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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综合施策共建
大调解格局

王 倩

以创新的思维审视司法改革
姚建军

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改变了人民法院已有的运作模式及法官职业化
的裁判思维。在司法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如何以改革的视角审
视当下司法，并以多维度的具体举措应对改革中的普遍问题及特殊问题已
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课题。

要积极营造化解矛盾纠纷齐
抓共管的大调解格局，实现新形
势下人民调解工作从单一调解向
联合调解、深入调解的新跨越。

近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
强调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要坚持党
的领导，优化队伍结构，完善管理
制度，强化工作保障，努力建设一
支政治合格、熟悉业务、热心公益、
公道正派、秉持中立的人民调解员队
伍。

在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难
度越来越大，加之人民调解协议与民
事诉讼相衔接后，调解的程序、文书
制作等规范性要求、对调解深入度、
覆盖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人
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纠纷调解格局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一些地方在选
聘人民调解员时只注重个人品德和威
望，忽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造成
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人民调解员法
律素质、调解技能不高；大部分乡镇
村社人民调解员由司法所、村委会干
部担任，选任的调解员基本未受到系
统化法律理论知识培训，在调解案件
时无法准确适用法律。

调解工作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调解员因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且受地
方关系、利益、人情驱动，在从事调
解工作时，在未分明事实和责任的情
况下靠“和稀泥”“套友情”“地方威
望”等方式解决纠纷，未针对不同类
型纠纷适用法律或政策。

部分调解文书制作不规范，人民
调解以口头调解者多，不制作书面调
解协议，调解案件无档案材料，一旦
反悔进入诉讼程序，收集证据较困
难，制作调解协议的，也存在内容表
述不准确、不规范，适用具体数据不
统一，随意性较大。

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未能与人民
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合力，对
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配合不到位，面
对大量矛盾纠纷过分依赖法院处理，
人民法院出面协调时存在回避、不配
合现象，不利于涉及面广的复杂、疑
难纠纷的有效化解。

上述问题是制约人民调解制度有
效发挥的缺口，亟须有效解决：针对
人民调解员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建
议严格把好人民调解员的入口关，将
一些为人公正、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并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及退休法
官、检察官、律师等吸纳进调解员队
伍；加强调解业务培训，确立初任调
解员的上岗培训，采取集中培训、分
散培训、定期培训、不定期培训等多
种方式对人民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
重点培训调解技巧、基础法律知识等
方面。

引导规范制作调解文书和案例学
习指导，引导调解员制作规范调解文
书，以便进入诉讼阶段保存证据，明
确基本文书格式和基本程序，有效规
范人民调解工作；针对人民调委会涉
及婚姻、家庭、土地、赔偿等类型纠
纷，收集整理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案
例，摘录常用法律规定，编辑成册供
人民调解员学习，在调解纠纷时参
考。

老年代步车如何规范需决断

在不少地方，一些外形尺寸与机动
车无异的老年代步车，不需要办理任何
证照手续就大摇大摆上路，成为公共安
全一大隐患。一种观点是快刀斩麻乱，
尽快取缔马路上的各种老年代步车；另
一种观点则本着“存在即合理”的原
则，认为应该由国家制定相关的生产标
准，允许其存在，但规范其发展。

赞成取缔老年代步车者认为，路面
上大量的老年代步车，既不符合国家机
动车生产与管理的相关标准，同时又不
符合非机动车生产的相关标准，根本就
是非法的“三无产品”。而且绝大多数
驾驶员都是无证驾驶，同样不符合国家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相关规定，既然从
生产到驾驶都属于非法范畴，依法取缔
合情合理。

但是主张规范者则表示，老年人有
这种客观需求，尽管其目前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刀切”式地给
予取缔，显然会损害老年人群体合理正
当的现实需求。而目前存在的各种问
题，是可以通过法律、行政手段予以解
决的。可以想见的是，在国家正式出台
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之前，围绕老年代
步车的“存废之争”仍将继续下去。但
是笔者想说的是，不管是存还是废，国
家有关方面都应该尽快进行决断而不宜
继续拖延下去。这是因为时间拖得越
久，马路上的老年代步车会越多，所引
发的问题也就越多。那么等到国家想真
正规范、治理的时候，也就会面临更大
的阻力。 ——苑广阔

