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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说

□ 张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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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江南 陪审员化身“多面手”

传承工匠精神
□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法院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

说起人民陪审员，
如果印象还停留在审判台上沉默不语的
“旁观者”
，
那显然是过时了。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有一群身
穿白色衬衣、
胸前别着蓝色徽章的人，
他们不断穿梭于法庭、
调解室与心理咨询室。
在参加案件庭审的同时，
他们还承担起调解、
心理咨询等不少
工作。
近年来，
江南区法院带领人民陪审员队伍创新扩大陪审员的履职范围与履职方式，
吸引陪审员积极参与到法院的各项改革中，
真正把人民
陪审员打造为身怀多项技能的法院
“多面手”
。

从“陪衬”到真正参与审理

我叫胡志远，今年 69 岁，2004
年成为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
院的人民陪审员，今年已经是我当
人民陪审员的第 14 个年头了，我参
与审理的案件也已有 2000 余件，涉
及刑事、
民事、
经济、
行政、
知识产权
等各种类型案件。这 14 年里，我多
次被评为市、区法院的优秀人民陪
审员，十佳人民陪审员等。
要问 14 年来将陪审工作做好
做优的秘诀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踏
踏实实沉下心来，用一种“工匠精
神”来对待参审的每一起案件。
提前阅卷是最基本的功课，多
年来，我必须在开庭前安排一定的
时间先阅卷，有疑问的地方要和法
官进行深度沟通。
开庭时，
要认真听
取原、
被告双方陈述和答辩，
结合自
己积累的经验和自己工作的专业知
识及法律知识，勇于发表陪审意见
供法官参考。
都说术业有专攻，因为我原先
审计工作的经历，让我在很多税务
和经济的案件中成为合议庭重要的
一员。
记得去年陪审的两起税务行政
诉讼，被告提供的案卷材料堆积如
山之高，这一项一项的款项来源错
综复杂。被告认为原告少计算收入、
少申报税款，
故对原告进行处罚，
要
求补缴税款、
罚款及滞纳金。
但原告主
张其账目并非全部属于收入，
其中有
借款、
有代建资金等。
法官邀请我和他
一起核对账目鉴别真伪，
我便戴起老
花眼镜根据账目明细和票据及转账凭
证一一核对，
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才
将账目还原出
“事实真相”。
除此，
对于每个细节，
我也很在
意，
哪怕小到我在庭审中的坐姿。
我
还记得今年参与审理的一起涉及二
十几个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开庭时
间一直从上午持续到晚上 8 点才结
束，中间只有吃饭才进行了短暂的
休息。
自从当了人民陪审员，
我真正
体会到审判一线法官的辛苦和不
易；同时也点赞自己的坚持，
自己毕
竟也是马上 70 岁的人。
通过多年用心总结，我摸索出
“五个一点”工作心得：开庭前挤一
点时间阅卷；出庭前养足精神，
使自
己精力集中一点；庭审时认真细心
一点；调解时再坚持一下，
再耐心一
点；发表合议意见审慎、
准确一点。
对于我来说，人近 70，陪审工
作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事业，我非常
看重。它让我发挥了退休生涯的余
热，让我在审判领域也贡献了一份
重要的心力，更为我退休后的生活
增光添彩。我想，
今后只要身体健康
状况仍然允许，我一定会在人民陪
审员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罗德鑫 卢琴香 整理）

人民陪审员是连接法院与民意最
直接的桥梁。然而一些“陪而不审”
现象制约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发
挥。“人民陪审员虽没有一身法袍，
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关键
在于如何在庭审中真正发挥作用。”
对于如何改变陪审员的“陪衬”地
位，该院负责陪审员工作的副院长庞
丽有着自己的看法。“要发挥人民陪
审员的专业优势，让具有专业知识的
‘专家’参与审理案件事实认定问
题，更好地帮助法官理清事实真
相。
”庞丽说。
今年 5 月，在该院审理的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中，具有银行工作经验
的人民陪审员陆敏就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
原来，该案的被告对原告提出的
借款事实并无异议，但被告通过举
证，坚称自己已全部还清借款。在陆
敏看来，此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被告
是否已还清了原告主张的 14 笔共计
30 多万元的借款。庭审中，被告代
理人在庭上出具了从银行打印的 5 本
银行账户流水，举证反驳称已全部还
清借款。桌上的每本银行流水都有一
寸厚，其中包括被告涉及还款的 3 个
银行卡账户、原告收到还款的 2 个银
行卡账户。这五本银行卡账户流水时
间跨度就长达 9 个多月。
面对厚厚一叠的证据材料，原告
代理律师根本无法在庭上进行一一质
证，只好提出由法院裁决。但这也同
样难倒了审判长。
休庭后，审判长把陆敏请到了办
公室，希望能借助她在银行工作的
专业经验，协助法官准确高效地把
被告提出的 132 笔还款交易与五本
银行卡账户流水进行匹配和勾对。
很快，陆敏发现的确有 130 笔交易
证实了被告陈述的事实，但有两笔
总计 6000 元的流水却无法在原告账

