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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治在线

□ 陈雯雯

了你说的外墙没有及时来修之外，难
道倒垃圾、除草、除虫之类的其他服
务，
你也没享受到吗？而且，
如果大家
都不交物业费，
物业公司拿什么运营，
是不是会造成恶性循环……”
被告打断我，
我又说服她，
如此几
个来回，她终于听进了一些，神色渐
缓。虽然最后在物业费打几折的问题
上，
双方又僵持了很久，
但最终案件还
是调解成功，
被告当场刷卡缴费。
之后，因为其他事情和被告联
系，说起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被告
诚挚地说：“法官妹妹，我这样的年
纪，早已过了随便和谁交朋友的阶
段，但是我愿意和你交朋友。因为我
觉得你既有法官的威严，待人又有礼
貌。虽然当时你是法官，我是被告，
但你并没有因此就高高在上，让我即
使是被告也感觉到了应有的尊重。
”
法官应以谦逊的心态待人。谦逊

的心态外化于神，使法官平易近人，
能够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获得
当事人信任。
今年 3 月，我分到十来个被告均
为某某公司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因
送达不到，询问另一更早办理同一被
告案件的法官后得知，某某公司已停
止经营，因涉嫌犯罪而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承办人进一步告知：
“要么移
送，
要么撤诉，
但当事人工作很难做。
”
我再翻案卷：能不难吗？都是 60
多岁的老人，
可能也没什么文化，
还要
出来赚微薄的工资，现在工资还拿不
到；而且证据也证明不了她们所主张
的期间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
约她们来谈话前，我提前写了多
份 《释明通知书》，告知她们应当限
期补充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和工资水平
的相关证据。其实是，怕万一秀才遇
到兵，我好以书面通知及时结束谈

话，反正书面释明过了，程序也到位
了，最后什么裁判结果都好交代了。
那天下午很热。去接待室时，我看
到那十来张流着汗的沧桑的脸，瞬间心
软了。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想到她一大
把年纪也还在劳作，现在可能也一样汗
流浃背。我决定放下自己所谓的专业，
放下法官的骄傲，必须要让她们听懂、
听明白，知道怎么去维权。
我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用尽量
通俗的语言，包容、温和、耐心细致地
为她们分析了案情，用普通话和并不标
准的宁波话来解释，确保她们每个人都
清楚我的意思。最后，她们竟然全部同
意撤诉。
后来，在上班路上，我碰到了其中
一位阿姨，她主动和我打招呼：“您可
能不认得我了，不过我认识您，也记得
您的声音。那个某某公司，还记得吧？
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法官您说的我

□ 李良俊 文/图

悬赏规定剑指“老赖”

们都听懂了。
”
有时觉得，所有纠纷都是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如果人际关系理顺
了，纠纷也就没有了。所以不少法官分
享的调解心得，都是从案子背后的人情
出发。办案子，又何尝不需要处理好法
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呢。
其实世界很小，我们在法庭外的日
常生活中，也会碰到一些当事人。脱下
法袍，法官也是普通人，也许平凡得就
是路人甲。如果我们在办案中自以为
是、横眉冷目，他们当时可能迫于我们
的法官身份而敢怒不敢言，那么一旦在
法庭外偶遇，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对待？
而如果换以平等的姿态、谦逊的心态来
对待当事人，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
得到他们同样、甚至更多的平等、谦逊
地对待。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

