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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跨区划的人民法院，是依法治国中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司
法体制的自我完善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有利于净化司法环境，确保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有利于明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确保司法权的统一性；
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确保人民群众方便、经济地参与司法活动；有利于加强
和改进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确保人民司法的正确政治方向。

“开除党籍”保纯洁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东生、蒋洁
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
问题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杨金山严
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
之前作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
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开除党籍
的处分。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
题，而笔者认为，对李东生等 6 人违
纪行为的处理，正是依法治国的最好
实践。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权大于法”
的思想依然存在。要让依法治国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常态、新思维，
就要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
念，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
国。而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则
绝不能手软，法治面前没有特殊，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说不如做，喊不如干，喊的再好
不如做出样子。就在四中全会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决定时，也对那些违纪违
法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处理，这就是法
治，更是依法治国的最好实践，是真
正把依法治国落实在党要管党、严厉
查处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的行动中。这
样依法治国就会成为新常态，更会结
出丰硕的成果。

——白 峰

我们现在司法区域和行政区域是
重叠的，这样法院在行使职权时就会
受制于地方政府。这次四中全会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巡回法庭，处理那
些跨省的案子，就是让司法能够摆脱
其他的约束，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
在执法和司法的时候越独立越好。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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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法律尊严
护佑人民福祉

李晓梅

受困电梯，不必急于破墙

前几日，深圳龙岗区龙岗中心城全
盛紫云庭花园小区发生一起电梯事故，
一部载有 11 人的电梯在运行途中发生
故障停在负一楼，在对外求救无效的情
况下，电梯内被困人员使用工具轮番砸
墙挖出一个洞，后一名男子钻墙逃出求
救。就在男子钻出的同时，维修人员赶
到现场。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

很多人对受困于电梯并不陌生，特
别是乘坐老社区电梯受困几率更大。受
困电梯自救方法很多，等待是最安全的
自救方法，扒门或爬天窗等则是自救大
忌，而破墙挖洞更是大忌中的大忌。

破墙自救要对建筑部分墙体实施破
除，如果破除的墙体是建筑承重墙，无
疑将陷整栋建筑于危险境地。即便墙体
不是承重墙，扒门破墙不仅破坏社区或
他人财物，而且自救效率差，电梯一旦
突然恢复运行或造成其他方面破坏，还
可能陷自己于危险境地。

当然，此次破墙受损的只是一堵
墙，没有人员伤亡，但对墙体修补乃至
由此引发的整栋楼房的安全隐患排除，
仍需要有人承担。

或许有人认为，破墙自救是一种紧
急避险。依照民法通则规定，因紧急避
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
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
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而破墙并非科
学自救方式，不提倡如此自救，况且若
是因破墙将整栋建筑陷于危险境地，破
墙者或需承担法律责任。

——乔子轩

随着四中全会公报的宣布，依
法治国的新高度将多维呈现，法治
中国将迈开新步点，而反腐也将理
所当然的进入法治新视角。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二天，中
央纪检监察网站先后发布三条消息：昆
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接受组织
调查，湖北省政协原常委、省政协经济
委员会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国资委
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侃被开除党籍。

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一天三人
落马”的反腐节奏已是常事。在不到两
年时间的“打虎拍蝇”战役里，超过
18 万党员干部被处分。十八大以来的
反腐工作卓有成效，也深得群众欢迎，
但面对改革发展重任，面对两个百年的
梦想，只是在治标上重拳出击，显然难
以开创反腐新局面。说到底，反腐必须
依法，这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从中纪委利用专属网站发布反腐信
息来看，无论是从发布时间、发布内容
等都逐渐进入了一种常态化。不因人而
异，不因事而废，有多少人“触网”，
就公布多少人，有啥问题就公布啥问
题，不遮掩，不回避，即便是召开如此
重大的四中全会，一样公布反腐信息。
应该说这就是一种自我约束，一种信息
透明。从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关于反腐
的信息发布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和提
升，不再是某某亮相了，而是指名道
姓，并且对于违纪违规表述也客观简明
多了。从这个意义而言，显然作为反腐
的主力军已经提早转入了法治反腐的新
视角。

