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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贪欲猛于“癌” “两只鸟论”的衢州实践：中宁硅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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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陈华 仇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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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是习近平总书记用来形象阐述企业“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意义和方向路径的表
述方式，简称“两只鸟论”。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重整，对“生病企业”辨症施治，
使企业浴火重生。

“如果当初不是法院积极协调，大力推动中宁硅业清算转重整，公司可能早就没了，我们这群两百来号职
工也就都下岗了，哪曾想到还会有现在繁忙的工作氛围。”中宁硅业忙碌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纷纷感慨道。

2017年6月，曾经的明星企业中宁硅业终究在抵不住种种困境下卸去了明星光环，向衢州中院提交了破
产清算申请。一家明星企业的倒下，不仅涉及大量职工的安置，更影响着当地政府产业布局的调整和地方经
济的发展。衢州中院立足实际，主动作为，科学践行“两只鸟论”，推动中宁硅业从破产清算的死路，成功走向
破产重整的重生之路，让明星企业再次焕发出其应有的光芒。

□ 肖 瑛 合议庭回访重整企业。 潘家栋 摄

近日，在部门召开的廉政警示
教育会议上，有人突然提到了之前
媒体的一些梳理，说，有几个官员即
便患癌后，仍一边与癌症作斗争，一
边抓紧时间贪腐。大家都纳闷，这
些人究竟是怎么了？也让我陷入了
深思。

贪官落马不少见，可当生理上
已罹患癌症，仍然不收手、不收敛，
甚至将癌症当成搞权钱交易的借口
时，的确让人唏嘘不已。是什么在
支撑着他们呢？

在这些官员心中，大形势不可
谓不知，可偏偏仍在廉政问题上栽
跟头、犯错误。这正是“贪如火，不
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一
个核心的因素还是放纵了自己的贪
欲，在非分之利面前动了歪心思、耍
了小聪明，这才让哭泣、忏悔成为人
生悲凉的注脚。

虽然对这些患癌官员在处罚方
式上会有所考虑，但始终高悬的党
纪国法从未“开恩”，亦未“降等”，这
正是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信号的鲜
明写照，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的重要保障。

我想，癌症虽然被视为绝症，但
并不绝对。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病患的生存期会延长，治愈的概率
也在加大。但贪腐却是绝对的“绝
症”，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的当
下，一旦走上这条不归路，将败坏官
声、埋葬自己、连累家人，身败名裂、
妻离子散的苦楚丝毫不亚于癌症带
来的病痛。

贪欲猛于“癌”！比癌症更需要
斗争的是自己的贪欲。对我的启示
就是，无论顺境中，还是逆境时，无
论明面上，还是私下里，无论为小
家，还是顾大家，当永远铭记清正廉
洁这个理，永远绷紧戒贪止欲这根
弦，在恪守纪律和规矩中迈好人生
每一步。

恍惚间，考进法院工作已经三
年，在研究室工作也已经三年了，从
开始没日没夜加班的日子算起，转
眼就过了九个多月。这段经历让我
从一个研究室工作的门外汉历练成
能挑起研究室工作重担的负责人。

基层法院研究室要负责调研、
案例、信息、宣传、综合材料撰写等
大量工作。在这几个月里，常常是
几个材料都在排队等着完成，但多
个任务又紧跟着来了。深夜不停地
面对电脑敲击键盘，咬着笔头时，偶
尔也会觉得烦躁不安；看到法官身
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审案时，也会
羡慕不已。但我知道，在基层法院
研究室工作，就是要静得下心、沉得
住气、扑得下身。

朋友问：“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天
天 加 班 ，你 还 会 考 来 法 院 吗 ？”

“会”！虽然常常加班没有时间陪伴
家人；虽然常常熬夜导致坐着都能
睡着；虽然工作一件件不断地完成
仍然有成堆的事砸来……但这一切
都丝毫不影响这个工作对我能力的
提升。信息宣传锻炼了我的思考问
题，增强了对新闻点的敏感度；调研
案例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和表达能
力；综合材料提升了我的思维格局，
给了我更高的眼界和视野。每每见
到自己撰写的宣传稿被采用发表，
帮同事们改编的案例获奖，熬夜下
功夫写的材料得到领导的肯定，那
些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不亚
于法官完美地办结了一起案件。我
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全院取得
的荣誉也有我的一份付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
金。仔细回想这段日子，收获良多，我
相信，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奋斗，自
己就有能力遇到问题时不逃避、面临
困境时不退缩、挑起重担时不胆怯。
无论未来怎样，既然开始，就努力做
好。如此，既能慰心，又能不负光华。

