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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保障和谐平安 引领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袁小荣 邱春燕 钱俊皓 周凌云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两级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在公正办案、明辨是非、定纷止争、维护正义的同时，
自觉将执法办案与培育、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有效发挥司法裁判规范、指引、评价、引
领社会价值的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全市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矢志不渝
保障一方和谐平安

“谢谢，谢谢，等了大半年的工资
可算领到手了，这下我孩子的学费可
算是有着落了。”今年 8月份，李某满
心欢喜地从衢州中院执行法官手上接
过了一万多元工资款。

李某大女儿在西南一所重点大学
读大三，小儿子在镇里读高中，学
费、生活费加起来起码要几千块，可
是说好的工资款却一拖再拖，迟迟也
拿不到手，着实让李某焦虑了很长一
段时间。

李某所在的格鲁斯公司，是衢州
市一家卫浴生产销售企业。2014 年 4
月，该公司因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被衢州中院查封了房地产、机器设备
等财产。之后，李某等 60 名原职工陆
续向衢江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所欠劳
动工资、补偿金等。

“查封的时候，公司已经停产，账
户里已经没有资金可供执行，法定代
表人也不知去向，只剩下厂房和机器
设备等。”黄发明是该案的执行法官，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清楚地认识到，
要解决该案必须首先盘活这些资产。

但格鲁斯公司的资产数额庞大，
一般消费者无力购买，前三次的司法
拍卖均未成交。为了有效盘活存量资
产，安抚职工情绪，执行法官积极作
为，通过与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的
积极协商，最终以 3120 万元的价格成
功变卖了公司资产。并赶在开学之前
将劳动工资、补偿金等合计 1932650元
发放到了职工手中。

像这样赶在重要节点之前发放拖
欠工资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事例在衢州
两级法院不胜枚举。2014 年 4 月，开
化县人民法院为不影响农民购买春
耕用的农药、化肥，于清明节假期
前一天为 13 名农民工集中发放 46 万
元工资款；今年 1 月份，衢江法院为
永易房开破产案中 732 名农民工执结
工资款 1200 万元，并赶在春节之前
发放到位……衢州法院用他们的积极
姿态维护着浙西这片土地的繁荣和
稳定。

注重调解、诉调对接是衢州法院
一项传承多年的法宝。为搭建调解
平 台 ， 满 足 群 众 多 元 化 司 法 需 求 ，
全市两级法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
索与尝试：今年 3 月 12 日，全省首
个以女法官名字命名的妇女维权工
作室——“佳姐有约”在开化法院马
金 法 庭 正 式 挂 牌 成 立 ， 这 位 “ 佳
姐”就是马金法庭庭长王佳。该工
作室主要以涉妇女儿童权益类纠纷法
律咨询、诉前调解及婚姻家庭类案件
审理为主，建成之后已经成功调解家
事纠纷百余件。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多年，感觉现
在一些农村妇女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
落后的，我们想做的，就是给她们这

么一个平台，让她们知道在自身权益
受到侵害时该怎么办。”在被问及为何
会开设这样一个工作室时，王佳不无
感触地说。

除了“佳姐有约”，全市法院还设
立了诸如“吴超英调解工作室”、“钱
江源老娘舅工作室”、“吴清树家事工
作室”等咨询调解工作室，这些工作
室有的是由法院工作人员负责，有的
是由退休教师、民政部门退休工作人
员等社会力量组成，不同的平台互取
所长、互补所短，有效化解了一大批
社会矛盾。

多管齐下
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当初我就不
会这么犯浑了。”徐某对自己的行为后
悔不已。

今年 7月 6日，江山市人民法院审
理 了 一 起 伪 造 借 条 案 件 。 2012 年 2
月，原本合伙经营的徐某与陈某决定
另谋出路。经清算，徐某向陈某出具
了一张 6 万元的欠条。2013 年初，陈
某多次催讨未果后将徐某告上法庭并
胜诉。徐某最终答应还钱，并让陈某
提供账号便于转账还款。陈某为防出
错，还在账号旁写了自己的名字。2月
19 日，徐某向陈某转账归还了本息共
计 7万余元。

没想到，今年年初陈某收到法院
传票——他被徐某起诉要求归还借款
15 万元。庭审中，徐某向法庭出示了

“借条”，上面写着“今向徐某以现金
方式借款壹拾伍万元整,立据为证，并
提 供 ‘ 本 人 账 号 保 证 ’ 银 行 卡 号
……”等内容。

对徐某提交的“借条”原件，陈
某认可“借条”上的账号及签名确系
本人所写；但提出其余内容均是徐某
自行添加伪造，并向法院提供了徐某
向其转账的银行对账单及原先已生效
的判决书。

最终，徐某因为自己的不诚信诉
讼行为，倒贴了诉讼费、律师费不
说，还被江山法院额外处罚款 5000
元。徐某说：“这次买单太贵了。”