十八大以来，被处分的党员干部超
过 18 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在
看待反腐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
所面临着的一些问题。从落马官员“犯
事”的领域来分析，交通、房地产、矿
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
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反腐“重灾区”。
显然如果我们继续只是在铁拳打击上发
招，难以遏制腐败根源。有必要从权力
笼子上，在权力制衡上进行约束和规
范，一手打击，一手防范，打防结合，
才能确保反腐成效。如何防范？靠自律
是一方面，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要依靠制
度他律，“不敢、不能、不想”反腐必
须要层层逼近。从四中全会的各方面信

息解读和舆论导向来看，对法治视角
已进行了明确定位。

更有专家从反腐红利角度进行预
测，称反腐将在 2020 年使中国 GDP
提高 0.1%－0.5%，反腐红利远高于
700亿美元。虽然这些数据只是一种
推测，究竟能否达到或者超出这个效
果，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分析角度
值得思考。反腐败十分必要，反腐更
要被纳入法治角度进行考量。历时四
天的四中全会已经闭幕，依法治国的
新高度将多维呈现，应该说随着四中
全会公报的宣布，法治中国将迈开新
步点，而反腐也将理所当然的进入法
治新视角。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
的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
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
维护”。这个论断赋予法律以尊
严，指明维系人民福祉的途径，
凸显了我国司法人民性的特征，
诠释了法律、群众、人民福祉相
互间的密切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
人民内心的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
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
维护”。这个论断赋予法律以尊严，
指明维系人民福祉的途径，凸显了我
国司法人民性的特征，诠释了法律、
群众、人民福祉相互间的密切联系。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的拥
护和真诚信仰”，要求人们尊重、敬
畏和爱护自己的法律。列宁在驳斥那
些攻击苏维埃政权“用不着写这样多
的法令”的谬论时曾尖锐指出：“假
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个法令就可以改
变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
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
们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列宁选
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版，第66页）。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
断，乃是因为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赋予宪法和法律以崇高权威是社
会主义国家维护人民利益的必然选
择。一旦忘却和背离宪法和法律，则
必然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不可避免
地走到社会主义法治的反面。因此，
对宪法和法律心存敬畏、在法律的框
架下作为应是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应有
之义。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强调
的是法律的功能与作用。法律是人民
群众共同意志的体现，是护佑人民福
祉的黄钟大吕、国之重器。更重要的
是，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
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的
行为规范，具有最强有力的执行力。
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就必须
借助司法、依靠法律。

“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判断
法律是否权威，不能单凭逻辑论证，
也不能依据教条辞章，而是要通过社
会实践和人民的切身感受。可以说，
法律的权威是建立在人民认同的基础
上，需要人民群众的精心呵护和鼎力
支持。“一锤千钧，法在人心”，共同
的目标意味着共同的责任。要赢得人
民认可，就必须把党的宗旨、法律的
尊严、人民的利益、社会和谐时刻铭
记在心，坚持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
念，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和实际
相结合，走出以人为本、专群结合、
博采众长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治
道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我们勾
勒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清晰路
径。树立法律权威和维护人民福祉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司法工作者和全
社会共同付出艰辛的努力。让我们凝
心聚力、扎根大地、依靠群众、开拓
创新，去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司法工
作者的光荣吧。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7日（总第6134期）

本院于 2014年 6月 3日受理的上海技准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于 2014年 10月 14日作出（2014）青民二(商)破字第 2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6月 18日裁定受理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4
年7月30日指定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担任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本院已于2014年8月26日公告通知你(或你
单位)在2014年10月31日前向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管理人(通讯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兴华二路291号-
福建省南平市西芹镇南电公司办公楼三楼管理人办公室，邮政
编码：353001，联系电话：0599-8509077，联系人：陈树生)申报债
权。现通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年 12月 23日上午 8时
30分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 65号(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
公司南铝社区大礼堂)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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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深中法民七清算字第 15-2号 因深圳市博恩凯音像
连锁有限公司最后分配已完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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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裁定终结深圳
市博恩凯音像连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二O一四年十月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12号 2012年6月4日，本院裁定受理

保嘉敬包装（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认为，保嘉敬包
装（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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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本院于2014年10月8
日裁定宣告保嘉敬包装（深圳)有限公司破产。

