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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起 重 生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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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审判：感受改革阵痛迎接企业新生

这一刻，王宇庆差点流泪！
当广东茂名 “绿生园 ”集团以超亿

元拍卖成功后， 职工们现场拿到工资、
社保、集资款等养命钱 ，在审判法庭高
呼“法官万岁”！

14 年了，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跟着
老庭长办理破产案的情景。 “咣当”关上
大门，“咔嚓”铁锁当家，愤怒的职工把
他们锁在了厂里。 整整一天，法官们饿
得头晕眼花，小书记员冒险爬墙买来盒
饭 ，却被 “看守 ”他们的阿姨抢过来吃
了，“我们都没饭吃，你们也别想吃！ ”

后来 ，这一切都变了 ，破产企业的
职工们从“不愿破”到主动“要求破”。 因
为，王宇庆能妙手回春 ，他处置的破产
企业全部实现涅槃重生。 近三年来，拍
卖后新成立的企业生产总值达 114 亿
余元，创造增值税 5 亿余元 ，上缴企业
所得税超过 9800 万元， 新增固定投资
20 亿余元，解决就业 35663 人。

王宇庆，托起了重生梦！

破产案的难与不难

破产案，“天下第一难”!
“宁办十宗案，不破一个厂”。 矛盾

大、头绪多，审理周期长，债权人、债务
人、政府、企业职工等多方利益纠结在
一起，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投入大、收益
小，很多律师不愿意接破产案件。

法官比律师更难， 一是企业资产变
现难，二是职工安置难，稍有不慎，就会
引发群体事件， 上访堵路围政府！ 据统
计， 近年来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数量仅
仅是工商部门注销企业的百分之一。

一个烂摊子 ，一团乱麻 ，一个 “肿
瘤”，一枚“定时炸弹”，谁惹上谁麻烦！

麻烦一惹就是 14 年， 王宇庆还常
常眼角含笑：“不麻烦，不麻烦，一点不
麻烦。 ”

茂名造纸厂，原是当地有名的国有
企业。 2010 年 7 月，茂名中院裁定受理
该厂破产案，关建明所在的广东省海法
律师事务所被选定为管理人。 一接手，
他才知道自己捧了颗 “烫手的山芋 ”。
“再也不想办破产案了 ， 实在是太难
了！ ”关建明一脸“苦大仇深”。

先是小偷难以对付。 闲置已久的厂
房成了附近农民的“聚宝盆”，几乎天天
被盗，留守人员经常在废品收购站发现
价格不菲的机器零件，附近派出所老是
半夜出警，闹出好大意见。然而比小偷更
难对付的， 是茂名中院民四庭庭长王宇
庆， 他要求关建明 24 小时不能关手机。
“小关， 厂子又被盗了， 我们一起去看
看！”半夜一两点也响，凌晨三四点还响，
王宇庆的电话犹如“午夜凶铃”，搞得关
建明疲惫不堪。后来，通过王宇庆积极协
调， 当地派出所同意每天晚上九点和凌
晨两点派专人巡逻两次， 关建明才能睡
个安稳觉。

此案的法律瓶颈，同样令人头痛。 茂
湛铁路，是国家重点项目西部沿海高铁的
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虽然只有 4亩，却要穿
越造纸厂的核心部分，并将工厂拦腰砍断，
一分两半。 如果按照破产财产整体拍卖的
惯例，耗时长，铁路建设将严重受阻。 因为
担心补偿不到位，拆迁未启动，职工围堵市
政府，债权人集体反映诉求，造成铁路工人
们无法施工，矛盾一触即发。

如何既实现破产财产的变现最大

化、充分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又能确保
铁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当关建明打起了退堂鼓时， 王宇庆
创造性地提出“分块、分段专项评估”方
案，让他找回了信心，也稳定了人心。 王
宇庆向市政府提出司法建议， 及时通报
债权人及职工，1900 万元拆迁补偿款优

