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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出的“让审
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要求逐步落
实，每个法官有更多的机会自主地面对
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同时对审判权运
行、统一法律适用和司法公信力等方面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
当法官遇到疑难案件时，普遍存在一
种对于条文化司法解释的需求，还需
要在现行法框架内建立完善规范的案
例指导制度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增加
其内容的统一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
而保持法律适用的协调性，维护了法
律规则在不同法院间、不同审判组织
间尽力追求适用结果的一致性，即最
好在所有的同类案件中适用标准的法
律答案，亦即所谓“唯一正解”。从近年
来的司法实践来看，案例指导制度的施
行并未完全实现其预设目标，法官在裁
判案件时，关注、运用指导性案例的情
况并不够普遍和自然。这里既有指导性
案例生成机制上的原因，还与审级制
度、文书结构、裁判方法、司法决策等方
面配套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有一个前置
性问题即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力仍值
得重视和深究。

一、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类型
目前，关于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

力问题尚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指导性
案例应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不属
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对于法官在处
理同类案件时不仅是参考作用，还应
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另有观点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各
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已产生了事实
上的先例拘束力，但没有相应的制度
予以调整和约束，有着明显的非规范
性和任意性，为了进一步发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可
将指导性案例逐步融入现有的司法解
释体系，并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首先，按照效力的强弱程度划分，
可分为拘束效力和指导效力。所谓拘
束效力，是指指导性案例对法院裁判
活动的强制约束效力，今后法院在审
理同类案件时应当“依照”该案例所确
定的裁判规则进行裁判。一般说来，英
美法系国家纵向体系法院间的判例往
往具有法律拘束力，下级法院在审理
同类案件时应当按照上级法院的判例
进行裁判，除特殊情况下，一般不得违
背判例。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除了
部分国家的特殊判例具有拘束力（如

德国宪法法院的判例）外，一般并不具
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所谓指导效力，
是指判例对法院的裁判活动仅仅具有
指导性，法官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可以

“参照”判例做出判决，但不得做出裁
判依据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大陆
法系国家判例的效力主要是通过法院
的科层性和权威性体现出来的，即如
果下级法院不依从上级法院的裁判主
旨，可以通过上诉审加以纠正，而其本
身却一般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其次，按照效力的实现方式来划
分，判例或指导性案例可以分为法律
上的效力和事实上的效力。法律上的
效力是指判例或指导性案例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的规定直接具有法律上效
力。这种效力在英美法系国家又可以
分为拘束效力和说服效力。前者是指
判例强制法院必须遵守的效力，如在
同一司法辖区内，下级法院必须受到
上级法院判例的约束；后者是指判例
不得强制法院执行，法院可以遵守也
可以忽视的效力，如不同辖区法院判
例之间的效力。事实上的效力是指法
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
所具有的效力。有学者将这种效力又
具体区分为指导性效力和权威性效
力。前者主要是指与司法解释相联系
的判例的指导作用；后者是指由法院
地位本身决定的判例所拥有的事实上
的权威。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国家的
判例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事
实上却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
如何定位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又

直接关涉到其具体的适用，包括能否
在裁判文书中引用，违背指导性案例
的裁判能否被撤销或发回重审，以及
应当适用而没有适用指导性案例的裁
判是否构成当事人上诉、申诉或者撤
销原判的法定事由等。如果认为指导
性案例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或者属于司
法解释的一种形式，那么，对上述问题
就应毫无疑问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反
之，则需要对其事实效力的范围、性
质、效果等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估。