当前，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任重
道远，反映到诉讼领域中，主要表现
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多发易发，
有些当事人恶意串通，意图通过法院
调解、判决谋取不当利益。全市法院
探索试行当事人签署诚信诉讼承诺
书，从源头预防不诚信诉讼行为，将
发现的不诚信诉讼当事人列入“立案
黑名单”，并依法追究其责任。2014年
以来，全市法院共发现 14 起不诚信诉
讼案件，9 起口头训诫、4 起罚款、1
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源头把好关了，水源清澈了，但
下游又会出现不和谐之音。”这种不和
谐之音，源于一些债务人对法院生效
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置若罔闻，由此
衍生“执行难”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让生效裁判文
书得以实现，衢州市两级法院实行内
部挖潜、外部借力，通过政务网、法
院网等平台公布信息，建立未结案件
信息库供公众查询，防范交易风险；
与公安、金融、建设、国土、工商等
部门沟通联系，分别建立“点对点”
的查控机制；完善乡镇(街道)协助执
行网络，各乡镇的协助执行员成为法
院执行工作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

为拓宽失信惩戒渠道、提升法律
威慑效果，今年以来，衢州两级法院
主动对接“互联网+”，在拓宽失信被
执行人曝光平台上下功夫，在探索信
用惩戒新方法上做文章。在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库、户外电子屏幕、门户网
站、主流论坛、村 （居） 委公告栏等
传统媒介曝光的基础上，两级法院均
开通微信公众号推送“老赖曝光台”
信息，对失信行为进行全媒体曝光，
实现空间全覆盖、时间零死角，压缩
生存空间、增加失信成本，让失信者
最终不得不乖乖现形。

2015 年 9 月 29 日晚 10 时，江山法
院微信平台发布了 《94 年小伙成最年
轻“老赖”》 的曝光信息，短短两个
小时，阅读量就超过了“3000+”。受
到微信“朋友圈”的舆论压力，次日
一大早，失联八个月的被执行人曾某
特地从外地赶到江山法院，付清了赔
偿款。

“我的当事人等了这么久都没等
到，法院微信一曝光就拿到了赔偿
款，真的没想到。”在法院办妥执行结
案手续后，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连
连称道。

“一诚足以消万伪。”衢州两级法
院通过精心审理案件，依法打击假冒
伪劣、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尔虞我
诈现象，对守信者依法保护，对失信
人依法惩罚，弘扬了社会正气，让社
会公众都认识到：无诚信者不受法律
保护、无诚信者必须付出代价。

弘扬美德
培育引领社会风尚

2007 年，对 9 岁的阳阳来说，是
多灾多难的一年。那年爷爷突然一病
不起生命垂危，在外出筹集费用的过
程中，阳阳的爸爸又不幸遇车祸身
亡，爷爷最终也离开了，一个原本生
活美满的家庭彻底破碎。阳阳的母亲
心灰意冷选择了改嫁，丢下阳阳与年
近八旬的奶奶靠低保和捡破烂相依为
命……

6 年 后 ， 15 岁 的 阳 阳 考 取 了 职
高，可是年迈的奶奶再无能力为阳阳
支付学费；阳阳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可以借钱。无奈之下，阳阳想到去
法院起诉自己的母亲胡某。

然而，胡某自从改嫁后，就与丈
夫一同外出打工，已经多年没有回
过家了。找不到当事人，案件连起

诉状副本都送不出去，就此陷入了
僵局。

有人提醒承办法官朱贤红可以缺
席判决，这样不仅案件能够尽快了
结，还可以省去后续很多麻烦事。

对一名已扎根法庭办案 18 年的
老 法 官 来 说 ， 朱 贤 红 又 何 尝 不 知
呢。可是，几个问题始终在他的心
里挥之不去：找不到被告胡某，一
判了之，案件是结了，可阳阳上学
的费用怎么办？今后怎么生活？想
想自己家中也有一个跟阳阳差不多
大的孩子，再看看阳阳那张稚嫩的
脸，朱贤红暗下决心，再难也要帮阳
阳找到妈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贤红偶然间
听说胡某夫妻俩都喜欢上网，便从网
上找线索。在各方好心人的帮助下，
朱贤红终于找到了在外地打工的阳阳
母亲。俗话说，血浓于水，作为母亲
的胡某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孩子呢。
最终，母子见面，相拥而泣，互诉思
念，阳阳也重回母亲怀抱，案件圆满
结案。

同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衢州法
院上演。据了解，今年 1月至 9月，衢
州两级法院办理的婚姻家庭、继承案
件 有 3178 件 ， 近 几 百 对 夫 妻 、 父
（母） 子在法官的苦口婆心下冰释前
嫌、和好如初。为了更好地审理家事
案件，全市两级法院还专门组建了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与市妇联开
展婚姻家庭案件庭审观摩活动，以实
际行动倡导礼义仁孝，让传统美德、
优秀文化世代流淌、连绵不绝。

