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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3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纳入司法程序中来，具有历史意
义。作为一项诞生并不久的程序，在适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为此，吉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结合法理论证和实务需要，对相关审理程
序环节的设置及优化提出建议。

之又慎，不但要依据诊断意见，还要调
查当事人的社区、村委、家庭等实际状
况，必要时要参考其意见。

情况
1.案件受理情况。
2013 至 2016 年吉林省法院共受理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申请被强
制医疗类案件 146 件，各年份案件数量
分布比较平均，其中决定对被申请人进
行强制医疗的 141 件，驳回强制医疗申
请的 4 件，申请机关主动撤回强制医疗
申请的 1 件。作出决定对被申请人进行
强制医疗的案件占总体案件的
96.58%。受理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案件
23 件，其中解除强制医疗决定并责令
严加看管的 20 件，决定驳回申请继续
强制医疗的 3 件。
2.审理方式情况。
强制医疗案件全部由合议庭作出裁
决结果。其中法律援助代理的比例占据
绝大部分，比例为 76.71%，律师以委
托 行 使 代 理 权 利 的 比 重 仅 占 12.33% 。
公开开庭审理 83 件，不公开开庭审理
21 件，不开庭审理 42 件。
3.被申请人情况。
一是被申请人年龄构成情况。被申
请 人 中 年 龄 最 小 的 20 岁 ， 最 长 的 77
岁。20 至 29 岁的为 18 人，占总人数的
12.33%；30 至 39 岁的为 50 人，占总人
数的 34.25%；40 至 49 岁的为 56 人，占
总 人 数 的 38.36% ， 50 至 59 岁 的 为 16
人，占总人数的 10.96%；60 岁以上的
为 6 人，占总人数的 4.11%。（见图一）
从医学精神病学角度看，精神病多
在青壮年时期显病，有的间歇发作，有
的持续进展，并且逐渐趋于慢性化，如
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愈发严
重，在样本中也清晰体现出这一特点。
相较于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30 至 50 岁
的精神病人更容易因精神症状的影响而
违法犯罪，其原因就在于其精神疾患的
严重程度往往重于年轻患者；而 50 岁
以上的人数量较少并不能证明随着年龄
的增大使得精神症状减轻，可能是由于
长期的病痛折磨使得精神病患者身体机
能衰退，其体力已不足以造成刑法应当
加以规制的严重侵害。
二是被申请人性别及文化职业构成
情况。性别方面，被申请人中男性占绝
大 多 数 ， 为 125 人 ， 占 总 人 数 的
85.62% ； 女 性 为 21 人 ， 占 总 人 数 的
14.38%。文化程度方面，文化程度较低
的被申请人占据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文
化 程 度 的 为 136 人 ， 占 总 人 数 的
93.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 10
人，占总人数的 6.85%，其中最高学历
为研究生，仅一人。职业方面，无业和
从事社会协作性较低的职业人数也占了
绝大部分，人数为 141 人，占总人数的
96.58%；从事工人等社会协作性较高职
业的人数为 5 人，占总人数的 3.42%。
（见图二）
146 名被申请人中约 75%患者生活
在乡镇以下的农村，这也符合强制医疗
被申请人农民多、男性多、中年多、文
化低的总体特点。
三是被申请人治疗及鉴定情况。据
不完全统计，146 名被申请人中只有 29
人在案发前经过相应医疗机构的诊断，
而 经 过 长 期 住 院 治 疗 康 复 的 仅 有 12
人，占比 8.22%。在没有相应历史诊断
或治疗的病史记录情况下，在合议庭成
员不具备专业知识情况下，对被申请人

三、完善强制医疗案件审理
的建议

图一：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年龄构成情况

图二：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性别及文化职业构成情况
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法律适用的条件基本
上只能依赖鉴定机构的结论，这也是困
扰司法机关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最大困
难所在。对被申请人进行刑事责任能力
的鉴定机构在分布上出现了非常集中的
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案件的刑事责任能
力鉴定由吉林省公安厅安康医院和吉林
省神经精神病医院作出，为 116 件，占
总数的 79.45%。
4.违法行为情况。
受 理 申 请 强 制 医 疗 的 146 件 案 件
中，被申请人的行为所涉及的罪名主要
为：绑架罪、盗窃罪、妨害公务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
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寻衅滋
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
中涉及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案件
较多为 91 件，占 62.33%，涉及其他罪
名的案件则较少。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
直接或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 51
起，重伤结果的 16 起，轻伤及轻微伤
结果的 59 起，限制人身自由 1 起，造成
财产损失 35 起。

