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要 闻］

2013年 2月 1日 星期五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李 芹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33 稿件传真（０１０）67550782 电子信箱押anjian＠ｒｍｆｙｂ．ｃn

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适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以无管辖权为由对劳动争议案件不予受
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按照以
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对案件确无管辖权的， 应当告
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有管辖权的， 应当告知当事人
申请仲裁， 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该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仍不受理， 当事人就该劳动
争议事项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

第二条仲裁裁决的类型以仲裁裁
决书确定为准。

仲裁裁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
决或非终局裁决， 用人单位不服该仲裁
裁决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应当
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非终
局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二）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终局
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告
知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裁定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
仲裁裁决；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用人单
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的案件， 应当组成
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
当事人， 对没有新的事实、 证据或者理
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
不开庭审理。

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
调解。 达成调解协议的， 可以制作调解
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调解协议的，

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条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
主持下仅就给付义务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
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共同向人民调解委员
会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
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
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
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
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
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
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
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
位工作， 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
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
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

（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
致劳动者工作调动；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

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五）其他合理情形。

第六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但未约定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
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

按月支付经济
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

低于
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按照劳
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第七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当事
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
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或者劳

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
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
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
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在竞业限制期限内， 用人单
位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 劳动者请求
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限
制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 用人单位要求
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
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
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
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
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 劳动者以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
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
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第十三条劳动合同法施行后， 因用
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导致劳
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劳动者请求用人单
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外国人、 无国籍人未依法
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
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
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专家
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国境内的
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 可以认定为劳
动关系。

第十五条本解释施行前本院颁布的
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抵触的， 自本解释
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劳动争议纠
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
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66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1

月
1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2012年 12月 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66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3

〕

4

号

1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四）》（以下简称《解释（四）》），记者为
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曾于
2010

年
9

月公布实施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

以下简
称《解释（三）》

)

，两年多之后又出台《解
释（四）》，这样密集出台有关劳动争议的
司法解释背景是什么？

负责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
系之一， 牵涉千家万户， 关乎社会稳定。

2008

年《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相继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热
点和难点。 从全国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
件情况看，

2008

年新收一审劳动争议案
件

29.55

万件，

2009

年新收
31.86

万件，

此后，

2010

至
2012

年新收均在
30

万件
左右。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居高，折射出
社会形势的深刻变化：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一体
化、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世界经济发展
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在扩大，形势十
分复杂严峻。

第二，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的紧迫性、 艰巨性与世界经济结构
深度调整的剧变力、震荡力广度交融，用
人单位谋生存、 求发展的压力进一步增
大，劳动者要求增加劳动报酬、改善工作
环境、 提高福利待遇的期望值也逐步上
升，劳动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日益显现。

第三，从立法层面看，《劳动合同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和修订，使得劳动
者在仲裁或诉讼中相对弱势的地位已经
有所改变，劳动者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的意识越来越强，维权能力越来越高，人民
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也越来越多。

第四，从用工情况看，尽管《劳动合
同法》已经实施五年了，但一些用人单位
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用工成本最
低化的目的，违法用工、侵害劳动者权益
的情形依然普遍存在， 大量案件涌入仲
裁或者诉讼领域。

第五，从司法实践看，在劳动争议案
件数量居高的同时， 人民法院面临着统
一适用法律难度加大的困境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 许多法律适用问题未在立法层

面得到进一步明确， 亟待继续制定司法
解释加以规范和指引。

《解释（四）》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
院先后召开多次座谈会， 先后收到来信
800

多封，邮件
1500

多个。 在广泛听取和
充分吸收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终通过了《解释
（四）》。应当说，这一司法解释征集了民意，

