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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全国人大代表刘宏艳——

法院化解家事纠纷“情”字当头
本报记者 张之库 本报通讯员 李丹丹 苏 丹

2月25日，全国人大代表、辽宁
省北票市尹湛纳希高级中学教师刘宏
艳来到北票市人民法院走访调研。刘
宏艳旁听了该院法官审理的一起赡养
纠纷案件，并详细了解了该院家事审
判工作相关情况。

在听取北票法院副院
长付文平对该院家事审判

“调、和、缓、秘、保五
原则工作法”的介绍后，
刘宏艳说：“家事审判对
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有着重要作用。北票法院
以维护家庭、婚姻、亲情
关系和睦为根本，真心诚
意对家事纠纷进行调解，
注重对当事人隐私和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加

强对儿童、老人、妇女等弱势成员利益
的维护，这些做法非常好，真是化解家
事纠纷以‘情’字当头。”

图为刘宏艳（中）向法官了解家事
审判相关情况。

房志滨 摄

全国人大代表钱月宝——

巡回法庭让老百姓少跑腿
本报记者 朱 旻 本报通讯员 宋华俊 杨金琼

2月2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
省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党委书记钱月
宝，来到该市法院虞山人民法庭驻交警
大队巡回法庭走访调研。

当了解到这个刚刚成立才2个月的
巡回法庭，仅靠一名法官和书记员，就已

审理各类案件 70余件时，钱
月宝不禁感慨道：“法官们真
的是不容易！这些年法院案
件数量不断增加，法官们的
辛苦和压力有目共睹。”她接
着说：“我这次去北京参加全
国两会，将专门对加强法检
两院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
希望能够进一步增加人员编
制，调动好法官、检察官的工
作积极性。”

调研结束时，钱月宝向
陪同的常熟法院副院长李根发表示：“法
院设立这个巡回法庭非常好。法官能在
这里现场办公，让老百姓少跑腿，打官司
更便捷，这才是司法为民的最好体现。”

图为钱月宝（左一）在开庭间隙与法
官交谈。 吴 欢 摄

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

远程诉讼服务平台值得肯定和推广
张南珍 高婷婷

春节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
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曾香桂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调研。
曾香桂走访了诉讼服务大厅，充分肯
定了远程诉讼平台等便民服务举措，
并就知识产权联动保护机制、法官职

业保障等内容，与法院干
警广泛交流了意见。

曾香桂表示，运用新
技术平台，体现了人性
化的理念，值得肯定和
推广。走访当天现场通
过远程诉讼服务平台，
曾香桂了解了一宗外观
侵权案件的远程立案咨
询过程。她希望社会各
界能多关注和支持知识
产权保护，积极发挥司

法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保障作
用。此外，曾香桂肯定了广州知产法
院注重审前化解纠纷，与多部门协商
开展审前调解的做法。

图为曾香桂（中）参加广州知产法
院座谈。 郑燕枫 摄

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

继续保持热情和干劲
本报记者 严剑漪 本报通讯员 黄诗原

2 月 19 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朱国萍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视察调研。

朱国萍参观了该院诉讼服务中
心、多功能指挥中心等审判设施设备

及法院文化墙，之后
与该院院长俞秋纬
进 行 了 座 谈 交 流 。
朱国萍赞叹道：“尽
管法院硬件条件较
为简陋，但体现出很
好的精神风貌。”交
流中，朱国萍仔细听
取并询问了有关跨
行政区划法院改革
的情况。她由衷希
望，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能够在跨行政区划审判改革中继
续保持热情与干劲，为“平安上海、
法治上海”发展建设提供更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

图为朱国萍（右一）正在参观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黄诗原 摄

全国人大代表王凤朝——

小小调解室做出大文章
张彦博 文/图

2月29日，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原经理
王凤朝到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进行
了调研。

松山法院2015年受理案件17000
余件，在全自治区 106 个基层法院中

位居前列。为有效
缓解案多人少的压
力，该院在诉讼服务
中心设置了调解室，
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的涉诉纠纷先行调
解。在亲身感受了一
起案件的调解过程看
到当事人满意离开
后，王凤朝深有感触：

“松山法院在案多人
少的情况下，充分发

挥调解员的作用，积极探索化解矛
盾纠纷的新机制，既减轻了群众诉
累，又缓解了法院的工作压力，可以
说小小调解室，做出大文章”。

图为王凤朝（左二）视察赤峰市
松山区法院。

全国人大代表邢克智——

基层法官工作量太大
本报记者 祖先海 本报通讯员 李文锁

2月 2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农学院院长邢克智来到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法院调研。邢克智曾多次到
天津三级法院走访调研。在西青法
院，他参观了该院的院史室和科技法
庭，察看了信息指挥管理中心、调解

