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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提升审判质效的四个维度
雷德亮 周志强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把提升审判质效作为工作重点，从审判节点管理抓起，创新管理方法，着力
打牢队伍素质基础，突出员额法官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有效提升全院审判质效。2017 年，昌黎法院共
受理各类案件 6724 件，结案率达 98.33%，同比提高 3.58%，发还改判率显著下降，审结案数和阳光司法指
数均位居全省基层法院前列。

强化节点管理
昌黎法院院长曹敬东介绍说：“强

化审判管理是提升审判质效的必由之
路，而紧紧抓住审判工作的重点环节管
理，是提升审判质效的关键，所以我们
一直把从立案到审判执行程序中的各个
环节管理当作强化质效的基本工作，做
好做实。”

昌黎法院把识别分流作为立案的首
要环节。对于有可能通过诉前调解解决
的纠纷，主动宣传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工作的特点优势，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
化解矛盾。

昌黎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严格实
行审限跟踪和催办督办，对案件进行全
程监控、动态管理。同时，实行审限预
警机制，严格审限延长的报批手续。强
化审结管理，实行优秀、差错裁判文书
通报制度，加强裁判文书质量监控。建
立审判业务专题研讨会制度，由审管办
根据裁判中存在的类型化问题进行定期
业务培训，统一裁判标准和审理路径。

同时，昌黎法院注重在考核评查管
理上下功夫，重新明确员额法官、合议

庭、庭室负责人工作职责，把好案件事
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推出工作
情况汇报制度，由各部门逐月汇报本部
门工作开展情况。明确全院目标、部门
业绩和个人绩效指标，制定并落实审判
执行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对各部门、每
名法官的结案率、申诉率等工作指标进
行量化，每个月进行一次通报，让部门
和每位干警找准定位。

以“以民为本，效率为先，公正为
重”为主要工作思路，昌黎法院充分发
挥简易程序简便高效的作用，民商事审
判当繁则繁、能简则简，民商事审判简
易程序总体适用率已高达92%，下属的
5个基层法庭更是高达 95%。该院在大
力推进民商事审判繁简分流过程中，以
制度的形式对简易程序的适用作了明确
具体的规定，要求各审判业务庭按照本
部门岗位职责与审判规程从快审理案
件，避免了审判人员对案件“想什么时
间审就什么时间审，想先审哪一件就先
审哪一件”的问题，大幅度压缩了案件
运行周期。

突出员额法官
昌黎法院副院长李文杰说：“提

高审判质效，员额法官的司法能力
至关重要。”昌黎法院坚持以过硬素
质创造过硬业绩的指导思想，不断
强化员额法官能力管理。

昌黎法院以“法苑讲坛”为载
体，邀请法学博士讲法学、专家讲礼
仪、村官讲群众工作方法、员额法官
讲体会，并与高校联手建设实践教学
基地，多角度、高层次培养员额法官
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该院同时实行工
作提示制度、网上巡查制度和发还案
件评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提醒问
题，使每名员额法官对自己的案件都
做到心中有数。坚持每个月公布每个
法官的庭审直播案件数量，促使员额
法官养成“直播不直播一个样”的严
谨庭审习惯。在全市法院首次制定绩
效考核办法，对员额法官采取定量考
核为主、定性考核为辅的方法，并详
细列出了年度法官基本办案数量、法
定审限内结案率等 22 项考核指标，
使员额法官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2017 年，该院员额法官人均办案
203.75 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 35
天，平均执行天数为 68 天，均居全
市法院前茅。

为发挥院庭长的示范引领和监
管作用，该院入额院庭长带头办理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现直接
办案常态化。该院同时注重院庭长
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细化
院庭长对诉讼程序性事项的决定和
审批权限，坚持院庭长“一岗双

责”。2017年，该院院庭长办理案件
2869件，占全院案件的 44.96%。

昌 黎 法 院 副 院 长 刘 胜 利 介 绍
说：“民事案件始终是基层法院的重
头戏。近几年，昌黎法院民事案件
占全院收案的 70%左右，因此，民
事案件的审判质效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全院审判质效的水平。”针对这
一情况，该院特别注重引导员额法
官做到“五有”，不断提高纠纷化解
能力：一是有法律素养，精通审判
程序，准确领会立法目的和价值取
向；二是有过硬心理，面对过激的
当事人能控制情绪，以理服人；三
是有顽强意志，树立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面对困难百折不挠、迎难而
上；四是有说理能力，提升说法
理、讲情理、论事理的本领；五是
有社会经验，会运用社会思维来综
合看待案件的处理。

