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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在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后，各试点
法院紧接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是如
何科学构建审判团队，这也是直接关
乎员额制改革能否落地生根的一个现
实考验。因为如期完成员额法官遴选
并不说明员额制改革已大功告成，科
学构建审判团队并确保司法责任制得
到全面落实、司法审判权得到公正高
效运行，才是此项改革的目标所在。

的确，员额制改革给各级法院带
来的冲击和挑战是显性的，一方面是
一线法官人数大幅度锐减，另一方面
是审判执行工作将继续呈案件越来越
多、任务越来越繁重态势。然“开弓没
有回头箭”，传统的审判权运行模式必
须被打破，而突出法官主体地位的新
型审判模式亟待正式开启，科学构建
审判团队是进一步深化审判权运行体
制改革的必答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
在《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中已对相关要求进行了明
确，但科学构建审判团队决非信手拈
来的小事易事，既无现成答案也无统
一模式可供移植，即便是那些先试先
行的法院在改革试点中积累了不少经
验做法，因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院之
间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各级法院在结
合自身实际、遵循司法审判特点规律
并借鉴他人有益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
真谋划、科学研判，积极探索、主动作
为，从而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审判团
队建设路径。

首先，构建审判团队应突出专业
化要求。司法审判是专业性较强的工
作，立案、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
务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对法官司
法素质能力和审判辅助人员人数配置
有专门要求。尤其是随着我国法治体
系的日臻完善，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越来越多、期盼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各
级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时应从最大限
度确保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公信
力上考量，注重结合不同审判业务的
专业化特点和规律，根据员额法官的
司法技能、专业特长定岗定人。也就是
说，要按照受理案件的类别，尽可能由
那些在相关审判领域理论功底深厚、
实践经验丰富、司法技能较强的员额
法官担任独任庭法官或合议庭主审法
官，并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量业务娴熟
的审判辅助人员协助其从事庭前准
备、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性
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组建由
专业化法官与专业化审判辅助人员组
成的专业化审判团队，专司某类型案
件的审判，“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

其次，构建审判团队应满足均衡
化要求。员额法官遴选完成后应组建
多少个审判团队，审判团队是采用随
机产生的临时组成方式还是实行相对
固定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及每一个
审判团队应配置多少名法官助理、书
记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等，是审判团队
构建中最关键也是最让人纠结的问
题。鉴于各法院院情不同，司法人力资
源普遍较为稀缺和有限，因而组建审
判团队的主要考量依据是力求审判力
量与审判任务相均衡。即组建多少个
审判团队、怎么组建审判团队，不简单
取决于已有的入额法官数，而应根据
司法审判的实际需要、人才资源的配

置状况和审级职能定位等具体情况决
定。比如，虽然 27 个试点省区市法院
已产生出105433名员额法官，但并不
意味着必须组建同等数量的审判团
队，这既不现实也没可能、更无必要。
再比如，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和中级
法院可按“1+X”模式组建由一名员额
法官与一定数量审判辅助人员组成相
对固定的审判团队，依法独任审理适
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
案件，而案件数量相对较少的法院则
应从如何更有利于法官及审判团队之
间的相互配合、互相协作考虑，审判团
队既可以采用“1+X”模式，也可以是
合作共享模式，但为法官配置的法官
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审判辅助人员数
量应能满足其正常履职之需。

第三，构建审判团队应符合扁平
化要求。法官员额制是与司法责任制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重要改革举措，
各法院在组建审判团队时要统筹推进
内设机构改革，压缩内设机构设置，减
少审判管理层级，突出法官、独任庭、
合议庭及审判团队在审判中的主体地
位，使审判管理不断趋向扁平化，确保
实现法官数量较大幅度减少情况下审
判质效最优化。当然，强调审判团队管
理扁平化并不意味着员额法官及其审
判团队从此不再接受院、庭长的管理
和监督，而是要求后者的审判管理和
监督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其职责和权限
范围内，改革后院、庭长的管理和监督
幅度会因审判团队的设立而变得更宽
更直接。同时，绝不能将审判团队等同

