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RMFYB.COM

周刊

■2017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辛九慧 ■联系电话：(010)67550730 ■电子信箱：fzk@rmfyb.cn

疑难司法实务问题解析

民事证据制度解析与重构（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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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韩德坤 李松荣

离职后入同行 原东家该不该追赔

□特约法治评论员 师安宁
（文接上期）
三是与其构成利害关系的在先诉讼
参加人并非与之具有绝对的共同对立
性。有理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之权益既不同于在先之诉的原告方，
也不同于被告方。因此，在审查该第三
人是否具有适格诉讼主体时，强调其诉
请必须同时针对原告和被告方，即该第
三人必须将在先之诉的原被告共同作为
“被告”方可构成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
人。
显然，上述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
笔者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基本
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第三人与在先之诉的原被告
之诉讼利益均共同对立，此时本诉的原
被告均属于第三人涉诉的被告方。同
时，可以适用民诉法 《解释》 第二百三
十七条的规定，即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
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
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
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继续进行。
第二，第三人与在先之诉的某一方
具有利益对冲性，但与他方虽具有利害
关系性而并不存在诉讼利益的根本对立
性或可抵消性，且又不属于依赖于该方
的无独立请求权者，此种情形下的第三
人亦可提出诉的合并审理请求。
因此，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形下的
第三人，因其均具有“原告”的身份，
故其举证权、质证权以及证据抗辩权与
本诉的原被告具有平等性，只是在庭审
程序中行使举证、质证权的“顺位”有
所不同。
（六） 二审程序中的特殊证据抗辩
权
二审程序的工作内容与一审存在较
大差异，其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其工作重心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
请求开展审理，对一审裁判的程序与实
体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依法审查；二
是不能绝对受限于上诉请求，对涉及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的
事项以及相关程序性事项可依职权展开
审查。
从证据抗辩权的角度而言，主要涉
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当事人在第一
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
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二是对
是否构成二审“新的证据”的司法审
查。具体而言，各方当事人应根据不同
情形分别行使抗辩权：
第一，必须充分重视对一审庭审笔
录、举证质证笔录及其他听证笔录资料
的审查。当事人所实施的一审诉讼行为
主要体现在起诉状、答辩意见、代理意
见、申请书、庭前会议记录、庭审笔
录、单项举证质证笔录以及其他案件材
料中。因此，二审中必须细致审查前述
一审诉讼材料，结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
诉讼主张，方能合理界别其是否构成对
一审诉讼行为的“推翻”。否则，当事
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
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
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
第二，对在一审宣判后至二审审理
期 间 某 方 当 事 人 “ 新 发 现 ”、“ 新 出
现”、“新制成”的证据材料，不应再严
格区分是否构成原 《民事证据规定》 体
系下“新的证据”资格，而是应当根据
该证据材料是否关涉案件“基本事实”
来界别其是否应当被接纳，并根据其迟
延举证的不同情形而做出相应的民事制
裁措施或免于惩戒。
第三，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
经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作审
理、判决的，一审原告方可以将该类型
情形作为其上诉依据，并可直接提出发
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一审被告方在二审
中亦可提出证据抗辩权。此时，第二审
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
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未完待续）

□

庭审直击

现 场

案情回放
2009 年 7 月，小梁入职金星公司
担任技术员。2011 年 2 月，小梁和
金星公司签订保密协议书，约定：
“小梁承诺在金星公司任职期间及离
职后两年内：非经金星公司事先同
意，不直接或间接在任何企业 （包含
并不限于与金星公司生产、经营同类
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其他企业） 内担任
职务；除非经金星公司书面同意，不
以任何方式参与与金星公司业务项目
相同或类似之生产或经营企业；不直
接或间接地从与金星公司相竞争的企
业获取经济利益。小梁若违反本协议
义务，除返还已向金星公司领取的所
有承担本协议约定义务的补偿费外，
还应一次性向金星公司支付违约金，
金额为小梁离开金星公司前一年工资
收 入 的 20 倍 。 小 梁 承 担 违 约 责 任
后，仍需继续履行本协议直至协议期
限届满或约定条件成就。”
小梁 2014 年在金星公司的年工
资收入近 6 万元。2015 年 1 月，小梁
从金星公司离职，金星公司按约定陆
续向小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2015 年 11 月，金星公司获悉小
梁未经许可，于经营同类产品、从事
同类业务的嘉业公司就职，嘉业公司
为小梁缴纳了社会保险费。金星公司
遂以小梁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
小梁应支付给金星公司违约金 100 万
元，立即停止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行