二O一四年十月十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高通资产监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小平与你司的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谢小平的申请书、证据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至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你司对谢小平的申请有异议，应当在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向
本院提出。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八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组织听证，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11月 1日，本院分别受理债务人南京通洋纺织有限
公司（下简称南京通洋公司）、债务人南京三瀛运动器具有限公
司（下简称南京三瀛公司）申请破产一案，经本院审查，截止2013
年11月1日，债务人南京通洋公司资产总额为322597219.43元，
负债总额 399319770.21元，净资产为-76722550.78元。南京三瀛
公司资产总额为 61828102.78元，负债总额 73012674.07元，净资
产为-11184571.29元。本院认为，南京通洋公司、南京三瀛公司
均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
律规定的破产条件，应当宣告上述债务人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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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5日裁定宣告南京通洋公司、南京三瀛公司破产。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化纤有限公司（简称：神羊化纤公司）因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 2014年
3月19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
定受理。并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
锡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神羊化纤公司管理人
（简称：管理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 2014年 3
月29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
报期限已届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化纤公司内部
管理较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
在进一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
人申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
另行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神羊工贸公司）以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2014年
4月23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
定受理。并于同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锡东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神羊工贸公司管理人（简称：管理

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2014年5月18日在《人
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已届
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工贸公司内部管理较混
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步
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请，
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
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新洋热电有限公司（简称：热电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
锡法商破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同时指定无锡市
昊天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热电公司管理人（简称：管理人），负
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2014年3月26日在《人民法院报》
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已届满。因管理人在
清算过程中发现，热电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
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神羊房地产公司）以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
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5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裁定受理。并于同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锡市
昊天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神羊房地产公司管理人（简称：
管理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 2014年 5月 28日
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
已届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房地产公司内部管理
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
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
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
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受理了徐州云翔树脂有限公司破
产还债一案，并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作出（2014）贾商破字第
00001-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该公司破产。经查明，债务人无资
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2014年 8月 20日，破产管理人向
本院申请终结徐州云翔树脂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于 2014年
8月 28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
偿。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9月10日裁定宣告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
算，并指定了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宝鸡利
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0日内，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潘溪镇杨家店；
邮政编码：721306；联系人：邸鹏；联系电话：0917-6753812；传
真：0917-6753530）。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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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8日下午14时在宝鸡嘉信潮州大酒店（宝鸡市
渭滨区广元路10号嘉信大厦）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如系法定代
表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于 2014年 9月 10日裁定宣告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了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4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陕西省宝鸡市
渭滨区新建路西段9号；邮政编码：721000；联系人：杨荣华；联系
电话：0917-3219126；传真：0917-3219126）。宝鸡市轻工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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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宝鸡嘉信潮州大酒
店（宝鸡市渭滨区广元路10号嘉信大厦）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如系法定代表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义县永胜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记载:票号40200051/26168322，出票日期2014年9月3
日，付款日期 2015年 3月 3日，出票金额 10万元，出票人安义县
江西永高铝业有限公司，出票银行安义县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持票人安义县永胜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自公示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安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廊坊市新天源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江苏东海天工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海县牛山
耀铭钢材经营部，持票人为廊坊市新天源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6340433，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提出申报，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天力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于2014年10月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
据记载：票号31500051 20907589，出票金额100000元。出票人镇江
市伟业电气桥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扬中市立军金属物资有限公
司，出票行扬中恒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5月5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1月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九洲诚信钢构彩板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 记 载 ：出 票 行 为 兴 业 银 行 乌 鲁 木 齐 分 行 营 业 部 ，票 号
00100063 2022416，票面金额 185349.85 元（壹拾捌万伍仟叁佰
肆拾玖元捌角伍分），出票日期 2014 年 7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1月10日，出票人新疆红光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新疆九洲诚信钢构彩板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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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4年 6月 3日受理的上海技准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于 2014年 10月 14日作出（2014）青民二(商)破字第 2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6月 18日裁定受理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4
年7月30日指定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担任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管理人。本院已于2014年8月26日公告通知你(或你
单位)在2014年10月31日前向福建南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管理人(通讯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兴华二路291号-
福建省南平市西芹镇南电公司办公楼三楼管理人办公室，邮政
编码：353001，联系电话：0599-8509077，联系人：陈树生)申报债
权。现通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年 12月 23日上午 8时
30分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 65号(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
公司南铝社区大礼堂)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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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深中法民七清算字第 15-2号 因深圳市博恩凯音像
连锁有限公司最后分配已完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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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8日裁定终结深圳
市博恩凯音像连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二O一四年十月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12号 2012年6月4日，本院裁定受理

保嘉敬包装（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认为，保嘉敬包
装（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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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本院于2014年10月8
日裁定宣告保嘉敬包装（深圳)有限公司破产。

