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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吹响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时代号角
刘武俊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主题，也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入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紧迫性。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短评

微言大义

观点

无愧历史使命 不负青春韶华
李 昊

法治时评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谈（2）

党的十九大报告堪称新时代法治
中国建设的总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法治新判
断、新论述和新思想，为新时代法治中
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十九大报告中，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被明确作为十四
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是新时代法治
中国建设的重大主题，也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入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法
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现实命
题，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
略抉择，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轨
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新成
就。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并
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
专题研究、专门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
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
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这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
线，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
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全面
依法治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各项
工作均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
一总目标予以部署展开，为中国法治
建设提供了实践载体与基本遵循，描
绘了法治国家战略的“新蓝图”。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依法
治国实践”，既标志着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进入新阶段，也为新时代法治中国
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值
得一提的是，十九大报告提出，成立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
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成立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领导小组，可以说是十九大报告中
的一大亮点，也是党中央深化依法治国
实践的重大举措。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领导小组，可以更好地把党的领导贯
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同时
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协调推进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上要求做到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关键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这16个字，是对法治建
设的新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核心内容。立法的关键是要实现科
学立法，做好立法调研、立法论证和立
法后评估，确保立法质量，提高立法决
策的科学化。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严格
执法，执法必严，既不滥用职权徇私枉
法也要避免行政不作为，不搞人情执

法、钓鱼执法以及形形色色的执法经
济。司法的灵魂是公正，司法是维护社
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守护住这道
防线是司法机关的使命所在，司法机
关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用公正的
裁决捍卫这道防线，维护司法公信力。
守法的关键是全民一视同仁，不分身
份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全体公
民都有自觉守法的法律义务，无论是
高官还是名人，其第一身份都必须是
守法的公民。

就公正司法而言，十九大报告提
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可见，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心在于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以及
全面司法责任制。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防线。司
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勘定司法权力
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让审判的归审
判、行政的归行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
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

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
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
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
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
要作用。例如，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
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制度，根据司法职业特点和履职要求，
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
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
实现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实施法官、检
察官员额制，把专业水平高、办案能力
强、办案业绩突出的人员选入员额，确立
法官、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做到“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明确刑事诉
讼各阶段的基本证据标准，规范侦查、起
诉、审判活动，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此外，最高
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在北
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上海在原有铁路运输法院和检察
院基础上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
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进一步完善了法
院、检察院组织体系。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
真诚信仰。十九大报告吹响了深化依法
治国实践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号
角，法治兴则国家兴，让我们沿着十九大
报告指明的方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早日实现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总目标。

愿法院青年都是坚定者、奋
进者、搏击者，不让青春染暮气。
努力奋进，无愧历史使命，不负青
春韶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
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

我们法院青年现在身处在一个变
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刚刚经历了近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征程，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踏入的新时代，这个
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而我们法院青年，正是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选中”的

一代，手中已经接下了奋勇拼搏的接力
棒，肩负着新时代实现中国法治的梦想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青春要有理想信念的诗和远方。生
活的奔波、工作的压力，也许会消磨情
怀，但始终无法磨灭法治理想的初心。当
我们回忆起高考那年，填报法学志愿的
义无反顾时；回忆起大学四年，流连于浩
如烟海的法学名著时；回忆起入职报到，
投身法治的满腔热血时，会更加坚定法
治理想，坚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青春要有披荆斩棘的锐气和担当。
早在百余年前，革命先驱李大钊曾激励

青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
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
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
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
境，征服历史。”也许司法改革来了，改变
了我们的规划路线，但是投身这样一场
深刻革命，正需要我们青年的锐气和担
当，接力奋斗我们责无旁贷。

青春要有一往无前的奋斗和拼搏。
法治不是在那一卷卷法学书刊里，而是
在每一次我们充分运用知识的实践里；
法治不是在那一条条的法律条文里，而
是在每一次我们耐心对待当事人的态度

里；法治不是在那一次次的裁判文书
里，而是在人民群众对每一个司法案件
公平正义的感受里。空喊口号带不来法
治理想，深入实践才能放飞青春梦想，
脚踏实地才能让我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
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
者、畏难者。”愿我们法院青年都是坚
定者、奋进者、搏击者，不让青春染暮
气。愿下一个三十年，我们法院的青年
人，依旧努力奋进，无愧历史使命，不
负青春韶华。

作为新时代的法院人，推进
公正司法，要提高政治站位、牢
记司法为民、依法履职尽责、强
化自身建设。

党的十九大，是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历史性大会。习近平同志
所作的报告，举旗定向，谋篇布局，
继往开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的总纲领、总部署、总动
员。报告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
理光辉，令人耳目一“新”：立足新
起点——我国站在了“两个一百
年”新的历史交汇点；作出新判断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新
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理论成果。报告提出“坚持全面依法
治国”“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
组”，必然引领人民司法事业进入新时
代，翻开新篇章！