司法是定分止争的制度设计与
实践艺术，根植于鲜活的社会生活
中。伴随着新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日
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为司法源源不断地
输送着日趋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司
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改变了人民法院
已有的运作模式及法官职业化的裁判
思维。在司法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历
史时期，如何以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下
司法，并以多维度的具体举措应对改
革中的普遍问题及特殊问题已成为人
民法院的重要课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科技
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新时代的司法形势，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
引擎。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使
司法更为复杂、社会观念更加多
元、人民群众司法诉求内涵更为丰
富，由此也为人民法院改革探索、
攻坚克难提供了更多智识与技术支
撑。人民法院的创新举措，是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现代科技及组织治理新理论的
司法应用。依照改革事项、运作形
态及新理论、新技术的应用领域，
人民法院创新主要体现在司法思
维、司法机制、司法文化、司法方
法、司法方案等五个方面。

思维创新是司法创新的先导。
思路决定出路，司法体制改革是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是在坚持人民司法基本属
性，遵循人民司法基本规律，总结
人民司法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政治
法律理论、司法制度设计及体制改
革思路的重大突破。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需要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强化
制度建设，特别是需要改革新思
维，这是司法改革能够扎实推进，
取得预期成效的关键。司法思维创
新首先要求人民法院落实中央司法
体制改革部署及各项要求，及时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对症施策，在
人民法院系统化创新机制的引领下
形成多层次、多面向的创新态势；
其次需要继续扭转旧的司法理念，

拓展跨界思维，深入研究新的社会
理论，主动拥抱现代科技；三是要
有“持续改革”、“持续改善”的意
识与思维，司法责任制改革有工作
步骤及进度的周密安排，面对持续
变化的司法环境与科技发展，司法
创新必须常态化。

机制创新是司法创新的保障。
杰弗逊曾言：“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
人类思想进步。”司法机制的创新必
须跟上社会治理的理论及法律思想
的进步，紧贴司法体制改革进程。
机制创新是司法领域最普遍、最多
样，也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创新形
式，近年来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很大程
度就是有赖于执行大格局、联合惩
戒、司法网拍等机制的建立。司法
机制创新直接指向现实司法问题，
当下多借鉴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
果，在便民服务中运用微博、微
信、二维码、电子笔录、远程视
频、智能语音翻译系统等技术。司
法机制创新可以分为司法权力行使与
司法程序化事务两大领域的创新，前
者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机制、智
能审判辅助系统的建设，如运用大数
据技术，把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
数据化办案程序中，为实现诉讼证明
标准统一提供技术、程序保障，后者
包括专业化办案团队建设、完善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机制，这些机制创新
蕴含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司法活
动中的法律责任分配、道德判断的
厘清能够体现人类尊严的工作，由
员额法官更有效地承担，而流程
化、事务性的工作交给专业化的司
法辅助人员，智能科技的应用外包
给其他社会组织。

文化创新是司法创新的基石。
“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
慧放出的异彩。”司法文化不仅是法
律知识的凝结、法律智慧的异彩，

更是广阔的社会知识的凝结，是法
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司法责任制改
革的深入推进，使司法更加符合自
身规律，法官更加名副其实，也使
司法文化更加光彩夺目。司法责任
制改革使法院内部管理更多地从经
验管理、科学管理走向文化管理，
并形成全新的司法权力运行态势、
理念、意识及思维；人员分类管理
制度改革确立了新的法官遴选及培
育模式，进而深刻影响着法官裁判
技艺的演进；法官职业保障改革则
不同程度地改变着法官的权力意
识、责任意识及担当意识；省以下
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则在上下
级法院层级关系设置中注入了新的
内容。当前人民法院文化建设中，
要重视物质文化、组织文化、精神
文化的建设，更要特别重视制度文
化建设。在司法文化创新与构建
中，还要有国情意识和规律意识，
准确把握我国司法的人民属性。

