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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素虹
胶州： 信访维稳变奏三乐章

思想者博客
信息集装箱

“末日” 的“心灵鸡汤”

那坡：

主动做好维稳工作

鄱阳：

源头治理涉诉信访

临武：

预防涉诉信访案件

□

李良俊

一本历法的终结， 使一段文明于
激昂高亢处戛然而止， 一场芸芸众生
殚精竭虑的“解读”， 生生给宇宙的
“哥德巴赫猜想” 加上一个“末日”

着重号。

2012

年
12

月
21

日， 东方一抹
鱼肚白徐徐飘红。 “末日” 谶语不攻
自破。

身为法官， 无意亦无能对唯物与
唯心进行深层解剖。 面对不可预知的
事物刨根问底的探究， 我亦有欲罢不
能之妄念。 区别在于， 我少了“不到
黄河心不死” 的执着， 也没有“下结
论” 的决断勇气。

面对“末日”， 我只是一味按部
就班地工作、 生活， 把阅读与写作
作为自己夜晚惯常的“心灵鸡汤”，

视一切平淡如水， 有大义凛然的淡
泊。

“末日” 既过， 一切依旧。 一个
群体性案例却在久违的冬日艳阳里拂
过心头。

张泉（化名） 等
100

余位购房
户， 将多年务工积累或征地补偿所得
款用于在某镇购买住房。 新楼修建过
半， 开发商却因故被刑事拘留。

事后得知， 为修建楼盘， 开发商
举债数百万无力支付，

30

余位农民
工工资长期拖欠， 楼盘成了烂尾楼。

新房成“泡影” ， 噩耗现“末
日”。 聚集、 上访、 起诉， 购房户纷
纷到当地党委、 政府、 法院讨说法。

张泉在上海务工， 月收入在省吃
俭用之余不足

3000

元，

20

万余元的
购房款无异于天文数字。 “得到消
息， 我的确觉得这是我的‘世界末
日’！”

一开始， 张泉也参与聚集、 上
访。 “那毕竟是自己的血汗钱， 白白
打了水漂， 咋可能不急呀！”

党委、 政府及相关部门牵头， 基
层组织协助， 法院提前介入， “疙
瘩” 解了， 怨气少了， 但“空中楼
阁” 总是让张泉难以释怀。

“堤内损失堤外补， 死马当作活
马医。” 一味的“纠缠” 只能让损失扩
大。 张泉毅然转身， 调整好心态再赴上
海务工， 并涉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很快， 利用务工时积累的人脉，

张泉把新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与此同时， 法院在积极工作， 走
访、 调查、 调解。 债权人承继了开发

商原定合同， 出资续建楼盘， 诸多难题
在法院的调解下迎刃而解。

法院、 法官在其中承受的种种压
力、 面对的重重困难， 早已湮没在厚重
的案卷中。 但， 张泉的一句平实的话却
久久萦绕在办案人员心头。

“不管你认不认命， 房子不在了，

人还在， 日子还要过下去！ 大不了再花
五年时间， 就当我以前没挣到钱吧！”

有时， 对平凡的人， 我们永远无法
看见他的伟大， 但我们却无法不承认他
平凡中近乎伟岸坚韧的强大。

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忽远忽近
的目标， 有的轻易达成， 有的穷尽一生
却无法企及。 千般努力， 目标就在眼
前， 却在一瞬间因突生变故而化为泡
影。 于此， 大多数人选择逃避或沉沦，