二O一四年十月十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高通资产监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小平与你司的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谢小平的申请书、证据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至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你司对谢小平的申请有异议，应当在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向
本院提出。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八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组织听证，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 11月 1日，本院分别受理债务人南京通洋纺织有限
公司（下简称南京通洋公司）、债务人南京三瀛运动器具有限公
司（下简称南京三瀛公司）申请破产一案，经本院审查，截止2013
年11月1日，债务人南京通洋公司资产总额为322597219.43元，
负债总额 399319770.21元，净资产为-76722550.78元。南京三瀛
公司资产总额为 61828102.78元，负债总额 73012674.07元，净资
产为-11184571.29元。本院认为，南京通洋公司、南京三瀛公司
均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
律规定的破产条件，应当宣告上述债务人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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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5日裁定宣告南京通洋公司、南京三瀛公司破产。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化纤有限公司（简称：神羊化纤公司）因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 2014年
3月19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
定受理。并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
锡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神羊化纤公司管理人
（简称：管理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 2014年 3
月29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
报期限已届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化纤公司内部
管理较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
在进一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
人申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
另行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神羊工贸公司）以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2014年
4月23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
定受理。并于同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锡东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神羊工贸公司管理人（简称：管理

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2014年5月18日在《人
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已届
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工贸公司内部管理较混
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步
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请，
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
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新洋热电有限公司（简称：热电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
锡法商破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同时指定无锡市
昊天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热电公司管理人（简称：管理人），负
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2014年3月26日在《人民法院报》
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已届满。因管理人在
清算过程中发现，热电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
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神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神羊房地产公司）以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于
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锡法商破字第0005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裁定受理。并于同日作出《指定管理人通知书》，指定无锡市
昊天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神羊房地产公司管理人（简称：
管理人），负责该企业破产清算工作。本院已于 2014年 5月 28日
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债权人，现债权申报期限
已届满。因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发现，神羊房地产公司内部管理
混乱，债权、债务关系较复杂，清算工作难度较大，目前仍在进一
步清查核实，故无法如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管理人申
请，本院决定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
通知。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受理了徐州云翔树脂有限公司破
产还债一案，并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作出（2014）贾商破字第
00001-2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该公司破产。经查明，债务人无资
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2014年 8月 20日，破产管理人向
本院申请终结徐州云翔树脂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院于 2014年
8月 28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
偿。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9月10日裁定宣告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
算，并指定了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宝鸡利
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0日内，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潘溪镇杨家店；
邮政编码：721306；联系人：邸鹏；联系电话：0917-6753812；传
真：0917-6753530）。宝鸡利达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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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8日下午14时在宝鸡嘉信潮州大酒店（宝鸡市
渭滨区广元路10号嘉信大厦）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如系法定代
表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于 2014年 9月 10日裁定宣告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了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宝鸡市金鹰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4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陕西省宝鸡市
渭滨区新建路西段9号；邮政编码：721000；联系人：杨荣华；联系
电话：0917-3219126；传真：0917-3219126）。宝鸡市轻工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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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宝鸡嘉信潮州大酒
店（宝鸡市渭滨区广元路10号嘉信大厦）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如系法定代表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义县永胜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记载:票号40200051/26168322，出票日期2014年9月3
日，付款日期 2015年 3月 3日，出票金额 10万元，出票人安义县
江西永高铝业有限公司，出票银行安义县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持票人安义县永胜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自公示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安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廊坊市新天源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江苏东海天工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海县牛山
耀铭钢材经营部，持票人为廊坊市新天源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5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6340433，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提出申报，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天力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于2014年10月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
据记载：票号31500051 20907589，出票金额100000元。出票人镇江
市伟业电气桥架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扬中市立军金属物资有限公
司，出票行扬中恒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5月5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1月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九洲诚信钢构彩板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 记 载 ：出 票 行 为 兴 业 银 行 乌 鲁 木 齐 分 行 营 业 部 ，票 号
00100063 2022416，票面金额 185349.85 元（壹拾捌万伍仟叁佰
肆拾玖元捌角伍分），出票日期 2014 年 7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1月10日，出票人新疆红光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收款
人新疆九洲诚信钢构彩板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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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闭
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
部署，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
上新的里程碑。全会对全面推进司法
改革作出了具体安排，提出要完善确
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最高人
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
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设
立跨区划的人民法院，虽然只是《决
定》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措施，但它是
依法治国中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对我
国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自我完善将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有利于净化司法环境，确保司法
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长期以
来，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依地方
行政区划而设立的，在不同级别的行
政区域内设立相对应的人民法院。在
这种体制下，人民法院的人财物管理
等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在高度计
划经济时期，这种体制并无大碍。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原有司法体制的弊端就逐步暴露出来
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又实
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工资、审判
业务和日常运行经费等都由同级人民
政府保障。司法权过度依赖于行政
权，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扰在所
难免，不利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
地行使职权。跨行政区划设立人民法
院，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司法对同级
政府的依赖，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
干扰也会大大降低，为人民法院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提供了
组织上的保障。