方法创新是司法创新的依托。
伴随深刻的社会变革，近年来人民
法院案件呈井喷式增长态势，案件
类型也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在刑事
案件中，传统的侵财犯罪相对减
少，网络犯罪、涉众型财产犯罪不
断增多。针对案件数量及类型变化
的新趋势、新特点，科学规划、合
成作战、分类审判、技术支撑的司
法新机制对普遍性或共性问题的解
决具有重要价值，具体案件中的特
殊问题则还需要有效的司法方法妥
善应对。司法方法创新的本质是通
过裁判方法的创新提高法官职业技
能，通过法院管理者创新管理方法
提升组织效能。其中裁判方法的创
新是法官梳理法治本土资源，个案
裁判中合理配置权利义务、推敲考
量程序构设的钥匙，能为司法公正
添加智识与德性的燃料。就裁判方
法的归纳整理，理论界已有很多研

究成果，域外法官也有许多可供借鉴
的成果，邹碧华法官也形成了 《要件
审判九步法》 专著，当前特别需要更
多的法官对类案审判中的司法机理进
行深度解析，对自身独特的裁判方法
进行总结梳理，提炼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裁判方法，并通过人民法院内部
机制提供其他法官学习、交流、借鉴。

方案创新是司法创新的归宿。司
法是关于公正与善良的艺术，是国家
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管理的重要手
段。裁决社会矛盾纠纷是司法的基本
功能，但达至案结事了，助推社会和
谐，则必须由法官在具体案件的立审
执结合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司法方
案”。司法方案包括法官在找寻法律事
实与个案法律适用中所遵循的裁判逻
辑、形成的裁判观点、采用的说理方
式，也包括法官在充分了解案件背
景、当事人关系关联信息后为追求良
好社会效果所做出的各种安排及努
力，裁判方案是法官职业技能及机制
创新的个案体现，也是法官个体职业
道德的具体展示，方案创新就是法官
个案最优方案的找寻。优秀的司法方
案首先是个案裁判符合法律规定，或
者作出法律精神的最佳阐释，体现实
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其次是个
案裁判要通过庭内专业化的审判与庭
外经验化的沟通协调实现双方当事人
利益法律架构内的最大化；第三是个
案的审理结果符合特定历史背景下人
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即要找到
民意与法律适用的契合点，这在“影
响性诉讼”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
勒曾说，“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
不是创新的结果。”社会变革中的司法
只有在坚守司法本性的同时，以平
实、持恒和从容的品格推动司法创
新，因应司法新态势，而不是把“已
有的形式视为神圣的遗产”，才能终将
不负历史之托、人民之期。

刑案辩护：律师全覆盖公正更充分

5月1日起，广东将全面启动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成为实现全省三级法院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省份。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
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是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确定的人民法院办
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刑事案件律师
辩护全覆盖试点的最大亮点，在于人民
法院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一途
径，从源头上解决了律师从哪里来的问
题。此前，被告人要不要请律师进行辩
护主要是由被告人自己决定，除了刑事
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明
确规定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形
以外，由于缺乏硬性规定，法院对于其
他被告人要不要请辩护人不会过多介入。

而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
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实施办法 （试
行）》规定，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
辩护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
审、二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
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均
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
供辩护；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
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
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
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进一步看，实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是尊重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
自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
的人权保护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

“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刑事诉讼法
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状
况有了极大改善。

当然，也要看到，实施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促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率提高之后，在辩护率大幅攀升的基础
上提升辩护的质量，也自然会成为公众
新的期待。 ——沈 峰