室和诉讼服务中心。
参观、察看结束后，

邢克智还就他关心的话
题与该院院长王瀚等进
行了座谈。当听到西青法
院去年在不到 70 名审判
人员的情况下审（执）结
了 13305件案件，平均每
位法官年审案件近 200件
时，邢克智感慨地说：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基
层法官太辛苦！”他表

示，一定要把在基层了解到的情况带到
两会上，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理解法
院、支持法院、关心法官。

图为邢克智(左一)在该院院长王瀚
的陪同下，参观诉讼服务中心。

祖先海 摄

全国人大代表杨丰岐——

诉讼服务中心方便了当事人
本报记者 郭彩侠 本报通讯员 贺 洁 惠兴文

2月 23日，全国人大代表杨丰岐以
及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
陕西省安塞县人民法院和该院建华人
民法庭视察调研。代表、委员们详细地
询问了案件的审判流程，对建华法庭针
对案件量大所采取的按月通报审判进

度的做法一致认可。
杨丰岐对人民法院创

新庭审公开的方式很感兴
趣。他认为诉讼服务中心
的建设，方便了当事人及时
了解案件进展情况，为最终
判决的认同打下了基础。
在与当地党委、政府、人大、
政协领导和安塞法院班子
成员、一线法官开展座谈
时，杨丰岐说：“近年来安塞
法院工作很好。但也面临

着现实困难：一是人员编制紧缺，要加大
人才输送力度；二是司法改革应照顾老
法官，保留有经验的资深老法官。”

图为杨丰岐（中）与当地有关部门及
安塞法院班子成员、一线法官开展座谈。

郭彩侠 摄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

法院各项工作又有新进展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张江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蜜
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每年都抽出时间
到法院调研、座谈、旁听案件。说起
刚刚过去一年的法院工作，宋心仿认
为：法院各项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管理更加严谨、规范，审判更加公

正、透明，社会影
响、群众反映也越来
越好。

结合去年到基层
法院视察和了解的情
况，宋心仿认为：当
前，法院案多人少的
矛盾更加突出，法官
的压力越来越大。特
别是基层法院，法官
上班开庭、加班写文
书已经成为常态，这

既影响了法官的身心健康，也影响
了司法效益。要特别注重对这一矛
盾的解决，要增加编制，充实法官
队伍。

图为宋心仿（左二）到东营中
院调研。 张江涛 摄

全国人大代表刘桥英——

为法庭年轻人的工作点赞
本报记者 金 晶 文/图

2月18日一早，全国人大代表、贵州
省安顺市平坝区高峰镇麻朗村党支部
书记刘桥英就来到了安顺市平坝区人
民法院第二人民法庭，刘桥英是法庭的
常客，来的多了，自然也就和大家比较
熟悉。说到法庭工作，刘桥英直接竖起

大拇指点赞。
刘桥英说，平坝法院第

二法庭这群年轻人用实实
在在地工作，不辞辛劳的行
动 体 现 了 什 么 叫 司 法 为
民。法庭案件多人员少，法
庭的同志们始终情系百姓，
有时为了一个案子往返跑
无数次，较好地完成了案件
的审判工作。法庭经常在
辖区三个乡镇开展法制宣
传、人民调解员培训等活

动，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为了方便当事
人诉讼，法庭加大巡回审理力度，把庭开
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开到了田间地头，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图为刘桥英（中）在安顺市平坝区
法院第二法庭调研。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12日（总第6603期）

袁顺绪先生（身份证号码：412826197906136033）：您于2008
年10月17日寄放于我司货品仓库的鞋类物品已占用我司仓库长达
8年之久，现正式通知于您，请您于2016年4月30日前来我司领取上
述物品并归还我司仓库，逾期不予处理的，我司将自行处理，由此造
成的所有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 漳州凯德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公告人与浙江丰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因双方代理合同涉及
诉讼纠纷，现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案号为（2016）琼
民初第10号。本案中浙江丰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在诉
讼请求中明确要求解除双方代理协议，公告人也在答辩中明确
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署的全部代理协议，且双方的起诉状与答
辩状均已提交至法院。据此，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生效。自
即日起浙江丰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享有公告人所有产品的
代理权。 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