部分人选择漫无目的、 毫无意义的“抗
争”， 只想在希望泯灭之前抓住最后的
救命稻草。

不料想， 泥潭中不理智的挣扎， 最
终成就了“末日” 与“死神”。

现实里， “张泉” 的故事太多， 但
“张泉” 却又太少。 我们早已适应了脚
下整洁干净的水泥地面， 行来顺风顺
水， 一旦某日出现“坑洼” 及至“塌

陷”， 掉落“坑” 中的人往往也只是哀
叹命运之不济， 却不会去想自己“绕
行” 或“转身” 可以躲过这场劫难。

《诗经》 云：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
我宽广。

张泉的幸运， 看似偶然， 实则必
然。 他理智的转身， 成就了他渐行渐远
的事业， “末日” 在他华丽的转身之
后， 变成了他人生的“新纪元”。

购房户的幸运， 看似得益于“抗
争”， 实则来自于法官往返奔波的坚持。

这场“胜利”， 是“末日” 没有开始之
前就已经注定的结局。 因为， 他的背
后， 有法律作为“注脚”。

这场关于购房的“末日之战”， 持
续了一年半之久。 苦苦纠缠于其中的
“战士”， 因上访、 诉讼而耗费了大量的
时间与精力。 “战争” 结束， 很多“战
利品” 仍然只能是“空中楼阁”， 没有
多余的钱进行装修， 房屋只停留在“空
洞的理论上”， 为了入住， 他们不得不
开始另一场“战争”。

诚然， 面对不公平遭遇， 无力抗
争、 不愿抗争注定是“天生的懦夫”。

屈服， 最终的路一定是“末路”。 我们
绝对不能没有抗争的欲望、 勇气与行

动， 但对抗争作出“风险评估”， 把抗
争的成本降至最低， 或许是最为明智的
选择。

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 问题在
于， 你得先有“车” 才能到达“山前”，

才能看到前面的“路”。 “末日” 显现
之际， 自己已经“弃车”， 无异于自断
“山前路”。

面对“末日”， 质朴的张泉给自己
“煲” 了一锅“不纠缠” 的“心灵鸡
汤”， 看似无奈的逃避， 实则“迂回”

的“抗争”。

张泉的故事启发我们： 面对可能出
现的“末日”， 不悲观、 不放弃、 不纠
缠、 不折腾。 把“末日” 看作人生旅途
中一道原本就不起眼甚至可以忽略的风
景， 路过即忘却， 不刻意“浏览” ，

“末日” 之后， 必然有更旖旎的风景。

“末日” 来临之际， 给自己“煲”

一锅可以慰藉的“心灵鸡汤”， 想想明
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末日”， 终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
可笑的一个谈资。 它， 只“眷恋” 心存
“末日” 的生物！

（作者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2

年以来， 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
院通过强化审前预防、 审中化解和审后
延伸三环节，奏响信访维稳变奏曲，信访
工作名列青岛市前列，荣获全国“立案信
访窗口”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批示称赞该院从根
本上化解矛盾，措施有力，效果显著。

走进该院窗明几净的信访接待大
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生机盎然的绿色
盆栽，电子显示屏、视频接待等现代化设
施依次摆放，桌椅、纸张、花镜、饮水机、

纸杯等方便群众自行取用， 给人感觉温
馨又和谐。

变“判后补救”为“审前预防”

听说要采访，

5

名有着丰富审执经验
的信访干警连连摆手———成绩是全院干
警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接着，他们讲起
一个故事。

2012

年初， 驾驶摩托车的刘某撞在
某工地电缆线碇上，头部受到重创。刘某
的妻子无业，女儿不满周岁，才二十多岁
的他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 如今却昏迷
在床，还可能成为植物人。刘某的亲属与
工地所属的建筑公司协商未果， 转而借
助媒体宣泄情绪，多家电视台、网站对此
进行了报道。

事情拖了数月毫无进展， 双方矛盾
愈加尖锐。 悲愤交加的刘某家人无奈之
下提起诉讼。 法官意识到这是一起极易
引发信访的案件， 在积极安抚原告情绪
的同时，立即启动案件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防范机制， 将案件评定为二级风险。

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按照既定的“稳定
风险化解方案”， 不厌其烦地找双方当
事人沟通， 与被告一起到刘某家探望，

使被告真切感受到刘某一家遭受的沉
重打击，并现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最
终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
被告赔偿刘某各项损失

55

万元（含已支
付的

8

万元）。

胶州法院实行严格的案件稳定风险
评估机制， 根据排查确定的风险点和风

险等级，对照立案、审判、执行等关键环
节，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强化法官
的办案责任， 使预警和化解社会矛盾更
具前瞻性。