基于我国案例制度的特殊情况，
指导性案例在法律体系中当然不具有
法源地位。换言之，不能将指导性案例
与制定法等同视之。笔者倾向于将指
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为“事实上的指
导”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指导的观点，虽
然不能直接成为法律渊源，但对法律
所规定的一定概念的解释、条文的具
体化，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即指导性
案例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但具
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在法律地位的认
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已将指导性案例
的作用定位于“指导”。“指导”效力当
然不能等同于“参考”效力，但又有别
于判例法中的“遵循先例”，这就是要
求指导性案例应有“事实上的拘束
力”。所谓事实上的拘束力，是指本级
和下级法院“必须”充分注意并顾及，
如明显背离并造成裁判不公，将面临
司法管理方面的惩罚和纪律处分的危
险，案件也将依照法定程序被撤销、改
判或者被再审改判等。这里需要澄清
的是，上述裁判上的风险，表面上看是
因为明显背离了指导性案例，实质上
却是通过“违反了明文规定的实体法
和程序法”来实现的。在制定法体制
下，法官仍然有可能凭其主观意志和

“良心”，在制定法的掩饰下，通过解释
法律条文，力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原意，
在此，案例指导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

“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标尺”。这种限
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案例指导制
度的统合作用，使得法官不得不首先
采用指导性案例中确定的法律解释，
而在偏离指导性案例时又必须履行法
定的特别程序。这样，法官的主观认识
将被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化因素有效制
约。因此，这里所说的“事实上的拘束
力”，实际上就是从审判管理和司法方
法角度，“明确地”给法官增加一种对指
导性案例的注意义务，并通过实体及程
序性的惩戒规则加以保障，包括在同类
案件认为不适用指导性案例，应向指导
性案例的发布法院提出书面报告；对于
背离指导性案例原则和精神的判决，上
级法院在审理时可予以撤销或改判，并

可能与法官的目标管理考核相挂钩等，所
以，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法
院审判体系内仍有一定的强制性。只有这
样，才能促使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进既能够
有效地发挥其对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又
不会在司法实践中被盲目地运用。目前将
指导性案例定位于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
并不影响其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发挥自身
功能与作用，更主要的是，因为它能充分
契合我国立法制度及司法体制现状，还
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空间。

三、指导性案例的可援引性
目前，有的法院在推行案例指导制

度时，明确要求法院的裁判文书不得直
接引用所发布的案例。应当看到，任何生
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案件本
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
作为先例而被援引入其他案件之中，才
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
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
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阅
指导性案例了。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国家
来看，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比比
皆是。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成文法是
中国的法律渊源，如果指导性案例本身
不具有法律拘束力，那么就不能作为“裁
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
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
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权威来自于
确信和承认。对有理性的现代人而言，确
信是由证明过程决定的，承认是由说服
效力决定的。”因此，运用指导性案例强
化法官的说理论证，使当事人更容易接
受判决结果，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
服力和权威性。一般情况下，指导性案例
中具有指导性、一般性的部分，是判决中
所确立的法律观点或对有关问题的法律
解决方案以及对该观点或方案的法律论
证。凡是道理透彻的判决，也足以说明该
法官是一名称职合格的法官。最高人民
法院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
中指出：“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
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
用。”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指导性
案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
断。由于案例指导制度主要关注法律适
用的合理性论证，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
联结要求一般不像判例法那样严格，因
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
较大的识别困难。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力
刘 峥

在现行法框架内建立完善规范的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增加
其内容的统一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而保持法律适用的协调性，维护了法律
规则在不同法院间、不同审判组织间尽力追求适用结果的一致性，即最好在所
有的同类案件中适用标准的法律答案，亦即所谓“唯一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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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扶贫硕鼠”需拧紧监管阀门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通报了扶贫领
域违纪违法 10 起典型案例，以“扎实
推进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教育
和警醒广大扶贫干部挺纪在前”。这10
起典型案例涉及贪污挪用、骗取套取、
渎职失职等。

应该说，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成败系于

“精准”。要实现到 2020 年脱贫攻坚的
既定目标，除了扶贫机制要从“大水漫
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从“千篇一
律”转向“因人施策”之外，还必须做
好精准定责、精准监督、精准问责。对
于一些基层干部把国家的扶贫政策和扶
贫资金视作予取予夺的“唐僧肉”，扶
贫资金层层克扣挪用、扶贫对象弄虚作
假等问题必须持“零容忍”态度。同
时，要防止机制层面上的“零失察”。
比如完善扶贫资金监督管理机制，建立
扶贫资金台账和信息库，对资金管理使
用的每个环节开展职务犯罪风险排查；
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畅通群众监
督举报渠道，让扶贫领域形成“不敢
贪”的社会氛围。