群众在南建社区调解工作室咨询。

户找到对应的收款记录。最后审判
长采纳了陆敏的意见，“查清了原被
告双方借款、还款的事实，确保了
裁判的公正，陆姐你可帮了我的大
忙啊。”案件审结后，对于陆敏提供
的专业帮助，审判长不禁竖起了大
拇指。
不仅如此，针对辖区内家事纠
纷、继承纠纷众多的特点，江南区
法院还特意从人民陪审员中选取具
有社区工作经验的陪审员组成家事
案件的专业陪审团队，并通过随机
抽选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自己熟悉
的家事邻里纠纷案件审理中，以发
挥他们亲民优势，更好地帮助法官了
解社情民意。

辛艳红是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
市二小的一名教师。5 年来，她认真履
行陪审义务，将审判工作和教师的本
职工作巧妙结合，主动做人民法院的
宣传员、法院与民众的联络员，
向大众
传递公正司法正能量。

每一次庭审都是一堂生动
的法制课
谈及担任人民陪审员对自己的影
响，
辛艳红满脸的笑显得很满足，
她说
除从中学到不少法律知识外，参与审
理的案件都已成为她教育学生时生动
鲜活的教材，
同时，
她会在潜移默化中
更加注重学生人格、心理的培育和塑
造。

辛艳红说，因为在学校工作，
对于
一些青少年犯罪，
在陪审中让她感到最
痛心，
因此她就有针对性的对学生开展
法治教育，
让学生明白人生的价值和违
反法律的严重后果。
同时利用家长会对
学生父母强化家庭责任意识教育，
让其
明白之所以子女犯罪，与父母忽视教
育、
放纵管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陪审员陪审不陪衬
多年的陪审实践，使辛艳红体会
到要当好人民陪审员，就要充分发挥
作用，承担一名人民陪审员所应有的
责任和担当。
2016 年 11 月，她参与审理一起发
回重审案件，
案情比较复杂，
被告单某

送达执行文书

蔡永东：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鲁建平申请执行蔡永东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蔡永东所有的机器设备进行公开摇号
选取评估机构，现将评估机构公告向你送达。该案经摇号确定的
评估机构为内蒙古正源华正资产评估事务所。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
办理有关本案评估及现场勘验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进海运有限公司（Hanjin Shipping Co.,Ltd）：本院受理
（2018）津 72 执 16 号海洋环球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一案，依
法委托天津天衡海事检验有限公司对本院查封你公司所有的存
放于中国福建厦门港远海码头、国际货柜码头、海润码头及海天
码头 256 个集装箱进行价格评估，现已作出 TMS-18050078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本评估报告有异议，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
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 10 时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10 时止 提出。逾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海事法院
在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送达破产文书
活动，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长沙市长沙县星沙镇星沙大道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祝华中、周绍年、祝周凤、高朝
325 号长沙碧桂园水岸人家十一街 21 栋 102 室联排别墅房产，
霞的申请于2018年3月1日裁定受理安徽爱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破
不动产权证号：713011089，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在层数：1-2/2，
产清算一案，
并决定将该案交由本院审理。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指
建筑面积为：210.9㎡，竣工时间：2011 年 12 月，用途：住宅。限购
定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为安徽爱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安徽爱
情况：自行询问当地购房政策。起拍价：309 万元，保证金：30 万
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安徽爱达
元，增价幅度为：1000 元。二、咨询看样、竞买方式：竞买人请仔
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安徽省宿
细阅读本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拍卖信息
松县东北新城宿松县司法局二楼209室；邮政编码：246500；联系电
（http://sf.taobao.com），并依照网上载明的方式联系看样、报名
话：江石焰13966990488，芮松13955613996）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参与竞买。公告内容以淘宝网公告为准。联系人：陈法官，王法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官；电话：0555-2370978。 [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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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 10 时止
徽爱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安徽爱达
在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活动，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益阳湘恒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内的
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召开，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52 件机器设备。标的物详情见淘宝网。起拍价：82 万元，保证金：
加。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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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万元，增价幅度为：500 元。二、咨询看样、竞买方式：竞买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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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本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等拍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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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taobao.com），并依照网上载明的方式联系看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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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竞买。公告内容以淘宝网公告为准。联系人：陈法官，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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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电话：0555-2370978。 [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权武申请宣告梁鲜玲死亡一案，经查：梁鲜玲于
2005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梁鲜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玉学申请宣告孙晓龙死亡一案，经查：孙晓龙，
男 ，汉 族 ，1978 年 3 月 16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230223197803162012，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原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三兴镇东安村 7 组，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孙晓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
孙晓龙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2015 年，江南区法院率先组建
了南宁市首支陪审员诉前调解队伍，
而家事邻里、侵权等传统民事纠纷则
成为诉前调解的主要阵地。“对于婚
姻家事案件，在立案阶段就由负责诉
前调解的法官随机分配给我们的人民
陪审员，并辅导陪审员对当事人的心
理状况进行简要评估，在开庭前就充
分了解当事人的子女情况、双方婚姻
基本情况和感情困扰难点，为调解做
好准备。”该院立案庭庭长张敏介绍
道。
但说起人民陪审员在家事案件里
发挥的作用，就不能不提起他们另一