二、强制医疗案件中存在的
问题
1.重形式轻实体。
在申请强制医疗的 146 件研究样本
中，阳性样本数量达到 141 件，即决定
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医疗的为 141 件，
阳性率达到了 96.58%。从裁判文书来
看，法院作出的裁定基本是按照检察院
公诉意见办理的，对于合议庭履行查明
基本违法事实，查明被申请人的刑事责
任能力，查明被申请人是否仍具有社会
危害性的法律任务来说过于形式化。
2.权利保障不足。
146 件研究样本中，不开庭审理占
比 达 28.77% ， 14 件 没 有 诉 讼 代 理 人 ，
占比达 9.59%。对于既能够保障被申请
人各项诉讼权利又能保障其隐私权的不
公开开庭审理形式采用的比率不高。
3.专业知识缺乏。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审理强制医疗

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
法定代理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到场。而鉴
定人并没有在一般刑事审判中相应的出
庭义务，这就造成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
过程中医学相关问题均由合议庭一力查
明，被申请方也无法就专业问题向鉴定
人员质证。而合议庭通常由法官和人民
陪审员组成，在不专门吸纳专业人员作
为人民陪审员的情况下，合议庭成员并
不具有精神疾病领域的专业知识。正是
这种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审判流于形
式，难以对被申请人的真实状况进行实
质审查。
4.程序机制不健全。
集中体现在三个问题：一是程序流
转不明确，部分强制医疗案件是由普通
刑事案件转化而来，原审发现被告人可
能存在不负刑事责任情况，这样就需要
启动强制医疗案件程序，经审理后如果
当事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担负相应
刑事责任能力，这样还要回转原普通刑
事案件，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可能造成
不同法院不同做法。二是被害人以及亲
属、代理人等诉讼地位不明确，仅可以
申请旁听庭审或者参加有关司法机关问
询之外，对案件相关信息了解不充分。
三是鉴定机构或专业机构参与庭审程序
不明确，由于强制医疗案件本身的特殊
性，合议庭对鉴定意见高度依赖，而法
律没有明确相关出庭义务，也导致庭审
对于审理案件事实、证据采信等的中心
作用弱化。
5.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不清。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
释，判断被强制医疗人员是否应解除强
制措施的标准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
虽然裁判意见都按照是否具有人身危险
性作出了法定裁决，但是实践中困扰法
官的标准问题比较突出，尤其从医学角
度讲，现在医学水平还不足以对精神类
疾病达到彻底治愈的效果，而只能是控
制，病情稳定后需要后续长期服药，复
发的概率也比较大。所以，作出肯定意
见后承办合议庭、法官担责心态较重，
司法实践中，合议庭、法官基本上是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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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裁判文书