同时，该院要求员额法官在调
解案件时要做到“六会”：一是会准
备，接案后能吃透案情，找准切入
点；二是会用情，能够用亲情和友
情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三
是会把握时机；四是会选形式；五
是会借助外力，适时邀请有关单
位、组织、个人等参与调解；六是
会明利害，全面分析案件，帮助当
事人用全面的、长远的、联系的观
点看待纠纷。员额法官掌握了“五
有”“六会”的工作方法后，工作效
率大大提升，近半数案件在诉前就
得到化解。

曹敬东介绍说：“为提升审判质
效，我们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一方
面，能够辅助司法人员快捷办案，让
科技把控差错；另一方面，将审判权
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当事人和人民群
众的监督，倒逼法官自我加压，努力
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

昌黎法院专门制定了《阳光司法
指数评估工作任务分解表》，明确负
责院领导、庭室和完成时限。分管院
领导每周一调度，院党组每月一调
度，对照指标找差距，分析总结审判
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
调整工作重点。在已有的月通报制
度、约谈制度、考核制度等工作基础
上，2017 年，该院将庭审直播和电
子卷宗同案生成制作明确为工作重
点，全年直播庭审594件，同比增长
145.45%，电子卷宗制作率达到了
100%，阳光司法指数评估工作跨入
全省先进行列。

昌黎法院高度重视媒体和社会
监督，通过案件办理、新闻发布
会、走访交流等多种形式，及时通

报工作情况，进一步畅通监督机
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大力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人民群
众满意度。2017 年底，昌黎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某商贸有限公司及
张某、任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
告人张某信用卡诈骗一案。该案起
诉书认定吸收公众存款人数为 188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为 1.36
亿元，是近年来受理涉案金额最
多、受害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该院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员
旁听了庭审，旁听人员对庭审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此外，该院利用微
信公众号每天、每季编辑 《工作简
况》，发送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及时了解
法院工作。该院还积极配合县人大
开展各项审议、评议活动，认真办
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该院提
出的加强对公民法治意识宣传教育
和加大对审判工作保障力度两条意
见，受到县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拓展严管方法

强化队伍素质
昌黎法院副院长田金江说：“昌黎

法院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确保公正与效
率、事关法院工作长远发展的根本任
务，抓紧抓好。”

俗话说：“当好领头雁，撑起一片
天。”对昌黎法院干警来说，这个领头
雁就是院党组。昌黎法院提出了“班长
抓班子，班子带队伍，队伍促发展”的
总体工作思路，向全院干警提出“向班
子看齐，向我看齐”的口号，凡是要求
干警做到的，院党组成员必须做到，并
要做得更好。重大问题、重大决策由院
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严格落实领导责任
制，增强了党组成员责任心、班子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党组成员之间相互信
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做
到思想上同心、工作上同向、行动上同
步，形成了齐心协力抓队伍建设和审判
执行工作的新局面，该院党组连续4年
被昌黎县委评为优秀领导班子。

在院党组的表率下，昌黎法院不断
加强对干警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荣誉感教
育，引导干警“立足本职，岗位成
材”。院领导、部门负责人深入对干部
队伍思想摸底，全面系统地了解、掌握
干警的思想动向，有的放矢地开展深入
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该院高度重视对干警的司法综合能
力培养，采取内部实践锻炼、外部交流
培训、干警集中学习培训等多种形式，
着力提高法官驾驭庭审、事实认定、适
用法律、化解矛盾、信息化技术应用和
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该院专程邀请秦皇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任秀文就
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标准为

全院民事法官进行培训，为法官们梳理
释明法律规定，明确指引裁判标准。
2017 年，该院还选派了 16名法官参加
国家法官学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
织的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等各项业务培
训，法官业务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该院还注重扎实开展“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
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专项
清理”等专题活动。该院专门制订了《关
于开展“清理积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将 6类诉讼积案和 8类执行积案明确为
清理重点，由审管办和执行局对相关案
件逐一进行排查，对清理出来的案件登
记造册，进而采取限期和督办等措施，明
确目标、压实责任，专项活动取得了预期
效果。同时，运用好“四种形态”，集中整
治一些党员干警不干事、不担当、不作为
等问题和现象，提振精神状态，提高工作
效能，使激情工作成为常态，营造风清气
正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成功实现干
警违法违纪零纪录。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昌黎法院涌
现出了一批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先进
典型，成为带动全院干警努力工作的强
大精神动力。该院刑庭副庭长杨红梅拥
有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刑事审
判工作经验，主审了多起疑难案件，先后
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全国刑事审判先
进个人、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被河北高
院荣记个人一等功。像杨红梅一样的先
进典型，舍小家、顾大家，在平凡岗位上
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不仅实现了自己的
价值，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了其他
干警。 盛方奇 制图