先用于支付拖欠的职工工资和社保金，
并打破常规提前分配。仅仅一个月后，拆
迁现场就响起了推土机的轰鸣声， 重点
项目建设如期进行。

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 法院
在对企业家底进行盘点时， 发现遗留有
剧毒化学品———7 个重达一吨的液氯
罐，一旦泄露将威胁周边群众安全，并对
全市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

破产法规定危险品不能拍卖，必须由
有资质的单位予以回收，回收时要求入场
检测氯气存量，并出具运输许可证。 造纸
厂已停产多年，又根本不具备提供材料办
理许可证的条件。 情况特殊加上政策“打
架”，这一回，“智多星”王宇庆也犯愁了，半
个月下来，满头黑发竟然白了一半。

省内没有省外寻，广东不行找北京，
反复研究政策，不厌其烦咨询。最后经公
安部同意，王宇庆“绝处逢生”，敲定了由
海法律师事务所以造纸厂管理人身份，
商请能够回收氯气罐的广西南宁化工有

限公司， 派出专门技术人员及车辆将氯
气罐运回公司本部检测， 根据结果再作
相应处理。 2012 年 6 月 27 日，7 个氯气
罐“出嫁”。那天，公安、环保、安监全程护
送，小心翼翼，高度戒备，平常三个多小
时的路程，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王宇庆
的那颗心，也整整悬了十几个小时。

“骂人”与“挨骂”的真情

王宇庆今年 46 岁，一副眼镜，一双
笑眼儿；说话不紧不慢，始终面带笑意，
怎么看都是个斯文儒雅的谦谦君子。

可是几乎所有的破产管理人的律

师，都有过被王宇庆“骂”过的经历。奇怪
的是，他们诉完苦却不生气，还竖起大拇
指叫好。破产管理人，是新破产法规定的
具体管理破产中各项事务， 依法履行职
务并向法院报告工作的组织。

破产企业的财产， 在王宇庆的 “骂
人”中得到了最大的保全；破产企业，在
王宇庆的“骂人”中得到了重生；企业职
工的利益，也在王宇庆的“骂人”中得到
了实现。

“刘主任，这么大的台风，怎么没有
去万商腈纶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刘军军
是万商腈纶公司破产案的管理人———广

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主任， 一位白领
女士，王宇庆“骂”起她来也毫不留情。她
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现场， 王宇庆正与
工人一起修围墙。 台风“凡比亚”带来了
特大暴雨， 留守处用来当围墙的锡板被
吹跑了， 一个两米多宽的大豁口让厂区
呈开放状态， 价值几千万的设备顿时暴
露出来。刘军军暗想，幸亏王庭长及时赶

到，这骂没办法反驳。
“小关，派人去柯家修屋顶了吗？ 怎

么老拖拖拉拉？ 不能再拖了， 又要下雨
了，他一家人怎么过日子？ ”因为造纸厂
困难职工柯日强家屋子漏雨， 王宇庆打
了好几个电话给关建明。一开始，关建明
不服气，说这是律师该管的事吗？王宇庆
愣说该管，一定要管。 “企业进入破产程
序，职工就没了归属感，这点事情你也推
我也推，让他们找谁去？”去年三四月，茂
名一连下了两个月的雨， 而屋顶必须雨
停后三天才能补。那段时间，关建明说自
己“天天挨骂”。

王宇庆“骂人”，但更多的是“挨骂”。
一个破产案件刚立案， 职工派出 5 名代
表来到王宇庆办公室质问：“为什么厂长
有房子住， 我们没房子住？ ”“法院不解
决，就是不为老百姓办事！ ”面对破产企
业职工，王宇庆要求全庭同志一张凳、一
杯茶、一句问候再说话，耐心、耐心再耐
心。

2009 年，茂名蔬菜公司破产案件立
案后， 因公司在没有本人签名的情况下
解除了自己的劳动合同， 导致无法像其
他人一样得到补偿， 原公司职工陈某等
几人天天到法院“上班”，还跑到王宇庆
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案件审理期间，陈
某因病去世。因为是独头佬（广东话单身