1.严格强调程序合法。
没有程序正义为支撑的实体正义是
脆弱的，在司法审判中程序合法性是实
体合法的基础和保障。在强制医疗案件
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只有严格强调程序
合法性才能在审判中保证被申请人享有
充分的诉讼权利，保证被害人及其家属
充分享有诉讼参与权，才能在保证证据
合法的前提下认定正确的客观事实，进
而保障被申请人的人权不会受到强制医
疗制度的非法剥夺。
2.明确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落实
以不公开开庭为主审理形式。
在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开
庭审理对于保障被申请人的各项诉讼权
利的行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被
申请人绝大多数均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
疾病，这种健康状况信息非常私密，涵
盖在公民的基本隐私权的一般范围之
中，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当向社会不特定
主体公布，否则会对被申请人的基本生
活造成可以预见的严重侵害。故而，司
法审判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根据
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公开开庭审理
的形式基本可以做到两者的兼顾，是一
种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
3.审判更加实质化。
合议庭应当在充分质证的基础上对
被申请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进行独
立判断，
对于确实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
能的，
被申请人即使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判决其不负刑事责
任并且不作出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
而不应当仅仅依据鉴定意见作出形式化
的结论。具体而言，
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积极尝试：
第一，
通过和地方人民代
表大会进行沟通，
吸纳一批具有专业知识
背景的相关领域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
与庭审；
第二，
充分保障被害人获得辩护
的权利，
鼓励被申请人自行委托律师参与
诉讼或要求法律援助律师对案件进行更
加深入的辩护操作；
第三，
积极探索鉴定
人作为证人出庭参与质证的可能性，
使得
合议庭充分了解被申请人的精神疾病病
情和刑事责任能力情况。
4.缩短诉讼流程。
针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
仅在法院对检察院的申请进行审查和作
出决定后交付执行的程序中设定了期
限，对于其他诉讼程序则没有更加严格
的时间限制。并且因对被告人作精神病
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进一步使
得强制医疗案件的审限趋向于宽松。而
一些精神疾病病程短，通过短时间的住
院治疗即可以达到治愈标准或消除社会
危害性，诉讼流程的拖延会造成被申请
人长期处于被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状
态，或者造成法院虽已作出决定但实际
上已经没有继续进行强制医疗必要的局
面，影响法院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建议
司法机关针对强制医疗相关的案件从快
审理，在保证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尽量减
少诉讼流程拖延对于被申请人造成的不
利影响。
（课 题 组 成 员 ： 邢 咏 李 忠 义
敬晓清 孙 妍 吕洪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28日（总第7224期）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内07民初40号民事判决。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神木县金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陕西巨能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张剑波、贾宏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神木县大柳塔支行与被告神木县凯悦能源有限公司、神木
县金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陕西巨能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
剑波、贾宏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陕 08 民初
15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准许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神木县大柳塔支行撤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 96878 元，减
半收取 48439 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县大
柳塔支行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郝正强：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马小文与被上诉人郝正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陕
08 民终 2356 号民事裁定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领取地址：陕西省榆林市高新开发区长兴路
205 号），逾期则视为送达。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通洪：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昌支行
诉你（2017）渝0153民初4343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153民初434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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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叶延华：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昌支行
诉你（2017）渝0153民初4348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153民初434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最早建立值班律师
制度的试点城市，福建福州、厦门积极探索创新，取得
了积极成效。为深入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
中值班律师制度试行情况，
及时总结地方经验，
研究解
决存在问题，
推动相关立法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成立课
题组对此进行了调研。

一、试点开展情况

——吉林高院关于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强制医疗案件审理基本

调 研 精 粹

截至 2017 年 9 月，福建在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
作站 64 个，法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44 个，检察院设
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12 个。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4097 人次。
1.协调配合顺畅。福州台江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
机关联合出台《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
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试点已实现值班律师全覆盖。厦门集美法院
积极协调，
率先实现值班律师在公、
检、
法三机关驻点。
2.经费落实到位。福州福清、厦门集美等地积极
争取当地党委支持，
落实相关经费保障，
按件或按日发
放办案补贴。
3.权利保障充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关键在
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保证认罪认
罚的真实自愿性。福清法院协调有关单位，明确赋予
值班律师“准辩护人”地位，保障值班律师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单独会见、直接沟通的权利。
4.考核标准严格。通过对法官、检察官、被告人的
反馈调查，将值班律师工作情况与律师评级、资格年
审、办案补贴挂钩。

二、存在问题分析
1.职能定位亟须明确。根据相关试点文件，值班
律师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两种不同的身份，承
担不同职责，值班律师提供的是初期的、即时的、高效
的法律帮助而非辩护。值班律师必须对检察机关定罪
和量刑建议提出意见，但是否享有阅卷权并未明确。
而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律师恐怕无法全面了解案情
并对定罪量刑建议提出专业有效意见。
2.补贴标准有待提高。虽然法律帮助是广义的法
律援助，
但毕竟是新提法，
在没有明确细化标准的情况
下，地方协调财政经费预算有时比较困难。即便强力
推进协调下来，补贴标准相比法律援助律师仍然较
低。因为待遇不高所以无法吸引更多的律师参与。
3.工作衔接不够顺畅。由于值班律师一般系轮流
值班，
对于某一名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来说，
值班律
师不具有一对一的确定性。值班律师不能全程连贯提
供服务，
一定程度影响法律帮助质量，
同时也会增加一
些重复的工作量。