汇聚了民智。 这也是自
2001

年以来，最高
人民法院针对调整和规范同一社会关系
的案件，出台件数最多的司法解释。

记者：《解释（四）》主要涉及了劳动
关系中的实体问题， 司法解释是更加倾
向保护劳动者还是更侧重于劳动关系的
平衡？

负责人：劳动关系中，过分扩大劳动
者权益保护，加大企业责任，就会使企业
用人自主权受到束缚， 最终影响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但是，如果劳动者权益保护
不到位，对企业责任要求过少，就会影响
劳动力供给， 不利于高素质的健康的职
工队伍的形成， 最终企业利益也会受到
损害。因此，我们在制定《解释（四）》时既
向劳动者倾斜保护， 又充分注重二者之
间的利益平衡， 确保劳动关系和谐。 譬
如，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约定了竞业限制
的， 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的期限内可以
解除竞业限制，但是，劳动者请求用人单
位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这一规定看，

要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三个月的补偿更
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 同时又维
护了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 从而在
二者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利益平衡。

记者：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的审判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诉讼程序和
仲裁程序的对接？

负责人：目前，我国劳动争议纠纷案
件的处理实行“一调一裁两审”的争议解决
机制。 实现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
的有效衔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

资源的整体效益，最大可能地降低当事人的
诉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公正。要
建立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沟通协调机
制， 积极探索和创建诉讼程序与仲裁程序有
效衔接的新规则、新制度。 要准确把握《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意旨和精神，严格执行案
件管辖的规定。 对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以无管辖权为由不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
件，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经审查认为该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确无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
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
果该仲裁委员会有管辖权，则应告知当事人
先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有该仲裁委员
会坚持不予受理的，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记者：对于小额劳动案件，法律规定了
一裁终局， 但实践中这一制度的实施却出
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譬如裁决书中未列明
裁决的类型究竟是否属于一裁终局。 人民
法院对此情况应当如何处理？

负责人：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以下两种
情形：一是仲裁机构错误地将终局裁决认定
为非终局裁决，或将非终局裁决认定为终局
裁决；二是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书中既未注
明裁决书类型，也不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这
两种情形的存在使得人民法院很难判断仲裁
裁决究竟是终局还是非终局裁决。

对于已经注明裁决类型的， 人民法院
无需对裁决类型作出实体性评价， 仅凭裁
决书注明的类型即可进行程序性处理，即
使仲裁机构认定裁决类型确有错误。 这样
规定的目的在于尊重仲裁机构对裁决类型
的判断， 防止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
院就仲裁裁决类型认识不一， 导致在立案
上互相扯皮推诿， 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正
当行使。对于未注明裁决类型的，用人单位
不服该裁决向基层法院起诉的， 由基层法
院通过程序性审查确定裁决类型， 进而确
定相应的管辖权法院。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用人单位向中级
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 中级法院同样

可以参照此条款的规定适用。

记者：《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时， 需要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但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采取分立、

合并、 工作调动甚至通过关联企业轮流与
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方式规避支付经济
补偿的年限。 《解释（四）》对此有什么新的
举措加以规范？

负责人：经济补偿是国家调节劳动关系
的一种经济手段，是对劳动者以往做出贡献
的补偿，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之
一。 实践中，一些集团公司因经营需要，在不
同的用人单位之间进行业务划拨，将劳动者
从一个用人单位指派、转移到另一个用人单
位。此时，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终
止，劳动者需要与新的用人单位重新订立劳
动合同，劳动者在原来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将被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在
解除劳动合同时，只要新的用人单位依法应
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在计算支
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都应当
把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以确定经济补偿或
赔偿金的具体数额。

《解释（四）》规定，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
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

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
位；（二） 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
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

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 用人
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
同；（五）其他合理情形。

记者：用人单位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秘
密，往往与劳动者订立竞业限制协议，有的协
议约定了经济补偿，有的则未约定。对于没有
约定经济补偿的，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劳动
者权益？

负责人：竞业限制的重要内容主要有两
个：一是劳动者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二是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竞业限制经济
补偿金不能包含在工资中，只能在劳动关系
结束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

实践中， 有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虽约
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经济补偿， 而劳动
者又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此时，如果认
定竞业限制无效， 则对劳动者不公平。 因
此，在承认双方的约定有效的前提下，责令
用人单位承担支付经济补偿的责任， 更有
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由于双方
未事先约定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因此，司
法实践中可以借鉴市场实践中的一些既有
做法， 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前一年的月
平均工资的

30%

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作为参照计算的依据。

记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竞业限
制和经济补偿，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对竞业限制是否有影响，劳动
者还要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吗？