静陌花开

■审破结合：
濒临绝境的艰难选择

中宁硅业成立于 2007 年，成
立初期公司拥有土地800余亩，前
期投资超过 10 亿元，是当时整个
衢州的明星企业。

然而明星光环的背后，是不为
人知的艰难与心酸。因前期设备投
入成本大、产品建设周期长，以及
后期国际市场行情下行、引进工艺
已属淘汰等多方因素的叠加，中宁
硅业出现了严重亏损，以至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经营危机重重。

2017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宁硅业告上
了法庭，案件标的金额高达1亿余
元。衢州中院受理此案后高度重
视，该院院长魏新璋亲自担任案件
承办人。在了解到中宁硅业因技
术、成本原因已长期涉困并为当地
园区重点关注，且作为被执行人在
法院有标的额 3300 余万元的执行
案件长期未能执结后，为有效盘活
资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魏新璋
明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思
路，一方面推进诉讼案件进程，另
一方面引导当事人进入破产程序。

但无论是中宁硅业的股东还是
管理层，都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持
回避、消极态度。对于股东而言，
认为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那么
他们前期投入的十几亿元资金都将
付之东流、血本无归；对于管理层
而言，公司在他们经营管理期间进
入破产程序，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
事情。种种的担忧与障碍，使得

“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思路在实际
推进中遇到了极大阻碍。

为消除他们的顾虑，该院破产
庭与民二庭庭长共同约谈了银行和
中宁硅业相关负责人，从减少讼
累、节约司法资源、避免程序空
转、提高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和转型
升级效率等角度，对中宁硅业进入
破产程序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
负责该破产案件的衢州中院破产审
判庭庭长程顺增曾向他们形象地解
释道：“以前人们的观念当中，去
法院破产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但企
业和人一样，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
规律，企业生老病死是市场规律，
人生病了要去医院治病，企业出现
破产原因也是生病，企业去法院破
产就是人去医院治病。”

最终，中宁硅业为从根本上甩
清历史包袱，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
向衢州中院正式提交破产清算申
请。同月 26 日，衢州中院正式裁
定受理中宁硅业破产清算申请并通
过竞争方式指定浙江南孔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

此案是衢州地区首次运用“审
破结合”机制启动破产程序的破产
案件。此后，为更好地将“两条腿
走路”的工作思路运用于诉讼与破
产审判实践中，该院在总结提炼此
案模式基础上制定出台了“诉破结
合”操作指引，从立案和审判环节
推动出现破产原因的企业尽早启动
破产程序，提高司法效率，早日实
现市场出清和企业拯救。

■清算转重整：
审时度势的变道超车

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中宁
硅业已曾多次试图通过资产重组的
方式进行自救，但均宣告失败。因
此，在法院裁定其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后，公司上上下下所有人悲观情

绪极为严重，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不怀
抱任何希望地等待医生作出最后的死亡
诊断。与此同时，同行业的竞争者也在
一旁静观其变，计划当中宁硅业破产清
算进行资产拍卖时，它们通过支付较低
的拍卖价格来获得中宁硅业核心的装置
设备。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中宁硅业将通过
破产清算的道路走向死亡时，管理人尽
职调查后的重大发现，让法院和管理人
看到了中宁硅业重生的希望。

中宁硅业开发、生产的高纯硅烷产
品，打破了欧美日等国长达 50 多年的
垄断销售地位，现已进入光伏领域 60
多家用户，占有70%以上的光伏市场份
额，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其还具备开
发电子级多晶硅、纳米硅粉等高端产品
的能力，具有较高的重整可能性。若该
公司直接破产清算，其掌握的核心技术
及生产线价值都将大大贬损，而且还涉
及200多名人员安置、市产业布局等多
方面问题。