该院规定即将晋升中层正、 副职的
干警和新进干警， 全部到信访一线锻炼
至少半年，通过亲自参与处理信访事件，

提高干警的风险防范意识， 提升他们化
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刘某的案件成功调解后， 该院领导
亲自将被告支付的

47

万元赔偿款送到刘
某床前， 意识有所恢复的刘某坚持用颤
抖的手写下“法院好”三个字，来表达心
意，他的亲属也特意送上一面写着“人民
公仆，热心为民，公正廉洁，为国为民”的
锦旗。 一起具有较大信访隐患的案件，通
过法官的提前评估和细致工作，终于圆满
了结。

变“限制再审”为“及时纠错”

胶州法院深入开展涉法涉诉信访问
题源头预防控制专项治理和“信访积案
化解年”活动，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切实
转变信访工作理念———由强调限制再
审、维护既判力，变为破解申诉难，及时
予以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

所谓听证制度，是指信访人对裁判和
执行有合理异议的，可申请举行听证会，听
证情况将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依据。

宋某在起诉青岛某机械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中获得胜诉，但由于该公司无可
供执行财产，宋某的胜诉权益无法兑现。为
此，他上访要求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

该院及时召开听证会， 根据听证情况依法
裁定，追加公司原始股东殷某、邓某为被执

行人。 宋某十分满意，表示不再上访。

针对信访积案， 该院实行领导包案和
带案下访，针对每起案件的不同特点和具体
情况，逐一深入调查，因案制宜，因情施策，

确保及时、妥善化解各类信访隐患。

一位老大爷对法院判决不服， 既不
上诉，也不申诉，而是拿着判决书多次上
访， 声称法官徇私枉法， 一定要告倒法
官。了解到他是乡里闻名的上访老户，法
官们并不气馁， 而是前后七次到他家中
答疑解惑。山路难走，大雨过后更是泥泞
不堪，车进不了村，法官们就深一脚浅一
脚走到当事人家， 带队院领导硬是走坏
了一双鞋。刚开始，老大爷还嘴硬：“在法
律上你是专家，在上访方面我是专家。 ”

院领导坐在炕头上对他释法明理、 晓明
利害。 老人终于被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
打动， 连声感叹：“身边就有这样真解决

问题的好领导， 俺还上什么访？ 俺信你
们，走正规法律程序。 ”

变“事不关己”为“判后延伸”

在涉诉信访事件中， 有相当一部分
是法院自身解决不了的， 甚至根本不属
法院管辖。对于这些信访件，胶州法院没
有一推了之，而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为
上访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回应合理诉求，

力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

该院坚持院长接访制度， 院领导每
周按照统一安排轮流到信访接待室接待
来访群众。该院院长臧丕红率先垂范，坚
持每月听取信访工作汇报， 研究信访工
作形势；每季度参加市委组织的法、检、

公安、司法、信访、民政等六部门的“六长
接访”活动，与各部门负责人合力解决信
访问题。

在肖某诉某饮食公司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中， 法院判决饮食公司赔偿肖某

67

万元。由于该公司面临拆迁已经停业且无其
他财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则刻意逃避执
行。该院向负责拆迁的某街道办下达协助执
行通知书，但该街道办拒不配合，仍向饮食
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法官又联系饮食公司
的主管部门，希望给予肖某补助，却始终没
有结果，肖某为此多次上访。 该院领导将此
案向市委汇报后，获得市领导的支持，促成
市政府出面协调， 由该街道办将执行款
项交至法院，案件圆满了解。

针对信访人“法度之外、情理之中”

的诉求， 该院通过主动提供帮扶救助措
施，积极争取上级法院和胶州市委、市政
府的救助金， 用于解决生活困难信访人
员的燃眉之急，促进问题解决。

付某因追索工资一案，对胶州法院、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东高院的裁判
不服，多次去青赴省进京上访。 为此，胶
州法院积极制订化解稳控方案，多次约谈
上访人，为其答疑解惑，疏导说理，做安抚
稳控工作。