伟大的时代激荡人心，光荣的使
命催人奋进。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
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我们深
感期盼之殷、责任之重。作为新时代
的法院人，推进公正司法，为人民群
众守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为此，我们必
须要从四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
对领导，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引
实践；二是牢记司法为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平等保护各类当事人合法权
益，切实以司法保障促进改善民生，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获得感；
三是依法履职尽责。坚持严格公正司
法，严守法律底线，确保案件质量，提
升办案效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强
化自身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
实好司法责任制各项要求，按照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要求，打造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奋力谱写公正司法新篇章
邹中华

读懂“三个不能有”背后的反腐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
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在全面从严治
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
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
见好就收的想法。

总书记的“三个不能有”是对“十九
大后反腐力度会不会弱化”做出的明确
的回答和坚决回应，再次强调了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鲜明态度，
持续释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
信号，彰显了党中央誓将反腐进行到底
的坚定决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
严治党不仅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
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动员令和宣言书，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确保党在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才能更
好地为人民谋幸福，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势不可挡。

正风反腐，每一名党员都不能置身事
外，而是要从自身做起，读懂总书记“三个
不能有”背后的反腐决心，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不断以反腐倡
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的目标。 ——乐 兵

从方金刚法官看担当
周陈华

在有常与无常中永葆忠诚本
色，在有限与无限中做优办案本职，
在有形与无形中恪守为民本分，在
有情与无情中夯实责任本位。

方金刚法官集法治理想的逐梦
者、司法改革的探路者、法治信仰的追
随者等精神于一体的高大形象，在广
大群众心中树起了丰碑，在法官同行
心中树起了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推进到
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
更关键的是担当。”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的新征程中，法官们更当能
够担责、担难、担险、担累，推进司法责
任制的全面落地。在方金刚身上，又有
哪些担当的正能量呢？

在有常与无常中永葆忠诚本色。
方金刚法官的猝然离世让人们再次
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世事的无常，
但司法事业的发展始终要靠千万个
像方金刚这般的法官，用信念、实干
和人格去奋斗、去推进、去传承。而在
方金刚法官身上，“忠诚”二字始终是
最闪光的亮点、最可贵的品质和最持
久的引擎。在枯燥的调研领域里，他精
品频出；在三年的援藏生涯中，他顽强
坚持；在改革的前沿阵地上，他大胆探
索……他将忠诚融入对初心的坚守、
对梦想的追寻和对司法的热爱，这才
在“疾风”的考验中、在“烈火”的淬炼
里谱写出人生华章。

在有限与无限中做优办案本职。
法官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对司法事业
的热忱、激情和虔诚当是无限的。方金
刚法官为何办理的案件能得到当事人
信服、撰写的调研能得到同行认可，关
键在于他对法学知识钻研得深、对司
法实务研究得透、对业务能力苦练得
勤、对改革方向把握得准。在纷繁复杂
的社会纠纷面前，法官当明白，“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并非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必须将学习、积累、
练习当作人生的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
工程，在步步为营中积累司法经验，在
久久为功中积厚实战功底。

在有形与无形中恪守为民本分。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
须将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就必须让法官有形的
业绩有说服力，无形的品格有感染力，
这才能够得到群众的真心认可。“士必
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方金
刚法官对群众的热爱，不仅体现在办
理好每一个司法案件上，更体现在捐
助素不相识的藏族群众、帮助偶然相
遇的群众化解乘车纠纷等小事、琐事
上。正是在持之以恒的真情投入中，方
金刚赢得了群众口碑。这正提醒法官，
对于群众诉求，无论多么细微、多么繁
琐，要始终怀揣真情，做到内心有感、
心中有招、行动有力。

在有情与无情中夯实责任本位。
在家庭的经营上，可以说，方金刚有“赤
字”、有“亏空”，可他最终得到的却是妻
子义无反顾的支持和儿子发自内心的尊
敬。这正是因为方金刚始终以大局为重、
以大我为先，将集体利益摆在前面，将工
作责任摆在前面。当下，这种精神更要体
现在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问题上，当动
到自己的“奶酪”，切到自己的“蛋糕”时，
法官就当认得清孰轻孰重，辨得明何去
何从，坚决服从改革、坚定支持改革、坚
强守望改革。