负责人：我们认为，不论是用人单位还
是劳动者违法解除合同， 都不必然导致竞
业限制的约定失效。 劳动合同解除实行的
是法定制度， 而竞业限制实行的是约定制
度，竞业限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与解除劳
动合同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逻辑递进关系。

当用人单位违反不同的义务时， 劳动者可
以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获得相应的救济。

所以，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影响
竞业限制约定的有效性。 对于用人单位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 已经为劳
动者提供了相应的民事补偿或救济措施，

以制裁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行为。 用人单
位承担了相应法律责任后， 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双方理应受竞业限制协议的约束。《解
释（四）》正是基于上述法律原理作出了规
定。 这样的规定同样有利于对用人的单位
的商业秘密加以保护， 否则劳动者从事与
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会导致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的紊乱。因此，《解释（四）》将
竞业限制条款的有效性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相分离，有助于正确区分二者的关系。

记者：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了竞业
限制和经济补偿， 但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
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还需要继续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吗？

负责人：按照《合同法》原理，一方根本
违约，另一方享有法定解除权。据此，《解释
（四）》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
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解
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实践中， 有的劳动者为了规避竞业限
制，故意注销自己的银行账户或者卡号，导
致用人单位无法往账户或者卡号里存钱。

此时用人单位并无过错， 劳动者仍然应当
履行竞业限制。

由于竞业限制涉及到保护用人单位的
商业秘密，不同于其他一般合同。因此，《解
释（四）》借鉴其他司法解释规定，确定了三
个月的合理期限。

记者：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按
照法律规定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如
果用人单位没有通知工会即解除劳动合
同，是否属于违法？

负责人： 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
义，程序违法亦属于违法。因此，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未事先通知工会，就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从而在程序上加大对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以彰显法律的严肃性。

同时，法律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
督促用人单位正确履行法定程序， 依法行
使解除权。 只要用人单位通过合理方式补
正了相关程序， 及时通知工会并听取工会
意见的，可不再承担赔偿金的责任。 因此，

《解释（四）》规定，在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
补正有关程序的，可不支付赔偿金。

记者：外国人、无国籍人以及台港澳居
民在华工作的人数逐年增多， 他们有的与
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的没有签订。

如何看待这些人与国内企业的用工关系？

负责人：按照有关规定，外国人、无国
籍人以及台港澳居民没有办理合法就业手
续，未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
就业证》 等证件的， 他们不是适格的劳动
者， 因而不能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
系。 对于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专
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国境内
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 可以认定为
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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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

日（总第
5555

期）

2012

年
8

月
20

日， 本院根据北京天鸟一和数控设备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天鸟一和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根据中瑞岳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瑞岳华专审
字
[2012]

第
3328

号《审计报告》（基准日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天
鸟一和公司资产合计

2735613.11

元，负债合计
4541380.81

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

-1805767.7

元。 本院认为，天鸟一和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符合破产宣告条件。

依照法律的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9

日裁定宣告北京天鸟一
和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破产。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2012

年
8

月
21

日， 本院根据滕州市佳银贸易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长源（淮北）焦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安徽淮信会计师事务所对长源（淮北）焦化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进行审计，并作出“皖淮信会审
字
[2012]

第
234

号”审计报告，认定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长源
（淮北）焦化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322510820.20

元，负债总额为
407003947.59

元，资产负债率为
126.20%

。 本院认为，长源（淮
北）焦化有限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依照法律的规
定，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裁定宣告长源（淮北）焦化有限公
司破产。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7

月
10

日， 本院根据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本
院查明，截至债权申报期限届满日，共受理

4

家债权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63189725.56

元， 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
权为人民币

32169920.72

元。 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下落
不明，无任何资产。 本院认为，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清算
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万通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广东省兴宁市第一染织厂破产还债一案，经破产

清算，在支付破产费用、部分偿付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基本
养老保险费用后，已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已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裁定终结广东省兴宁市第一染织厂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
的债权不再清偿。 破产人广东省兴宁市第一染织厂已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办理工商注销登记。

[

广东
]