其次，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有利于明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确
保司法权的统一性。按行政区划设立法
院，由同级政府给予保障，出现了司法
权地方化的倾向，为学界所诟病，也往
往造成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就是“地方的
法院”的错觉；一些地方政府也习惯于
将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来管
理，例如，给人民法院下达招商引资指
标，分配驻村扶贫等任务。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在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
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
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
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
施。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司法权是判断
权，是属于中央的事权。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厘清了司法权的性质，回
归了司法权的本来属性。这次全会决
定“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是对三中全会“探索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
制度”要求的具体化，凸显审判权作
为中央事权的特质，有助于去除人民
法院的地方化色彩，确保司法权牢牢掌
握在中央手里，确保司法权的统一性、
完整性。

再次，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确保人
民群众方便、经济地参与司法活动。我
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经济发展很不
平衡。实践证明，按照区划设立的部分
人民法院存在忙闲不均、浪费司法资源
的问题。以基层法院为例，有的法院一
年受理案件数万件，法官工作“5+
2”、“白+黑”累得苦不堪言；而有的
法院一年只有几百件案件，司法力量
富裕，业外任务大于审判工作。从当
事人角度考量，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

决定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在按照区
划设置法院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事
人只能到离家数百公里外的域内人民
法院寻求帮助，而隔河相望的邻近法
院却爱莫能助。设立跨区划人民法
院，可以从有利于人民群众诉讼的原
则出发确立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建立
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既可以方便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寻求司
法保护，又可以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
源，节约司法成本。

最后，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法院工
作的领导，确保人民司法的正确政治方
向。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
的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
力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
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
进。在现有体制下，各级人民法院是在
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这种领导是
紧密的、有限的。但是，在实践中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党的领导干部摆不
正自己的位置，以“党”自居对法院指
手画脚，甚至要求法院搞一些违背司法
规律的所谓创新，损害了国家法律的严
肃性和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设立跨
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可
以接受更高级别的党委领导，接受更高
级别的人大监督，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法院得到全面
准确地贯彻执行，确保人民法院各项审
判任务和司法改革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
发展。

当前，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的方向已经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就是要解决设立跨区划法院的法律问
题、原则问题、管理问题和保障问题。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并对其负

责。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
也必须符合这一宪法原则。但设立
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必然面临
法院如何产生、法官如何任免等现
实法律问题。人民法院组织法已经
不能适应人民司法发展的需要，应
当尽快修订。虽然组织法的修订工
作已经提上日程，最高人民法院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做了大量
的前期研究协调工作，但四中全会
对司法体制改革又提出了新的任务
和更高的要求，类似设立跨行政区
划人民法院的基本原则、程序以及
这类法院的基本职权等，都需要在
组织法中作出规定。我们必须下大
力气修改好人民法院组织法并建立
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
制度，为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
院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要按照
中央的要求，实现人民法院体制
和工作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完善
适合中国国情和依法治国总要求
的法院体制、法官管理制度、经
费保障机制以及对司法权的监督
机制。上述问题的改革工作，中
央已经作出部署，选择了不同地
区、不同层级的人民法院进行试
点。下一步的关键任务，就是要
对试点工作指导好、总结好、运用
好，保障整个司法改革工作正确、
有序地推进。

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和即将在
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的知识产权
法院，都是跨行政区划的专门法
院，特别是在直辖市设立的知识
产权法院，均由市一级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产生，受其监
督对其负责。上述法院的产生程
序、职权、管辖以及法院的管理
模式，为下一步设立跨区划人民
法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国务院
的有力支持下，符合中国国情的
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将会在不
久的将来顺利诞生并健康发展，
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的法治
贡献，也将载入史册。

跨行政区划设立人民法院的法治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苏泽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