本院根据马春艳、马财有的申请于2017年9月27日裁定受理黄山
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安徽地平律师事务所
为黄山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黄山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15日前，向黄山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山田东园小区3号楼1层；
联系电话：13013120603、13805597945）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依照法
律规定处理，黄山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9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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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粤破终17
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受理张婷婷申请广东广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现指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广东分所担任广东广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广洋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10日前，向广东广
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256号
恒乐轩2901室；联系人：高鹏；联系电话：020-38836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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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
东广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12月13日上午9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法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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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东莞厚街华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
月17日裁定受理东莞市雄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0月25日指定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市雄基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东莞市雄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
12月20日前，向东莞市雄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法制盛邦（东
莞）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莞会展国际大酒店三
楼，联系人：马立云（13902612461）、刘秀英（13712592779）、马月阳
（18664169882）、毛泽梅（13360642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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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东莞市雄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雄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
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17年6月1日，本院根据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申请裁定受
理深圳市鸿巢娱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深圳市鸿巢娱乐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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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本
院于2017年9月11日裁定宣告深圳市鸿巢娱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圳市
鸿巢娱乐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8日，本院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的申请
裁定受理英利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英利普
科技(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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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裁
定宣告英利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英利普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9月7日受理的株洲光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于2017年10月19日依法作
出（2016）湘02民破字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大荣化工农药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18日

裁定受理湖南大荣化工农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
19日指定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分所为湖南大荣化
工农药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大荣化工农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年11月30日前向湖南大荣化工农药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湖南

省衡阳市石鼓区中山北路1号金碧华府608房；邮政编码：420001；联系
电话：13973407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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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大荣化工农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南大荣化工
农药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8日
9时在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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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得提交授权委托书。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5
月23日裁定受理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同时指定经世律师事务所为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
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
向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83号中房大厦经世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巴
特尔，联系电话：13500690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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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海油气电通辽新能源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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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精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0月16
日裁定受理天津市精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
10月20日指定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为天津市精通无缝钢管
有限公司管理人。天津市精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个月内向天津市精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天津
市河西区环湖中路10号11层C座，联系人：冯世凯，联系电话022-
2334483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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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来福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来福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8日9时在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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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7月12日，本院根据杭州澳尔通机电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杭州澳尔通机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杭州澳尔通机电有
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1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根据杭州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出具的《杭州
澳尔通机电有限公司财务状况专项审查报告》，截至2017年7月12日，
杭州澳尔通机电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4854536.89 元，负债总额
8866873.0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4012336.14元，故杭州澳尔通机电有
限公司的负债金额已远远大于资产总额，明显资不抵债。本院认为，债务
人杭州澳尔通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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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裁定宣告杭州澳
尔通机电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徐明海申请重庆鑫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7年8月15日裁定受理，并指定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案的管
理人。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向重庆鑫
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
482号天邻风景9栋-1/1-15；邮政编码:401147；联系人:石律师，联系电

话:13527345624；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9时-17时，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申报债权，并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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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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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鑫岸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鑫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月11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报到，并于当日9时30分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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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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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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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徐明海申请重庆睿利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7
年8月15日裁定受理，并指定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案的管理人。重庆
学苑律师事务所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向重庆睿利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482号天邻风景
9栋-1/1-15；邮政编码:401147；联系人:栾律师，联系电话:18581486017；
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9时-17时，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申报债权，并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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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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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睿利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睿利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月11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报到，并于当日10时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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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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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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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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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敬业 净心 静气

方金刚法官的不幸逝世令人惋惜，
他生前的事迹也引发了广大法官如何做
一名新时代好法官的思考。笔者认为，唯
有忠诚、敬业、净心、静气，方能忠实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忠诚。萦绕法官心头挥之不去的，不
仅仅是案件的是非曲直，更是法官对法
律事业的忠诚，对和谐社会的责任，对公
众利益的拳拳之心。审判不是审一个当
事人，任何一个审判都连接着社会神经。
人民法官当有信心以法律智慧、职业操
守、道德血液，唤醒和培植民众对法律的
信心、信仰。

敬业。在岗位上永葆激情，专注用
心，爱岗敬业，遇到竞争会争先，碰到困
难善攻坚。以宽容的爱心接待好每一位
当事人，善解人意、体谅他人，做好每一
次谈话，用诚意满满的口水与汗水，换取

“共产党好”“人民法院好”的赞叹。
净心。接受任命，必将天天面对善恶

之争、时时经受名利诱惑。必须更加修心
重德，提高思想境界，在司法活动中开智
开慧。在法律缺口与社会生活交界处，葆
一颗清明透彻的心。从根本上弄清“为谁
当官，为谁审判”，不向金钱献媚，不向权
势屈膝，公正廉洁办好每一案。

静气。成为审判员，不论定分止争、
强制执行，还是生杀予夺，都必须冷一冷
不切实际的空想，热一热案结事了的干
劲。面对新要求新标准，必须静心学习不
说空话，勤勉尽职不唱高调。潜心学习政
治理论和法律知识，静以修身不断自我
超越，在两极对抗的诉讼旋涡中，沉着冷
静、理智公正，感情充沛不外露，控制情
绪不烦躁，冷静理性地奉献合格的司法
产品。 ——邓光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