男子），家中也没有很近的亲属，王宇庆跑
前跑后联系其主管单位将他安葬。 陈某留
下一个 7岁的养女，到了读书年龄无人照
料，王宇庆又找到当地街道办确定女孩的
监护人并帮助落实了就读的学校。

造纸厂一名留守职工因公受伤，王
宇庆马上动员民四庭法官和管理人捐款

2000元并亲手送到病房。每承办一个破产
案件，他都将手机号码公开给每一个职工，
“有困难找宇庆”。 年年向茂名市工会申请
救助金慰问困难职工，案件已经结了慰问
却还在继续。 截至今年 6月，王宇庆共为
800多名职工落实了保障性住房及住房维
修；累计补助困难职工 4279人次共计 76.3
万元； 为困难职工子女办理金秋助学 317
人次，减免学费 46.51万元。

王宇庆常说：“破产审判的核心价值
是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安置好困
难职工是我们的分内事。 法官对群众多
一份感情 ， 社会才能多一分和谐和稳
定！ ”14 年来，王宇庆办理或指导破产案
件 241 件，盘活资产 70 亿元，安置职工
5.7 万多人，没有发生一起因为案件处理
不当集体上访或投诉，真正实现了“无震
荡破产”。

“拔尖人才”的短板与长项

7 月 24 日，笔者正在采访，市委组
织部打来电话： 王宇庆被评为茂名市第
七批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拔尖人才， 而且
是法律专业人员首获殊荣。

王宇庆是广东梅县客家人， 父亲靠
读书走出大山， 成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的一名教师，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1986
年高考前夕恰逢茂名中院首次向社会公

开招干，成绩名列前茅的王宇庆，在大学
与法院之间选择了后者。父亲笃信“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选择成了老
人的心结。没能走进大学校园，同样也成
为王宇庆挥之不去的遗憾。 20 多年法官
生涯中， 王宇庆把缺乏专业教育的 “短
板”，当成时时鞭策自己的动力，参加中
山大学法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从大专、
本科到研究生，王宇庆成为“没有围墙的
大学”里最刻苦的学生、茂名中院最勤奋
的法官。

民四庭副庭长莫挺， 毕业于华东政
法学院，是法律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他认
为，王宇庆是个爱学习、善总结的人，教
会了自己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最
可贵的是他能吃透法律精神， 敢于打破
条条框框，善于跳出圈子看问题。

茂名水泥厂破产案， 王宇庆创造性
地提出“先租后破”的思路，将水泥厂租
赁给原副厂长李天保自筹资金恢复生

产，每年上交租金 260 万元，解决了留守
人员的收入问题。次年经公开拍卖，承租
经营的 6 名股东竞得整体破产财产，改
制成立了茂名油城水泥有限公司， 吸纳
了原水泥厂 95%的职工再就业。 目前，
“油城牌”水泥成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和广
东名牌产品，该公司实现年产值超亿元，
利税超千万元。

根据生存权高于债权的理论， 王宇
庆在破产审判中率先将职工住房公积金

和生产性集资款纳入第一顺序清偿，在
全国尚属首例， 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破产
法专家王欣新教授的肯定。 探索破产调
解前置程序，积极促成双方在裁定破产
立案前达成和解，有效破解“执行难”的
做法，引起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
注。 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执行
程序和破产程序衔接》， 也由茂名中院
与深圳中院共同负责。

茂名中院院长林建辉说，破产案件
表面上看是一个案件的审理和一个企

业的生存和消亡，但往往对于地方经济

和社会稳定具有“牵一发动全身 ”的影
响，绝对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 王宇
庆最大的优点是把“服务大局 ，净化市
场、扶助地方经济，推动诚信社会”的理
念运用到工作中， 发挥司法能动作用，
着眼于一揽子解决问题，让破产审判的
路子越走越宽，成为茂名中院的一块金
字招牌。