于是，在分析各方利弊后，此案的
审理思路有了实质性的转变，破产重整
渐渐成为各方对中宁硅业案件处理的一
致想法。但程序如何转换，由谁提出重
整申请等一系列问题，又让案件的进展
遇到了阻碍。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提出
破产清算申请的，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
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
出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重整。但中
宁硅业是债务人自己提出破产清算申
请的，在此情况下如何转入重整程
序，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此期间，
我们曾考虑由债权人或者中宁硅业出
资人提出重整申请，但均以企业出资
人内部股东会以及债权人内部决策无
法通过而予以否定。经过反复讨论，
我们认为从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本意上
看，设置重整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尽可
能地拯救困境企业，而且在集聚区的
支持配合下已经有了意向投资人，重整
具备了可行性。因此最终确定仍由中宁
硅业自己提出破产重整申请的程序转换
思路。”程顺增说。

2018年2月26日，在管理人与战略
投资人合作框架协议敲定之后，衢州中
院裁定中宁硅业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破

产重整程序。变道超车迈出了实质一步。

■优中选强：
把好新投资人关

企业能否通过重整拯救成功，战略
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环节中最关键的一
环。

在此环节，衢州中院不遗余力地调
动各方资源，只为寻找到最佳投资人。
他们一方面指导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
案件重整信息网、《中国化工报》、《中
化新网》 等网站公开发布 《招募投资
者公告》，详细介绍中宁硅业的现状、
陷入困境的原因及今后发展的优势和
亮点。另一方面借助园区主管部门和
政府招商部门的渠道和力量，对中宁
硅业同行业及上下游的实力企业进行
重点推介。在遴选过程中，前后共有 6
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前往中宁硅业
考察和洽谈投资意向，但他们的到来
却让法院、园区以及管理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意向投资人中有行业龙头上市公
司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忧的
是意向投资人中不乏存有恶意收购的嫌
疑。

为避免恶意收购者将中宁硅业核心
资产、营销渠道拿走后，对企业职工等置
之不理，经法院、园区及管理人多方沟通
后，确定通过园区设置投资强度、税收及
职工安置等入园门槛来甄别是否为恶意
收购。

在甄别出恶意收购者后，如何在善
意收购者中好中选优，是中宁硅业破产
案件面临的又一道关卡。

“纳米硅粉是新型锂电池硅负极材
料，是国内外近几年最为热门的领域之
一。但中宁硅业的纳米硅粉，下游应用
市场产品尚处于研发或中试阶段，需要
配合下游客户的研发进度及规格调整工
艺。因此，中宁硅业的纳米硅粉产品要
取得进展需要急切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
对其进行重整和对项目技改。多氟多公
司是国内最大的锂电子电池生产企业之
一，它的加入，对于中宁硅业而言，无
疑是最有利的一剂强心针。这也是我们
选择多氟多公司作为战略投资人考量的
因素之一。”中宁硅业破产管理人说，
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们重整的决心和信
心。

■打通堵点：
创新抵押债权清偿方式

重整实践中，享有担保权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往往是重整计划的堵点。

中宁硅业破产申请受理后，建行
衢化支行将其1亿余元享有担保物权
的破产债权打包转让给了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又一次让法院及
管理人陷入喜忧参半的境地。

“与银行相比，资产管理公司业务
范围更为广泛，可以直接投资持股，为
债权的清偿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
间。但同时因为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自
身体制原因，议事、表决流程较为繁
琐，且总部设在北京，这就为债权清偿
的协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而该部分
债权如何清偿直接影响着整个重整进
程的推进与成败。”中宁硅业破产管理
人回忆起当时多轮协商过程仍心有余
悸。

由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享有的债
权具有抵押且在抵押权组占比份额极
高，事实上对重整计划草案享有一票
否决权，协商过程中的难度可想而
知。对于债权人长城公司而言，要确
保投资保值增值；对于战略投资人多
氟多公司而言，希望以最少的成本完
成收购，两者的利益显然冲突。如何
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
法律适用问题，更是一个商业博弈的
问题。为了保证重整计划草案能尽早
通过，法院作为中立第三方，多次直接
参与具体清偿方式的协商，从清算路
径与重整路径清偿率对比、增强重整
方案通过的可行性、战略投资人收购
资金与再投入资金的强度、重整企业
后续盈利前景等多个角度，反复做多
氟多公司和长城公司工作，引导双方
最终创造性地采取了“现金清偿+债
转股”的清偿方式，达成了利益平衡。
即由长城公司将其享有的优先债权额
1亿余元的清偿方案确定为现金清偿
7500万元，另2700余万元优先债权转
为股权。

