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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备受社会关注的人民陪审员法近
日已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
会议表决通过。人民陪审员法共计
32 条，从选任机制、参审范围、管
理奖惩、履职保障等方面规范人民陪
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人民陪审员法提
出，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
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
同等权利。在参审案件范围上，增加
了死刑和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
人民陪审员法有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为
人民群众以参与司法的方式行使民主
权利、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提供了有
效法律支撑。

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质上是司法民
主化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
一种重要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
自 2004 年施行以来，对推进司法民
主、促进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陪
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突出问题，人
民陪审员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可有可无
的“法庭稻草人”。2015 年4月，中
央深改组通过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此后，全国人大授权在 10 个省
的 50 个法院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试
点，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陪审员就
是不穿法袍的法官。这次人民陪审员
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不是首次，在我们国家现行的人民法
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都有类似的规定，人民陪审员法再次
确认了这一原则。一般情况下人民陪
审员和法官同等权利，都是体现人民
司法的性质。比如人民陪审员和法官
共同参加法庭审理，向当事人或者向
其他诉讼参与人发问，审查判断证
据，听取辩论意见，合议时陪审员要
发表意见，表决时一人一票，共同形

成裁判结果。当然，在法律另有规定
的情况下则人民陪审员不能完全拥有
法官的权利，比如在合议庭中人民陪
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不审
理法律适用问题。

人民陪审员法规定，涉及群体利
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
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案情复杂、需
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第一审案
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
进行。同时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
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公益诉讼案件；
涉及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其他社
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由法官和人民陪
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判。这次人民
陪审员法增设七人合议庭，以满足审
理重大案件的需要。在七人合议庭
中，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
问题，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由三名
法官、四名陪审员组成的七人合议庭
是这次改革中的一个创新。组成这样
一个合议庭审理案件更为慎重，更能
发挥人民陪审员社会阅历比较丰富，
对民情民意比较了解的优势，而且还
能带来社会上的价值观、正义观。

诚然，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司法权专属于司法机关，但司法
民主是现代司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对
于防止司法专断、司法专横有积极意
义。人民陪审员制度就是人民群众参
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

从法理上讲，人民陪审员制度彰
显了司法的民主化和平民化。扩大司

法的公众参与，是司法民主的必然要
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有利
于彰显司法的民主性，防止法官个人
独断，带入更多的公众常识和共识。
司法审判不是司法精英的独角戏，司
法审判也要吸纳更多的公众常识。并
且，由平民身份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
判，往往会增加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
认同感。

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陪审员参
与审判案件，可以发挥具有丰富的社
会阅历和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有利
于从公众常识、社会道德、公序良俗
乃至专业知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
判断，避免单纯就法论法的狭隘和偏
差，同时，人民陪审员也是司法调解
的重要角色，有利于协助法官做好司
法调解工作，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
提高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
审判，更容易收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声民意并吸纳入司法裁判，增强司法
裁判的民意性和合理性。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有利于加
强司法监督，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
度，促进阳光司法，保证司法廉洁，
维护司法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
陪审员既是一种审判案件的角色，也是
一种监督法官的角色。当然，人民陪审
员参与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
腐败和法官专断，但人民陪审员制度不
是万能的，不能指望靠人民陪审员来反
腐，毕竟人民陪审员制度首先和主要
是为司法民主而设计的。

要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老问

题，就必须给足人民陪审员独立的发言
权和话语权。人民陪审员往往具有丰富
的社会阅历和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在
庭审过程中合议庭及主审法官要充分让
人民陪审员就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
采信畅所欲言，尊重人民陪审员独立的
发言权，让社情民意在审判中得到充分
的彰显。

需要指出的是，从角色定位上讲，
人民陪审员毕竟不是职业法官，因此，
有必要探索建立有别于职业法官的选
拔、培训、管理、使用和评价的新型人
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法明确规
定，人民陪审员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
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在常住居民中选
任，采取“随机抽选”和“组织推荐”
两种方式，以“组织推荐”产生的人民
陪审员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人
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
三倍。在确认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
判时，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
取。在履职保障方面，人民陪审员法规
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
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按实际工作日给
予补助，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
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
规定给予补助。

当然，人民陪审员法毕竟是一部相
对原则化的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建
议尽快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庭审程序、
评议规则等问题，对人民陪审员的培
训、考核、奖惩等问题进一步作出细化
规定，确保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真正落
地，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高效
有序运行。

