就会对村内的企业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并开具《十八里店地区安全检查隐
患通知书》和《十八里店地区消防安全
隐患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在腾运达物流公司的几份《安全检
查隐患通知书》中，多次出现“消防器材
数量不足；消防通道不畅通；存在住、存、

销三合一现象；院内存放大量易燃物；安
全出口少和电源电线不合格”等字样。

被问起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时，

吴学峰显得很是委屈。 “消防安全检
查只是走个过程。 ”吴学峰这样认为，

“我就是做包装生意的， 院子里怎么
可能没有木料呢？每次检查就说灭火
器不够或者线路不行，我也买了灭火
器、换了电线呀。 ”

在吴学峰的意识中，消防安全措施
似乎只是为了应付村里的定期检查，对
于暴露出来的安全隐患，只是在检查过
后进行一些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意
识到隐患存在的危险性。

被问及公司有无相关的消防安全
规章制度及消防安全负责人时， 吴学
峰均回答“有”，但是制度没有落实下
去， 查出安全隐患时也没有及时处理

负责人。

作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
学峰把重点放在节约成本和方便生
产上，而对于安全问题没能有一个深
刻的认识。

失火案中暴露出的安全隐患问题
为广大企业提出警示：生产经营必当以
安全为前提，经营者须制定合规的消防
安全制度、 备齐充足可用的消防器材、

查清各处安全隐患。 将制度落实、将隐
患杜绝，给企业员工一个安全的生产环
境，这是每一名经营者的责任。

该案将择日宣判。

凌晨的一场大火
2012

年
5

月
7

日凌晨，静谧的夜
空下，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
十八里店村的北京腾运达物流有限公
司大院内，

20

名员工和家属早已进入
甜美的梦乡， 完全不知道一场大火即
将带来的灾难。

凌晨
3

时许， 员工彭某的儿子起
夜，发现宿舍对面的工棚着火了，急忙
跑回宿舍叫醒了同一宿舍的李某。

“着火了！ ”李某一边大喊一边跑
去其他宿舍房间叫醒所有人。 意识到
有火灾发生，所有人都急忙逃出房间，

寻找安全出口。 被惊醒的公司法定代
表人吴学峰立即组织已逃出的人员救
火，混乱中有人急忙报警。

起火的位置在堆放大量木料等易
燃物的工棚内，且院内有多处工棚，南
侧工棚与西侧工棚相连。 火势迅速扩
大至其余工棚处， 整个公司大院陷入
一片火海之中。

吴学峰带领员工和员工家属，利
用公司购置的约

100

个灭火器和几个
大水桶奋力扑救，无奈火势实在太大，

灭火器和水桶的救火效果微乎其微。

后消防车赶到，大火被扑灭，院内
一片狼藉，房屋、车辆和设备、原材料
等已被烧得所剩无几。 员工张占勇在
这场大火中不幸遇难。

检察机关指控称， 吴学峰作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没有及时查清公司
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做出有效整改，主
观上存在过失， 导致腾运达物流公司
库房失火，周边库房也不同程度受损，

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并造成
１

人
死亡的重大后果， 严重危害社会的公
共安全。 其行为符合失火罪的构成要
件，应当以失火罪论处。

随处可见的安全隐患
腾运达物流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

给石雕、瓷器打包运输的公司，包装材
料主要为木料。

庭审中， 被告人席上的吴学峰低
着头、垂着肩，面对被害人家属的哀痛
神情，无言地表达着歉意。

当公诉人问及院内的布局和结构
时，吴学峰说：“院子总面积共

1000

多平
方米， 只有一个大门通往院外， 院门朝
东， 中间是条路。 大门北侧是一间办公
室、

４

间员工宿舍和厂房， 我和妻子住
在办公室内，其他人员分别住在

４

间员

工宿舍内， 其余几间为厂房， 同为一排
房。大门南侧全部都是放置木料的棚子，

东侧和西侧也有放置木料的棚子。 ”

《火灾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灾害成
因为：“现场存在锯末、 木材等大量可
燃物；火灾的发现时间晚等。 ”但说到

起火原因时，吴学峰还是不甚清楚。

“火是从我办公室对面工棚着起
来的， 工棚内放置的是包装用的木
料。 ”

“我觉得可能是电锯里的锯末引
起的火灾， 温度太高时锯末变黑就有

火星，以前也发现过电锯里留有锯末，

发现时就让工人清理了， 这次清没清
我不知道。 ”

“事发当时， 院子里停有
9

辆汽
车，北侧第三间厂房内有两桶柴油，每
桶约

200

升左右。 ”

