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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招远市人民法院党组力推
改进司法作风的“四家工作法”，力求让
当事人在法院感受到家的温暖。

“家人”———对当事人的角色定位

一名犯盗窃罪的聋哑人， 在庭审后
向审判长郭蓉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 因
为法官从特殊教育学校请来手语翻译老

师跟他一次次交流、以关怀打动了他，才
使得他从拒不配合到主动认罪， 最终获
得了宽大处理。

给当事人以“家人”的尊重和关怀，
站在对待“家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
情，把关爱、倾听、理解、体恤等美德融入
到司法过程， 用当事人认同的态度倾听
诉求，用当事人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用
当事人易于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 用群
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 招远法院推出
的一系列贴心举措， 使得司法的亲和力
和感染力明显增强。

“家书”———对当事人来信的

属性定位

刘某， 是一起因被执行企业营业执
照吊销、 账目被接管部门封存审计而搁
置的执行案件的执行申请人，今年八月，

刘某以儿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为由，
给招远法院院长彭桂东写了一封信。 几
天后， 他收到了招远法院执行局从救助
基金中为他申请的6000元“救急”学费，
并在法院的积极协调下， 最终与企业接
管部门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刘某为
此深表感谢。

在招远法院，当事人的信件、来访反
映的情况、电话投诉、网上邮件投诉、走访
回访过程中反映的问题等均被划入 “来
信”范畴，每一项都有专人登记、交办、督
查、反馈，有“五卡”即来信来访登记卡、事
项转办卡、领导接访登记卡、事项督办卡、
问题处理及责任落实反馈卡备查。

“家事”———对当事人诉求的

属性定位

今年，该院制定了《便民十六条》措
施，推广网上审查立案、巡回审判、预约
办案等方式，方便群众参与诉讼；开通了
网络查询系统，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监督
诉讼提供便利； 向当事人同步告知案件
进展的相关信息，争取理解和配合。

构建涉诉信访工作源头预防、 全过
程规范、多元化解决机制，实行“首问负
责制”和“信访责任终身制”；在落实司法

救助的基础上，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以低
保申请、 困难补助等方式帮扶救助困难
涉诉信访群众。

“家业”———对审判执行工作

的属性定位

该院把为当事人化解纠纷、 实现合
法利益、解决实际困难当做“家业”来做，
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及时、彻底解决。每
一件涉民生案件的审理、执行，都努力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加大案件
调解力度，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穷尽执
行措施，严厉制裁拒执行为，实行“陪执
员”参与执行机制，建立内外联动机制，
全面提高执行工作效能， 让群众的合法
权益得到及时实现。

循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这条主
线，招远法院在做好群众工作、密切与群
众联系、 真正让群众信服认可司法工作
上下大功夫、 下大力气， 取得了明显成
效。 2013年前三季度， 案件服判息诉率
94.55%，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 ；民商事
案件调撤率74.4%，同比上升 3.4 个百分
点； 新增信访案件为 0； 对 230 件案件
当事人回访反映全部为 “满意”； 辖区
环境评议的名次第一次进入了前 10 名。

烟台： 抓作风铸基石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旷翔宇

近年来， 山东省烟台市两级法院始终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主线， 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各项工作，
为建设 “蓝色、 文明、 幸福” 之都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全市法院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中院被评为全国法院 “两
评查” 活动先进单位、 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全市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先进集体。 中院民四庭荣获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
集体” 称号， 莱阳市法院被评为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芝罘区法院被省高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隋文华法官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

“多亏了你们法官了， 真没想到，在
车上也能审判案件， 还能与法官面对面
交流，真是太贴心了！ ”村民刘大爷抹着
眼泪激动地说。刘大爷今年80岁，育有三
子一女，其妻子于去年病逝，因为子女不
赡养老人， 不得已老人只好将子女告上
法庭。 法院工作人员了解到刘大爷所住
的村子山高路陡，地处偏僻，且刘大爷年
事已高，腿脚不便，走路还需拄着双拐，
为了切实地帮助刘大爷解决打官司的难

题，法院派出了“车载民生法庭”服务车，
载着法官上门开庭， 妥善协调解决了刘
大爷与子女之间的赡养纠纷，于是，便有
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车载法庭”开进
村，变传统“坐堂办案 ”为走村 “流动办
案”是今年以来烟台中院改进司法作风，

落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
中院将今年确定为 “司法作风建设

年”，以改进司法作风、促进公正司法为
目标，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司法
作风的七项措施》，在司法作风建设上出
实招、出妙招、出狠招，狠抓作风建设，力
促公正司法。

