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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虐老”亟须法治亮剑

11月29日，有关安徽省灵璧县尹西
敬老院虐待老人的音频在网络上流传。
根据爆料，该敬老院有多名老人涉嫌被
虐待。最新消息是，灵璧县民政局通报
称，敬老院院长王为前工作作风简单粗
暴，缺乏关爱之心；违反工作纪律和账务
管理制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决定免去
其院长职务，并解除其聘用合同。

近年来，有关虐老行为惩治的相关
法律已出台了不少。2013年7月起施行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歧视、侮辱、虐
待或遗弃老年人以及其他侵犯老年人合
法权益行为的养老机构，由实施许可的民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而刑法修正案（九）则新增设了虐待被
监护、看护人罪，犯该罪的，将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现实中，养老院虐老事件时有发
生，最终追究刑责的并不多见。这里除了
法律执行上的欠缺，也与社会对于虐老事
件的行为性质仍未建立足够的法律认知
有关。王为前身为院长却虐老，目前只是
被解除聘用合同，不该是处理的终点。

联合国官网曾发文指出，目前虐待
老人这个话题虽然日渐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关注，但它仍然是国家调查中最少被
调查的暴力类型之一。

如果我们不从制度层面重视对虐老
行为的预防和惩治，虐老现象很可能成
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个大缺口。这次
事发的养老院，在农村基层养老院中具
有代表性，对这个层面的养老机构在管
理规范和专业性上的失范，不应该掉以
轻心。

我们要重视虐老事件滋生的苗头，
及时调查、严肃处理、惩前毖后，避免“个
案”发展成一种“现象”。 ——朱昌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谈（16）

人民法院要坚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责任
感、自觉性；坚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工作实践，实现法院全面建设跨上新
台阶；坚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发挥领导干部的创新引领作用。

在依法治国新征程中贡献力量
顾伟强

短评

微言大义

观点

法治时评 ▷▷

首例“笑气”公诉案的破冰意义
张玉胜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官告民”力促教育扶贫
刘 勋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
潮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

“学习十九大、宣传十九大、践行十
九大”为主题，通过“收听收看及时
学，组织传达集中学，原原本本系统
学，联系实际深入学”的方法，全面
准确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要义要旨实质，自觉用其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紧紧围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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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人民法院建设走向更高水平和持续高
效发展。

一要坚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
一思想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责任
感、自觉性。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就是
要在学懂弄通、真懂实信上下功夫，
切实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行
动，维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权威。
笔者认为，要做到三方面的要求：一
是把握主题，切实增强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性。党的十
九大是在党和国家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启新征程的一次大会。大会主题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我们要牢牢把握主题，始终高举旗
帜，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坚持党的路线、制度
和纲领，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
动上坚定不移。二是抓住根本，切
实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性。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共产
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心血，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构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我们必须

坚持理论结合实践，充分认清这一
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
值，倍加珍惜、坚持和发展这个理
论体系，确保法院建设的正确方
向。三是严守纪律，切实增强维护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权威的自觉
性。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全党
意志，反映了全国人民意愿。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举
旗定向、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
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
局面。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
心拥护。我们坚信在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这艘航船一定会乘风破浪，
胜利到达成功的彼岸。

二要坚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
导工作实践，实现法院全面建设跨
上新台阶。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
是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凝聚智慧力
量，指导工作实践，推进法院建设
质效取得新局面、实现新跨越。一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紧紧抓住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法
院工作发展不平衡、保障群众权益
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提升审判管理
水平，改进诉讼窗口服务质量，确
保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优化审判
资源配置，坚持人员向办案部门倾
斜，落实院庭长办案要求，推进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以缓解办案压
力。组建案件督导办公室，落实合
议庭办案责任制，确保“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落实。打

赢执行攻坚硬仗，满足人民群众多
元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
的方式感受公平正义。二是积极投
身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不断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同司法体制改革贯通起来，从
人员配置、权力运行、管理监督、
配套保障、考评激励五个方面，推
进法院改革，聚焦改革核心环节，
出台 《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办
法》《合议庭运行工作规定》《民商
事案件审理规范》 等制度。建立法
院诉调对接中心，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推进民
商事案件“1+3”庭审方式改革。着
力解决过去一直在想却没有想明白
的困惑，解决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三是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加快推进“数据法院”“智慧法
院”建设。党的十九大指出要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法
院系统就是要发挥现代科技对司法
工作的支撑作用，运用司法管理大
数据，建成服务平台，完善法官办
案智能辅助系统 （C2J）、裁判文书
智能分析系统、监狱远程审判系统等
平台。发挥网络服务作用，实现网上
立案、网上缴费、网上质证、网上庭
审、网上送达功能。开展与相关专
业领域公司的深度合作，完善庭审
录音转换系统升级推广，减轻一线
办案压力，提高案件质效。