今年 7 月，衢州市提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目标。为配合文明城市创
建，衢州法院将文明规范的要求与执
法办案相结合，寓教于审、审育结
合，大力倡导文明礼仪。今年 1月至 9
月，衢州法院共办理邻里关系纠纷 53
件，有力增进了邻里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和谐共处、友善相待。办理劳
动争议案件 1065 件，通过案件审理，
大力倡导宣扬爱岗敬业、默默耕耘的
劳动模范，鼓励对待顾客热情服务、
同事之间团结友善、科学研究上积极
创新、技术方法上精益求精，以司法
审判引领社会职业道德。依法审理人
格权纠纷 499 件，使讲仁爱、重民
本、尚和合、求大同等优秀文化得到
弘扬，引领社会风尚，助推“最美”
现象在衢州遍地开花。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涵丰富，与法院工作息息
相关。如婚姻家庭案件涉及尊老爱幼
等传统美德，合同纠纷、执行案件涉
及社会诚信建设，相邻纠纷涉及友善
相待、和谐相处等等。”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魏新璋说：“全市法院将按
照‘贯穿、结合、融入’的要求，充
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引领和弘扬社
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作用，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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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债务人石家庄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申请，已于
2009年 11月 26日受理了石家庄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于2010年4月7日宣告石家庄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破产。
经破产清算，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
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本院
于2015年11月9日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郑州锦水实业有限公司、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1月17日裁定受理河南省大地农化
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并
指定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为河南省大地农化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人、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省大地
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即日起4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郑州市俭学街3号雪城科技
大厦 4楼；联系人：申德松；电话: 0371-63865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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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并提交相
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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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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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大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大地农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301
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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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提交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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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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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于2015年11月3日裁定受理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限责
任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 11月 3日指定黑龙江海天庆城律

师事务所担任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2月3日前，向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债权申报地址：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五楼；邮政编码：
151400；联系电话：15045972699、15204590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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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程宇万合购物超市有
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黑龙江省程宇万合
购物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将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安达市人民法院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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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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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

11月 3日裁定受理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
于 2015年 11月 3日指定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安达
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管理人。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2月 3日前，向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
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址：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五楼；
邮政编码：151400；联系电话：15045972699、15204590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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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 2月 25日上午 9时在安达市
人民法院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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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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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安达市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
11月 3日裁定受理安达市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
并于2015年11月3日指定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安达
市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安达市汇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2月3日前，向安达市汇龙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地址：安达市万和购物广场五楼；
邮政编码：151400；联系电话：15045972699、152045909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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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市汇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达市汇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将于 2015年 2月 24日上午 9时在安达市人民法院召开。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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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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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罗小峰的申请于2015年6月19日裁定受理咸宁宏

昌置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 6月 19日指定咸宁宏昌
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咸宁宏昌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21日 9时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书台街9号咸宁兴安酒店一楼会议厅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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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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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新余市城东建设投资总公司破产重整申
请，已于 2015年 11月 17日裁定受理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在90日内，未
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新余高新区春龙商业街新余高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二楼，
邮政编码：338004，联系人：邹忠平，联系电话：13879025632；陈
振环，联系电话13755549988）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和有关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 2016年 3月 1日上午 9时在新余市城北会展中心影
剧院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或者管理人提交法定代
表人或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年5月14日本院根据本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
山支行的申请裁定宣告桓仁满族自治县宏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还债。经查明，破产人现已完成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2015年10月10日，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桓仁满族自治县宏远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现依照法律规定，裁定终结桓仁满族自治县宏远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
再清偿。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因大同市电缆厂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大同市电缆厂
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终结大同市电缆厂破产程序。
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裁定终结大同市电缆厂
破产程序。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因大同市晋同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
结，大同市晋同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
请，请求终结大同市晋同五交化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依照法
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裁定终结大同市晋同五交化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因大同市城区汽修厂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大同市城
区汽修厂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终结大同市城区汽
修厂破产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5年 10月 21日裁定终
结大同市城区汽修厂破产程序。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因大同市城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企业破产财产已分配完
结，大同市城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
请求终结大同市城区民政福利企业公司破产程序。依照法律规
定，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裁定终结大同市城区民政福利企业
公司破产程序。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城区建材制品厂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
算，该公司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
申请，于 2015年 10月 27日依法作出（2012）城民破字第 15-6号
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城区建材制品厂破产程序，债权人未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城区云中五交化商场破产清算一案，经破
产清算，该公司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根据破产清算
组的申请，于2015年10月27日依法作出（2012）城民破字第9-6
号民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城区云中五交化商场破产程序，债
权人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大同市城区物资商场破产清算一案，经破产清算，

该公司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根据破产清算组的申
请，于 2015年 10月 29日依法作出（2012）城民破字第 17-6号民
事裁定，宣告终结大同市城区物资商场破产程序，债权人未得到
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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