“绿生园”的前生后世

高大的厂房 ，整洁的绿地 ，一台台
叉车托着饲料出库入库，近万头猪膘肥
体壮。 7 月 25 日下午，笔者来到茂名化
州开发区恒兴茂名养殖有限公司，这里
井然有序，生机勃勃。 “我现在每月收入
一万多元，公司还配了一辆轿车。 ”副总
经理邓华明一脸幸福。

邓华明两年前还是原破产企业“绿
生园”集团的留守人员 ，每月工资只有
2000 元。 他说，那时候，围墙被农民砸烂
了，院子里杂草丛生，足有一人多高，因
为没钱交费，一度被停水停电 ，一派萧
条。 “是王庭长让工厂死而复生，只有企
业活了，我们才有好日子！ ”

“绿生园”集团是茂名以养殖、饲料
加工为主的大型民营企业，2010 年，因
资不抵债 ， 茂名中院宣告企业破产清
算。 王宇庆多次来到实地考察，召开职
工大会，一面让留守人员继续饲养尚存
的 2000 多头生猪，稳定企业发展态势；
一面积极通过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中
介公司向海外财团、商家推介联系有实
力的投资者参加竞买。

刘军军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是此案
的破产管理人。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王
宇庆“放水养鱼”的主意效果出奇的好，
两年时间存栏生猪由 2000 多头变成
5000 多头， 不仅留守人员有了收入，还
大大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

2011 年 3 月 7 日 ， 王宇庆格外高
兴，这天是企业迎来新生的日子。 茂名
中院摇号选定拍卖公司对企业整体资

产进行公开拍卖。 最终，“全国饲料行业
十强”的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以高
出原重整价一倍的价格拍得。

王宇庆兴奋地说，恒兴集团全员吸
纳了原企业职工再就业，工资比之前翻
了一番，“输血”5000 多万元资金进行技
改，下属饲料厂、生猪养殖场、水产品加
工厂正在紧张扩改中，预计水产品加工
厂的罗非鱼切片生产线全面复产后，可
实现产值 15 亿元。 说到这里，他开心地
笑了，一双笑眼儿眯成了一条线！

破产审判的真正意义不是 “破”而
是“立”，不是让企业死，而是涅槃重生！
能亲手为这项“朝阳事业”添砖加瓦，为
茂名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王宇庆
说， 这是自己法官生涯里最精彩的岁
月，他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2011年， 王宇庆带领的民四庭被最
高人民法院授予 “全国法院审理企业破
产工作先进集体”；2012年， 民四庭再次
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全国法院先进集
体”。 2012 年王宇庆荣立个人一等功，
2013年 3月，王宇庆又被评为“全国法院
办案标兵”。

王宇庆，一个奋力托起重生梦的法
官！

年轻时， 他梦想成为一名最优秀的
法官。

从事破产审判后， 他的梦想是把每
个案件办好，让每个企业“活起来”，让职
工有饭吃。

然而，当梦想照进现实，这条“破旧
立新”的路却如此冗长而艰辛。 14 年来，
破产企业职工的房子漏不漏雨， 孩子有
没有学上，如何对外推介破产企业、变现
财产， 最大程度清偿破产企业职工的工

资、社保、医保，如何同政府协调，减免社
保滞纳金，让利给破产职工，如何寻求最
佳处置收益和最高处置效率的结合点，实
现破产财产收益和国有资产保值的最大

化……他成了一名“包打天下”的法官。
“在工作中享受生活”，他投入其中，

自得其乐。
个人一等功、全国办案标兵、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荣誉等身，今天，对他来说，
梦想是否已经实现？

王宇庆说， 得到荣誉是因为自己幸
运，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好。

工作中，破产企业职工满意的微笑，
是他的最大喜悦；企业获得新生，是他最
幸福的时刻。

水泥厂、造纸厂、绿生园，一个个职工泪
流满面，一个个企业艰难破茧。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其羽更丰。 这是王宇庆的梦。