三要坚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引向深入，发挥领导干部的创新
引领作用。

法院各级领导干部是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组织者、推动者

和实践者，要坚持学在前、用在先，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推动法院建设创
造新的业绩。一是进一步振奋精神状
态。各级领导责任重大，必须振奋精
神，增强事业心、责任感，时刻以党
和人民的司法事业为重，保持昂扬向
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时刻保持
豁达之心、公仆之心、律己之心，树
立领导干部良好形象。自觉以党章、
党内生活准则为根本，开展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教育，引导法院干警遵守
政治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坚守“底
线”、不碰“红线”。二是进一步提升
能力素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实
现这个使命，必须强化能力素质，不
断完善自我，提升政治素质、理论素
养和领导能力，做到正确决策，破解难
点问题，推动法院建设。始终做到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学风和顽强的毅
力，在推进重大案件审判、处置群体
性事件等重大任务中锻炼自己，使学
习实践的过程成为积累知识、丰富经
验、增长才干的过程。三是进一步改
进工作作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良好的作风是保证，各级领导干
部要高度重视抓好班子成员和党员干
警的作风建设，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
最不满意的地方往往是司法作风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领导干部要切实转
变工作方式，改进学风、会风、文风，
始终把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完成审
执中心任务上，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履职
尽责，依法公正审理各类刑事、民事、
行政案件，让每一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
历史检验。坚持以人为本，真诚倾听基
层呼声，真心关心干警疾苦，调动基层
干警工作积极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
进法院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创新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

对于出售“笑气”以“非
法经营”提起公诉，势必会为其
后的乱象治理提供模板，且有助
于对“笑气”货源的源头把控，
打响了依法惩治的“第一枪”。

据报道，11 月 27 日，浙江省云
和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
罪，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殷某向云
和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林某等人
涉嫌非法经营的是“笑气”。这也是
全国首例“笑气”公诉案件。

“笑气”是一氧化二氮的俗称，
是医用麻醉剂，有轻微的麻醉作用。
过量吸食“笑气”，不仅会引发精神
疾病，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数据显
示，美国每年就有 100 多人因滥用

“笑气”而死亡。在我国，近年来
“笑气”已风靡各地酒吧、KTV等娱
乐场所，成为最时尚最流行的消费
品，甚至被吸毒人员当作毒品的替代
品。杭州、宁波等地医院今年也接诊
到因吸食“笑气”而发疯和因吸食成
瘾导致瘫痪的病例。尽管“笑气”的

“毒性”堪比毒品，但治理却一直呈现
盲区。云和县检察院首次以涉嫌非法
经营罪对出售“笑气”者提起刑事诉
讼，无疑是打响了依法惩治的“第一
枪”，其破冰意义值得关注。

“笑气”滥用但缘何却治理滞后，
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
据。我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并
没有把“笑气”列入麻醉药品或精神
药品的管制目录，只是将其作为普通
的化学品列入了 《危险化学品目录》，
由安监等部门负责对“笑气”的生
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实施安全监
管，将“笑气”列为“毒品”打击尚
无法律依据。而对于“笑气”的民用
层面，各地也只是以行政性手段或地
方性条例责令商家下架。不能入刑的
低违法成本，恐难以阻止吸食“笑

气”现象的蔓延。
围观发生于云和县的这起“笑

气”公诉首案，最大看点就在于其对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系统性解读和践行。
鉴于“笑气”明明“有毒”却并未归入

“毒品”管制的立法现实，面对吸食“笑
气”致人精神失常或肢体残疾的悲剧现
实，云和警方没有拘泥于过往惯例，没
有听任“笑气”乱象的愈演愈烈，而是
主动出击、勇于担当，千方百计为“笑
气”治理寻求法律支撑，并主动与安
监、检察、法院等部门沟通协调、共
谋良方。

国务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
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

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笑气”既
然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其经营
就需得到安监部门的经营许可，否则
就涉嫌非法经营；再结合刑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三十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笑
气”治理就有了系统完整、彼此衔接
和相互印证的法规链条。