辛艳红：
受益终生的无形财富

□ 李晓红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从诉前调解到心理咨询

个重要的身份——心理咨询师。从
从审判台上陪审到协助立案
2016 年起，江南区法院就与广西婚
姻家庭咨询中心合作，聘请该中心的
自首先在菠萝岭社区设立调解工作
心理咨询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全程参
室以来，江南区法院马不停蹄，位于二
与家事案件的审理和调解工作。
桥西社区的第三个调解工作室也已挂牌
谢丹，是该院一名具有二级婚姻
成立。这一举措是该院参与社区网格化
家庭咨询师资格的人民陪审员，已参
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有效尝试。
加陪审工作两年的她常常为婚姻家事
江南区法院在社区设置的调解工作
案件中的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帮
室除做好调解工作外，还为群众提供立
助。不久前，谢丹就为一起离婚案件
案咨询、立案指导服务，并且不定期地
设立流动立案窗口。而在工作室派驻人
的当事人化解了心结，使得案件达成
民陪审员担任常驻调解员，对于陪审员
调解。
来说又是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原来，李瑞和黄颖是一对结婚十
和法院的立案窗口不同，在该流动
余年的中年夫妻，性格内向的丈夫一
心注重家庭生活，不喜欢社会交际； 立案窗口受理的案件主要以继承类纠纷
案件为主，而且前来咨询和立案的多数
妻子黄颖则性格外向，喜欢和人交
是老年人。
流。久而久之，双方在家庭生活、理
5 月 9 日，家住南建社区的黄阿姨
财、消费等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一大早就来到工作室，为了房子操碎心
平日里夫妻双方缺少沟通，越发淡漠
的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打官司。当天值班
的家庭生活让丈夫难以忍受，于是一
的人民陪审员陈伟生热心接待黄阿姨，
纸诉状诉诸法院要求离婚。
并以自己 3 年多以来的陪审经验，为黄
案件开庭前，先分到了谢丹手
阿姨提供了全面细致的解答。随后从院
里。当得知这对夫妻欣然接受法院建
部赶来的潘法官，仅用 10 多分钟便为
议，愿意在开庭前接受心理咨询师的
黄阿姨办理了立案手续。
辅导时，谢丹明白双方之间还是有感
据了解，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该院开
情基础的。她坐在这对夫妻对面，并
展社区工作室立案工作以来，通过流动
不急于使用专业的心理咨询技巧，只
立案窗口为群众提供立案咨询和指导
静静地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慢
200 多人次，成功立案 97 件。
慢地引导双方将积郁在心中的不满、
从陪审到调解、家事调查、协助立
委屈倾吐出来。一番倾诉后双方沉默
案，江南区法院不断创新扩展人民陪审
不语，内心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
员履职范围。该院借助全国家事审判改
题。最后，谢丹指出了双方婚姻中存
革试点单位为契机，通过在人民陪审员队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夫妻俩欣然
伍中选聘家事调查员，走访居委会、邻
接受，表示愿意为了挽救婚姻与家
庭，尝试改变自己，重新接纳对方。 居、亲戚和家属，深入调查当事人的夫妻
感情现状、孩子抚养情况，为家事法官
“当开展的心理咨询能让案件有所转
审理案件提供了有效的辅助证据。
机时，我都会充满成就感，或许这就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江南区法
是人民陪审员身份带给我最大的满足
院人民陪审员工作已成为该院审判力量
吧！”说起陪审员这个第二职业，谢
的有力补充。“我们经常不定期地为陪
丹不禁感叹。
审员开展业务培训，努力使他们发挥
据统计，今年以来，江南区法院
‘一职多能’作用，目前我们的人民陪
中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民陪审员
审员已华丽变身为法院‘多面手’
共为 49 名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成
了。
”该院院长林振明说道。
功调解案件 7 件。