访

对话背景
去年以来，肩负浙江省首批司
法体制改革及浙江省委政法委多
元化矛盾纠纷解决体系建设试点
双重任务，江山市人民法院培育并
树立“先行调解、多元并举、司法推
动、法治保障、重在防范”的纠纷解
决新理念，通过内挖潜、外借力，精
心构筑“党委领导、法院引导、人民
调解主导、专业调解辅助”的“大调
解”格局，打通了一条具有地方特
色的多元解纷路径，深受社会各界
好评。

整合司法资源 搭建诉调对接平台
法周刊：凡事都要靠人员和机构去
推动落实，你们是如何配置资源，助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
崔正华：我们将试点的压力化作不
懈动力，在人、财、物方面予以倾斜，充
分挖掘整合现有司法资源，着力搭建诉
调对接平台。
强化人员配置。在诉讼服务中心

2017年6月8日，本院根据北京盛大快乐童年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盛大快乐童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北
京盛大快乐童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号403、404室；邮政编码：100065；
联系电话：67089095、67092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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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大快乐童年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盛大快乐童年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8
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
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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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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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6 月 8 日，本院根据北京至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北京至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至爱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北
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
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 号 403、404 室；邮政编码：100065；联系
电话：67089095、67092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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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爱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至爱餐

为，继续履行竞业限制约定。2016
年 6 月，小梁不服该仲裁裁决向集美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现场
庭审中，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
人围绕小梁与新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以及小梁是否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展
开了激烈的交锋。

小梁：保密协议无效，
违约金畸高
小梁主张，其并未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无需支付违约金。没有证据显
示小梁是嘉业公司的员工，不存在约
定违约形态，且嘉业公司与金星公司
不存在竞争关系，不属于竞业限制约
束范畴。小梁不掌握金星公司的商业
秘密，没有承担竞业禁止义务的必
要，若确实违反竞业限制约定，100
万元违约金也过高。

小梁一方还向法庭提出，根据
2015 年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的会
议内容，约定违反竞业禁止的赔偿
金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
整；根据网上查询到的相关案例，
双方约定违反竞业禁止的赔偿金过
高，人民法院在实践中有对其进行
调整的先例。

金星公司：违约事实清
楚，小梁应予赔偿
金星公司辩称，小梁违约事实清
楚。2011 年 2 月，公司和小梁签订了
保密协议书，约定了小梁的相关保密
义务和在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的竞业
限制义务。公司在小梁离职后也按照
约定每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但小
梁在 2015 年 1 月离职后不久，即到嘉
业公司工作。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和金
星公司的一致。此外，小梁提交的劳
动合同等相关证据没有事实依据，双
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不存在过高的问
题。
金星公司坚持认为小梁违反竞业

禁止约定，应承担相应责任，双方签
订的相关保密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中
对违约金数额的约定主要考虑到相关
技术信息对公司经营的重大影响，且
因为小梁的违约行为给公司带来的直
接经济损失每年就超过 100 万元，考
虑到两年的竞业限制年限可能给公司
带来高达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双方
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并不算高。
关于小梁的违约事实，金星公司
提交证据进一步证明：嘉业公司系金
星公司客户，原来双方每年的供货金
额能达到六七百万元，金星公司供给
嘉业公司的产品的生产配方正是金星
公司交给小梁的，小梁提交的相关证
据纯系造假。小梁提交的劳动合同，
其对应的工资支付全为现金，完全无
法有效地证实其真实性，且小梁也未
提供雇主为其缴交社会保险的相关支
付凭证，相反小梁却将社保关系放在
竞业限制单位嘉业公司，这不是巧
合。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理当遵
守，小梁的违约事实清楚，其违约行
为已给金星公司带来了实际上的巨大

