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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与“和”
吴艳燕

调解队伍：合力探索

不断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
拓宽司法救济途径、提升司法公信力、
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提

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从法院系统的
制度体系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的战略行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对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了
重要部署。这是从发展和维护人民权
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
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
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
建设功能强大、资源充足的诉调对接平
台，建立形式多样、运行规范的诉调对
接机制”，并要求人民法院的诉调对接机
制尽快完成“升级换代”，以适应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人民

群众的司法需求到哪里，人民法院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就要跟进到哪里”。在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中，人民法院
的诉调对接工作更有所为。

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
是徐汇区人民法院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和
实践的一项工作。2009年，徐汇法院诉
调对接中心正式成立，并在实践中形成
了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知名法官巡回调
解、医疗纠纷诉前鉴定、拆迁非诉执行
化解工作室、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绿色
通道”、青年律师参与非诉调解、心理咨
询辅助化解纠纷等项工作机制。在尊重
当事人调解意愿、保障当事人处分权的
前提下，畅通诉调与审理对接，确保诉

调机制规范运行，并对委托调解人员的
专门培训以及岗位目标考核等也制定了
相应规范。通过不断加强司法便民利民
工作，积极探索特色工作机制，认真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徐汇法院诉调对接工作近年来
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并在全国法院系
统相关工作会议上作了交流介绍。2014
年 4 月 17 日，周强院长来院视察时，对
徐汇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给予了肯定。这
充分说明，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推进进程中，人民法院的诉调对接工作
更可有为。

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立案登记
制实施的进程中，徐汇法院将进一步做强

诉前调解工作，让当事人有更多、更合适的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可供选择，从而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便利和温暖，促
使尽可能多的纠纷在诉前化解。同时，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引入第三方资源、聘请志
愿者等方式，为律师、人民调解员、法律服
务志愿者等法律服务队伍参与诉讼服务和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搭建工作平台，推动完
善各项配套措施。结合诉调对接中心的收
案范围和案件类型，将依托信息化手段进
一步探索相应审判方式的转变，如以录音
录像方式替代简易程序案件的庭审笔录、
探索建立网络法庭等。此外，要将现有的
网上执行和解室的使用范围扩大，使更多
因地域或身体状况无法前来法院的当事
人，能通过网络实现与调解员、法官的联
系，并进行调解。由此可以展望，在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的明天，人民法院
的诉调对接工作将更加有为！

以合力促和解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院长 许祥云

2009年8月，徐汇法院将上海先行法
治调解中心引入商事案件诉前调解工作，
探索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的工作模式，打造
行业联动调解平台。目前，徐汇法院已实
现了“14+X”对接，即与地区医患纠纷、劳
动争议、房地物业、建筑材料、消保委、工
商联企业纠纷等14个固定的行业调解委
员会，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更多个第三
方社会调解力量的对接。

2009 年 12 月，徐汇法院成立了以
“全国十大杰出女法官”秦玲妹名字命名
的巡回调解工作室。工作室与辖区内
13个街（镇）诉调对接工作站及妇联、老
龄委等组织建立起了由点到面的“辐射
式”调解机制，联合街（镇）调解力量将化
解矛盾的功能延伸至基层社区的最前
端。6 年来，工作室不断延伸基层服务
触角，拓展巡回调解渠道，形成了一套以
法院为主导，司法所为纽带，各街道镇
（居）及专业调解委员会为基础，联动配

合的三级巡回调解模式。
2011 年 2 月，徐汇法院与区司法局

等部门合作，成立了青年律师实践基地，
遴选区内律师事务所中执业年限一年左
右的青年律师，以人民调解员身份参与
为期半年的全日制见习调解工作，实现
司法审判资源、司法行政资源及执业律
师资源的有机互补，丰富了社会纠纷的
非诉解决途径。2011 年成立至今年 8
月，青年律师参与诉前调解案件 23253
件，其中调、撤成功10334件。

2011 年 8 月，徐汇法院设立拆迁非
诉执行化解工作室，由地区拆迁部门长
期从事该项工作的同志担任调解员，在
经验丰富的法官法律指导下，在依法审
查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拆迁非诉执行案
件的化解。截至今年8月，已受理153件
拆迁强制执行案件，其中包括地铁12号
线、徐家汇商业圈寰宇基地动迁纠纷在
内的89件纠纷都在诉前成功化解。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及体制转轨，
企业多种灵活用工制度的调整，使得劳资
关系日趋复杂。为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
各类劳动争议，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徐汇法院联手区总工会和区法律援助中
心，于2011年10月在徐汇法院设立工会
职工维权援助窗口。由区总工会在各街、
镇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中挑选若干
名调解经验丰富、法律知识扎实的调解员
每周二、四在窗口值班，对前来法律咨询
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解答。与此同
时，双方还合作在徐汇法院诉调对接中心
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室，为有意愿的双方当
事人组织调解，对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
议书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2015 年 1 月，张某在工地施工时发