兴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债务人蕉岭金田建材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经

破产清算，其财产已分配完毕。 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依法裁
定终结蕉岭金田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不再清偿。

[

广东
]

蕉岭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西贵港钢铁总公司的申请， 于

2013

年
1

月
6

日
作出（

2013

）贵民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
清算的申请。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

50

日内，向管理人广西正大
五星律师事务所（地址：广西贵港市中山北路

15

号联邦国际大厦
A

座
1501

室。 邮编：

537100

。 电话：

0775-4566888

。 传真：

0775-

4568006

。 ）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法律的规定处理。广西贵港钢铁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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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日
9

时在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召开， 地址是
贵港市布山路

8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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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遵义欣盛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破产管理人依法对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和破产财产进行清理和
变现，妥当安置职工。 因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经管理人申请
本院依法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作出（

2010

） 汇民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结遵义欣盛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
序，债权人的债权不再清偿。

[

贵州
]

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因邢台市粮油出口公司破产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分配完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
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裁定终结邢台市粮油出口公
司破产程序。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洛玻集团洛阳加工玻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
照法律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裁定终结洛玻集团洛阳
加工玻璃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债务人信阳第二麻纺织厂申请，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作出（

2012

）信浉民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
务人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信阳第二麻纺织厂破产清算组
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地址：信阳市浉河区鸡公山大道信阳市中心
血站旁，邮编

464000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法律的规定
处理。信阳第二麻纺织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和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地址：信阳市浉河区京深路
257

号，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授权委托书。

[

河南
]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麻阳苗族自治县种子公司的申请， 已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作出
(2013)

麻民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
债务人麻阳苗族自治县种子公司破产还债。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
1

个月内，向本院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3

月
7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
开。 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

湖南
]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通化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申请，受理了

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06

年
1

月
24

日作出了（

2006

）通
民二破字第

2-2

号民事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经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审议，已通过破产管理人的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破产管
理人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向本院申请准许执行财产分配方案，

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以（

2006

）通民二破字第
2-4

号裁定
准许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现该公司已关闭，债务人的财产已分
配完毕，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吉林
]

通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朝阳县交通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朝阳县交通

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已经将朝阳县交通服务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完结，并依法编制了破产分配报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裁定终结朝阳县交通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程序终
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辽宁
]

朝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朝阳县运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朝阳县运输公司

破产清算组已经将朝阳县运输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结，并依法
编制了破产分配报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裁定终结
朝阳县运输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
的债权不再清偿。

[

辽宁
]

朝阳县人民法院
2010

年
4

月
1

日，本院根据债权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银行
站前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 查明，债务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42474448.72

元， 负债总额
1922170620

元，资不抵债
979696171.28

元，（累计亏损
1179696171.28

）资产
负债率

203.95%

。本院认为，债务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成立，符
合破产宣告条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裁定宣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本院定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滨南路
海军宾馆（电话：

0429-2733399

）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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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杨凌农科大后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破
产清算，破产财产已依据（

2009

）杨破产第
00001-6

号民事裁定
书确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 本院根据杨凌农科大后

勤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请，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作出（

2009

）

杨破字第
00001-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未得到
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陕西
]

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城固县轻工机械厂的申请，受理了该厂破产

一案，并于
2003

年
12

月
12

日作出（

2003

）城民破字第
02

号民事
裁定，宣告城固县轻工机械厂破产还债。

2011

年
11

月
4

日，经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破产清算组提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本院作出裁定予以确认执行，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经清算
组提请，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裁定终结本案破产程序，未得
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

陕西
]

城固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工业园区恩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市鑫友光伏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正德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南路

223

号彩江大厦
六楼

603

室；邮编：

315040

；联系人：毛娜军、钱聪静；电话：

0574-87744056

）。债权人应自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企业破
产法的规定处理。 宁波市鑫友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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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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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南京金视显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5

日立案受理。 有关南京金视显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
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下午十四点三十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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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授权委托书及
个人身份证明。 特此公告。

附：管理人名称：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管理人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
188

号长发数码大厦七楼。

联系电话：

13905169858

，联系人：戎浩军。

[

江苏
]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