改进工作作风 突出司法为民

“把我们老百姓的事， 当成自己的
事，这个法官好！ ”这是记者在烟台中院
走访时遇到一位身患残疾的当事人时，
他激动的话语。 原来，当天上午，他参加
一起民事案件的开庭。 庭审进行到一半
的时候，由于电力公司的原因，整个法院
大楼突然停电。 就在大家都以为审判长

要宣布延期开庭的时候，法官却表示，鉴
于当事人一方是残疾人，行动不便，且延
期开庭耽误双方当事人的时间， 建议采
取手工记录的方式继续开庭， 并征求双
方当事人的意见，在获得当事人认可后，
庭审得以继续。庭审结束后，两位当事人
都激动地走上前与审判长握手， 表示由
衷的感谢。

工作作风无小事。 一件停电的意外
事件，却由于审判长的人性化处理，反而
在当事人心中树立了法院的良好形象。
这是烟台中院推出“一·二五”工作法以
来实践效果的真实写照。

“一·二五”工作法的“一”是指各项
工作，一经接手马上就办，马上落实；办
就办好，办出实效；落实要到位，落实有
效果；第一个“五”是指需要进行研究的
工作事项，五个工作日内必须进行研究，
不能形成最终决议的， 再次研究仍应受
五个工作日的约束， 经再次研究仍不能
形成决定性意见的， 必须按工作程序逐
级提交研究；第二个“五”是指形成最终
决议意见的，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法律
文书制作或告知回复。 概言之： 一经接
手、马上就办，研究回复、五日为限。

“一·二五”工作法推行以来，在改进
工作作风方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当事人来信来访反映案件质量和干警违

法违纪问题均呈下降趋势，社会各界对法
院工作的满意度不断上升，司法公信力得
到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信访数量呈明显
下降趋势，其中，进京访案件151件，较去
年同期的217件下降了30.4%；初访案件61
件，同比下降24.7%。从纪检部门受理的来
信来访情况看，反映法院干警作风和效率
问题的较去年同期下降75.6%。

改进审判作风 确保公正司法

“鲁法官，于法官，十分钟之后开庭，
整理好法袍，准备好案卷材料。 ”

“小孙，做好记录的准备，把法徽正
一正，别歪了。 ”

民三庭任广科审判长在开庭前反复

交代合议庭成员和书记员， 做好各项庭
前准备工作， 包括注重仪容仪表等这些
细节问题。

“这既是院里的要求，也是我们审判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任广科法官笑
呵呵地对记者说，“审判中，一句不规范的
话，一个很随意的举动，一次不适当的交
流， 都可能引起当事人对公正审判的质
疑。加强审判作风建设，在我们法官看来，
还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自身作风硬，才能
确保公正裁判，当事人也才会服气。 ”

为了进一步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烟
台中院制定了 《庭审规范化建设实施意
见》，从司法礼仪形象、庭审行为规范、文
明接待用语等各个方面， 明确了相关的
规定和标准，切实纠正庭审中的不规范、
不文明现象，为公正司法奠定制度基础。

目前， 烟台中院13个审判庭均已经
打造成科技法庭， 实现了对庭审过程的
同步录音录像， 法官庭审过程中的行为
规范均被准确无误的记录， 庭审过程的
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中院审管办则不定期组织庭审评查

活动，让法官们自己看、自己评、自己找
差距。 有了比较，才有感触。 庭审评查活
动开始之后，有的法官感受到了压力，甚
至在庭审之后专门找出自己开庭案件的

录像，仔细查看，自我挑刺，吸取不足，总
结经验。

改进廉洁作风 筑牢廉洁防线

清正廉洁是司法工作的基石和生命

线。烟台中院始终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筑牢廉洁防线作为改进司法作风的一项

重要举措。
中院党组带领全院210余名干警分

两批次到烟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参观服刑人员生产生活环境， 听取服刑
人员的忏悔自新报告。

两名服刑人员捕前均有着令人羡慕

的工作单位和社会地位， 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多次受到组织的提拔，事业有成，家
庭美满，前途光明。但是，最终却因个人贪
欲膨胀，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坠入了犯罪
的深渊， 给单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给自己的前途画上了可耻的句号， 给原

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服刑人员发自内心的忏悔情真意

切、声泪俱下，令在场的干警深受震撼，
无不为之动容。唏嘘、感叹、惊心、震撼，是
每一个参观者共同的感受。 这一堂生动的
警示教育课将“严于律己、拒腐防变”这八
个大字牢牢地刻在了干警的心里。

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制、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等一系列规定的出台，更
是从制度层面上奠定了廉政建设的基础。

