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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思明：诉讼“超级中枢”的养成之路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王 昕 陈小芬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机制改革，
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审判质效、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重要举措。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
成立诉讼中心为着力点，紧紧把握审判团队改革和辅助事务剥离两个基础环节，找准分流、调解、速裁三
个核心要素，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这一关键载体，持续推动分调裁机制改革走向深入。

思考：案多人少怎么破？

探索：从繁简分流开始

思明区人民法院位于厦门市中心城
区，长年以来收案数居高不下，2016
年收案数已接近4万件。和全国各地许
多基层法院一样，思明法院也曾面临案
多人少的瓶颈。

“经过首批员额法官的选任，我院目
前共有 77名员额法官，包括法官助理、
书记员在内的一线人员共 177 名，去年
人均办案数达328.5件，已严重超负荷。”

思明法院审判综合部门的负责人介绍。
案多人少不是新现象，如何破解这

道难题才是改革的重点。以往，法院都
依靠“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来
缓解工作压力，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
只会不断加重法官的负担，却无法从本
质上化解难题。对此，思明法院院长傅
远平说：“我们要探索、创新司法权力
运行机制，向改革要生产力。”

思明法院从审判辅助事务切入先行
先试，在诉讼、执行方面不断深入，出
台 21 项配套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四
大诉讼程序并行的分流诉讼体系，走出
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径，更被最高人民法
院确定为全国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
革示范法院。

2017 年 8 月 27 日，刘成因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来到诉讼服务中心。法律援
助值班律师为刘成提供了指导并评估了
诉讼风险。经过一番考量，刘成选择了
诉前调解程序。第二天，双方就在诉前
调解员的调解下达成了调解协议。

“以前打官司，经过立案、开庭、
调解或判决，怎么也得个把月的时间，
现在这么快就解决了！这得为法院点
赞。”调解结束后，刘成兴奋地说。

思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立案窗口
不仅负责立案登记，还身兼“导诊员”
的角色，对案件进行把脉问诊，引导当
事人选择适宜的解纷程序。在探索繁简
分流机制的过程中，思明法院逐步确定
了民商事、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
简单案件类型，在立案之初就形成了四
轨并行的分流渠道，调解、速裁无缝对
接，对案件进行层层过滤，49%的案件
在前端得以分流。

为了让法官更专注于审判，思明法
院与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在前期梳理、对
接流程、对接规范的基础上，共同设立
了“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中心”，全方
位对接诉前调解、案件送达、证据调
查、协助保全、执行等审判执行辅助业
务 。 该 中 心 成 立 以 来 ， 累 计 送 达
116547次，涉及案件22887件，送达完
成率提升 21%；调查 398次，涉及案件
5371件，调查周期缩短65%；进行集约
查控 74次，涉及案件 6130件，保全查

控周期缩短50%，有效剥离了审判执行
的辅助事务，提高了审执工作的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福建省司法厅相继出台专门文
件，向全国、全省推广诉讼与公证协同
创新的“厦门模式”。

“拖欠了大半年的工资，申请执行
后 21 天就拿到了，思明法院快执团队
的效率真高！”阿才手拿工资兴奋地
说。2017 年 5 月 19 日，阿才和他的工
友们到思明法院申请执行厦门某餐饮公
司拖欠的8.3万元工资；6月7日，他们
顺利地从法院拿到了足额的工资和补
偿。这是快执团队成立以来快速执结的
第一起工人讨薪案件。

2017年5月，思明法院启动了执行
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打破了原来
执行案件“一人一案办到底”的模式，
将执行局的干警重新“排列组合”，成
立快执团队和普执团队。快执团队负责
文书送达、财产调查、控制、划扣等前
期的事务性工作，并负责简单案件的快
速处理和无财产案件的退出；涉民生案
件、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以及重大执行
措施的实施，则由普执团队继续办理，
集中火力实施拘留、搜查、腾房、移送
追究拒执罪等措施，形成惩戒“老赖”
的高压态势。

“立案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市范
围内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
产的查封、冻结；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
首次告知申请人案件执行情况。”这是
快执团队对公众作出的承诺。成立以
来，该团队共受理执行案件 2903 件，
完成财产查控等常规工作的案件约
2660件，已执结案件804件，实际执结
449 件，占同期实际执结案件的 31%，
实际执结案件的平均办案期限为20天。

思明法院深刻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
改革是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诉
讼服务领域，需求一侧便是人民的多元
司法需求，这意味着法院应首先关注群
众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扩大有
效供给。经过努力耕耘，该院出台了

10 多项调解速裁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
定，形成了高效的调解、速裁供给格
局。

2017 年 7 月 25 日一早，小樱来到
杨建伟法官调解工作室递交诉前调解申
请书。原来，小明和小樱新婚不久就因

傅远平说：“在开始推行分调裁
机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人员
的管理问题。分调裁改革中，各业务
口都要成立自己的快审团队，这些团
队如果分散在各庭室单兵作战，将不
利于整个机制的搭建和协调，现有的
管理模式必须作出改变。”