于独任庭、合议庭等审判组织，因为实行
员额制改革后审判权的运行仍必须严格
依照法律规定，即由一名法官领衔的审
判团队依法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
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通过随机产
生的由法官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和依法由合议
庭审理的简易程序案件。

第四，构建审判团队应体现差别化
要求。如前所述，由于不同法院的办案任
务、机构编制、职能审级等情况并不相
同，这就意味着审判团队并非只有一种
版本，不能搞“一刀切”和“统一标配”，而
应容许体现出个性化、差别化的特色。比
如，因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定位不同，所
以审判团队的组建模式应因院而异；因
不同法院在案件数量、类型、难易程度和
法官个体素质上存在差异，所以审判团
队的力量配置应区别对待。再如，对于进
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是否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应视
其实际承担的办案任务而定，一般可以
随机产生的方式临时为其配置必要的审
判辅助人员。总之，各级法院在组建审判
团队时必须既尊重司法规律，以独任制
与合议制为基本审判组织架构，依法有
序实现司法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又坚
持因地制宜，以能最大限度满足司法审
判实际需要的个性化设计来切实保障司
法的公正与效率，从而使员额法官、人民
陪审员、审判辅助人员等司法人力资源
得到科学整合、合理配置。

法治时评 ▷▷
以法律责任推动“文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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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假应多管齐下
张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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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如何科学构建审判团队
骆锦勇

如期完成员额法官遴选并不说明员额制改革已大功告成，科学构建审
判团队并确保司法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司法审判权得到公正高效运行，
才是此项改革的终极任务。

假货泛滥是多种因素相互叠
加交织的结果，既是始作俑者诚
信缺失的反映，又是监管的乏力
所致，更是法律威慑效果不彰的
直接表现。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2016年，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
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
线索，但截至目前最终有刑事处罚结果
的比例不足1%。郑俊芳认为，根治假
货亟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
度。她还以酒驾入刑为例，来说明对
制假售假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必要
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总
裁马云曾发微博，呼吁对假货要像治
理酒驾一样苛以严刑峻法，不少代表
委员对此纷纷表示赞同。因为在他们
看来，由于制假售假的风险成本太低，
才致使假货泛滥成灾。

不可否认，假货泛滥成灾，确实与
现行刑法威慑力度不够相关。但严刑
峻法能否真正一劳永逸地杜绝假货，
还有待商榷。毕竟，刑法不是“万能钥
匙”，寄望于严刑峻法的单兵突进彻底
遏制贻害无穷的假货，是不可能实现
的目标。也就是说，强化刑法威慑固
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制假售假的
违法犯罪成本，但据此认为严刑峻法
是根治假冒伪劣产品的“灵丹妙药”，
难免有一厢情愿之嫌。

实际上，假货泛滥是多种因素相
互叠加交织的结果，既是始作俑者诚
信缺失的反映，又是监管的乏力所致，
更是法律威慑效果不彰的直接表现。
假货泛滥成灾背后的多种因素，注定
了对其根治不能仅仅依靠某个方面的
单独发力，它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
治。归根结底，刑法的惩治，只是根治
假货策略的一个选项。尽管刑法的偏
软会让制假售假的行为更猖獗，对其
用严刑伺候固然是题中之义，但更要
明白，任何严刑峻法不可能包罗万象
地惩治违法犯罪行为。更何况，刑法
本身具有的谦抑属性，注定了不可能
将所有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定罪
范畴。如果不区分制假售假行为危害
后果的轻重，全部将其作为犯罪行为
对其定罪量刑，那么势必造成刑罚的
滥用。

更需要指出的是，像治理酒驾一
样惩治制假售假行为，这一推论表面
上貌似可以成立，但它最大的逻辑漏洞
在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刑法，好
像只要刑法足够严苛，任何问题都可以
迎刃而解。假设刑法真的无所不能，那
么直接立法够了，用不着强调企业和监
管部门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刑法万
能”的错误思想在治假问题上的投射。

