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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小”中见情情深深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刘 勇 周盖雄 贺舒婷

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在为民司法活动中，充分发挥每一个小窗口、小法庭的作用，做好每一件不起眼的
“小事”，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司法的便利和阳光。近三年来，该院在各乡镇设立巡回审判点30余个，巡回办
案459件，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誉为“走出来的和谐”。2015年，该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模范
法院”荣誉称号。

“小窗口”发挥亲民大功效

“小法庭”便民解纷零距离

“这是我的田，电线杆不准栽到
我的地界上！”

“我不同意变压器安装在我家附
近，太不安全了！”

原来，新邵县新田铺镇六房头村
基础设施差，资金匮乏，供电线路老
旧，已严重影响村民生活用电需求。
为解决村民生活所需，电网改造势在
必行。尽管施工队的电路选取是经过
实地勘验后拿出的可行性较好的最佳
方案，但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对村民的
田地进行部分占用。施工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

“施工计划是经过科学规划的，
变压器的安装也达到了安全距离，并
且做了防护措施。”新田铺法庭庭长
杨成林挨个找到反对施工的村民，手
拿纸笔一次次给大家算着电网改造能
够带来的经济账，“如果不改造电
网，村里水电灌溉系统就不能有效发
挥作用，前两年不是大部分水田都遭
受旱灾，大家都损失不小，而且经常
停电，生活也不方便啊。”

为了能让村民舒心放心，从集体
利益到长远利益，从安全考虑到线路
最优设计，从情理到法律相关规定，
法官们积极沟通，为村民耐心答疑。
法官还协调村委会，对占地较多的村
民适当进行了土地补偿。最终取得了
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为该村电网改造
工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这些还没有进入司法程
序，但受地方政府和群众的邀请，我
们提前介入，能有效把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防止矛盾激化升级。”杨成
林说。

村里的基层设施不断完善，生
活环境也越来越好，村民们都记在
心里。每次巡回审判点的法官们到
六房头村，大伙都会热情地招呼

“自家人”。

2016年 3月 3日，新邵法院龙溪
铺巡回法庭联系点来了一位面容憔
悴、步履沉重的男子。“我……我是
龙……龙溪……溪铺的，我叫曾某
泉，我……想咨询……”龙某结结巴
巴地说。

“您别急，有什么事请慢慢说。”
工作人员见曾某气色不好，急忙要他
坐下顺顺气，并立即端来一杯热茶。
见曾某气色有所好转，工作人员仔细
询问了曾某的来意并进行了认真答
复。就在曾某准备离开时，他突然仰
面倒地。工作人员见状立即采取救助
措施，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没多久，曾某醒了过来，救护车也赶
来了。

“一切以救人为先！”在新邵法院
全力支持下，曾某得到了及时、有效
救治。曾某的哥哥很是感激：“幸亏
你们及时伸出援手，要不我弟弟还不
知道倒在了哪里。”

“邓伯伯、梁伯伯，你们好，我
来看望你们啦！”正在讨论工作的邓
星西、梁甲晨顺着悦耳活泼的声音
寻去，原来是新邵法院资助的特困
特优生巧巧趁着放寒假，来登门道
谢了。

新邵法院每年都会对新邵县内的
部分贫困学子开展助学行动，结成帮
扶对子。对于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每
年资助不低于 3000 元。每当春节或
者开学季，该院还会分别向结对贫困
学子送上慰问金、学习用品。

近三年来，该院干警捐献爱心款
项 5万余元，捐献衣物等 4000余件，
参与扶贫帮扶、爱心捐献等各种公益
活动320余人次。

在省人大代表周志梅看来：“一
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每一件小事
的背后都凝聚着新邵法院为民司法的
深情厚谊。”

初冬的清晨，天气阴沉，小雨淅
沥地下个不停。从 3000 里外关中平原
匆忙赶来的兴平罗律师的心情比眼下
新邵的天气还要糟糕。他所代理的朱
某诉伍某离婚案，第三次诉讼到了湖
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从陕西咸阳辗
转来到湖南新邵，他心中窝了一肚子
火。

一大早，兴律师马不停蹄赶到新邵
法院立案大厅，见当事人没有到，便在
立案大厅来回急促地踱着步子。不一会
儿，兴律师的手机响起：“我正在新邵
法院给你办事，不要打电话催了。”对
于当事人的电话催问，兴律师有些怒气
冲冲。

立案庭庭长郑雅珊看到这一幕立即
意识到，这位律师的案件应该是遇到麻
烦了。郑雅珊停下手中的工作，给兴律
师端来一杯热茶，并把兴律师请进办公
室了解情况。

听了兴律师对案情以及上两次案件
进展情况的介绍，郑雅珊提出：“您看
是否需要联系承办法官争取调解结案？”