中国政法大学关于福建值班律师制度试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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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建议
1.深化对值班律师重要性的认识。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了公、检、法、刑辩律师的四大改革主体地位，刑辩律师
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和保障。同时，
庭审实质化必然要求刑事辩护有效化，
要
求更加注重刑事辩护作用和功能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转变我国诉讼模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案件将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解
决。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开展离不开值班律师的参与。而只有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得到了值班律师的帮助，才能保障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
罚的主动性以及认罪认罚的合理性。第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保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为核心，必须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身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罪导致的程序性与
实体性后果的明确知晓与理解。第二，无论是与检察机关就量刑交换意见
还是进行后续程序的选择，
或是申请强制措施的变更，
都离不开专业的法律
知识。第三，
认罪认罚案件在侦查阶段的“从宽”
是一种程序性从宽，
表现为
强制措施的适用与变更。而在审查起诉阶段，
“从宽”表现为检察机关出具
从宽的量刑建议以及后续简易审判程序的选择。
2.强化侦查阶段值班律师参与。犯罪嫌疑人最需要帮助的环节是在看
守所，值班律师工作重心应放在侦查阶段。要做好侦查阶段的值班律师工
作站设置，落实好值班律师各项职责，全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尤
其要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清楚所犯罪名的含义、犯罪构成、可能判处的刑罚。
此外，
律师侦查讯问阶段在场是多数国家通行做法，
课题组建议把律师在场
权写入法律。
3.明确值班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等身份转换的程序。建议在检察院审
查起诉阶段，对于认罪认罚、未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凡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由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安排一名值班律师全程负责。不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的，可以根据被告方的意见，及时办理委托律师手续，以便及时
介入诉讼。这样可以避免同一律师同时为同一案件中多名犯罪嫌疑人提供
法律帮助的情况，也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对值班律师的管理和补贴的拨
付。在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引入值班
律师身份转换机制。适当情况下，值班律师可以转换为援助律师或委托律
师，但要征询被告人的意见。此外，值班律师身份转换为法律援助律师后，
补贴也要相应调整。
4.完善值班律师的考核、惩戒制度。应积极推动建立值班律师工作考
核机制，建立值班律师工作表现档案，作为值班律师考核依据，形成值班律
师库进出制度，
并将考核结果与值班律师补贴挂钩。
（课题组成员：
樊崇义 徐歌璇 哈 腾 刘鹏宇）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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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重庆煌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肖树云、李小美诉
被告李小兰、黄小清、重庆煌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渝0156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书、
（2017）渝0156民初2229号
民事裁定书之二、
（2017）渝0156民初2229号民事裁定书之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武隆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万州区余家镇邵正街 13 号李中俊、蒋继凤:本院受
理原告李兴政诉被告李中俊、蒋继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渝 0155 民初 455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中俊于本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原
告李兴政借款 490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6%从 2017 年 7
月 26 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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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
杨舜霞：本院受理重庆承贵钢模租赁有限公司诉重庆渝中
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
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渝 0108 民初 6425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郭涛、王济根、马红兵、包建利：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和合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郭涛、马红兵、包建利、王济根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偿还借款本金 5117830.16 元、利息 117830.16
元、逾期利息 2066118.72 元（截止 2014 年 3 月 24 日），并要求逾期
利息支付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送达后的
第 3 日上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重庆中汽汽车摩托车销售公司（以下简称“中汽销售公司”
）以
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重庆
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作出（2017)渝 05 破申 48 号
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重庆中汽汽车摩托车销售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交由本院审理。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18 曰立案受理该案，并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7 年 8 月 1 日，本院指定重庆海力律师
事务所担任中汽销售公司管理人。本院查明：中汽销售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7 月 15 日，法定代表人杨青华，住所地为重庆市渝中区美专
校街 66 号鑫隆达大厦 A-23-1,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中汽销
售公司是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重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国有企业。
该公司已十余年无对外经营活动，无有形资产，公司职工均已终止劳
动关系，税务均为零申报，法定代表人杨青华已退休。2017年10月24
日，本院召开中汽销售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上没有达成重
整或和解协议。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作财产状况报告如下：中汽销
售公司共有 4 笔应收帐款，总额为 438393.82 元，分别为：
（1)渝江
实业公司 237000 元；
（2)重庆中汽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158050 元；
（3)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35343. 82 元；
（4)叶祥健 8000 元。
此外，中汽销售公司对重庆中汽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享有长期股
权投资 250000 元。另，中汽销售公司存货项目帐上余 22840.98 元，
固定资产净值为51859.28元。该等物品系陈旧电脑、桌椅，经债权人会
议同意，已作废品丢弃处理。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如下：管理人分别于
2017年9月7日在《重庆晚报》、2017年9月12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刊
登了中汽销售公司申报债权公告。截至2017年10月9日，共有1位债权
人申报1笔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 2,884,916.02 元，经债权人会议核
查，成立的债权共 1 位 1 笔，总额为 2,884,916.02 元。本院认为：中汽
销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
定破产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重庆中汽汽车摩托车销售公司破产。本裁定
作出后立即生效。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