权力只有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
“任性”的爪牙才会有所收敛，“不敢
贪、不能贪、不想贪”才能让扶贫领域
日渐纯澈。 ——吴学安

精准扶贫要防“表”来“表”去

近日，有记者采访时发现，扶贫工
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干部
大伤脑筋，也让贫困群众颇多怨言。比
如，为了“精准识贫”，一些地方在流
程管控上下足功夫，过分强调“留
痕”，要求基层对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层层签字画押。为摸清贫困户底数和方
便督促检查，还精心设计出一式多份的
表格，填报内容列得细而又细。比如仅
贫困户收入一项，就列出了“工资性收
入”“政策性收入”“产业收入”等多
项。其结果是，精准识贫变成了“精准
填表”。

说实在话，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笔
者对此也深有感触。今年以来，基层干
部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
档卡整改之中，纷至沓来的各种表格满
天飞，搞得广大基层干部焦头烂额，疲
于应付。这样的扶贫，正如新华社记者
在调查中所言，变成了“精准填表”，
大量时间、精力耗在纸面上，不仅基层
干部怨气很大，贫困户也被一遍一遍地
签字摁手印折腾的很不满意，甚至产生
了抵触情绪。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在精准扶贫前
期摸底阶段，需要深入调查、建档立
卡，详细掌握贫困户信息。因此，通过
填表收录每家每户具体状况，从而直观
掌握精准扶贫的任务和难点，不失为一
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精准扶贫的应
有之义。然而，一些地方事无巨细，动
辄下发过多过滥、重复烦琐的报表，让
精准扶贫变成了“表”来“表”去，无
疑就偏离了脱贫攻坚的本意，还会助长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

脱没脱贫，最终得群众说了算。只
管“表”来“表”去而不真抓实干，眼
睛总是向上而不向下，又如何能改善群
众生活？有鉴于此，精准扶贫必须要摒
弃“表”来“表”去的错误做法，一些
这样那样的表格、数据，最好能共享就
共享，能合并就合并，能精简就精简，
让基层干部多一些时间和精力做一些务
实的工作。

——宛诗平

■95问：如何科学界定错
案责任？

答：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突出
了“法官主体办案地位”，明确“法官应
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
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意见》规定，在推进司法责任制
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主观过错与客观
行为相结合，责任与保障相结合”的原
则，严格按照《意见》第25条、第26条、
第28条对“违法审判”做出综合评判。

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
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
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违法审判
责任，但是，也应当充分尊重司法权运行
规律，保护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对于
法官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或者过失未
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宜
笼统作为“违法审判”处理。对于法官在
审判工作中出现的瑕疵或一般性错误，
尚未构成“违法审判”的，应当在法官业
绩评价中予以体现。

■96问：在司法改革背景下，
如何科学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答：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是人民法院
从内部主动进行案件质量评价的监督管
理方式，是考察法官办案质量的微观手
段。随着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开展案件质
量评查工作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专项评查与常规评查相结合。
专项评查的对象是长期未结、久押不决、
发改案件、信访投诉案件等，针对这些案

件的特点，深入研究解决专项问题。常规
评查是指在日常工作中，覆盖所有案件
的评查，真正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二
是事后评查与事中评查相结合。事后评
查是指对裁判结果进行评查，包括对裁
判文书质量评查等；事中评查是指对案
件办理全过程进行评查，如对长期未结、
久押不决案件办理情况分析督办、对审
判流程各个节点的全流程跟踪、对庭审
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等。三是法院内部
评查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在法院内部
评查的基础上，合理引入第三方评估、评
价手段，主动接受监督，积极发现问题，
适时解决问题并形成有关制度安排。四
是人工评查与依托信息化技术评查相结
合。通过人工评查手段针对深层次、说理
性、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问
题重点评查，同时要依托信息技术手段，
开发、使用自动化的文书查错、庭审巡查
软件，以简单有效方式，发现简单、明显
但常见多发的审判工作低级错误、瑕疵。
此外，要科学制定评查计划，探索运用信