损失。

法庭：小梁构成违约，
应赔原东家 50 万元
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总结该案争
议焦点为：小梁是否有违反与金星公司
之间的竞业禁止约定；小梁是否应当向
金星公司支付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赔偿
金；双方约定的违反竞业禁止赔偿金是
否过高。
法庭审理认为，缴纳社会保险是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缴纳
社会保险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法律特征。本案中，嘉业公司
为小梁缴纳社会保险费，应依法认定
嘉业公司与小梁存在劳动关系，而嘉
业公司与金星公司生产经营同类产
品、从事同类业务，根据小梁与金星
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书的约定，小梁
的行为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约
定，依法应当向金星公司支付违约金。
法院根据小梁的过错程度、金星公
司的实际损失情况以及案件的实际情
况，酌情认定违约金为 50 万元。金星
公司要求小梁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 1.95
万元的请求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院
不予支持。关于金星公司要求小梁立即
停止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行为，并继续
履行竞业限制约定的请求，于法有据，
应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小梁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应立即停止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行为，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继续履行竞业
限制约定，并向金星公司支付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违约金 50 万元。

江山“大调解”格局助力多元解纷

谈

□ 周凌云 何伟平
□ 访谈对象：浙江省江山市人民
法院院长 崔正华

送达破产文书

时间：2017 年 6 月 28 日
地点：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案由：劳动争议
案情：小梁与原单位厦门金星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书，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小梁离职之后到
新单位——外省的一家公司工作，这家新单位与原单位生产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原单位
发现后将小梁告上法院，请求赔偿。小梁的行为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呢？

下设诉调对接分中心，配备 2 名员额法
官、4 名专职调解法官、4 名特邀调解员、
5 名书记员，从事诉前、诉中调解及委
派、委托调解对接工作，
保障诉调对接工
作顺利开展。
建立组织架构。在内部，组建 4 个
“1 名专职调解法官+1 名特邀调解员+1
名书记员”
的诉调对接团队。在外部，
搭
建与乡镇调委会、行业调委会对接平台，
由专职调解法官对乡镇及行业调委会的
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

理顺工作机制 规范诉调对接程序
法周刊：
要想工作顺利推进，
科学的
工作机制必不可少，你们在这方面有何
有益尝试？
崔正华：健全完善科学合理的工作
机制可以助力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
此，
我们从理顺工作机制下手，
规范诉调
对接程序，
重点做了以下三个方面探索。
完善运行机制。出台《立案登记流
程的暂行规定》、
《诉调衔接实施办法》、
《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实施意
见》、
《民商事案件引导诉前调解前置工
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特邀调解员
制度的规定》、
《关于诉调对接人民调解
员报酬的规定》等制度文件，对目标任
务、工作职责、运作流程，
从调解数量、质
量、效率和效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核
评价，
促进诉调对接工作的规范化、制度
化。
确立管理模式。由司法局派驻 1 名

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北
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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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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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6 月 8 日，本院根据北京至爱亲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至爱亲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至
爱亲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北京市嘉逸田破产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 号 403、404 室；邮政编码：100065；
联系电话：67089095、67092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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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爱亲
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至爱
亲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9月6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
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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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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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申请，于 2017 年
6 月 5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快乐一站娱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快乐一站娱乐

专职人民调解员驻院，归口接受法院日
常管理，组织开展引调工作。对当事人
要求驻院调解组织之外的人民调解组织
调解的，由驻院专职人民调解员将诉讼
材料移送至相关人民调解组织，对在规
定时间内未能完成引调的，要求三个工
作日内将起诉材料连同反馈函一并退
回，
再移送法院立案部门登记立案。
健全激励措施。建立人民调解员绩
效考核制度，在人民调解员经费保障上
采取累进递增的按件计酬绩效考核补贴
制度，激发工作积极性，确保队伍稳定
性。