问及公司有无消防安全器材时，

吴学峰表示：“公司准备了一些消防安
全用具，灭火器约有

100

个，分别放在
员工宿舍门口和厂房门口， 还有几个
大水桶。 ”

“当时火烧得太大了，灭火器根本
控制不了火情，水桶每次接的水有限，

也没有多大作用，我们没办法救火，没
想到最后会烧得什么都不剩。 ”

庭审现场

案情回放

民商视角 □

本报实习记者田野

时间：

2012

年
12

月
19

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
案由：失火
案情：

2012

年
5

月
7

日凌晨，北京腾运达物流有限公司院内仓库发生火灾，火势迅速扩
大至员工宿舍和仓库工棚各处，烧毁房屋、车辆、设备和材料若干，并致一名员工死亡。

庭审直击
合同法制度实务问题解析

（之十六）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对宪法宣誓 对民众承诺

□

余宁
访谈对象： 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院长张光宏

访谈

物流大跃进背景下的一场火灾

船舶抵押与独立担保的效力
（文接上期）

船舶抵押既涉及到物权法、 海商
法的调整问题， 也是合同法实务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且在船舶抵押司法
实务中往往涉及到对独立担保条款的
效力争议问题。

船舶担保物权合同法律关系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 物权法和海商法对船
舶、 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物权采取的是
类似于“不动产物权”的管理模式，即
其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以登记为设
立要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因此，为了确保自身抵押权的对抗
效力， 必须在船舶船籍地的地方海事
局进行抵押登记。

设定船舶抵押权的法律价值在
于，当主债务人届期不能清偿债务时，

抵押权人有权对抵押人提供的作为债
务担保的船舶行使依法拍卖权， 并从
拍卖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但是，这
种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船舶优先
权”，即当船舶存在下列各项海事请求
时，该类请求权即属于船舶优先权：诸
如船上工作人员劳动报酬权、 社会保
障权； 船舶营运中的人身伤亡赔偿请
求权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
求权；港口规费缴付请求权；海难救助
款项的给付请求权等。

那么， 当船舶抵押权与船舶优先
权存在冲突时应按何种规则进行调
整，海商法直接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
船舶留置权受偿， 船舶抵押权后于船
舶留置权受偿。也就是说，船舶抵押权
人的“优先受偿权”必须排除了船舶优
先权和船舶留置权后才能享有。

但是， 多个船舶抵押权不排除可以
同时存在， 即同一船舶可以设定两个以
上的抵押权，其顺序以登记的先后为准，

并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依次受偿。 同
日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同一顺序受偿。

船舶抵押合同自身的效力受制于
多重因素， 下以主债权系借款合同为
例进行解析。

要求确定船舶抵押合同的效力时，

首先应当确保主合同有效，即担保合同
的法律效力直接受制于主合同也就是
借款合同的效力。二者之间的一般效力
规则是：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必然无
效；担保合同有效，则主合同必须有效；

主合同有效时，担保合同不一定有效。

船舶抵押人一般对其担保责任进
行抗辩的主要理由不外乎两种方式：

一是对船舶担保合同本身的效力进行
抗辩外， 再就是通过否认主合同的效
力来直接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实务中， 主债权人与抵押人一般
会在抵押合同中约定“独立担保”条
款，其本意是为了达到“在主合同无效
时，船舶担保合同依然有效”的目的。

但是，根据司法解释及司法惯例，在国
内担保合同纠纷中不承认独立担保合
同的约定效力， 只有涉外担保中才认
可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 虽然担保法
及其司法解释曾规定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但物权法直接否认了当事
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效力，而是规
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
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 担保合
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主债
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也就是说，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而
不是当事人另有约定），船舶担保合同
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不可能具有独
立效力。 （未完待续）

对话背景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我国第
12

个法制宣传日暨现行宪法颁布
30

周年之际，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组织了

9

名新任法官和
24

名新任人民陪审员手持宪法文
本， 面对宪法举行了全国法院历史
上首次宪法宣誓仪式。

宪法宣誓制度在国外由来已
久。 自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首
次确认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
以后

,

这一制度被许多国家的宪法
规定下来

,

成为各国宪政制度的重
要内容之一。

背景：以神圣宪法之名
法周刊：什么叫宪法宣誓仪式？您作为

本次鄞州法院宪法宣誓仪式的倡导者，请
为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

2012

年
12

月
4

日这个日子来进行这项仪式？

张光宏： 宪法宣誓仪式是指国家公
职人员在就任前向宪法作出庄严宣誓，

以表示今后在行使公权力时将严格贯彻
宪法精神， 以宪法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的
行为。