息化手段辅助评查工作，进一步提高评
查进程安排、评查数据分析、评查结果管
理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五是多角度对
司法公开进行专项评查。对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工作的评查应注重收集挖掘节点
信息，对节点采用（或不采用）是否合法、
是否及时、是否准确等进行评判；对裁判
文书公开工作的评查主要评查裁判文书
本身写作是否符合基本标准规范，裁判
文书说理水平以及不上网文书是否符合
要求等问题；对庭审公开工作的评查要
重点对庭审公开的申报、审批、播出、监
控等业务流程进行监督管控。六是坚持
查改结合，将查找问题与激励评价相结
合。针对案件质量评查中发现的典型性、
多发性问题，应完善管理制度，细化工作
标准，强化技术保障，以问题为导向，边
查边改，确保评查工作取得实效，促进审
判质效提升。在发现问题、整改问题的同
时，针对好的经验做法进行表彰、推广，
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指引作用，提升审
判人员的规范意识与精品意识。

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
底》第一集《时代之问》提出了全面深
化改革必须要解决好的五个关系，这
也是下一步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
革需要思考的命题。

首先，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
是；既要与时俱进，又要脚踏实地。解
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
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
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
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
是，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其次，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
破；既要统筹帷幄，又要抓住牛鼻子。

“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
澜壮阔的画卷”，司法改革就是要牢牢
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敢于打
破利益藩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
的“奶酪”，真正实现“谁审理谁裁判、
谁裁判谁负责”，落实以庭审为中心的
司法公开要求，加快构建权责明晰、监
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司法权运行新机
制，严格执行法官遴选标准和程序，在
放权的同时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完善员额推出机制。

第三，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摸石过
河；既要宏图在胸，也要夯实路基。改革
无论推进到什么阶段，人民首创精神都
不能忽视。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将顶
层设计和基层探索、顶层设计与摸着石
头过河有机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顶层设计是指方
向、划底线，方向搞清楚了，底线划清楚
了，剩下的就是各级法院的大胆尝试。
基层实践是司法改革不竭的动力源泉，
司法改革的每一项举措，每一条细则是
由基层法院来落到实处，改革结出的果
实也是由基层法院传递给人民群众。因
此，必须要调动基层法院和法官参与司
法改革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推进司
法改革走向纵深，落到实处。

第四，既要敢闯敢干，也要走稳走
好；既要大刀阔斧，也要循序渐进。改
革的过程，就是发展出题目、改革做题
目的过程。这需要一种敢于开拓、勇于
创新的改革精神，也需要脚踏实地、求
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当前，如何实现审
判团队高效运行、案件繁简分流、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优质高效审理案件、向
改革要效益破解人案矛盾，成为下一
步司法改革的重点难点。我们只有以
坚忍不拔的意志、积极进取的精神、扎
实细致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改革
政策措施，才能推动司法改革沿着正
确方向发展前进。

第五，既要改革创新，又要稳定发
展；既要拥抱时代，又要永葆初心。司
法改革的初心，就是要增强人民群众
对公平与正义的获得感，这是司法改
革不可迷失的价值底色。身处大数据、
人工智能新时代，人民法院不仅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更是站在人类的“智慧
之巅”。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历史性机遇，加快建设智慧法院，不断
满足群众对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
要求、新愿望，使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能看得见、感受得到公平正
义，最大限度满足获得感。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
走向胜利”，把握“五大关系”，全面深
化司法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属
于这一代法官更高层次的司法文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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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6月21日裁定受
理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安徽一变变压器
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徽一变变压器
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9月8日之前，向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行
政办公楼，联系电话：0563--2337908、13805630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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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
一变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9月18
日上午9时在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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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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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郎溪县人民法院