生意外，导致小腿骨折。由于张某无法
提供劳动合同等劳动关系证明，导致仲
裁败诉。走投无路的张某来到职工维
权窗口咨询，工会相关人员在得知情况
后组织张某与施工单位进行调解。张
某的伤情经鉴定为十级工伤，施工方最
终同意向张某支付 6万元赔款。

为了能让司法服务以一种更高
效、便捷、亲民的方式与民众的需求
互联和对接，2014 年 6 月，徐汇法院
又在法院官方网站上推出了以劳动争
议审判庭审判长汪海燕名字命名的网
上服务平台——“海燕信箱”，为有需要
的劳资双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截至今
年 8月，“海燕信箱”点击量已达 2500余
人次，解答法律咨询21件。

劳动争议：合力化解

2014年10月，徐汇法院受理了一
起机动车行驶中致人身亡的赔偿案
件。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死者徐某家
属情绪激动，认为机动车驾驶员韩某
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

诉调对接中心调解人员在调阅监
控视频后发现，死者徐某在事发当晚
自行走到马路横道线中央躺倒，此后
有两辆驶过的汽车发现后采取了避让
措施，而韩某驾驶的车辆却紧随其后
从徐某身上碾压而过。在向徐某家属
询问情况的过程中，调解人员得知，徐
某事发前几日只身来到上海，而此行
的目的是就医。找到了案件的几个关
键点，调解人员随即联系徐某家属与
韩某，并通知涉案车辆保险公司理赔
员一同参与调解工作。通过调解人员
对事发经过的分析以及理赔员对理赔
标准的详细说明，徐某的家属最终接
受了此次事故主要责任在死者一方的

事实，双方也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诉

前调解阶段，保险公司通常指派法务
人员或代理律师参与。而根据保险公
司的内部分工，定损核赔的权力往往
在理赔部，理赔员的缺席必然会影响
纠纷处理的效率。为此，徐汇法院于
2011年起，以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试点，
积极推进理赔员参与诉前调解，即在
诉前调解阶段，平安保险公司派理赔
员每周一次到法院进行集中调解，调
解成功的案件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
则进入诉讼程序。该做法在实践中取
得了多赢的效果，案件调解率大幅提
高，超过一半的案件在诉前得以化
解。如今，包括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家保险公司
都已派保险理赔员参与到徐汇法院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诉前调解
中，并形成每周或每月的固定调解日。

徐汇区医疗资源丰富，包括9家
三甲医院在内的医疗机构达 200 余
家。为进一步畅通医患当事人的依法
维权渠道，徐汇法院与区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实现了医疗纠纷调解的
全面对接。一方面，通过指派一名法
官对口医调委指导案件化解工作，指
派一名调解员常驻医调委直接参与调
解，对部分疑难案件进行联席会商、
研判等方式，帮助、指导医调委建
立、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另
一方面，强化对医疗纠纷案件诉调对
接流程的司法保障，对于医调委调解
成功的案件，及时由诉调对接中心指
导法官进行审核，确认有效的出具司
法确认民事裁定书赋予其强制执行
力。

今年 6 月，徐汇法院受理了一起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高某的丈夫
住院期间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某认
为，是医院辅助呼吸机停电致使夫妇
阴阳两隔，为此与医院方对簿公堂。
医院方则认为，高某患重症肺炎，死亡

结果是其所患疾病所致，与呼吸机停
电无必然联系。在诉前调解过程中，
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上的主张和意愿
差距过大，调解一度陷入僵局。为此，
调解员采取分别约谈的方式，试图找
到突破口。由于调解员自身具有一定
的医学知识背景，在与原告交谈中，调
解员从医学角度向原告进行说明，指
出患者本身患有严重疾病，使得原告
能够理性看待治疗过程。而对于被告
医方，调解员则从法律的角度去解释
沟通，指出其病史证据中的不足，让医
方更加客观地看待本次医疗行为。最
终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截至今年8月，徐汇法院诉调对
接中心医疗纠纷调解室共成功调解医
疗纠纷赔偿案件129件，出具医疗纠
纷案件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 797 份，
使得三分之二的医疗纠纷案件在诉前
得到化解，从而有效引导当事人通过
合法渠道来维护权益，同时又极大缩
短了纠纷化解时间，降低了纠纷化解
成本，提高了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