“法官不消灭不廉，不廉就会消灭法
官”，烟台中院院长尹佐海语重心长地对记
者说，“让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从一件件活
生生的事实中，让干警们切身体会失足者
的悔恨，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自由的可贵，
才能真正从思想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堤

坝，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 ”

领导带头抓作风建设

司法作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要
长期抓、长使劲。 群雁翱翔头雁领，院领
导要率先垂范， 这是烟台市芝罘区人民
法院党组的共识。 芝罘区法院坚持加强
班子建设引领发展，班子成员带头办案，
以领导的表率作用推进作风建设活动深

入开展。
芝罘区法院院长梁明在该院 “司法

作风建设年” 动员大会上强调：“院领导
要带头加强司法作风建设，率先垂范，凡
是要求干警做到的，院领导要带头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为干警
做好表率，当好标杆。 ”

该院细化了岗位目标责任机制，出
台了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意
见》、《领导干部带头办案制度》 等5项规
范性管理文件，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带头
执行“八项规定”，以表率作用带动全院
形成真抓实干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推行
“一岗双责”， 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对干警进行纳谏谈心、诫勉谈话，实
行干警评廉、家庭助廉、社会督廉的“一
书二谈三廉”制度，着力构建不敢腐的惩
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廉

洁机制，连续3年全院干警未发生一例违
法违纪事件， 辖区群众切身感受到该院
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变化。

完善便民诉讼网络

“我丈夫现在换了个人似的，谢谢法
院挽救了我的家。 ”去年，家住芝罘区的
王女士，因丈夫吴某贪杯好赌起诉离婚。
社区巡回法庭和社区调解员走进当事人家

中，共同做夫妻二人的工作。 吴某最终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妻子赔礼道歉，王女
士也原谅了丈夫， 一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又
和好如初。 案件调解成功后，社区巡回法庭
又适时进行了回访，巩固了调解成果。

司法为民、厚德载民。司法作风建设
的转化结果是司法为民。 芝罘区法院探
索出一系列贴近辖区实际、具有该院显著
特色的为民举措： 建立便民诉讼事务中
心，完善便民诉讼机制，推行柜台式、一站
式服务，及时快捷地受理案件；成立了消
费纠纷巡回法庭，开通了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裁决“三位一体”的消费维权绿
色通道；设立社区巡回法庭，使当事人不
走出社区就能解决矛盾纠纷； 开辟执行
“绿色通道”，对涉及民生的案件，实行“无
假日出警制度”， 有效维护和兑现群众合

法权益。 全方位的便民诉讼网络,实现了
去民忧、解民难、护民益、暖民心的初衷。

公开促进作风转变

为了不断贴近群众需求的多样化，
适应网络传播快捷的形势， 转变作风理
念， 探索以司法公开促进公平公正的新
方式、新方法。10月8日，芝罘区法院在新
浪网正式开通了“芝罘法院微博”，通过
微博对“老赖”进行曝光，开通微博庭审
网络直播、组织法院开放日，粉丝网民还
可以网上咨询，对法院工作发布评论、提
出意见，并能及时得到法院回复。微博的
开通，搭建起了民意沟通新桥梁。

该院还借助先进的信息化网络平

台，建立了审判业务、短信平台、网上审
委会、电子诉讼卷宗等管理系统。在诉讼
事务中心设立电子查询台， 当事人可以
快速查询涉诉案件全部资料。 建立执行
信息公开制度， 当事人通过电子触摸屏
可随时查询承办人的“执行日志”，了解
案件进展情况，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开通
“网上诉讼事务中心”，实现网上立案、网
络咨询等便民、利民、为民举措。据统计，
今年以来， 该院各类案件一审服判息诉
率达到96.3%。

作风建设促进法院全面建设提高
———芝罘区法院加强司法作风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旷翔宇

让当事人在法院感受家的温暖
———招远法院以 “四家工作法” 改进司法作风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旷翔宇

“全国优秀法官” 隋文华登门为耄耋老人办理遗产继承手续。

烟台中院法官应邀做客烟台电台 《民生热线》 栏目。

因公司（台港澳合资）已歇业多年，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进行清算，请公司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进行债权登记。 联系地址：四川德阳市区绵远
街一段 487号 杜清万 朱小姐 联系电话：13990227696

四川九盛成长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3年 11月 12日
本院已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裁定， 宣告受理双日株式会社