毋庸置疑，根治假货，让刑法彰显
强有力的威慑，自然不可或缺，但这绝
不是唯一。换言之，根治假货，刑法有
刑法的责任，企业和监管部门都有各
自的责任，两者不能简化为同一个问
题，更不能用刑法有缺陷就对企业和
监管部门的责任忽略不计。面对当前
假货泛滥成灾的客观现实，企业也好，
监管部门也罢，都不能以刑法有缺陷
而对净化消费环境置之不理，而要敢
于担当。同时在此基础上，始终不渝
地依靠刑法的强力威慑，切实做到“守
土有责”，这才是标本兼治假货的正
道。

共享单车不是私人物品。其
共享的特点决定了，在使用时
必须遵守社会公德、守住文明
底线。

一则“北京老人怒斥小伙损坏共
享单车”的视频近日在网上热传。随
即，北京警方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视频
中的“嚣张”男子进行了处罚。此外，西
城、通州警方也都发布消息，查处了多
起破坏共享单车、“霸占”共享单车的
案件，对嫌疑人均处以行政拘留。

共享单车的出现，在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压力、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同时，
解决了很多中短途出行者的交通问题，
唤起很多人“自行车王国”时期的记忆。
然而，私自上锁把共享单车变成“私家专
车”，随意损坏共享单车等行为，却让人
们大呼“不文明”。显然，这不仅逾越道德
底线，而且涉嫌触犯相关法律。以多地出
现的共享单车私自上锁问题为例，违法

性质就很明显。正如全国律师协会刑事
业务委员会委员戴福所言：“如果是损
坏单车后占为己用，定性为盗窃罪肯定
是没问题的”，因为无论从行为人“霸
占”使用共享单车的目的看，还是从行
为人利用暴力手段拆除共享单车上的
电子锁具、二维码和条形码并加装私人
锁具的手段看，都符合盗窃公私财物罪

的要件构成。
让一些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行为

人承担法律责任，无疑会让在使用共享
单车上有不文明行为的人感受到空前压
力，进而对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行为有
所收敛。同时，这也让更多人明白这样的
道理：共享单车不是私有财产，爱护共享
单车是每个人的责任。

根治“挂证”必须要对这种作
假，立法立规予以严惩，对于无视职
业道德的“挂证”者予以行业终生禁
入，对弄虚作假的企业苛以重罚。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业
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
出去牟利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人社部将
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改
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督促推动有关
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同时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

出租个人职业资格证，在一些领
域，尤其是工程建设、环保评价领域等
特别突出，这种“人证分离”的状态，
背离了职业对资质需求的本有初衷，
不能满足相关领域工作对专门技术
的特殊要求，技术上缺斤少两，自然

会给特别重要的技术环节留下不小的
隐患。并且，挂证而不事劳动，本质是种
不劳而获，违反了职业道德，有违职业
诚信。

挂证的危害与问题显而易见，但“挂
证族”的普遍，且在某些领域泛滥，并非
简单的违信，根源还是特定职业畸形的
人才需求。很多行业对于重要岗位职业
资质的限定，成为行业准入的基本门槛，
不具备规定资质人员是不能获取公司或
机构注册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治理“挂证”，首先
宜一分为二，辩证看待。倘若行业对企业
资质体系设置、项目招标要求等方面，对

从业人员资质门槛设计过高，理应修改
相关规定。

其次，“挂证”之所以乱象丛生，职业
资质领域重注册轻管理的原因尤其突
出，职业资质备案审查机制不完备，诸如
聘用备案仅凭一纸协议便可以通过年
审。更关键是，区域间、部门间的信息沟
通不通畅，存在“信息孤岛”，使一本合法
的资质证可以横行天下。譬如，工程招标
领域，有资质人员受雇参与招标几乎成
公开秘密，却往往遭遇到比对核实的难
题。根治“挂证”乱象，不能只迷恋运动式
治理，应进一步强化行业主管部门的监
管责任，完善监管机制，通过加强信息互