道交案件：合力参与

医疗纠纷：合力引导

自2010年1月至今年8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受理
各类民商事纠纷101049件，其中80162件案件进入诉前调解程
序，占民商事收案数的 79.3%，调解成功 41581 件，调解成功率
52%，减免诉讼费1.7亿元，节省了大量诉讼成本和资源。徐汇
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先后获得上海法院系统集体一等功、“上海市
模范集体”、“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等荣誉。今年7月，徐汇法院
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上海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改革示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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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通天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行政处罚一案已
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丰执字第6006号行
政裁定书。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的京丰人社劳监罚字
[2014]第 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北京华通天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行政处罚一案已
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丰执字第6005号行
政裁定书。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的京丰人社劳监罚
字[2014]第 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盛世华夏（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行政处罚一案
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丰执字第6004号
行政裁定书。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的京丰人社劳监罚
字[2014]第 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义文、黄赛平：本院受理申请人闽侯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陈义文、黄赛平计生行政处罚一案，申请
人申请执行侯人口征决[2014]沙057《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侯执审字第53号行政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5）侯执审字第53号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张学华、陈巧文：本院受理申请人闽侯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张学华、陈巧文计生行政处罚一案，申请
人申请执行侯卫记征决[2014]沙047《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侯执审字第50号行政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5）侯执审字第50号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杨吕祥、唐晓玲：本院受理原告王利升、刘远忠诉被告杨吕

祥、唐晓玲追加被执行人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惠博法民执加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博罗县人民法院
广东金荔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金荔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市金荔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金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刘作超、何雪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白云支行申请执
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院已委托陕西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至
2014年12月31日广东金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巨子生物基
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23.33％股权进行审计，并委托陕西通海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广东金荔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23.33％股
权进行评估。现陕西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陕兴审
字（2014）第 819 号、陕兴审字（2014）第 819-1 号、陕兴专审字
（2015）第245号审计报告，经审计，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截止201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3752737.00元，负债总额
36105202.62元，净资产7647534.38元。陕西通海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依据上述审计报告，出具陕通海评报字（2015）032号评估
报告（初稿），经评估，广东金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巨子生物
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3.33％股权即700.07万元股权的清算拍
卖价值为人民币182.18万元。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陕兴审字（2014）第819号、陕兴审字（2014）第819-1号、陕
兴专审字（2015）第245号审计报告和陕通海评报字（2015）032号
评估报告书（初稿），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评估、拍
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
委托评估工作细则》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满七日即视为送达。如你们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书（初稿）有异
议，请于十五日内用书面意见回复本院。逾期不回复，本院将对上
述评估股权进行依法处理。联系电话：（0756）2666151、2666358。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涛：逯鹏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执字第2907-1号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裁定评
估、拍卖被执行人宋涛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206号19号楼
5单元6层东户房产一套。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
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
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
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周福友、蔡伟伟、禹州市福荣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朱应
伟依据已生效的（2014）禹民一初字第378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申请执行人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禹执字第135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责令你们于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刘伟：关于申请执行人谭芳申请执行你、吴晶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未履行（2013）开民一初字第03413－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本院已依法查封了登记在你名下奔驰精灵牌WMEEJ8AA汽车
（车牌号码：湘A5246A）。根据申请执行人谭芳的申请，本院已依法委
托湖南新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车辆进行了评估。湖南新星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已作出湘新资评字（2015）第021号评估报告，确定评估
价为人民币伍万玖仟伍佰圆整（￥5.95万元）。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湘新资评字（2015）第021号评估报告和（2015）开执恢
字第0086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上述车辆），自本公告发出
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本院限你在本公告期满之后起五日内自动履行
（2013）开民一初字第03413－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
院将依法对登记在你名下奔驰精灵牌WMEEJ8AA汽车（车牌号码：湘
A5246A）进行拍卖。如对上述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报告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盐城市登云饲料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中国工商银行盐城市分

行营业部申请执行盐城市侨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盐城市登云饲料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因无法找到你公司工作人
员，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01）盐执字第194－2号执行裁定
书。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异议
申请书及副本一式三份，向本院申请异议。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淮阳县纺织机械厂的申请，定于2015年9月28
日9时在本院南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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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淮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天地支行的申
请，于2015年9月7日裁定受理江苏禄漪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禄
漪园实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9月7日指定无锡东华会计
师事务所、无锡市金顺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为禄漪园实业公司管理人。
你单位应在2015年10月25日前，向禄漪园实业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宜兴市体育中心体育馆7号门乒乓球馆西侧；邮政编码：214200；联
系人：台宏伟、陈露君；联系电话：13912393590、13771017586、0510-
668103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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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漪园实
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禄漪园实业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下午2时在宜兴市人民法
院审判庭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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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天宏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8
月17日裁定受理山东恒宇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5年8月17

日指定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恒宇化工有限公司管
理人。山东恒宇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5年9月28日前向
山东恒宇化工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山东省博兴县开发区
博城五路东首；邮政编码：256500；联系人：术洪颜、刘海玉；联系电
话：0543-238852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
东恒宇化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恒宇化
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5年10月
13日上午9时在山东天宏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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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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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2月26日受理的大连保税区辽河经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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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浦民二(商)破字第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上海化工机械一厂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
定，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裁定终结上海化工机械一厂破产程
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7月31日受理上海雪域奇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8月28日指定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
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该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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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路800号宝安大厦26楼。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1月15
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龙漕路128号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新审判大
楼商事法庭召开。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