系该市某企业的职称主管，在单位利
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便利获取高
级职称，受贿 7 万多元，一审判决单某
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判决后
单某不服，上诉至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中院裁定发回重审。重审
中，
单某认罪态度较好，
对一审认定的
受贿罪没有疑义，但供述在一审中对
法庭讲了谎话，隐瞒了受贿数额中有
其嫂子得到好处费 2 万元的情节，同
时讲述了在一审中对法庭讲谎话的心
理活动。
辛艳红凭借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
经验，在合议庭合议时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
仔细分析案件的每一个细节，
查
找了法律的相关条款，综合考虑单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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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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宿松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嘉隆科贸有限公司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
强制清算程序【案号：
（2018）粤01强清51-1号】，法院已依法指定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尹星。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并以书
面形式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清算组地
址：广州市天河路242号丰兴广场B幢1006、1007、1008室。联系方
式：18825050202，李律师。 广州市嘉隆科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无锡锦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30
日裁定受理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9月30日指定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担任苏州正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人。2018年6月13日，本院根据叶越明的申请裁定苏州正
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整。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6
日裁定受理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并于2018年6
月19日指定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联合为江西
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8年10月22日前，
向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江西省丰城市新城区太阿南路;邮
政编码：331100;联系电话：0795-6215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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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9时
在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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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审庭审中供述犯罪事实的心理活动
具有现实生活的客观性等因素，最终此
案经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单某犯受贿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用民族语言和当事人唠家常解心结
额尔古纳市是有 20 个民族聚居的
边疆城市，有自治区唯一的回族乡和中
国现今仅存的唯一一个俄罗斯民族乡。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的经济交往
不断增加，
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
额尔古
纳法院加大对少数民族陪审员的选拔力
度，
将熟悉民族习惯、民族语言的人员选
任到陪审员岗位上来，其中就有蒙汉双
语兼通的辛艳红。
在审理一起好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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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
6日裁定受理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年6月19日指定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联
合为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22日前，
向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江西省丰城市新
城区大阿南路;邮政编码：331100;联系电话：0795-6215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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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
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0月25日下午3时在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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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3 月 30 日，本院根据浙江中数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浙江中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6月8日，
浙江中数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根据管理人审
查债权的情况，中数公司已申报债权38.88亿元，经管理人初步审
查确认债权为3.506亿元。中数公司名下资产主要有厂房、土地及
大宗机器设备，已以 5131.4 万元的价格公开拍卖成交。部分小型
机器、办公设备等评估价仅为 71 万元。中数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故提请本院宣告浙江中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本院经
审查认为，该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该情形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中，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上剑拔弩张“火药
味”十足，由于双方情绪激烈，法官决定暂
时休庭，由法官和辛艳红分别做双方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
调解中，辛艳红了解到一方当事人是
蒙古族，就主动用蒙语和他唠起了家常，
随后情理法并融，耐心疏导，最终解开了
心结，
两个老朋友握手言和。
“在当事人眼里，我和他都是蒙古族
都会蒙语，自然心里隔阂少些，有时老百
姓争的不是别的，就是一口气，甚至哪怕
是一份理解。
”辛艳红深有感触地说。
“要做好人民陪审员必须把热爱、学
习、责任、敬业八个字牢记心中，努力践
行。”辛艳红总结道。她说，在陪审经历中
的收获是她受益终生的无形财富。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宣
告浙江中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盐欣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9日
裁定受理海盐县新联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新联交通公司”
)破产
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6月20日指定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为新联交通公
司管理人。新联交通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17日前，向新联交通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西路868号永泰广场五楼；邮
政 编 码 ：314031；联 系 人 ：张 超 ；联 系 电 话 ：13867389833，0573—
82721152)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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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交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新联交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21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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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0日，
本院根据仙居县精诚卷门店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
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下简称
“天与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天
与公司负债63396541.76元，
而其可供清偿的财产为13387012.26元。
本院
认为，
天与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裁定宣
告浙江省仙居县天与滑板车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8日，
本院根据邵海燕的申请，
裁定受理宁海阿彬水产
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海阿彬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已被管
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达3841414元，
但名下的财产几无变现价值可供清
偿破产债权，
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
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并且，
债务人宁
海阿彬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账册不全、去向不明，且其名下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
依法应当终结破产程序。
据此，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四十三、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于2018年6月5
日裁定宣告宁海阿彬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终结宁海阿彬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8日，
本院根据宁海县群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
定受理宁海县群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宁海县群平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达1329353.90元，
但其名下仅有
银行存款2561.90元，
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
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并且，
宁
海县群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提供账簿、
其名下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
依法应当终结破产程序。
据此，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
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宣
告宁海县群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终结宁海县群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