联互通，如无缝对接职业资质与社保、纳
税、招投标等信息的比对，实现监管常态
化。

第三，“挂证”之所成为行业的默
契，在于违规的几近“零成本”。出借资质
的挂证者、雇佣资质的经营者，即便被发
现，最多也只是挡在项目准入的大门之
外。违法违信成本太低，使得“挂证”成为
考取资质不劳而获的方式，接受“挂证”
成为节约用人成本的手段。根治“挂证”
必须要对这种作假，立法立规予以严惩，
对于无视职业道德的“挂证”者予以行业
终生禁入，对弄虚作假的企业苛以重罚，
必要时列入行业“黑名单”。

根治“挂证”需对症下药
木须虫

推进“智慧”服务，政府大有可为

福建省福州市市民公共服务平台已
上线试运行，不仅提供预约挂号以及公
积金、医保、社保等多项公共服务事项查
询及缴费服务，还可查询城市天气、实时
路况、公交车辆，以及人事人才信息和劳
务派遣机构等信息。市民通过此平台，可
预约33个市民服务单位的办事事项线，查
看44个办事部门555项办事指南。

以前找政府办事，民众苦水多。没有
互联网之前，只有靠跑路。后来有了政务
中心，好多了，但还是要跑。如今，可以先
不跑，直接上网查看，有些可直接网络办
理，有些还有办事指南，可避免走冤枉路。
从这一步步的进步可以发现，现在政府的

“智慧”服务在不断升级，“互联网+”在被
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政务服务里面。

政府“智慧”服务可以多多便民利民。
以前火车购票，只有去窗口，后来有了网络
购票，民众买票就方便多了。放到政府服
务，也可做好“智慧”服务。比如婚姻登记服
务，早些时候，一些媒体报道，在情人节等
特殊的节假日很多地方出现排长龙，有的
甚至早上五六点钟去排队。如今，网络预
约，就可避免民众在寒风中苦等。

政府“智慧”服务可以制止违法行
为。比如笔者曾经看到半个月内有3起
重婚登记的报道，如果政府部门相关工
作做实做细，婚姻信息真正实现全国联
网查询，那么，这样的新闻就不会发生，
社会秩序也会好得多。

本届中央政府提出了简政放权的要
求，要求“把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
事管好”。何以“简政放权”？唯有“智慧”
服务。政府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敢啃硬骨
头，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办事项目入
手，以日拱一卒的精神推进“智慧”服
务。 ——李云勇

提高违法排污机会成本

3月15日至18日，由环境保护部会
同多地环保部门组成 18 个督察组继续
对 18 个重点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开
展专项督察，发现环境问题 202 个。其
中，多地存在“散乱污”企业或企业群违
法违规复产情况，还有一些企业在线监
控数据造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
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放弃社会
责任，不惜违法违规减省环保方面的投
入。而现行环保监管机制不够健全、监管
力度不够大、监管技术不够高等因素，也
让企业的违规行为屡屡发生。这恰恰应
是治理环保乱象的着力点之所在。

按道理，在现有检测技术下，一些企
业违法违规复产、违法排放或不正常运
行治污设施，并不能被掌握，不然也不至
于这次专项督查几天内就很快发现一堆
问题。由此当反思的问题至少有两个，一
是为何一些企业不怕被处罚，是否一些
监管机制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问题？
二是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出于某些原因而
主动作为意识不够，进而对眼前的环保
问题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象。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
一步制定更加苛刻的排污标准和处罚标
准，通过提高违规违法排污者的机会成本，
遏制不按规矩办事的侥幸心理。针对第二
个问题，要对相关负责人坚决予以问责，对
那些为企业违规排污当保护伞甚至收取好
处的公职人员，更是要严肃追究责任。

营造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任重
而道远。不仅需要唤醒全民环保意识，更
要通过机制制度去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
意识和职能部门以及公职人员的主动作
为意识。 ——邓昌发