尽管“笑气”公诉案的司法依据
并未涉及“吸食”环节，但以“非
法经营”提起公诉，势必会为其后
的乱象治理提供模板，且有助于对

“笑气”货源的源头把控。而随着这
起 案 件 的 公 诉 ， 或 可 对 依 法 围 剿

“笑气”的立法完善产生警示、倒逼
效应。

能否为易走失人群建立信息库

86岁老人3年走丢上千次，一个民
警一天发现5个走丢孩子。近日，重庆市
沙坪坝区警方梳理 110 报警信息时发
现，老人和孩子已成为易走失人群，尤其
是独居老人。

据相关调查显示，全国每年走失老人
数万人。老人走失，让家人心急如焚。一些
走失老人在民警的帮助下，最终平安地
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但也有一些走失老
人因此而遭遇不测，成为家人心中永远
的痛。

面对“一年数万老人走失”的严峻问
题，需要每个家庭和政府部门共担责任，
牵着老人的手，把他们安全送回家。首
先，子女们要多尽些心，平时多抽出时间
陪伴老人，及时了解老人身体及心理情
况。可以为老人购买佩戴定位手表等智能
产品，或者让老人随身携带写有家庭住
址、子女电话等个人信息的卡片。

同时，防止老人走失，更是社会大
事，需要有关部门积极介入，建立长期有
效的防范机制。据报道，哈尔滨日报报业
集团曾联合有关机构和社会力量启动过
一项大型公益活动——“守护·易走失人
群关爱行动”，为易走失人群建立信息
库，设置专门群组，同时成立专门的志愿
者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咨询以及其他社
会化服务。

为易走失人群建立信息库，值得推
广。笔者以为，如果由警方来牵头建立易
走失人群信息库，效果会更好，且刻不容
缓。一旦警方发现走失者，即可从备案信
息库中比对照片等信息，就能以最快的
速度找到走失者的家属。

——盛 会

2017年8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截至2017年10月31日，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的资产总
额为200，054.95元，负债总额为28，162，420.05元。本院于2017年11月
23日依法裁定确认广州市鸿翔实业有限公司等6位债权人的债权共计
25，912，213.57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
定，现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也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管理人申请
本院宣告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破产，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裁
定宣告广州市番禺区机电设备厂破产。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截至2017年10月31日，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的资产总额为
113，833.73元，负债总额为263，414，428.18元。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
依法裁定确认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等3位债权人的
债权共计170，543，498.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规定，现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也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管理人
申请本院宣告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破产，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
裁定宣告广州市番禺珠江铝材厂破产。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依法裁定受理河南响当当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0月31日指定河南卓通律师事务所、河南先利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公司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与八龙路交叉口府西雅园1号楼10楼南14室，
邮政编码：461000，联系人：李涛，联系电话及传真0374-3331788、
15836553333）书面申报债权。未在上述申报期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程
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本院定于2018年3月16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地点：河南省许
昌市建安区镜水路与魏庄街交汇处）。依法申报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破产一案。并于2017年10月27日

指定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为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15
日前，向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吉林
省敦化市南环城路316号吉林冠宁律师师事务所；邮政编码：133700；联系
电话：0433-6301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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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吉林省沃德热能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资产。本院定于2018年2月8日上午9时在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执
行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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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吉林]敦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乳山裕荣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9日裁
定受理乳山裕荣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山东中立达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地点：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商业街东段华隆商厦4
楼 ；邮 编 ：264599；联 系 电 话 ：18563131276、13371156599、
15588412789；联系人：于洋，宋杰，金芳蕊）。债权人应自2018年1月
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乳山裕荣
食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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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2月6日9时在乳山市人民法院
九审判庭（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胜利街46号）召开。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
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3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债务人山东敬兰酒店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并通过随机方式指定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地址：
威海市统一路409-1号201室中小企业局院内二楼，办公室联系电话：0631-
5289845，联系人：王军华、郝立英，手机15662378190）。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点同上。债权申报须知及申报格式文本，请
到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网站www.rongweilawyer.cn公告栏查

阅、下载。山东敬兰酒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威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大楼七楼召开。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肥城润苑商砼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15日裁
定受理债务人泰安市润和置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同时指定山东同成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25日之前向泰安市润
和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肥城市工业一路142号明瑞嘉园
小区幼儿园二楼；联系人：陈兴国；联系电话：13105382103）申报债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泰安市润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年2月2日9时在肥城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
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3日，本院根据展唐通讯科技（上海）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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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展唐通讯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裁定受理了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上海浦东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13日指定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上海浦东公司管理人。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
上海浦东公司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上海市陆
家浜路804弄28号，联系人：李佳敏，联系电话：13918125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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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上海浦东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4月11日
14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611号本院第8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高强灵的申请于2017年7月28日裁定受理理
县文泰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7月28日指定四川众益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文泰
公司的管理人。2017年11月9日，本院根据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
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胡允局的申请裁定理县文泰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 [四川]理县人民法院