“真能调解的话，可是求之不得的
最好结果。”

“既然案件已是第三次起诉，之前
其他法院也开过庭，双方当事人都认识
到了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并就孩子
的抚养达成了一致意见，只是抚养费的
数额和支付方式悬而未决。”郑雅珊顿
了顿说，“这次加大调解力度，争取调
解结案。”

最终，该案经过多方努力，通过背
靠背的调解方式得以调解。兴律师长长
地吁了一口气：“没想到来新邵一次就
把这棘手的案件圆满解决了！”

“我们从最小处着手，从最小的事
做起，做好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新
邵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邓星西说，“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小窗口也
能发挥大作用。”

2015年 7月 7日，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工作的小宋得知新邵法院远程为他办
好了立案手续，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

小宋与新邵县张某曾一起在上海工
作，他借了71000元给张某，但张某拒
不还钱。张某是新邵县人，根据法律规
定小宋可以在新邵法院立案。

当小宋千里迢迢来到新邵法院立案

庭递交起诉状时，立案庭法官李莹发现
他递交的起诉状书写不规范，加上诉状
还牵涉到第三人，于是将情况报告给了
郑雅珊。

小宋一听立不了案，立刻急了：
“还要来一趟啊，工作抽不开，况且从
上海来一趟可不容易。”

郑雅珊认真倾听了小宋的陈述，耐
心细致地告知了他相关事项，还邀请了
前来立案庭办事的民二庭庭长罗中意一
起对小宋的疑问进行解答和指导。考虑
到小宋马上就要回上海上班，并且有些
证据材料还在上海。为尽量减少其诉
累，郑雅珊当场开启了“绿色通道”，
告知小宋可先回上海，将起诉状回去修
改好后连同相关证据材料一起邮寄到该
院远程立案。“这太好了！”小宋难掩一
脸的兴奋。

此时，立案大厅的时钟已指向晚上
19时，小宋惊讶地问：“你们平时什么
时候下班？”工作人员相视一笑：“让每
一名当事人满意而归后我们再下班。”

对于新邵法院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
来说，加班加点是常事。尤其是立案登
记制实施后，立案数量井喷式上升，立
案窗口 6 名工作人员要负责立案、信
访、申诉复查受理与答复、上诉案卷移
送等工作，个个忙得团团转。

“工作量加大了，工作质量绝不能
打折扣。”这是新邵法院立案窗口的同
志们的共识。

该院立案大厅相继推出了网上预约
立案、节假日预约立案制度，诉讼风险
告知制度，建立了诉讼“绿色通道”，
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优先受理、优先审
理、优先执行，随案发放诉讼指南、诉
讼风险告知、廉政监督卡等。

同时，该院还通过在立案大厅的电
子显示墙上及时公开每周排期开庭公
告、播放原创法制宣传片、滚动播出立
案诉讼指南动漫作品等形式，全方位进
行司法公开，充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

该院立案窗口先后被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评为“全省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
设先进集体”、“全省法院先进集体”；
被新邵县委、县政府评为“新邵县涉法
涉诉信访工作先进单位”、被县委、县
政府及县妇联共同授予“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

“家庭或邻里之间的一点小事，如
果不及时解决，就可能酿成大事。”新
邵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甲晨
说，“把老百姓的‘大事’记在心上已
成为新邵法院全体干警的高度自觉”。
于是，为解决张家长、李家短麻烦事的
新邵乡镇巡回审判点应运而生。

王老太和肖老汉是一对老夫妻，王
老太无固定工资收入，现又患有多种老
年病。肖老汉虽有退休工资，但他除了
负担家庭生活开支外，还要赡养年迈的

母亲、照顾残疾的儿子。而王老太坚持
认为肖老汉明明有可观的退休工资，却
不给她钱。为此，老两口经常发生争
吵。一气之下，王老太一纸诉状将老伴
告到新邵法院。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年
老体弱，该案主审法官邓泰清决定把庭
开到王老太和肖老汉的家门口。

2015年 5月 4日，邓泰清带着法徽、
横幅等巡回审判必备工具，和书记员陈
亦欣一同驱车前往当事人所在的新邵县
龙溪铺镇的巡回审判点开展巡回审判。

邓泰清耐心地为二老释明婚姻法
的有关规定，并邀请旁听的双方当事
人亲属、牛山铺村村干部一同做双方
的工作。最终，肖老汉自愿将工资卡
交给王老太管理，王老太负责管理家
庭经济收入和开支，并建立账簿供肖
老汉监督。老两口之间的信任危机从
根源上得到化解。

肖老汉两口子喜笑颜开，肖老汉
的老母亲更是乐开了花：“麻烦事在
家里就解决了，真是省事又省心。”