因河北省新河县盐业专营公司企业破产财产已完毕，河北省新河县盐业专
营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终结河北省新河县盐业专营公司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裁定终结河北省新河县盐业专营公司破产程序。

[河北]新河县人民法院
2017年6月8日，本院根据河南一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许昌和易

纸浆有限公司、许昌田原禾草收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批准河南一林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许昌和易纸浆有限公司、许昌田原禾草收储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草案，终止河南一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许昌和易纸浆有限公司、
许昌田原禾草收储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河南]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7日，本院根据安阳市无缝钢管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安阳市无缝钢
管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根据河南光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豫光辉所专审字
（2017）第017号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7年4月30日，企业资产总额9，194，627.05
元，负债总额35，148，354.61元，资产负债率382.2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
裁定宣告安阳市无缝钢管厂破产。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7日，申请人卢忠彬以“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已停产歇
业且法定代表人与股东无法联系，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
本院申请对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2017年5月9日
裁定受理。本院查明：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21 日，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股东为王志兵、陈红兵、朱桂荣。该公司自 2014 年 10 月即停
产至今，其房产、土地及附属设施经法院执行程序中拍卖已出售（资产所得拍
卖款为858万元，未扣除办理本次资产过户产生的各种税费等费用），另有机器
设备和存货（评估价值为 2805890 元）。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债权人已申
报初审确认的债权额以及职工债权达36361524.61元。至目前为止，南通浩鑫液
压铸业有限公司未提交财务账簿。本院认为，虽然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
未依法提交财务账簿，亦未提供齐全完整的财务凭证，目前无法对公司财务进
行审计。但经审查，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
总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亦没有恢复生产经营的可能，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符合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破产清算情形，管理人现申请本院裁定宣告
其破产，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南通浩鑫液压铸业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
自即日起生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3日，本院根据生之源健康产业投资发展（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以（2016）赣07民
破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生之源健康产业投资发展（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的
和解协议并终止生之源健康产业投资发展（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和解程序。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董宝冯的申请于2017年6月13日裁定受理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6月30日指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26楼，邮政编码：200002，联系电话：021－23166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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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上海纪阳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0月18
日上午九时在青浦区城中南路409号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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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8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神瞳视听技术公司的申请，受理了

其破产清算一案。经审计，截止2017 年2月28日，神瞳公司资产总额510541.80
元，负债总额769356.08元,资产负债率150.69%。本院认为，天津市神瞳视听技术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法定破产原因。本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宣
告天津市神瞳视听技术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8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三特电子公司的申请，受理了其破
产清算一案。经审计，截止2016年12月31日，债务人资产总额454599.44元，负债
总额687951.19元,资产负债率为151.33%。本院认为，天津市三特电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法定破产原因。本院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宣告天津市三
特电子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储运服务部的申请，于2017年7月10日
裁定受理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储运服务部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天津市海
纳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担任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储运服务部管理人（管理人处理
事务的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湘江道香江花园2号楼B1702室，邮编：300210，电话：
022-60320171，联系人：贾新伟）。债权人应自2017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
带债权的，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储运服务部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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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
月14日10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108号）第32法庭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
使表决权。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应当向本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提交债权人
的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7年1月10日，本院根据天津市毛毯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毛毯厂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确认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7日裁定宣告天津市
毛毯厂破产并终结天津市毛毯厂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天津市明日食品开发公司天津市食品供应站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确认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7日裁定宣告天津市
明日食品开发公司天津市食品供应站破产并终结天津市明日食品开发公司天津市
食品供应站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因邮局汇款业务划归邮政储蓄银行，汇款信息要求高，请刊登
法院公告的当事人认真仔细填写汇款信息。本社有关汇款信息如
下：

户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开户行：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账号：01090378600120109025661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22号
特此通告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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