思明法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
论证，决定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将
多元化解、民事速裁、刑事快审、执
行快执和诉讼保全团队等前移，成立
诉讼中心。

诉讼中心以诉讼服务为端口，以
案件分流化解和审执服务为输出，集

“大服务、大分流、大调解”于一
体，内设三大分中心。其中，诉讼服
务中心涵盖了立案、信访、便民等对
外服务职能；多元化解繁简分流中心
负责多元化解、分流速裁、快速执行

及诉讼保全等工作；审判执行服务中
心涵盖了包括司法鉴定、司法统计、
信息开发在内的所有审判、执行辅助
工作。

“诉讼中心就像‘超级中枢’一样
统筹协调繁简分流、诉讼服务、审执辅
助事务等各项工作。”傅远平介绍，“中
心通过扁平化的管理，减少行政化的
管理流程，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依托“大服务”模式的综合平
台，让群众体验全方位的诉讼服务，
也让法官回归审判执行主业；借助

“大调解”格局的解纷合力，大量纠
纷矛盾化解在审判之前；经过“大分
流”模式的层层过滤，34%的民事案
件、60%的刑事案件、全部的执行查
控和近三分之一的执行案件在诉讼中
心内部流转消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
合，诉讼中心的运行已经步入正轨。

破茧：成立诉讼中心

耕耘：调解速裁满足多元需求

种种矛盾而决定离婚。双方虽一致同
意协商离婚，但却因 20 万元彩礼而
产生了矛盾，无奈之下诉至法院。根
据案件的特点，工作室决定采用人民
调解和法官调解“双联合”的方式进
行调解。人民调解员发挥其“人熟、
地熟”的优势，安抚双方情绪；法官
则从法律的角度给出专业的意见，向
当事人释法说理。在人民调解员和法
官的共同配合下，双方最终达成协
议，小樱当场退还彩礼 12 万元，并
归还全部黄金首饰。

多年来，思明法院坚持多元共
治、源头化解，依托诉调对接平台，
强化诉调对接、调解前置等多项创新
机制，将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物业
服务以及诉讼标的额在 30 万元以下
的简单合同案件关口前移，积极引入
社会力量联动调解，主动争取区委区
政府支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各方参与、司法保障的多元化
解机制，与区司法局共同成立多元调
处工作站，开展“五元”调解工作。
另外，该院还参与组建 22 个特邀调
解组织，搭建包括道路交通事故一站
式调处、物业纠纷诉调衔接机制、消
费纠纷调处联动机制、保险纠纷四方
确认机制、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在
内的 12 个行业调处衔接机制，确保
案件精准对口快速调处。2016 年，
思明法院被确定为福建省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

今年以来，思明法院又在纠纷程
序的供给上狠下功夫，除了在民事调
解速裁上为当事人提供多元选择，还
在刑事、行政方面大力推动速裁程序，
拓宽了解纷渠道。

2016年 12月 7日，思明法院正式
实施《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行政案
件速裁暂行规定》，率先在福建省内推
行行政速裁机制。据行政庭庭长王叶
萍介绍，适用速裁程序有三大优势，即
快速、灵活、便捷，能够避免案件久拖
未决，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办案过

程也着力减轻各方当事人的讼累，让
当事人一次到庭就可以完成诉讼。

2017年5月，思明法院又出台《刑
事案件繁简分流暂行规定》，从刑庭抽
调若干名员额法官和辅助人员，组建
刑事快审团队，审理简易公诉案件。

2017年 7月 13日，思明法院适用
速裁程序集中开庭审理了6件轻微刑
事案件。庭审中，法官仔细询问了被
告人对犯罪事实、量刑建议及适用速
裁程序的意见，也充分听取了公诉人、
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最终陈述后，
法官当庭宣判，6 个案件从受理到审
结仅历时24小时。

“简案快办、难案精审是设立刑事
快审团队的初衷。”刑事快审团队的负
责人介绍道，“现在快审团队已经步入
正轨，速裁案件的案均审理时间约 5
日，100%当庭宣判，60%的案件在快审
团队得以消化。”

在审判实际中，思明法院巧妙运
用“法官智慧+信息智能”，在法官前
期确定案件法律要素、统一案件裁判
尺度、制作庭审模板的基础上，利用信
息技术智能生成法律文书，帮助同类
型系列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极大地提
升了办案效率。

思明法院结合刑事审判特点研发
“智行”刑事审判办案系统，系统可自
动从检察院移交的起诉书中提取关键
信息，智能生成案件数据库和与刑事
审判相关的20种司法文书，准确计算
刑期，通过流程图完整呈现案件各个
审判节点的数据。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思明法院试
行“交通事故智审系统”，创先采用庭
审记录智能化、文书生成智能化、自动
生成赔偿计算表等技术，文书撰写时
间较传统方式可以缩短 60%至 70%。
该院还在信用卡、物业服务合同、商品
房预售合同逾期交房等简单案件中积
极试行表格式、要素式等简式裁判文
书，不仅节约了文书制作时间，而且更
清晰易懂、易被当事人接受。