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撰文写作是做好
工作的“助推器”

范世林

法治时评 ▷▷

撰文写作能提升各级法院干
部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勤学善
思的良好习惯，增强驾驭全局的
能力。

时下，各级法院干部尤其是领导
干部，大多数都养成了善于思考问
题、勤于动笔撰文、乐于归纳总结的
良好习惯。应该说，这是各级干部自
觉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质
量、强化自身能力素质的具体体现。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也真切体会到，坚
持撰文写作是做好各项工作不可或缺
的“助推器”。

首先，撰文写作是提升抽象思维
能力的需要。增强抽象思维能力，
是各级法院干部适应时代发展的迫
切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新情
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矛盾错综
复杂，各级法院干部只有不断提升抽
象思维能力，才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洞
察事物的本质，从各种偶然事件中
把握必然联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局
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充满挑战和
竞争的现实中把握机遇，增强工作的
预见性、敏锐性和主动性。从这个意
义上讲，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
干部，要坚持撰文写作，通过写作提
升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推动工作开展。

其次，撰文写作能促进各级法院
干部养成勤学善思的良好习惯。实践
告诉我们，撰文写作并非一件简单的
事情，写作的过程就是学习提高的过
程、研究工作的过程、总结思考的过
程，必须开动脑筋、深思熟虑才能完
成。它需要具有丰富的各类知识和扎
实的写作基础做支撑。英国哲学家培
根曾讲：“读书可以增长才干，只有
学识渊博的人才能通观全局，得以担
当重任。”坚持学习是各级法院干部
健康成长、提高素质、增强本领、不
断进步的必由之路。因此，各级法院
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
风，积极学习，勤于思考，并把学习
和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撰写文
章。通过撰写文章提升自己从政治的
高度分析问题、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
题、从全局的高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更加严密，眼界更
加开阔，工作更加超前。

第三，撰文写作能推动各级法院
干部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不谋全
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
足谋一时”。作为一名法院干部，尤
其是领导干部，缺乏全局观念，“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是难以担当新
时代赋予的重任的。树立全局观念，
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也要求各级干
部在工作实践中，要形成一种自觉提
笔撰文写作、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良
好习惯。因为，撰文写作能迫使自己
静下心来全方位地学习上级精神，吃
透有关文件，理解有关政策，成为名
副其实的“知识通”。这反过来有利
于自己做到全面地思考问题、正确地
指导实践、稳妥地驾驭全局。要让群
众“问不住”，就需要勤奋学习；要
让困难“难不住”，就需要勇于探
索，要让大家“信得住”，就需要理
论引领。因此，各级法院干部要坚持
不断地撰文写作，通过写作来推
动、加深自己对路线、方针、政策
等的理解，不断提升自己更好地驾驭
全局的能力。

2018 年 4 月 26 日“世界知识产
权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庭审
直播了申请人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
公司（以下简称迪奥尔公司）诉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 商标注
册申请驳回复审案，并当庭作出宣
判，撤销二审、一审判决和商标评审
委员会的行政决定，责令商标评审委
员会重新作出决定。至此，一桩围绕
立体商标能否在我国获得延伸注册的
商标确权纠纷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本案和单纯在国内商标申请注册
不同，其是再审申请人迪奥尔公司依
据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和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
书》 的规定，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国际局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几个国
家提出领土延伸保护申请。我国作
为被主张领土延伸保护的国家之
一，需要由商标局进行审查，评判
是否符合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在该
案中，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先

后认定申请人申请的商标不符合我国
商标法规定，缺乏显著性。在后续
一、二审中，法院支持了商标评审委
员会的主张。申请人在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再审申请中，认为被诉决定所
依据的事实基础存在错误，并且遗漏
了其复审理由，同时主张涉案商标具有
显著性。最高人民法院因而将本案的焦
点问题归纳为被诉决定是否违反法定程
序以及涉案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