安徽省天丽汽配制造有限公司：2018年4月13日，安徽宇
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你公司长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
乏偿债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公司对申请
如有异议，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
相关证据材料。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比维视创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20日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深圳市比维视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比维视
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6月24日前向深圳市比维视创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
2011室；联系人：谭朗、王寻；电话：0755-83734929、18688715961；传
真：8296657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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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比维视创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比维视创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5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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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
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斌、何仲勤副董事长、
张继平总经理、张晓敏董事、公司高级管理及财务管理等有关人员: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裁定受理金晖酒店(深圳)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中天正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管理
人。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及财务管理等人员须依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
五条规定的相关义务，并请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管理人(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联合广场A5401；彭幽寒律师0755-82926215)
移交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全部资料，
并敦促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管理人联系。如怠于履
行上述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将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粤03破34号，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根据河南锂动电

源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15日指定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为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6月12日前向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
座 8 楼；邮政编码：518048；联系人：洪敏、彭雄杰；联系电话：
18620860625、15919411355；传真：0755-82531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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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佳可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3破59号，2017年5月2日，本院裁定受理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深圳市安曼特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因深圳市安曼特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无帐册、文件可
供审计，依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情况，可以认定深圳市安曼特微
显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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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9日裁定宣告深圳市安曼特微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1破106-2号，2017年12月22日，本院根据广州市市头
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法裁定受理广州永大（花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根据永大公司的清算审计报告，截止
2017年12月22日，该公司资产总额347831.62元，负债46694984.40元，
净资产总额-46347152.78元。永大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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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裁定宣告广州永
大（花都）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南华雄陶瓷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8日作出
（2017）湘0621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湖南华雄陶瓷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通信地址：湖
南省岳阳县新墙镇建材工业园 1 号；联系人：龚畅华；电话：
17873053966。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至3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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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雄陶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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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9时在湖南华雄陶瓷有限公司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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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8日，本院根据无锡布鲁澳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无锡布鲁澳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无锡布鲁澳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实际可供清偿的资产
为0元，尚未支付的破产费用为460元，无锡布鲁澳森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债务为519749.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裁定宣告无锡布
鲁澳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宣告终结无锡布鲁澳森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28日，本院根据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实际可供清偿的资产为0元，尚未支付的破产费用为460元，
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债务为145321.8元。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8年4月18日裁定宣告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破产并宣告终结无锡帮得百特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山东吉通制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枣庄市薛城区万方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单位进行破产清算。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0403破申字1号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该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如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内7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水产企业集团海水养殖公司（以下简称“海水公司”）向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济南中院作出（2017）鲁01破申8号民事
裁定书，受理海水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经管理人调查发现，因部分购买海水公司售房的职工未
在山东省财政厅备案登记，或存在符合《关于开展全面兑现职工一次
性住房资金补偿挂账工作的通知》【鲁财综（2013）40号】等房改资金补
偿规定的债权人，请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 山东省水产企业集团海水养殖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常熟市协诚化纤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2日裁
定受理上海隆悠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3月26日
指定上海市天寅律师事务所为上海隆悠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上海隆
悠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上海隆悠服饰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22号鑫达大厦1802室，联
系电话：13916007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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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隆悠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上海隆悠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7月5日下午14时在青浦区城中南路409号201室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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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江油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
月25日裁定四川省江油市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并于2018年4月25日指定四川鼎天律师事务所作为四川省江油市新
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四川省江油市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50日内，向四川省江油市新华泰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四川省江油市纪念碑街中段437
号中华御景1号楼，邮政编码：621700，联系电话：13881140625张雯，
13408163880雷守璋）申报债权。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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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承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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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江油市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四川省江油市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7月23日上午9时在江油宾馆东楼六楼会议室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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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
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四川]江油市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2日，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因广州市南围建材有
限公司（下称“南围建材”）未在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后成立清算组或
主动履行清算义务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广州中院”）申请
对南围建材进行强制清算。广州中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粤01
强清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南围建材强制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作出
（2018）粤01强清6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指定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
务所担任南围建材清算组，负责人为王巍。南围建材的债权人应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南围建材清算组（地址：广州市天
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E座13楼1301室；联系人：
王巍；联系电话：020-28059026；传真：020-28059099）申报债权。南围
建材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及时向南围建材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广州市南围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4月25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广东省经协国际贸易公司强制清