2012

年
8

月，该院通过争取上级
法院的支持， 为付某提供了司法救助金

4

万元，深受感动的她当场表示服判息诉。

本报讯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
县人民法院主动做好信访维稳工
作， 强化“维稳是第一责任” 的指
导思想， 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工作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院领导
组织指挥， 督促落实， 对可能引发
影响社会稳定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做到早排查、 早防控、 早化解， 并
组织人员下基层进行下访、 回访。

由于做到早防范、 措施得力， 该院
目前无一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当事人
赴邕进京上访。 （陆开廷）

本报讯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
院不断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 从源
头上减少涉诉信访， 实现了收案率
上升、 信访率下降， 结案率上升、

发改率下降， 执结率上升、 中止率
下降， 信访结服率上升、 缠访闹访
率下降的良好态势。 该院组织开展
干警岗位技能大练兵活动， 教育引
导干警切实转变作风， 增强服务意
识， 热情对待每一位当事人， 把当
事人当作亲人， 排民忧、 解民难，

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了解当事人
的诉求， 有效推动矛盾纠纷的化
解。 坚持以“质量高、 速度快、 效
果好、 成本低” 为标准， 认真开展
庭审观摩和“零错案、 零上访、 零
投诉” 争创活动， 全力打造“铁
案、 精品案、 和谐案” 工程。

（彭跃进刘宗亮）

本报讯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
院积极探索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方
法措施， 在开展日常接访、 认真办
理每件信访件的同时， 加大源头预
防力度， 效果显著。 该院以开展各
种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 努力提高
法官公正、 廉洁、 为民司法意识，

通过开展庭审观摩评查和法律文书
评查来提升法官的司法水平和办案
技能， 减少因审判失误导致案件上
访几率。 建立和落实了各项管理制
度， 实行了办案信访一岗双责制和
信访责任倒查制， 增强了法官的责
任意识。 （颜强）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8

时，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信访大厅
接待室内，

20

余名信访当事人按
秩序等候， 逐一向该院代院长王成
宏反映问题。 王成宏耐心听取来访
群众所反映的问题， 并认真记录到
接访日志上， 当场交办到各个业务
庭室， 受到来访群众的好评。

李冰王任任摄

胶州法院的法官在当事人病床前做调解工作。

人民法院报
２０13

年
1

月
6

日（总第
5529

期）

吴新科、苏雪梅、吴建华、张辉田、陈新军、 帅、陈国星、周
理源、吝学庆、李凤玲、韩立民、张素云、韩盛荣、肖列平、刘国
蓉、张志友、张吉妍、朱盛祥、朱娟娣、冯永红、郝双燕、冯振伟、

朱燕、贾宁、钟庆施、胡广发、赵小巧、廖格文、秦文、郭红梅、张
士杰、闫冬、边静、曾卫华、饶汉桃、陈宗香、段红亮、窦照宇、周
彩声、邱明超、徐翠翠、张会会、瞿德军、张西文、郭庆云、张建
国、刘晓丽、顾增启、李伟、唐现中、田秀梅：本院受理受理原告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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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杨正秀：本院受理原告朱青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永法民初字第
05181

号民
事判决书。 本院依法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朱青荣与你离婚；二、

婚生女朱华琴由原告朱青荣抚养教育至独立生活时止。 案件受理
费

240

元，由原告朱青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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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
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卜俊胜、汤自红：本院受理原告胡德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含民一初字第
0049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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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含山县人民法院
刘维纯、刘银杏、刘淑琼：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应心与被上诉人许

明月、刘荣枝、刘生镒、刘万龙、刘惠珍、王丽萍、王志辉、王云峰、刘维
纯、刘银杏、刘秀杏、刘淑英、刘淑琼继承析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闽民终字第
793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受理了申请人西子木（北京）国
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票人为甘
肃万洲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由兰州市西固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付款的、 票号为

40200051-23050617

、 票面金额为
1000000

元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现依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依法作出（

2012

）西法催字第
008

号民事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西子木（北京）

国际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甘肃
]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孙国胜：本院受理原告王建诉你与被告唐殿双代位继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郊民初字第
51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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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中兴航运有限公司（

ZHONG XING SHIPPING CO.