从被诉决定审理程序看，双方当事
人分歧的焦点是商标评审委员会是否将
涉案商标视为普通商标而不是三维立体
商标予以审查，从而作出错误结论；以
及根据涉案商标是用瓶子的形状申请注
册，是否缺乏显著性。根据商标法实施
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指定中国的领土
延伸申请人，要求将三维标志、颜色组
合、声音标志作为商标保护或者要求保
护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自该商标在
国际局国际注册簿登记之日起 3 个月
内，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商标代理机
构，向商标局提交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的相关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相关
材料的，商标局驳回该领土延伸申请。
根据再审审理中的认定，被诉决定认定
的商标类型与再审申请人请求保护的立
体商标明显有别，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同时，在申请人已经通过补充三面视图
形式进行了补正，商评委仍然视为不符
合法定要求，属于违反法定程序问题。
除了程序问题外，涉案商标是否具备显
著性则是具有根本性的实质性问题。从
商标法原理和我国商标法规定来看，显
著性除了固有显著性外，还存在获得显
著性情形。在最高人民法院庭审中，申
请人主张涉案商标具有独特性，能够使
其与申请人的特定商品即香水形成特定
联系，因而具有固有的显著性。被申请
人认为独特设计并非商标取得识别性的
充分条件。对此，需要回到商标法规定
上来，以此评判涉案商标是否具有显著
性。我国商标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三
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
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
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

价值的形状，不得注册。”结合本案，
涉案商标并非基于商品自身性质产生的
形状，也并非基于获得商品技术效果或
者使用而具有的实质性价值的形状（如
香水的功效、原料等），因而可以被认
定为具有显著性。当然，本案申请人提
出的诸多证据用以表明其通过使用增强
了涉案商标的显著性，也可以作为补强
证据加以认识。

本案是一个立体商标纠纷，而且属
于基于国际注册在我国获得领土延伸保
护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世界知识产
权日公开审理和宣判本案，其本身对于
依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给予国外人主体
以平等保护，培养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基于本案对
于商标国际注册、领土延伸保护相关程
序和实体问题的明确，其必将对于今后
我国商标行政主管机构如何正确地适用
相关程序、规则处理商标国际注册申请
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国内程序和国际程
序的协调及其处理也将具有重要实践操
作意义。

立体商标在我国的领土延伸保护
——法国迪奥尔公司香水瓶立体商标国际注册的启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冯晓青

让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名至实归
刘武俊

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可以发挥具有丰富的社
会阅历和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有利于从公众常识、社会道德、公序良俗
乃至专业知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也是司法调
解的重要角色，有利于协助法官做好司法调解工作，说服当事人息诉服
判，提高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打击民族败类终于于法有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4月27日下午全票表决通过了英雄烈士
保护法，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
为，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责。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留下的只有伤
痛：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
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
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
可是，这种伤痛却时常被人撕裂，如：
有的人身着二战时期日本军服拍照、有
的人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凡此种
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尊严、伤害了民
族感情。将打击宣扬、美化侵略战争行
为入法，是民心所向。

去年8月，两名中国游客，因为在
德国国会大厦前做出了纳粹军礼的手
势，当场就被德国警方逮捕，并遭到严
厉的处罚，国内一片哗然。这并非专门
针对中国游客而是德国法律规定使然。
1994年5月德国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
事犯罪法》，严禁使用纳粹标志、口号
和敬礼姿势，严禁使用具有纳粹象征意
义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严禁宣传
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
帜、呼唤纳粹口号。德国刑法第130条
规定，赞同纳粹行为、否认纳粹罪行
的，将以“煽动民众罪”被判处3个月
至5年有期徒刑。为此，除了将打击宣
扬、美化侵略战争行为入法，治安处罚
法和刑法也应及时作出修改让这些民族
败类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从而倒逼他们不敢任性。

——李方向

让贻害无穷的网络赌博无处藏身

“输了 70 多万，实在还不上了。”
河北 28 岁男子林林玩网络赌博游戏

“北京赛车”，负债累累，最终自杀。有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赛车”此前已被
多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但在微信群、
QQ群中仍暗中进行。从拉人到开奖再
到兑付，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更有
组织者自己开发网络赌博平台，设置高
赔率赌注吸引人参赌。有玩家沉迷网络
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有庄家兑付不了赌
注欠款跑路。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营利为目
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
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
将构成开设赌场罪。网站或者 APP 提
供者如果明知或应知他人利用该网站从
事违法活动而不及时制止、报告的，也
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要是明知他人实
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
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
的，则将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类似于

“北京赛车”的网络赌博游戏，其组织
者、经营者、提供网站者，以及通过
QQ群、微信群招揽赌徒者，显然已经
触犯了法律。

但现实中，网络赌博并不像传统赌
博那样需要赌徒到现场参与，也不需要
持有大量现金。这种隐蔽性加上网络传
播的广泛性，参与者的不特定性，参与
者极少“自投罗网”举报等特点，导致
传统的执法资源很难有效发现、查处网
络赌博。根据报道可知，很多网络赌博
在被曝光或查处后，依然会改头换面重
新出现，足以说明如果依赖传统执法手
段将很难遏制这一乱象。