2013年7月8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截至2013年7月8
日，债务人资产总额86954422.9元，负债总额141010250.38元，资产负
债率为162.17%。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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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裁定
宣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7年5月11日，本院根据天津市计算机租赁供应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天津市计算机租赁供应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
至2017年8月31日，天津市计算机租赁供应公司资产总额24076.25
元，负债总额2400000元，资产负债率9968.33％，已构成资不抵债。本
院认为，债务人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符合法定的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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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裁定宣告天津市计算
机租赁供应公司破产。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州雀联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1月23日裁定受理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担任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案的管理人。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月4日前，向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
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长兴县龙山街道金陵北路281号兴云大厦四
楼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 401 室；邮政编码：313100；联系电话：
15067213097）。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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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
快向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月11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第20号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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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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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7
日裁定受理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银
湖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清算案的管理人。浙江三志纺
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月5日前，向浙江三志
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长兴县经
济开发区陆汇路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办公楼；邮政编码：313100；联系
电话：18767242590、18767293327）。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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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尽快向浙江三志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第20号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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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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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7）粤0183清申1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依法对广州市联广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并于2017
年8月15日作出（2017）粤0183强清决1-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天驰君泰（广
州）律师事务所（钱少武）担任广州市联广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有关债权人于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广
州市联广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归还
财产。如有其它与广州市联广商贸有限公司相关的事宜，也请与清算组联系。
清算组联系方式，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广晟大厦2102；联系人：钱
少武，电话：13926054362/020-38331670；传真：020-38331690；电子邮
箱：qsw@tiantailaw.com。 [广东]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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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是扶贫攻坚中最能
实现根本脱贫的措施，让“扶贫
先扶智”不成为一句口号，遏制
贫困地区的辍学现象必须成为扶
贫工作的着力点。

近日，云南首例因辍学引发的
“官告民”案件，在该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啦井镇
新建村公开审理。据了解，为依法维
护适龄少年儿童享受义务教育权益，
啦井镇人民政府将5户学生家长告上
法庭，要求依法判令学生家长立即送
子女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根据宪法规定，接受教育既是公
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能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剥
夺他人的受教育权，接受教育更是公
民的法定义务，所以说家长也没有权
利让孩子辍学，既不能教唆子女辍
学，更不能强迫其辍学。在某些经济
贫困地区，不少群众认为子女是否接
受教育属于家庭的私事，就会以家庭
困难、成绩不好等理由教唆或强迫子
女辍学，大量事实证明，教育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方式，无论是
从社会发展还是个人利益，都不应该
放任辍学现象发生。

毋庸置疑，家长对未成年子女辍
学与否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不少
贫困地区的群众并不知道“不让孩子
上学是违法”，也不知道接受教育的
重要意义。因此，阻止未成年学生辍
学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
容。啦井镇为阻止未成年学生辍学，
没有流于形式、止于口号，而是直接拿
起法律武器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学
生家长立即送子女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其行动坚决明确，让人看到地方政
府的责任与担当，如果地方政府例行
公事地批评批评、挽留挽留，也无可
厚非，但是实际效果将大不相同。

法院受理镇政府起诉5户学生家
长案，就是要发挥司法机关对社会风
气、群众观念的引领作用，为了进一
步扩大引领作用，法院特地将法庭开
到了啦井镇新建村，也就是直接将法
庭设在辍学未成年人的家门口，让这
些未成年人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
来接受法治教育。法庭开到群众当
中，不仅能够更贴近群众地宣传法律
精神，还能制造“不读书不光彩”的
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在以熟人社
会为基础的农村地区最具杀伤力，在
舆论的倒逼之下，家长就不好意思让
子女辍学，这比政府简单地劝说要更
加有效。

教育扶贫是扶贫攻坚中最能实现
根本脱贫的措施，让“扶贫先扶智”
不成为一句动人的口号，遏制贫困地
区的辍学现象必须成为扶贫工作的着
力点，扶贫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必须抓住导致贫困的思想认识问题、
精神懈怠问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来解决辍学问题。某地区的适龄少
年儿童辍失学率居高不下，就说明当
地群众对知识力量的认知不足，对

“读书无用论”推崇备至，那么拼搏
进取的精神自然就贫乏，贫困的代际
传递就很难改变。

当道德情感、说法道理无法改变
对教育的漠视之时，就必须让法律的
强制性来匡扶思想道德，希望更多的
辍学儿童家长被政府告上法庭，真正
让“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认识深
入人心，成为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道
德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