强化节点管理

昌黎法院紧紧抓住审判工作的重点环节
管理，把从立案到审判执行程序中的各个环
节管理当作强化质效的基本工作，做好做
实，提升审判质效

强化队伍素质

昌黎法院以院党组为领头雁，不断加强
对干警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荣誉感教育，高度
重视对干警的司法综合能力培养，为干警营
造风清气正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成功实
现干警违法违纪零纪录

突出员额法官

2017 年，昌黎法院员额法官人均办案
203.75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 35天，平
均执行天数为68天，均居全市法院前茅；院
庭 长 办 理 案 件 2869 件 ， 占 全 院 案 件 的
44.96%

拓展严管方法

昌黎法院高度重视媒体和社会监督，进
一步畅通监督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
见和建议，大力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人民群众
满意度

海南金岗地产开发总公司、海南华贸物业有限公司、重庆金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最高法民终536号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
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涪陵长江博华电缆有限公司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
终537号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中通公路桥梁工程
咨询发展有限公司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38号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
易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富新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
539号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
市公司武隆分公司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40号上诉人海南保
发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余仁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41号
上诉人贺明超与被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公司及你们、（2017）最
高法民终542号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先文
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43号上诉人王康宁与被上诉人海南保
发实业贸易公司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45号上诉人海南保发
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德平及你们、（2017）最高法民终547号
上诉人海南保发实业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你们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琼民一初字第4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一巡回法庭领取上述文书（领取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
号），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巫山县国
安商贸有限公司、重庆中特实业有限公司、邱翔、黄凤清：上诉人重庆重铁
物流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因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巫山县国安商贸有限公司、重庆中特
实业有限公司、邱翔、黄凤清、中海中西部物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初字第00016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受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告知书、送达回证、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7年5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
五巡回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周书田、姜文静、王浩、天津市金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振丰诉被告周书田、姜文静、王浩、天津市金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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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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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杜迦莘：本院受理原告付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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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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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锦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龚德瑛诉被告江苏
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苏州津梁街店、江苏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
胡朝兵、苏州市锦泰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转普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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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胡红琴（身份证号码：420984197102025644）、武汉国网华自科技
有限公司、武汉天安担保有限公司、胡红星（身份证号码：
420984197412215611） 、胡 必 武 （ 身 份 证 号 码 ：
422228194508105619）：本会于2016年6月2日受理的申请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青山支行与被申请人胡红琴、武汉国网华自科技有限公
司、武汉天安担保有限公司、胡红星、胡必武之间的借款合同争议案[案号：
（2016）武仲受字第000000717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仲裁请求申
请书及补充证据、开庭通知书（第二次）、仲裁员声明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10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209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丁庆荣：本会受理的刘冠军诉你《轻结构安装分包合同》争
议仲裁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克仲决字
第 54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

本院根据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2月

8日裁定受理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江西竹鄉律师事务所为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收到债权申报通知之
日起60日内（未收到债权申报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宜
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西竹鄉律师事务所（地
址：江西省宜丰县新昌镇永和东大道292号，邮政编码336300，联系
人：杨连富，联系电话13979511929）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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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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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其本人的身份证明。债权人如果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江西]宜丰县人民法院

根据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的申请，宁波市北仑区
人民法院于 2017年 11月 23日作出（2017）浙 0206破申 1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并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0206破20号决定书
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宝钢矿棉科
技（宁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依法书
面申报债权并提供证据。（联系人：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中心A座10搂；邮政
编码：315800；联系电话：0574-87354180；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到
www.nbwycpa.com网站下载）。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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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矿棉科技
（宁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4月17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北仑区人
民法院第七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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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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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律师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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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裁定受理广东启光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2月1日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启
光钢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启光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3月30日前,向广东启光钢结构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尚宽律
师事务所，通讯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码城B2栋
1503-1506，联系人：刘开坛、杨绣瑛(13925715463)，联系电话：
0769-23031066，传真：0769-23027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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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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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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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启光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广东启光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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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裁定受理广东启光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
整一案，并于2018年2月1日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启光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启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3月
30日前，向广东启光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通讯地
址：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1号天安数码城B2栋1503-1506，联系人：刘
开坛、杨绣瑛（13925715463），联系电话：0769-23031066，传真：0769-
23027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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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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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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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启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启光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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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河南省医药工业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
理河南省医药工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元月20日指定河
南省医药工业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河南省医药工业公司管理人。河南省
医药工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河南省医药工业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100号河南省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联系人：韩振桐；联系电话：1863710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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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省医药工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医药工业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8日裁定
受理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元月19日指定
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管理人。
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河南省陶
瓷玻璃工业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100号河南省汽车
工业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联系人：韩振桐；联系电话：
18637109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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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陶瓷玻璃工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陶瓷玻璃工业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在本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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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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