“虽然巡回审判点解决的大多是
一些‘鸡毛蒜皮’，但这种做法接地
气，还能帮助群众解决许多燃眉之
急。”该院党组成员、分管四个中心
法庭的副院长朱雄飞说。

朱某系邵东县范家山镇新塘冲村
人，他在为新邵县雀塘镇庙湾村的罗
某建房时意外受伤，治疗共花费6万
余元，经鉴定构成一处二级伤残、三
处九级伤残。房主罗某在某保险公司
购买了一项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朱某与该保险公司协商未果，保

险公司迟迟未予赔偿。朱某家境贫
寒，遭受这样的灾难，家庭经济更是
雪上加霜，无奈之下向新邵法院提起
诉讼。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宋阳龄两
次上门了解案情，调解纠纷。考虑到
原告朱某系伤残人士，且家境贫困，
宋阳龄把巡回法庭搬到朱某家中的同
时，还为他带去了一些生活用品。在
炎炎夏日中，法官们最终促成了双方
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并敦促保
险公司及时将赔偿款给付到位。

近年来，新邵法院狠抓巡回法
庭建设，大力推行巡回办案、现场
办案，并在各乡镇设立了巡回审判
点。各审判庭深入农村基层，将法
庭搬到乡村、搬到农户家门口，“零
距离”服务当事人，既方便了人民
群众诉讼，减轻了群众诉累，还向
人民群众宣传了法律知识，达到了
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
果。在邓星西看来，法官多跑腿，
群众就可以少跑腿。

“小举动”为民情怀真切切

“小窗口”发挥亲民大功效

相继推出了多种制度与诉讼“绿色通道”为群众减
轻诉累，同时利用立案大厅电子显示墙增强司法公开，
充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新邵法院立案窗口先后被湖南高院评为“全省法院立
案信访窗口建设先进集体”、“全省法院先进集体”；被新
邵县委、县政府评为“新邵县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先进单
位”、被县委、县政府及县妇联共同授予“巾帼文明
岗”荣誉称号

“小法庭”便民解纷零距离

狠抓巡回法庭建设，大力推行巡回办案、现场办
案，在各乡镇设立了巡回审判点，既方便了人民群众
诉讼，减轻了群众诉累，还向人民群众宣传了法律知
识，达到了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小举动”为民情怀真切切

对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矛盾同样用心解决，有效把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三年来捐献爱心款项5万余元，捐献衣物等4000
余件，参与扶贫帮扶、爱心捐献等各种公益活动 320
余人次，还与县内贫困学子结成帮扶对子，开展助学
行动

盛方奇 制图

徐军辉、徐悠：本院在执行潘燕萍与你们借贷纠纷一案中，
决定对徐军辉所有的位于襄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工业园佳
海工业城A45-2幢厂房一幢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鄂襄州法执字第 00163-13号参加第二次拍
卖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该通知
内容为：本院决定对徐军辉所有的位于襄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深圳工业园佳海工业城A45-2幢厂房一幢进行第二次拍卖，第
二次拍卖保留价为 3079081.65元。拍卖公司举办拍卖会日期定
于公告送达本通知之日起第五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
的第一天）上午 10时。请你们按时到襄阳市长虹北路 46号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襄阳交易有限公司参加第二次拍卖会。你
们有权参加竞买，也可以告知其他人参加竞买，如有意竞买请提
前到拍卖公司报名。拍卖公司钟先生，电话13986337970。武汉光
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襄阳交易有限公司电话0710-3341571。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关于厦门市卓富商贸有限公司与西安中汇（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我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
了被执行人西安中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西安市碑
林区南大街 1号的 4530.66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南大街
1号建筑物总面积为22292.94平方米的房产，并依法委托陕西建
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财产进行了评估，经评估该房产
和土地价值为 45110.61万元。现本院作出（2003）西执证字第 83
号之十二执行裁定书，依法拍卖上述被查封财产，以拍卖所得清
偿债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本次拍卖的财产为登记在
被执行人西安中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西安市碑林
区南大街1号的4530.66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
证号：西安国用（外商）字 021；地籍号：碑林BL2—17—1】，以及
南大街1号建筑物总面积为22292.94平方米的房产【房屋所有权
证号：（1）1100108005Ⅳ—81—1—1；（2）1100108005Ⅳ—81—
1—2；（3）1100108005Ⅳ—81—1—3；（4）1100108005Ⅳ—81—
1—4；（5）1100108005Ⅳ—81—1—5；（6）1100108005Ⅳ—81—
1—7；（7）1100108005Ⅳ—81—1—地下 1；（8）1100108005Ⅳ—
81—1—地下 2】。二、凡对本院拍卖被执行人西安中汇（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上述被查封财产有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前
或在该财产执行终结之前向本院提出，逾期自行承担责任。三、