，

LTD

）： 本院已经受理宁波永利木业有限公司诉你司海运合同
纠纷案，现公告向你司送达（

2011

）武海法商字第
404

号民事裁
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6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交上诉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

湖北
]

武汉海事法院
王岩：本院受理原告董广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甘民初字第
6291

号案件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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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苏廷发：本院受理原告吴江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甘民初字第
596

号案件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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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2012

年
11

月
15

日，本院依据山东众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山东众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 查明，截止

2012

年
11

月
21

日，山东众联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7119252.87

元， 负债总额为
81859746.44

元，累计亏损额为
74740493.57

元。 本院认为，山东众联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符合法定破产清算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裁定宣告山东众
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

山东
]

陵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巨野县华韩维斯达制衣有限公司的申请，

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已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宣告的条件，

应当宣告债务人巨野县华韩维斯达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作出（

2011

）巨破字第
1－9

号民事裁定，宣
告巨野县华韩维斯达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

山东
]

巨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山西省浑源县恒山陶瓷厂破产清算一案，经破

产清算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作出（

2012

）浑民破字第
1-6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山西省浑源县恒山陶瓷厂破产程序。

[

山西
]

浑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怀仁县东城
五金交电化工商店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西业盛律师所
为破产管理人。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
人书面申报债权，就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 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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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
上午

8

时在本院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当向本
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 管理
人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民福东街民福大楼三层东区。 邮
编

036002

， 电话
0349 -6888037

。 联系人鲁大智， 电话
13934912552

。

[

山西
]

怀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怀仁县锦屏
百货商店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西业盛律师所为破产管
理人。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
报债权， 就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 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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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当向本院提交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 管理人地
址：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民福东街民福大楼三层东区。 邮编
036002

，电话
0349-6888037

。联系人鲁大智，电话
13934912552

。

[

山西
]

怀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怀仁县五金
交电化工批发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西业盛律师所
为破产管理人。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
人书面申报债权，就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 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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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
上午

11

时在本院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当向
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 管
理人地址：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民福东街民福大楼三层东区。

邮编
036002

， 电话
0349-6888037

。 联系人鲁大智， 电话
13934912552

。

[

山西
]

怀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裁定受理了债务人怀仁县百货
纺织品批发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西业盛律师所为
破产管理人。 该企业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
书面申报债权，就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 该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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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上
午

10

时在本院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当向本
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书。 管理
人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民福东街民福大楼三层东区。 邮
编

036002

， 电话
0349 -6888037

。 联系人鲁大智， 电话
13934912552

。

[

山西
]

怀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西安市木工机械厂，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八府庄北

路
13

号。 法定代表人赵亚军，该厂厂长。 申请人西安市木工机
械厂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

经其主管上级西安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批准，同意西安市木
工机械厂申请破产清算。 本院已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裁定受
理，同时指定西安市木工机械厂破产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 经
审查，西安市木工机械厂领取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济性质
为全民所有制，注册资本

241

万元，主营木工机械的制造。 根据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4

日出具的希会
审字（

2011

）

1102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1

年
10

月
30

日，西安市
木工机械厂资产总额为

2626514.02

元， 负债总额为
13576232.89

元，资产负债率为
576.89%

。

2012

年
3

月
23

日，西
安市木工机械厂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债务人资产核查报
告》，该报告称，核查结果表明，西安市木工机械厂实际目前已
无财产。 本院认为，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
审计报告及破产管理人提交的《债务人资产核查报告》，西安市
木工机械厂已严重资不抵债，确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应
准予破产清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宣告申请人西安市木工机械厂破产清算。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任雪峰：本院受理的（

2012

）鄂中法执字第
253

号王春莲申
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收
到价格鉴定结论书，因你目前拒不领取评估报告，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价格鉴定结论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本院将对评估财产依法拍卖。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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