2012

年
12

月
4

日不仅是全国第
12

个法制宣传日， 也是现行宪法颁布
30

周年纪念日。 作为调整国家机关与公
民关系的法律，宪法“保护公民权利、

限制公权力” 的根本理念也已经伴随
着中国法治进程走过了

30

年的风雨
历程。

在这样一个值得每一位法律人纪
念的神圣日子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有助于增强宣誓仪式的庄严性， 增强
宣誓主体对宪法的敬畏感， 使他们能
更好地铭记自己对宪法、对公众、对这
个时代所作的庄严承诺。

法周刊： 宪法宣誓仪式在国外由
来已久，但在我国实践中却不常见，您
是如何想到借助这种形式来弘扬宪法
精神的？

张光宏： 宪法宣誓仪式对多数人
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但该
制度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据统计，在
世界

124

个国家的宪法典中，有
97

个
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宣誓制度。

虽然宪法宣誓仪式在我国的实
践中比较少见，但宪法宣誓仪式的必
要性早已得到了司法界和法学界专
家的认可，把宪法宣誓仪式移植到基
层法院法官的授职典礼中来，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

法官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
公职人员，更应该有保护公民权利的
意识， 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而
宪法宣誓仪式将比以往的就职仪式
更直接地向宣誓主体提出这样的要
求。 这种要求，不但体现在宣誓的形

式上，还体现在宣誓的誓词之中。

内涵：强调公民权利保护
法周刊： 您亲手起草了本次宪法宣

誓的誓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光宏： 宪法宣誓的誓词如下：“我
以自己的人格与良知向宪法庄严宣誓：

永远忠于宪法和法律，坚定信念，牢记宗
旨……我将倾毕生之力， 为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为保护公民权利、为捍卫宪法和
法律尊严而努力奋斗。 ”

誓词倡导的是以法治思维、 法治方
式行使审判权力的理念。在这段誓词中，

宪法是法官的宣誓对象，对“公民权利的
保护、对宪法的尊重”被提到了重要的位
置。

法周刊： 您能为我们描述一下宪法
宣誓仪式的场景吗？

张光宏：在宪法宣誓仪式中，每位新
任法官都身穿法袍， 手持红色的宪法文
本，面对宪法庄严宣誓。宣誓的场景通过
在现场媒体记者的镜头传递到社会公众
面前， 使这次宪法宣誓仪式具有更为深
远的影响。

深意：敢于对民众承诺
法周刊：放在中国法治的大背景下，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怎样的意义？

张光宏：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
宪法通篇体现了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
光辉思想。 宪法宣誓仪式将通过庄重的

形式强化宪法精神， 使宣誓主体和参加
对象都能受到感染。

首先， 宪法宣誓仪式有利于增强宣
誓主体的宪法意识。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
曾言：“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
虚设。 ”国家公职人员面对宪法宣誓，意
味着国家公职人员的每项职务行为都要
受到宪法约束， 这也是他们对民众作出
的承诺。

其次，宪法宣誓仪式有利于增强参加
对象（即公民）的宪法意识。宣誓就职仪式
以其神圣性和庄严性强化了人民权利本
位理念， 使宪法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而是每个公民享有广泛权利的象征。

再次， 宪法宣誓仪式有利于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宪法宣誓仪式对“保护公
民权利、限制公权力”理念的强化，必将
增进公职人员依法行使公权力的意识，

以及公民的法制意识， 并增强民众对公
权力的信任， 从而在整个社会上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

法周刊：在基层法院的视野下，本次
宪法宣誓仪式又有怎样独特的作用？

张光宏： 新任命的法官和人民陪审
员面对宪法、 通过媒体的摄像机向公众
庄严宣誓， 有利于激发法官和人民陪审
员依法行使审判权力的意识和责任感。

面对宪法宣誓， 明白自己的一切权力来
自人民，必须依法办事才能对得起人民，

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自此，干警
内心将受到警戒， 对神圣宪法的敬畏感
将得到增强， 心灵和行为也将进一步受
到约束。

法官和人民陪审员通过宣誓作出承
诺， 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百姓对法院
的信任。至少在百姓眼中，法官和人民陪
审员敢于表态、敢于承诺，这将为法院与
百姓的沟通搭建更好的平台。

实践：真正落实民本理念
法周刊： 宪法宣誓仪式所弘扬的精

神理念必须落到实处，才不会沦为形式。

能举例说明鄞州法院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如何实践这种理念吗？

张光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
行宪法公布实施

3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的通知》指出，人民法院落实宪法精神，必
须牢记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根本属性，不
断推出切实可行的司法便民措施。

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我院阳光司
法工作全面升级，我们向公众承诺的，不
仅是对其知情权的保护，更是对表达权、