他的梦，你的梦，我的梦，是一个个
脚踏实地的法官梦！

采风周刊：近年来，茂名中院审理
了大量破产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得到了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的高度赞誉。 从法官的视角来看，
作为广东省欠发达地区，茂名的破产案
件为什么反倒比经济活跃的珠三角多？

王宇庆：对，所有的法律问题本质
上都是社会问题，破产案件也是经济体
制改革在审判领域的反映。 茂名破产案
件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一是历史原因。 茂名市是广东老
工业城市， 华南地区最大的石化基地
和广东省能源基地，有“南方油城”的
美誉。我市国有企业数量多，在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因经营严
重亏损， 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等
原因，导致资不抵债，不得不以破产的
方式退出市场。 在我院审理的破产案
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 83.3%，多是

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小企业。
相比之下， 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后才
迅速发展， 企业多是股份或有限责任
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案件也相
对较少。

二是现实原因。 破产案件涉及面
宽，实践中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法律
没有规定，审理难度大，周期长，加上现
有的审判绩效考评机制难以体现破产

审判的工作量和价值。 据同行介绍，在
不少地区还确实存在破产案件立案难、
审理难和法官不想办破产案等问题。

采风周刊：是呀，采访中律师们都
说破产案件是“天下第一难”，您却说
破产审判是“朝阳事业”，为什么？

王宇庆： 破产是市场经济下经常发
生的一种经济现象。 自然界每时每刻都
会有生命的诞生与结束， 经济领域每天
都会有新的市场主体产生和消亡， 消亡
时会产生债权债务问题， 破产制度就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制度。所以，破产程
序是用法律手段让企业旧死新生， 破产
审判对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
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完善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净化市场环境方面
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而且通过破产审判，企业职工也能够
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 那些老国企的职
工，在低工资的计划经济时代把青春献给

了国家，年老体弱时赖以生存的企业却破
产了，生活非常困难，我亲眼看见有的特
困职工用不起自来水挖井水，用不起电点
煤油灯。 他们最希望能拿回养老的钱，生
活能有保障。 只有我们尽心工作，追求最
佳处置效益，才能让他们好梦成真。

一句话， 黎明前的黑夜是为了孕育
日出，破是为了立，旧死是为了新生! 所
以作为一个从事破产审判的法官， 应该
以带着迎接新生命的热情来工作！

采风周刊：有专家认为，破产审判对
法官素质要求很高。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
破产审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法官，您
认为审理破产审判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宇庆：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法官的

实践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破产审判的确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和法律关系， 但是对法官的最大挑战还
是如何让债权人、债务人、企业职工、政
府、管理人协调一致，在法律框架内按程
序一揽子解决纠纷，让各方满意！包括如
何接待上访群众，如何选任管理人等等。
审判活动本质是准确适用法律、 论证裁
判的过程， 破产审判则更需要有大局意
识，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增
加税收为立足点， 把法律和现实问题对
接，逐个破解每个具体的小问题，才能实
现司法的大智慧。

采风周刊： 破产案件最容易引发群
体事件， 但您审理的案件均实现了无震

荡破产，是什么让您举重若轻？
王宇庆：带着感情去解决破产企业职

工及各利益主体诉求。 在我审理的案件
中，也多次遇到群众聚集、围堵政府等情
况，但没有引发过一起因审理破产案件处
理不当而集体上访事件。 我认为企业职工
担心诉求得不到满足，合法权益得不到保
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面对群众一
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谦和的态度。 但只有
这些还不够，还要着眼于解决诉求办实事。

破产法第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
破产案件， 应当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合
法权益。 我们依法从破产财产变现优先
清偿职工劳动押金、工人工资，将住房公
积金和生产性贷款列入第一清偿顺序，
尝试调解前置， 实实在在地为职工办好
事、办实事，也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支持，
让他们从“害怕破”到“要求破”，实现了
破产无震荡，改革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