盛方奇 制图

思考：案多人少怎么破？

以往“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无
法从本质上化解案多人少难题，思明法院探
索、创新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向改革要生产
力

思明法院深刻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改
革是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由之路，出台了 10
多项调解速裁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定，形
成了高效的调解、速裁供给格局

耕耘：调解速裁满足多元需求

破茧：成立诉讼中心

思明法院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多元
化解、民事速裁、刑事快审、执行快执和诉
讼保全团队等前移，成立诉讼中心，以诉讼
服务为端口，以案件分流化解和审执服务为
输出，集“大服务、大分流、大调解”于一
体，内设诉讼服务中心、多元化解繁简分流
中心和审判执行服务中心三大分中心，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思明法院从审判辅助事务切入先行先
试，在诉讼、执行方面不断深入，出台 21
项配套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四大诉讼程
序并行的分流诉讼体系，走出了一条改革
的新路径

探索：从繁简分流开始

雷晓明：本院受理原告王玉蓉诉被告雷晓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167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雷晓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偿还原告王
玉蓉借款本金58200元及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孙平、孙福乾、张宗英：本院受理原告岳洪波诉被告孙平、孙
福乾、张宗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渝0230民初1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孙平
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偿还原告岳洪波借款本金16万
元及逾期利息；二、被告孙福乾、张宗英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余小洪：本院受理原告王勇诉被告余小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
2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余小洪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
日内支付原告王勇工程款54399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3日起
以未付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至工程款清偿时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蒲天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
行诉被告蒲勇、蒲天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蒲勇、蒲
天文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偿还295817.66元
及利息、复利、滞纳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对
被告蒲勇所有的渝GQ7199号东风日产牌车辆拍卖、变卖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黄华娟、刘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丰都支行诉被告黄华娟、刘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115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黄华娟、刘云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
支行偿还246592.48元及罚息、复利；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丰都支行对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一支路88号4幢1单
元3-6（306-2015-10503）房屋折价款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廖桂友：本院受理原告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廖桂友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230民初
18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廖桂友签
订的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内部承包养殖责任书；廖桂友赔偿重庆
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头牛的损失4862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遵化市昊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1
张，号码为30900053 27313806，签发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诸城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10月18日，出票人为山东泰瑞汽车机械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诸城市盛和机械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200 000.00元，
持票人为申请人遵化市昊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州润安商贸有限公司因丢失由浦发银行济南分行签发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600051/21220115；出票人为齐鲁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济南鲁兴包装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德州泰鼎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金额为10804.3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14
日;到期日为2017年10月14日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张旭廷、王柯：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光诉被告张旭廷、第三人
王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于2018年2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122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于建伟、彭正书：本院受理原告泸州市富泓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重庆渝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建伟、彭正书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已经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了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民事诉讼当事人
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袁国玉：本院受理原告左小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须知、廉政
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熊海燕、谭勇强：本院受理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诉
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423法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君和顺混凝土有限公司、孙振奎：本院受理异议人洛
阳佳一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追加第三人孙振奎为本案被执行
人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 执异
25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
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未复议的，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丛宏臣：本院受理刘淑荣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申
请人刘淑荣申请执行（2015）伊民商初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0702执31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被执行财产申请表。并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重庆协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陈矫、重庆古华畜产股份有限
公司、刘婧如、冯达秀：本院受理（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043
号原告重庆钟图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协润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陈矫、重庆古华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刘婧如、冯达秀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
00043号诉讼费催缴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诉讼费催缴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请你们于收到该通知起7
日内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缴纳诉讼费173494元（大
写：拾柒万叁仟肆佰玖拾肆圆整）。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无锡锦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9月30日裁定受理了对债务人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为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月14
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西环路868号双桥868商务楼3楼，联
系人：张范文，联系电话：0512-68257031-8258、17715158356)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交债权申报书
及有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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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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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25日13时30分在江
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灵峰村村民委员会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身份证明(单位应提供营
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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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因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现无其
他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裁定终结吴江新永联纺织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28日，本院根据天津工程机械经贸总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的天津工程机械经贸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天津工
程机械经贸总公司依法宣告破产后，破产管理人依法对破产人进
行了清算。经本院准予执行的天津工程机械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分配完毕，并已对破产清算进行了审计，已符合法定终结破
产程序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裁定终结天津工程机械经贸总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2017年7月7日，本院根据债权人黄刚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嘉
善景文百货罗星商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管理人仅接收到
债务人相关人员移交的现金及银行卡合计900余元，未发现其他破产
财产。债务人的财产已明显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嘉
善景文百货罗星商厦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宣告条件。现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本案
破产费用，本案应终结破产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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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裁定宣告嘉
善景文百货罗星商厦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嘉善景文百货罗星商厦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4日（总第7180期）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