畅通对接渠道 实现诉调无缝衔接
法周刊：你们如何克服法院案多人
少矛盾，在外部资源利用上做了哪些文
章？
崔正华：我们探索推行调解前置程
序。根据案件类型，将家事、相邻、劳动
争议、交通事故、追索物业费、10 万元以
下的借款及买卖合同纠纷等适宜调解的
案件进行调解程序前置。导诉员、立案
窗口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律师首先主动
释明诉前调解的特点和优势，征得当事
人同意后，将其引流到诉调对接分中心
处理。去年，诉调对接分中心诉前引调
案件 370 件，其中达成人民调解协议 225
件 、司 法 确 认 63 件 ，诉 前 调 解 成 功 率
60.81%。
另外，我们还在全市范围内选任了
首批 25 名热心调解、诚实信用、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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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快乐一站娱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中心区
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1 号楼 23 层；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
包 嘉 多 、胡 聪 ；联 系 电 话 ：0755- 82816497、82816883、
15219468250；传真：0755-828168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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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快乐一站娱乐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快乐一站娱乐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裁定受理绿色光束光电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绿
色光束光电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绿色光束光电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深圳市中心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1 号楼 23 层；
邮政编码：518000；联系人：包嘉多；联系电话：13530235151；传
真：0755-8281689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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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光束光电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绿色光束光电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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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强沟通协调能力的公民担任特邀调解
员，
建立特邀调解专家库，
由特邀调解
员参与诉前调解工作。
同时，我们着力推动行业调解工
作开展。在我院推动下，人保公司的
交通事故调委会月均调解纠纷达 150
余起。最近，我院积极与住建部门联
系，
推进建立物业调委会，
着力解决物
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突出矛盾。
法周刊：除了前面介绍的借用外
部力量之外，你们如何在内部挖掘潜
力？
崔正华：我们创新性地探索试行
专职调解法官制度。司法改革试点启
动后，
为稳定队伍及人员分流、发挥未
入额法官的积极性，
我院出台《关于专
职调解法官制度的规定（试行）》，
选任
未入额但审判经验丰富、
调解能力强的
法官专门从事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
根据规定，专职调解法官负有立
案调解、诉中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以
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跟踪和
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及指导人民调解
组织等职责。调解过程中，专职调解
法官可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
区公约和当地善良风俗等行为规范，
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发调
解书或司法确认裁定书。
同时，我们健全完善业绩考核和
奖励机制。根据人员年龄实际，对
50 岁以上未入额法官实行无定额调
解考核，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

本院根据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裁定受理华彬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北海宇田食品冷
冻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指
定广西天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北海宇田食品冷冻有限公
司管理人。北海宇田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向北海宇田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天辰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祥
和大厦 4 楼 410；邮政编码：536000；联系人：杨贞普；联系电话：
13877103165）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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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规定申报的，不得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之程序行使权利。北海宇田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海宇田食品冷冻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天
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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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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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合浦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任世强对债务人河北九鼎建材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申请，已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作出（2016）冀 1181 民破 7
号民事裁定书，决定立案受理河北九鼎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依法指定衡水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该公
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永兴西
路 1829 号永兴大厦 605 室，邮编 053000，联系人：刘德海，电话
13932866745。债权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逾期未申报的，依据法律
规定处理。原河北九鼎建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出

性；对任助理审判员三年以上的年轻
法官采取定额考核机制，要求每年完
成调解案件的 60%，并按照绩效考核
办法予以评定，对优秀者同等条件下
优先推荐遴选员额法官。去年，首批
选任的 4 名专职调解法官月均调解结
案逾 100 件，调解成功率 72.37%，平
均调解时间仅 5.6 天。该项工作受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的肯
定，相关经验将适时在全省法院系统
推广。
此外，我们坚持“能调则调、当
判则判”的原则，实行调判结合制
度。我院将案件速裁与立案调解无缝
衔接，对一些事实清楚、争议较大，
无法形成调解协议的案件由速裁法官
进行直接裁判，实现当天到庭、当天
判决，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
累。去年，速裁法官径行裁判案件
1060 件，占全院民商事案件总数的
16.94%。
法周刊：前期成效初显，你们下
一步的工作思路是什么？
崔正华：我们将在总结前期经验
的基础上，继续以构建“大调解”格
局为导向，
完善专职调解法官制度，
健
全特邀调解制度，建立员额法官联系
指导乡镇调委会制度、志愿者参与调
解制度，推行“互联网+调解”机制等，
多方合力、多措并举，做深、做细多元
解纷文章，力争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作出（2017）湘 03 破 2-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湖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清算组申请湖
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百舸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经审理查明湖南江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净资产
为-22518997.3 元，资产负债率 342.24%，已严重资不抵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作出（2017）湘 03 破 2-1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湖南江
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吉林省九台市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09 年 12 月 2 日作出（2009）
九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宣告吉林省九台市畜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经管理人对破产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后，召开的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破产管理人的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作
出裁定予以确认。现该企业已关闭，债务人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
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不再清偿。特此公告。
[吉林]九台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城市腾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发耐火）的
申请于2017年6月27日裁定受理腾发耐火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辽宁雍达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腾发耐火的债权人应于
2017年10月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城市牌楼镇代家村；邮政
编码：114200；联系人：李鑫，电话及传真：0412-3521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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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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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发耐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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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6 日上午九时在腾发耐火会议室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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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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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