巡回审理借梯上楼就地普法

回龙镇位于四川省营山县城近郊，
辖 11 个乡镇，逾 20 万人口，是营山、蓬
安、仪陇等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小镇，
曾获
得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试点镇、省级百
家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省级文化先进镇
等多项殊荣。
回龙法庭现有人员 4 人，
仅有 1 名审
判员。回龙法庭充分发挥调解工作的传
统优势，
利用年轻人精力充沛、接受力强
等特点，将内部零散、闲置资源整合“回
笼”加热，巧借外力打磨淬炼，取得了明
显成效。
近 三 年 来 ，回 龙 法 庭 年 受 理 案 件
400 件左右，结案率均为 100%，所结案件
无一错案、无一信访申诉、无一不廉举
报，
无一改判或发回重审，
法庭工作得到
社会各界及上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回放经典借船出海多方取材
2012 年 2 月，回龙法庭因调解工作
出色，
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先
进集体”。曾经的鲜花和光环，给 2014
年才上任的女庭长李云丽，带来无形压
力。
“打下手”的“老资格”队员仅有三年
法庭工作经历，
“新鲜血液”带来活力的
同时，也给法庭繁重的工作带来巨大压
力。
法庭有阅览室，
开通了互联网，
但因
工作繁重无暇光顾，现基本闲置。曾作
过律师的李云丽决定利用阅览室中有关
庭审的光盘、书籍，结合自身的经历，进
行传、帮、带。
法庭每周一晚定期回放经典——观
看“优秀庭审实录”光盘、
“庭审直播”视
频；不开庭的下午，回看本庭录像，探讨
庭审环节中需要改进完善的细节；周五
下午回顾本周工作，
查漏补缺；
不定期收
看央视法治频道，
成了“必修课”。
纸上得来终觉浅。面对离婚、赡养
案件的当事人，其婚姻家庭阅历甚至远
远超过法庭干警们的人生经历，仅仅依
靠 法 律知识和社会经验 ，结 果难 以 服
众。回放经典时，
法官们的调解技巧、当
地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
使这批年轻人
收获颇丰，
兄弟法庭、院机关资深法官更

夏邑

回龙法庭：结案率百分百的“回笼”秘方

法庭：
一线报道

回龙法庭的法官利用赶集日给村民普法。
成了他们遇到疑难案件随时呼叫的“法
律顾问”。

回访札记借鸡生蛋聚沙成塔
“3 月 8 日，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得
知黄兰外出务工生活稳定，谢林改掉恶
习经营饭店，这个案件终于有了皆大欢
喜的结局。法庭的力量在激烈对抗的当
事双方面前显得捉襟见肘，细节决定成
败，
观察、无惧、借力，
阳光总在风雨后！”
干警熊祝的工作笔记本上，有着多段这
样的“回访札记”。
清水乡村民黄兰的丈夫谢林游手好
闲，经常对她家暴。今年 2 月 17 日 19
时左右，手臂被打伤的黄兰由年过 70 岁