2016年3月8日
赵旭凯 ：本院受理榆树市金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案，在执行中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本案涉及的你所有
的，坐落于榆树市壹品尚城小区3栋2门0205—39---103—2面积
213.64平方米商品房评估、拍卖。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拍卖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立案庭选择鉴定、拍卖机构，逾
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定鉴定机构之后七日内来我
院确定现场勘察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七日内向我院提出，逾期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察，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
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七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
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
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七日后视为
送达，同时进行拍卖机构的选择以及拍卖五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
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
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依法拍
卖处理，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
降价，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纸。 【吉林】榆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上海华生电器十厂申请认定高敬德名下中信银行
账号为 6226900203530957 内款项 9805.77元及相应利息为无主

财产一案，现依法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本
院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郝世杰、马玲、黄阳广、郑州逸德福木制品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2015)郑仲案字第 513号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们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选定书、仲裁员名册、仲裁
规则、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及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地
址：郑州市淮河路53号，电话0371-67180832。

郑州仲裁委员会
王春燕：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陈杰与被申请人王春燕《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关于指定首席仲裁员的决
定、关于指定仲裁员的决定，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回避申请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六日（遇节假日、公休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决。定于开庭后十五日到本委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地址：乌海市滨河行政中心B座 111室,电话
0473－2999656。 乌海仲裁委员会

(2015)深中法破字第 14-5号 本院于 2015年 2月 5日裁定
受理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2015年11月3日，
本院裁定批准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并终止
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2016年 1月 29日，本院
裁定确认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
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2月3日

本院根据债权人孙鹏申请债务人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
破产，于 2015年 11月 2日作出[2015]汤破字第 1号民事裁定，立
案受理了该案。依照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哈尔滨远航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办公地址：黑龙
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鹤立人民法庭）书面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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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 3月 30日上

午8时在本院一楼审判法庭（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人
民法院）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
书。 [黑龙江]汤原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吴涛的申请于2016年1月21日裁定受理江苏炬宏
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 1月 21日指定江苏德
沛律师事务所为江苏炬宏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炬宏实业
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2016年4月25日前向江苏德沛律师事务所
（通讯地址：江苏省沭阳县上海南路华希广场八楼；邮政编码：
223600；律师：章伟；联系电话：13773950249）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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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江苏炬宏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江苏炬宏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年 5月 4日下午 15时于本院第十二
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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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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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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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12月 20日以（2015）顺民破字第 1号民事裁

定受理了抚顺市第四毛纺织厂的破产申请，同时指定由抚顺市
顺城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清算组为管理人，并于同日宣
告该企业破产还债。有关该单位的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

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该单位的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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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3日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管理人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延
吉路5号 联系电话:024-57670915。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2月

25日裁定受理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6
年2月26日指定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为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6
年 5月20日前，向管理人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枣庄
市市中区西昌路8号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室；
联系人：魏松鹤；联系电话：13062096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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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债权的清偿比例行使权利。山东佳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5月25日9时在枣庄市市中区青檀北
路159号海润中粮大酒店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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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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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债权人王跃生的申请，于2016年2月4日裁定受理
债务人闻喜县鸿瑞镁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山西
诚泰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闻喜县鸿瑞镁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闻喜县鸿瑞镁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闻喜县侯村乡吕上窑村部队院闻喜县
鸿 瑞 镁 业 有 限 公 司 办 公 楼 一 层 ；联 系 人 ：牛 耕 ；电 话 ：
13700598591；邮政编码：04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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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法律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闻喜县鸿瑞镁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闻喜县鸿瑞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本院另行通知。

[山西]闻喜县人民法院
2013年8月21日，本院根据债权人上海东湖富吉达投资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因上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不能清偿
全部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条件，本院已于2016年2月17日宣告上
海酷贝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元江县红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5年5月7日裁定受理元江县红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玉溪中正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年 1月 10日作
出的审计报告中载明，截止 2015年 11月 30日，债务人元江县红
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045206.90元，负债总
额为14779242.80元，净资产为-11734035.90元。依照法律规定，
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裁定宣告元江县红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
公司破产。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牟定县财政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定
支行申请，裁定受理云南牟定鸿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鸿威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管理人审查并经债务人会议核查，截
止至2016年2月28日，鸿威公司负债19501.722183万元，鸿威公
司无资金或到期债权用于清偿上述到期债务，债务人会议决定
鸿威公司破产清算。本院认为,鸿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达到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2月29日裁定宣
告鸿威公司破产。 [云南]牟定县人民法院

原刊登于 2016年 2月 5日人民法院报第 8版公告送达浙江
易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文书现补充公告，本案指定浙
江韦宁会计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向管理人（地址：杭州市文三路259号昌地火炬大厦1号楼四楼；
邮编：310012；联系电话：0571-56762815）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处理。浙江易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
份证明及委托手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 5月 11日 9
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召开。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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