算案【（2018）粤01强清9号】，并摇珠选定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作
为清算组。请广东省经协国际贸易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地址：广州市越秀
区东风东路836号东峻广场3座25楼，联系人：李华律师，电话：020-
87605579。 广东省经协国际贸易公司清算组

2018年4月28日

淮 安 市 恒 和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朱 和 平（身 份 证 号 ：
32010319520818179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
规定，以及常州蜀诚贸易有限公司与陶旭庆、王明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常州蜀诚贸易有限公司将（2014）淮中商初字第0267号民事调解书
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依法转让给了陶旭庆（身份证号320282198310013410）和王明琥（身份
证号320106196209251210）2位自然人。请你们接到本公告后依法向陶旭
庆和王明琥履行全部义务。 常州蜀诚贸易有限公司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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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翻阅南京中院被市委、市政府批转

的《若干措施》，更能清晰、直观地感
受到南京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时代
同进的力度：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
域全覆盖、类型全覆盖、区域全覆盖，
提升保护品质，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加大侵权赔偿力度，破解知识产权侵权
诉讼“赔偿低”问题。

作为南京法院 2017 年度知识产权
十大典型案件，某医药公司与某药业
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就是一例
证。原告某医药公司在与某药业公司
签订 《技术转让合同》 中约定，由原
告提供盐酸头孢替安原料药的生产工
艺，并负责国内销售代理及出口贸
易，且享有技术转让费和销售提成权
利等。合同签订后，被告药业公司却
私自指令案外人生产出口 2000 公斤盐
酸头孢替安粗品。

合同约定高比例的违约金，一方恶

意违约，另一方诉请法院全额支持。主
审法官卢山态度鲜明，药业公司明知合
同的约定，仍故意违约并获得不当利
益，属典型的缺失诚信的违约行为。故
判决全额支持了原告主张的150万元违
约金请求。

创新方法，寻找破解审
判难题的密码

只有有效解决困扰审判的难题，才
能使创新维权落地到位。南京法院矢志
不渝地寻找破解审判难题的密码。

“周期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
低”，这是专利维权不争的难题，而举
证难又是其中核心难点。如何在诉讼程
序上弥补权利人举证能力的不足，进而
在实体处理上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南京法院在实践中探索，从证据保全切
入破题。

证据保全是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

护， 一次有效的证据保全就能决定一
个案件的定性，对当事人而言，是支持
其诉讼主张的有力保障；对法院而言，
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步骤。

然而，知识产权案所需保全的证据
又不同于一般财产纠纷案件的证据，往
往不易获得而且容易灭失，尤其是化
工、医药、生物技术的专利案件以及商
业秘密案件，还涉及大量的高新专业知
识，及时地发现证据和准确地固定证据
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是个挑战。

在原告微软公司诉南京某科技有限
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被告公司未
经微软公司许可，擅自在其销售的电脑
中安装涉案软件，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
业行为，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安装软
件具有合法来源，侵犯了微软公司对涉
案软件享有的著作权。

事实认定靠证据。南京中院知产庭
副庭长周晔谈及此案的证据保全，感慨

“就像电影中打仗一样惊险”，事先制定

周密的保全方案或操作步骤；保全中
与被告公司斗智斗勇，使被告方主动
配合；熟练应用计算机知识，不仅保
全包括源程序、目标程序、技术说明
书技术开发文档，也包括纸介质、光
介质、磁介质等。据此获得的证据，
法院判决被告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微软公司南京区域负责人制作锦
旗专程来法院致谢。

南京中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几
年，80%以上的证据保全和调查取证
都对结案起到“定盘星”作用。

这样的实践探索由点及面，形
成一套成熟的做法。“态度积极、审
查严格、措施有力、方式稳妥”16
字原则，符合法定要件是形式审查
的标准、具备基本证据是合法性审
查的标准、当事人尽举证义务是必
要性审查的标准等 8 条做法，充分
展示南京知识产权案件证据保全的
特色经验。

在司法创新中守护知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