送达破产文书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本院根据深圳市美恒通丝印器材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爱迪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深圳市爱迪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无财产清偿债务，亦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爱迪宝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圳市爱迪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申请被申请人南通润东重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南通润东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分配已经
完结，请求本院终结南通润东重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
于二 O 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裁定终结南通润东重工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市吴中区广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7月24日裁定受理苏州赛特尔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7年7月24日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为苏州赛特
尔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赛特尔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苏州赛特尔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209号财富广场2号楼603室；邮
政编码：215000；联系人：陈磊联系方式：68026095、13814815279联
系人：杨朕联系方式：13862677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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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特尔机床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苏州赛特尔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9月22日
14时在本院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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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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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当事人亦应遵循黄金法则
人际关系中的黄金法则是指：你
想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法官办理案件，与当事人形成的亦是
一种人际关系，应当遵循黄金法则。
法官应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平等
的姿态使法官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既让当事人感受到尊重，也能获得当
事人的尊重。
记得有天约了个物业纠纷的当事
人前来调解。书记员给我打预防针：
“被告超级能讲！”一见面，果然如
此。被告历数了物业公司的种种不作
为，描述了自己从刚入住时积极缴
费，到现在拒不缴费的心路历程，论
证了现在物业费应当予以扣减的理
由，几乎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
待其平静，
我请她坐下，
给她条文
缕析：
“余姐，
物业确实有欠完善之处，
所以公司也愿意调解，在金额上适当
让步。但物业服务是综合性服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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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婆婆搀扶着，
来到法庭，
其婆婆哭着央
求李云丽：
“你判离吧！放我儿媳妇一条
生路……”
次日，
经调解，
双方同意离婚。不料
签字时谢林反悔，当场电话邀约近 20
人，
驱车堵住法庭大门。经过观察分析，
色厉内荏的谢林及同伙被一身正气的李
云丽及闻讯赶到的派出所民警慑服。
“硬招”
不行，
谢林再行“软磨”，
当天
下午，
他带着 14 岁的孩子来到法庭。
李云丽感觉孩子眼神闪烁，说话好
像“背课文”，心知有“诈”。她“巧妙”地
分开调解，
得知谢林威胁孩子、孩子希望
父母离婚并愿意随母生活的想法。法庭
立即联系乡镇、村组干部以及谢林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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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2016 年 5 月 11 日，本院根据威海市鸿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乳山市鲁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乳山市鸿林物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威海市鸿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乳
山市鲁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乳山市鸿林物业有限公司重整
程序。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威海新西城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7 月
3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
于 2017 年 7 月 7 日指定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与威海三合企业
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共同担任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 年 7 月 19 日，本院依法裁定威海嘉博贸易有限公司、威海
丽浦维尔印染有限公司、威海柏莱泰德服装有限公司重整，2017
年 7 月 26 日，本院根据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认
定威海丽浦维尔印染有限公司、威海嘉博贸易有限公司、威海柏
莱泰德服装有限公司与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高度混同情
形，依法裁定该四公司合并重整，并决定继续由山东凌云志律师
事务所与威海三合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合并重整管理
人。债权人应在 2017 年 10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通讯地址：山东省威海市高技区丹东路 78 号
威海皓菲集团有限公司，邮编：264200，联系人：栾律师，联系电
话：18660316970，联系人：刘律师，联系电话：0631-5251195）。债
权申报须知及申报格式文本，请到管理人网站 http://www.ly⁃
zlawyer.cn 公告栏（网站右上角）查询、下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 9 时在威海市华夏会馆内华夏会堂（地址：威
海市环翠区华夏路 1 号）召开。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通远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7月11日
裁定受理山东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7月
12日成立清算组担任山东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管理人。山东恒
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9月14 日前，向山东
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博兴县店子镇工业园；
邮政编码：256500；联系人：魏女士；联系电话：152667187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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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孩子的老师等，分别对谢林进行劝
导，最终谢林认识到，这段婚姻因自己
“作孽”，已无法挽回，诚恳给黄兰道歉，
并签字离婚。
案件回访形式不拘，
内容不限，
下乡
送达顺路了解，
电话询问本人、村组干部
或亲友等，拉家常、问近况、谈将来。回
访后的“札记”却是千篇一律的总结、感
悟，
篇幅虽然短小，
内涵却折射出法庭干
警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包含姓名、单位、
住址、联系方式、职务、特长等的“外力团
队表”，
随“札记”
感悟应运而生，
开庭、调
解现场不再是法官个人唱“独角戏”，案
件处理在外力的辅助下，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绿水镇村民彭浩雨与彭冲系堂兄
弟，房屋紧邻，中间以排水沟隔断，两
家人老死不相往来。为避免对方“小
动作”
损害自己利益，
二人在各自屋顶
安装了监控。
2015 年 3 月，彭冲的孙子玩耍时，
将一块木头忘在排水沟旁自家街沿
上，
被彭浩雨的孙子捡回家，
彭冲观看
监控后前往索要，
引发纠纷，
进而激化
为武斗，
最终彭浩雨、彭冲各自住院共
花去逾万元。
立案后，法庭决定到案发地巡回
审理。根据“外力团队表”中的信息，
法庭联系到当地党委政府、派出所、村
组干部及人民调解员等，由村组干部
组织群众旁听案件审理，乡镇、村组、
法庭、亲友、村民等联动调解，但以失
败告终。
见旁听群众近 60 人，还有多名
干部在场，李云丽决定开展涉相邻
权纠纷的法治专题宣传，就地普
法。宣传结束，彭浩雨主动找到李
云丽，流露出愿意调解的想法。最
终，双方在众人的劝说下达成协
议：各自住院费冲抵后，彭浩雨补偿
彭冲 2000 元。
回龙法庭辖区大，坐堂办案固
然省时省力，但对于住所偏远、行
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而言，到达法庭
实属不易。回龙法庭以回龙镇为圆
心，将辖区 11 个乡镇划分为 5 个扇
区，每个扇区确定两个中心点。立
案时，将距离远、家庭困难、行动
不便、相邻纠纷的当事人住所地，
确定为巡回审理点。在方便当事人
的同时，也得到当地党委政府、村
组干部及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当事人的
理解，办案效率有效提高，普法成效
显著提升。
“法官为我们着想，自己再一直
犟下去，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多年
来，受几代人的影响，就为了争一口
气，搞得大家生活都不方便，确实划
不来呀！”把钱当着群众的面交给彭
冲后，彭浩雨这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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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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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21 日、
22 日、23 日、24 日 9 时在原山东常林国际大酒店（山东省临沭县
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13日（总第7094期）
沭新西街 158 号）分别召开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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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山东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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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业有限公司、临沭县常发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山东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系法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恒宇精密薄板有限公司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9月
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27日9时在博兴县店子镇人民政府大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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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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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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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函。
[山东]临沭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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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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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裁定受理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年7月27日指定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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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管理人。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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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9月30日前，向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博兴县人民法院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路与中山路交汇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
因莒南县金兴工具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邮政编码：276000 ；联系电话：1825391567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0539-889259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2017 年 3 月 28 日裁定，终结莒南县金兴工具有限公司的破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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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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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士德工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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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山东常林铸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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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临沭县常发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分别
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临沂曼宝过滤器
裁定受理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士德工程机械股
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临沂曼宝过滤器制
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山东常林铸业有限公司、
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临沭县常发房地产有限公司重整五案，并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指
2017年10月10日上午九时在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一楼
定山东华信产权流动破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新联谊会计师事
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务所有限公司临沂分所共同担任以上五家公司的管理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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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家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向管理人（地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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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省临沭县常林西大街 112 号力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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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楼；邮政编码：276700；联系人：岳庆、王鹏飞；联系电话：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0539-6260193/0539-6268163）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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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本报讯 近日，申请人郭某
将悬赏申请书递交到河南省夏邑
县人民法院，称“如果有人举报
成功，本人愿意拿出标的额的
10％作为奖励”。这是夏邑法院
出台 《关于民事执行中实行悬赏
执行制度的规定 （试行）》 后，
第一个到该院要求悬赏执行的申
请执行人。
该院出台 《悬赏规定》，旨
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查找被执行
人财产线索，让“老赖”及其财
产无处藏，最大限度保障胜诉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徐永忠）