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通过从
投资金额、绿色环保、产品集群效应及
是否符合集聚区产业规划等多方面情

况进行综合考虑，选定由焦作多
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三家单位组成联合战略投资
人，共同出资对中宁硅业进行重
整。

■凤凰涅槃：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2018年 2月 28日，中宁硅业
重整计划草案在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上获得通过。

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对通
过的重整计划应予审查。“以往在
审查重整计划时，觉得既然方案
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通过，程
序合法，就直接批准，往往忽略了
重整计划中经营方案的可行性，重
整企业后续经营乏力。”程顺增介
绍道：“我们要求管理人制定重整
计划草案重点关注重整后企业的
经营方案，严防减债式重整或空转
式重整，确保企业重整质量。管理
人与债务人、新投资人在充分分析
项目前景的基础上，制定了短期及
中远期发展规划，科学、翔实地规
划了公司发展步骤。这也与今年3
月出台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中，对重整计划的审查
与批准应重点审查企业重新获得
盈利能力的可行性的要求不谋而
合。”

在对其中的经营方案可行性
进行充分审查后，3月20日衢州
中院裁定批准中宁硅业的重整计
划，上市公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入驻衢州市高新园区，实
现了“凤凰行动”与“僵尸企
业”处置的有机结合。4 月初，
全部投资款 1.05 亿元一次性到
位。成功安置职工 200多名、盘
活土地 322.21 亩、厂房 4.6 万平
方米，化解银行不良资产1.02亿
元，清理债务总额5.95亿元。当
月企业即实现扭亏为盈，次月利
润增长15%。近期新股东又追加
了 3000 万元进行技改，职工情
绪稳定，订单不断，生产经营再
上新台阶，各项指标连创新高。
企业所在园区安检、电力、税务
等部门走访中宁硅业时，对中宁
硅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摆脱困
境，起死回生，生产经营重新走
上正轨连连表示称赞，并一致认
为，对值得挽救的企业，破产重
整确实是个好制度。

魏新璋曾在听取破产庭关于
中宁硅业破产案件审理情况汇报
时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背景下，破产重整对于挽救陷入
困境的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关
系到企业的再生。法院就是这
些生病企业的医院，从事破产审
判工作的法官就是这些生病企
业的主治医生。我们要担负起
自身的责任，借助破产重整制度
去挽救陷入困境但有挽救可能
和挽救价值的企业。通过盘活
工业土地和厂房、激活市场要
素、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引入新投
资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动
能转换。”

2015 年至 2018 年 5 月，衢州
市两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 219
件，审结破产案件145件，促成36
家企业实现重整，推动103家“僵
尸企业”有序退出市场，化解银行
不良贷款43.94亿元，盘活工业用
地4585.32亩、工业厂房160.95万
平方米，配合政府有序分流安置
职工4751人。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初审：专项
附加扣除，多考虑一老一小？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在京举行，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
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初审。

此次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增加规定子
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
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在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们看来，这
项福利还应更加有力些。

徐绍史委员说，目前我国人口结
构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老龄化和少
子化，2017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经是
2.41亿人，占到17.3%，2017年本来说
是放开二孩政策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
生育比较大的增长，结果2017年新出
生人口只有1700多万人，比2016年还
少生了63万人。现在赡养老人基本上
是“973”，即90%是居家养老、7%是社
区养老、3%是机构养老。所以赡养老
人的费用还是应该考虑专项扣除。既
然实施二孩政策，那么0到3岁的婴幼
儿的哺育费用也应该考虑专项扣除。

吕建委员建议在专项扣除的具体

范围和标准的确定中考虑子女的教育
支出。中国的子女教育支出主要集中
在幼儿园、高中和大学阶段，希望能够
对这些阶段的费用，特别是对大学阶
段费用支出提高减免比例。在大病医
疗支出方面，应当着重考虑到因病致
贫和因病返贫的部分。

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王军建议，把
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经费纳入专项
附加扣除的范围。实行计划生育是基
本国策，现在这些“一胎”家庭已经到了
面临养老的问题，应该把“一胎”子女养
老所需的经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作为
国家对这些家庭在政策上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