要求对沃达伟滨名（上海）机械有限公司的清算申请。 因沃达伟滨
名（上海）机械有限公司人员下落不明，清算组无法获得该公司任
何财产、帐册及重要文件，清算工作无法进行，依据清算组的申请，
本院于 2013年 9月 6日裁定终结沃达伟滨名（上海）机械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桂蕾： 申请人吴大欣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在我处办理了其
配偶罗淑端应支付给你的相关购房余款的提存公证【公证书编
号：（2013）厦证经字第 7974 号】。 因我处多次发函通知你领取
该笔提存款均无法送达，故根据司法部《提存公证规则》，公告
如下：请你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前，持本公告、居民身份证、厦门
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到我处领取该笔提存款。 厦门市公证处 联

系人：陈大锋 联系电话：13606906905 0592-5128633 收件

人：陈大锋 厦门市公证处

催告书 深宝卫医催[2013]02号 被处罚人：胡效山,性别:
男 ;民族：汉 ,身份证号：341222196203046814,住址：深圳市宝安
区新安街道 23区东联 4 栋 407 房。 你尚未履行我机关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深
宝卫医罚 [2013]5号），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 将罚款
50000元缴至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各营业网点， 开户名：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账号：
000133035667（商业银行）；764059690950（中国银行）。如不履行
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到深圳市宝安区卫生监督所 203 室进行陈
述和申辩。 联系电话：0755-27881983，联系人：林先生。

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局

2013年 11月 12日
胡宸铭、王琳：本院受理的原告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马月梅诉被告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胡宸
铭、王琳、曾伟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因你们系原第三人胡荣
富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放弃继承的权利，现向你们公告此
权利， 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未向本院提交放弃继承权
的书面材料，则视为已继承胡荣富的全部权利义务。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靖江市鑫蓝锻造有限公司各债权人：靖江市鑫蓝锻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破产人）破产清算一案，2012 年 8 月 8 日靖江市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人破产。 根据 2013 年 10 月 25 日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靖江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人的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现对破产财产实施分配。 本次清偿
或分配的财产总额为人民币 9821163.81元。具体如下：一、对特
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分配额为 4807582.18 元 ;二、破产费
用的清偿额为 877939 元；三、共益债务的清偿额为 115738 元；
四、职工债权的分配额为 2524266.03 元；五、第二顺序债权的分
配 额 为 350784.82 元 ； 六 、 普 通 破 产 债 权 的 债 权 额 为
63840021.48元、分配额为 1144853.78元。

靖江市鑫蓝锻造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根据天津市海洋化工厂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

市海洋化工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海洋化工厂清算组
为天津市海洋化工厂管理人。 天津市海洋化工厂的债权人应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天津市海洋化工厂管理人（通信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哈密道 128 号康达公寓 B-B1 座；邮政编
码：300020；联系电话：022-2731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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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海洋化工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市
海洋化工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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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受理上海大庆能源有限公司清
算组申请上海大庆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指定上海市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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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世界广场 32 楼。 该地址也是上
海大庆能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受理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上海时代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指定上海华鸿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作为该
公司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日内向该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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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路 99号上海滩国际大厦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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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5月 10日， 本院根据上海广电计算机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上海广电计算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因上海
广电计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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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7 日宣告上海广电计算机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上海广电计算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受理上海申福纺织制衣有限公
司清算组申请上海申福纺织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3年 11月 5日指定上海申福纺织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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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地点在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 号 45 楼。 该地址也是上海申福
纺织制衣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重庆朝华晶化石有限公司的申请， 已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作出（2013）涪法民破字第 00003-1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朝华晶化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债
权人应在 2013年 12月 20日前，向管理人重庆朝华晶化石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组（管理人的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清路 31号，
邮编：408000，联系电话：18623250527，联系人：吴清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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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 重庆朝华晶化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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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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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授权委托书，或
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书等文件。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受理的重庆市涪陵宇达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作出（2013）涪法民破字
第 00001-6号民事裁定书，宣告重庆市涪陵宇达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因嘉峪关市养鸡场破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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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月 17日裁定终结嘉峪关市养鸡场破产程序。

[甘肃]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 2-6号 2013年 10 月 29 日，本院根

据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批准《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终止深圳万基药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二 0一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受理的绥宁县药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经审理查明，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为 3 310 684.24元，负债总额为 18 918 098.75元，资产负债率
为 571.43%。已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作出（2013）绥民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宣
告绥宁县药材公司破产清算。 [湖南]绥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薛宝龙的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裁定受理湖
南大通湖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有关债权人应自
2013年 12月 9日前， 向该公司管理人益阳金剑破产清算有限
公司【通信地址：大通湖区河坝镇友谊路湖南九方律师事务所
律师工作室；邮政编码：413207；联系电话：13973705032（张先
生）、13786743889（王小姐）】申报债权。 湖南大通湖水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南大通湖水产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年 12月
10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 [湖南]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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