包头白云

微信支付缴纳诉讼费
本报讯 日前，赵先生来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区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起诉立案。交
纳诉讼费时发现，居然没有带钱
包，
正当他着急时，
工作人员告诉
他，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微信
支付即可，赵先生不住地感叹白
云法院想得周到、服务贴心。
今 年 以 来，白云法院顺应
“微时代”潮流，积极创新司法
便民举措，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极大减轻了群众的诉
累。
（韩天琦）

连云港赣榆

司法拍卖全面“触网”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灵活运
用“赣榆法院”“赣榆法院执行
局”两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
多期推送网络司法拍卖资讯，被
本地及周边地区微信等新媒体和
网友大量转发，单篇阅读量达
8000 多人次，促使多项司法网
拍成功“落槌”。
截至目前，该院共计拍卖 31
次 ，成 交 13 件 ，成 交 额 1245.19
万，
平均溢价率 17.53%。
（陆剑 李怀胜 张磊）

石嘴山惠农

精心打造“家事文化长廊”

本报讯 色彩温馨的桌椅、
淡雅温暖的墙面、明亮柔和的灯
光、一条条具有中国传统“家”文
化 的 图 片 文 字 ……2017 年 上 半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
农区人民法院精心打造“家事文
化长廊”，
将中国优秀的家事文化
传统与家事审判有机融合，给当
事人营造一个和睦、宽容、温和、
有助于化解矛盾的环境，引导当
事人以积极、有担当的态度，
看待
和解决家庭矛盾。 （吴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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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3 月 20 日，本院根据刘波、严晓春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
杭铁头餐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杭州杭铁头餐饮有限公司
财产为其经营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上街广场及嘉兴市的小时代
＆＃8226;宴遇餐厅内的装修、内部厨房设备、餐桌椅等，其中运河上
街广场的小时代宴遇餐厅资产评估价值为969624元，嘉兴小时代宴
遇餐厅经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变卖所得 24800 元，经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确认的杭州杭铁头餐饮有限公司债权人对杭州杭铁头
餐饮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3232842.42元，此外，杭州杭铁头餐
饮有限公司尚欠职工债权477215元，故杭州杭铁头餐饮有限公司的
负债金额已远远大于资产金额，明显资不抵债。本院认为，杭州杭铁
头餐饮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
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裁定宣告杭州杭铁头餐饮有
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5日裁定受理重庆明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于2017年5月17日指定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担任重庆
明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庆明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1 日止，向管理人重庆合纵
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州屏环路 4 号；邮政编
码 404300；联 系 人 及 电 话 ：滕 言 平 ：13996255716、钟 长 汉 ：
13883060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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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承担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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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明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重庆合纵律师
事务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 年11 月4
日 9 时在忠县党校（忠县忠州街道忠州大道山东路 1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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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忠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