有效遏制网络赌博，网络平台和监
管部门均应尽到相应职责。尤其是，监
管部门和网络平台应协同配合，提升监
管的穿透力和执法强度，进而营造良好
的网络秩序，让网络赌博这一社会公害
无处藏身。 ——史洪举

本院根据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 12月
26 日裁定受理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元月 20日指定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清算组为河南
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管理人。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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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仪器仪表工业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5月 3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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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
月26日裁定受理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元月25日指定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清算组为
河南省成套机械工业总公司管理人。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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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河南省成套机械设备工业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3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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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本院做出（2018）豫07民破13-1号民事裁定，
裁定受理河南金利尔奶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一案，2018年3月28日，
本院指定河南龙健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金利尔奶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河南金利尔奶业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在2018年6月15日前向河南金
利尔奶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金谷时代广场
1612室，联系人：刘丽娟18937358059，曹宪科18937366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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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利尔奶业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金利尔奶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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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应准时参加。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漯河市豫中宏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
月9日裁定受理漯河市豫中宏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
于同年3月27日指定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漯河市豫中宏源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6月6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漯
河市召陵区东城产业集聚区阳山路18号漯河市豫中宏源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院内；邮编：462000：联系人：肖丽平（15690858628），王磊
（18530088561）]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同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6月20日上
午9时，在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及其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单位及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
料。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丛峰、赵龙水、孙立国的申请于2018年1月9日裁定

受理延吉医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15
日指定吉林华烁律师事务所为延吉医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延吉医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向延吉医药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吉林省延吉市
丛柳街273号新柳花园6号楼2楼7号；邮政编码：133000；联系电
话：0433-5117666）申报债权。本院定于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后
第1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西路
9699号）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
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个
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相关证明。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13日裁定受理江苏昌昇集团南通市矿山机
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14日指定江苏洲际英
杰律师事务所为江苏昌昇集团南通市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债
权人应于2018年7月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南通市工农路155
号天鑫大厦509室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26007；联
系人：童旭，联系电话：0513-85010166）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资料。逾期
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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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昌昇集团南通市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8年7月23日下午15时在如皋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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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
函和授权委托书。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裁定受理江苏昌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14日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为江
苏昌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昌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8年7月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南通市工农路155号天鑫大
厦509室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26007；联系人：童旭；联
系电话：0513-85010166）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资料。逾期未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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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昌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24日下午15时在如皋市人民法院第一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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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
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和授权委托
书。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7日，本院根据赵建龙的申请裁定受理华伦天奴，海
派服饰(常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华
伦公司仅有不动产拍卖余款人民币2541210.55元及利息1554.82元，
截止2018年4月13日，经管理人审查后初步认定华伦公司债权人的
债权总额为13449628.62元。本院认为，华伦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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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零七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裁定宣告华伦天
奴，海派服饰(常熟)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苏州为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4月3日裁定受理申请人苏州为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为申请人的管
理人。申请人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6月4日前，向被申请人的管
理人（通讯地址：昆山市人民北路 61 号金城商苑五楼;邮政编
码：215300；网址：http://www.hailianhai.com；联系人：施晓玲、薛
丽琴；联系电话：13862627188、13506260906）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
带债权的，应当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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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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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定于 2018年 6月 13日 14时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
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受理被申请人海门市冠洲建材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苏0684破2号之一民
事裁定，宣告破产。现该公司已关闭，破产人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于
2018年3月28日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苏]海门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17日裁定受
理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同日，本院分别根据杭州富阳昌阳废旧物资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昌纸
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富阳昌阳废旧物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杭州富阳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2018年4月18日，本院根据富阳
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和杭州富
阳昌阳废旧物资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昌纸业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并指定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为三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管理人。上述三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18年5月19日前，向杭州富阳昌阳废旧物资有限公司、富阳市金
昌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新建村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1楼；
邮政编码：311421；联系电话：13685771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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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阳昌阳废旧物资有限公司、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金昌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22日下午14时30
分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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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浙江普翔不锈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破产财产已按分配方案分配
完结，浙江普翔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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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日裁定终
结浙江普翔不锈钢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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