参与权与监督权的保护。目前，由互联网
站、触摸屏、手机短信、电话组成的四大
信息互动平台已经正式启动， 我院将面
向社会公众公开立案、开庭公告、庭审视
频、裁判文书、听证、执行、鉴定评估拍
卖、审务等八类信息。 而这套程序中，最
关键的就是庭审公开， 当事人凭手中的
查询密码能够登录互联网查看自己案件
的庭审视频。

这只是我院司法便民举措的其中一
例， 但它代表了一个基层法院在践行宪
法精神、保护公民权利上的不懈努力。

落实责任于防患未然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12

月
24

日（总第
5519

期）

北京德华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清算组提交的清算
报告经本院确认完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裁定终结北京德华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作出（

2012

）浦民二（商）破字第
13－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商贸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昌化路

765

弄
3

号楼
1202

室， 联系人：

化难，联系电话
021-2412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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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商贸实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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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0

日
14

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611

号本院第十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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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裁定，宣告上海华行贸易公司
破产。 因破产人上海华行贸易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

依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裁定终结
上海华行贸易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2

年
7

月
3

日裁定， 宣告上海安沪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 因破产人上海安沪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
配完毕，依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裁
定终结上海安沪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2

年
3

月
22

日， 本院根据债权人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永德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 因上海永德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不能
清偿全部到期债务，且破产财产不足清偿破产费用，符合破产
及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本院已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宣告上海

永德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上海永德信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上海申星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
款的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裁定终结上海申星置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上海市第二食品商店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上海霞飞大酒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现本院定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4:00

时在上海市龙华西路
81

弄
86

号（海波
花苑内）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楼第七法庭
召开上海霞飞大酒家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受理上海利欣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申请上海浩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指定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作为该公司破产管
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该管理人书面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申报的
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逾期申报的，将影响破产财产对
该债权的分配。 破产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立即向该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权申报地点在上海市虹口区
欧阳路

568

号庐迅大厦
23

楼。 该地址系上述破产管理人处理
事务的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作出（

2012

）松民二
(

商
)

破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上海华鸿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办公地址：上海
市黄浦路

99

号
22

楼，电话
021-63830000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
未申报债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 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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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第

15

日下午
13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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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

2012

） 深中法破字第
37

号本院根据黄东华的申请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指定深圳君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深
圳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的管理人。 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有关深
圳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的民事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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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市元径股份合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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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3

年
2

月
21

日前，向深圳
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0

号深圳国际信托大厦
1909

房；邮政编码：

518001

；联系人：李厚
利；联系电话：

13530122505

、

0755-25574992

、

25574997

；传真：

0755-25560572

）申报债权。 未在上诉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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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元径股份合作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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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
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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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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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邵阳市染料厂
破产清算申请， 并同时指定邵阳市染料厂清算组为管理人，该
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址为邵阳市工业街田江路

7

号，联系电话
0739-5292472

。 有关该单位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应当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八楼会议室（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宝庆东路）召开。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湖南玉带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受理了湖

南新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院审查，湖南新
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到

2012

年
7

月
13

日，资产总额为
56

561 735.05

元， 负债总额为
68 903 818.99

元， 负债率为
121.82%

。 本院认为，湖南新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不
善，企业严重亏损，已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应当宣告债务人湖南新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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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作出（

2012

）津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宣告湖南新
斑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

湖南
]

津市市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作出裁定，受理衡阳春晖化工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
本院或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我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对该公司的其他民事执
行程序依法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本院申报
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在
本院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

湖南
]

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依照法律的规定，已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裁定受理舒兰矿业（集团）吉舒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破产一案，同时依法决定舒兰矿业（集团）吉舒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组为该公司企业破产管理人。 未收到本院通知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

2013

年
3

月
1

日
8

时
40

分在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A210

审判庭（松江东路
5

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年
6

月
7

日，本院依据大洼县新开高中保温材料厂的
申请，裁定受理大洼县新开高中保温材料厂破产清算一案。 查
明，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大洼县新开高
中保温材料厂依法宣告破产后，破产管理人依法对破产人进行
了清算。 经清算确认破产人破产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并已对破产清算进行了审计， 以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序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裁定终结大洼县新开高中保温材料
厂破产清算程序。

[

辽宁
]

大洼县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枣庄市宏光经贸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申

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裁定终结枣庄市宏光
经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

山东
]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文登成门电子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破产清算申请，

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裁定立案受理， 并指定文登成门电子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向管理人（地址：文登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外商投资服务中
心，联系人：金明律，电话：

0631-8081860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
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债权人未依照法律规
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债务人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或
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者授权委托书。

[

山东
]

文登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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