本院于 2017年 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祁雪梅申请宣告
李运生死亡一案。申请人祁雪梅称，下落不明人李运生（男，1957
年 3月 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县渠村乡三合村 226号，
身份证号：410928195703235733）系申请人丈夫，自2012年11月
10日晚上在临近黄河岸边约三四米远的施工临建草房内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已经四年。下落不明人李运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李运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运生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
运生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濮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农元善、甘秀清申请宣告农利秋死亡一案，经查：
农利秋，女，1982年 5月 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德保县足荣镇
荣足荣街 2 号，身份证号：452625198205101502，农利秋于 2008
年元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农利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德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邸羽轩、王羽昂（邸羽昂）申请宣告邸伟光死亡一
案，经查：邸伟光，男，1984年9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石
家庄市深泽县深泽镇东苑街77号北楼2单元101室，身份证号：
130128198409040313，于 2012年 10月离家，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邸伟光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河北]深泽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分别裁定受理厦门泰成荣威汽车
有限公司、厦门泰成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泰成运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厦门泰成致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市泰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于2017年2月28日分别裁定受理泉州泰成
荣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泉州泰成恒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泉州
泰成致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龙岩天润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龙岩市泰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龙岩中特荣威汽车有限公
司、龙岩恒基汽车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并于 2017年 2月 28日
选定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和福建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上述十二家企业的破产联合管理人。上述十二家企业的债

权人应在2017年4月23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4号二轻大厦5层502-505室（福建兴世通
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61004；联系人：谌艳（13695003357）、
曾小玮（13616007450）、张书伟（13850077647）】申报债权。申报
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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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再要求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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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十二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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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定于2017年5月5日9时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北路 11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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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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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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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商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
产申请书、告知被申请破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申请
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
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
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期满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
相关证据。本院定于2017年6月1日15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
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粤 03民破 153号 本院根据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2月 24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卓科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 3月 7日指定广东仁人律
师事务所为深圳市卓科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卓科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5月3日前向深圳市卓
科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
大厦A座23楼，联系人：唐娉荇，电话：15818538201，传真：0755-

8296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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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科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卓科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5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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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3月7日
（2013）深中法破字第28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大眼界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3年7月3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大眼界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
有限公司担任深圳市大眼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2017年
3月14日，本院根据安防智能(中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深圳市
大眼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3月14日
本院根据（2015）中一法民二破（预）字第12-1号民事裁定，

于 2016年 7月 20日立案受理债务人中山孟昌摄影器材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6）粤2071民破9号]，并于2016年9
月13日指定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中山市成诺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中山孟昌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山孟昌
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5月10日前，向中山孟
昌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通信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兴中道富华阁三楼；邮政编码：528400；
联 系 人 ：欧 俊 宇 律 师 ；联 系 电 话 ：13631135235 或 0760-
88300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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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孟昌摄影器材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孟昌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 5月 23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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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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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西融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2
月23日作出（2017）湘1230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
务人通道龙城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
南宏峰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地址：
通道县双江大道南湖城市广场，邮编418500，联系人谢齐，电话
18774735339。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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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企业
名称）通道龙城旅游产业开发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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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 9 时在（会议地点）通道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
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应提交
身份证明。（法院认为应说明的其他情况）。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因《泰州德和电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最后分配已完结，经泰州德和电源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请，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
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3月 2日裁定终结泰州德和电源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年 7月 9日，本院根据归静刚的申请裁定受理苏州市
天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苏州市天城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净值为14686500元，管理人经审核认定债
权金额总计 101068620.95元，公司明显资不抵债。本院认为，苏
州市天城汽车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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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裁定宣告苏州市天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江苏省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园区支行的申请，于2017年2月17日裁定受理南京太平超市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钟山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破产管理人。南京太平超市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年 4
月17日前，向管理人江苏钟山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址：南
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99号天诚大厦5楼；邮政编码：210038；联系电
话：侯丹，13913843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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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在上述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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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平超
市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南京太平超市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年 5
月2日下午2:30在江苏钟山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南
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199号天诚大厦 5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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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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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 10月 27日，本院根据刘国平申请，裁定受理镇江永兴
阀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本院认为镇江永兴
阀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现已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裁定宣告镇
江永兴阀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4月7日下午2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须向本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
授权委托书。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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