凡对本院拍卖被执行人西安中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被查封财
产主张各项权利的，应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或该财产执行终结之前向本
院提出，逾期自行承担责任。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颜秀兰、林海钿 2人的申请于 2016年 3月 14日裁
定受理建阳市鑫良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 3
月14日指定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为建阳市鑫良投资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建阳市鑫良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5月
13日起，至 2016年 7月 13日前，向建阳市鑫良投资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童游江滨路中段市场监督
管理局一层大厅；联系电话：0599-5839032、18105999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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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费
用。本院定于 2016年 7月 26日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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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建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黄华琴等 53人的申请于 2016年 3月 14日裁定受

理建阳市中森林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 3月 14
日指定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为建阳市中森林业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建阳市中森林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5月13日起，
至2016年7月13日前，向建阳市中森林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童游江滨路中段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层
大厅；联系电话：0599-5566601、13328616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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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费用。本院定于2016年
7月27日在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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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建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张社伟、刘华等 113名职工的申请于 2016
年3月29日裁定受理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6年 3月 29日指定指定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为洛阳
市双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6月 30日前，向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涧河桥东
星河国际 16楼；邮政编码：471000；联系人：刘女士；联系电话：

15838823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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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洛阳市双勇机器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7月6日上
午9时在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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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依法受理了陕西西清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陕西同泰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
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陕西西清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西安市阎良区公园路
101 号 ；联 系 人 ：郑 江 宁 ，电 话 ：13709120841；陆 萌 ，电 话 ：
18602901000），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证明材
料。逾期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处理。对陕西西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
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破产管理人
申报债权。该企业的债务人应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6月10日在本院第27号法庭召
开。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陕西延长石油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月
5日裁定受理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5年7月16日指定陕西畅洋律师事务所为陕西丽融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 2016年 6月 30日前，向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和平路佳腾大厦八楼B座陕
西 畅 洋 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710001；联 系 电 话 ：029—
87523333、18329963748、18629576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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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陕西丽融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 2016年 7月 12日 9时在陕西省西安市二环北路东
段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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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依法裁定受理债务人重庆市涪陵饲
料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重庆市涪陵饲料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自 2016年 5月 16日前向管理人（联系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景江都B1栋 28楼 4号，邮编 408000，联
系人吴清华，联系电话18623250527）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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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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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 5月
26日上午 10时在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87号（本院第 11审判
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 民事诉讼 2013 年第 4909 号
致：Matthew James Fencl 判定债权人（原告人）大众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及判定债务人（被告人）Matthew James Fencl及

第三债务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告示 致：鉴于上述判定
债权人根据上述案件于香港区域法院展开的第三债务人的法律
程序，香港区域法院于 2016年 1月 18日已颁发以下之着令提出
反对因由的命令：（1）就第三债务人所欠或累算欠判定债务人的
任何债项款额作出扣押以应付判定债权人根据香港区域法院于
2016年1月4日作出的判决(下称"该判决")可向判定债务人追讨
的总和为美元 18,000.00元（于 2016年 1月 4日营业结束时相等
于港币 138,528.00元）或支付日的等值港币以及自 2013年 12月
12日至2016年1月4日按8%年利率及此后按判决利率计算的利
息直至全数付清为止；（2）定额诉讼费港币7,130.00元。該判决中
上述金额、利息及费用均到期且未支付。及（3）第三债务人需于
2016年9月2日上午10时30分到香港湾仔港湾道12号湾仔政府
大楼，香港区域法院第44庭出席第三债务人的法律程序的聆讯。
于该聆讯，判定债权人将会申请命令第三债务人将其所欠或累
算欠判定债务人的任何债项款额交付予判定债权人以应付该判
决及第三债务人的法律程序之讼费。香港区域法院邓少雄聆案
官于 2016年 3月 9日亦已颁发以下替代送达命令：（1）将上述日
期为2016年1月18日之着令提出反对因由的命令及此替代送达
命令之盖印副本及上述第三债务人的法律程序的聆訊日期的通
知的送达以刊登在由人民法院报社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法院
报后的3个月后视为送达，且再命令此申请的讼费归于诉案中。
判定债务人(被告人)可联络判定债权人(原告人)的代表律师萧温
梁律师行（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27-131号有余贸易中心十
六楼；电话：（852）2103 9888；传真：（852）2122 9650）以索取有关
的法律文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司法常务官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批准深圳市龙日园
艺景观有限公司（下称“龙日公司”）进行重整，龙日公司在法定
期限内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经深圳中院批准，龙日公司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5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审议表决龙日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鉴于
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将于同日上午11时在
同地点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债权人、出资人需持有效证件参加
会议，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应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等。

深圳市龙日园艺景观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О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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