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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向司法改革要“审判力”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黄卫红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借司法改革的东风，既为审判团队加压，又为审判团队松绑，在审判这块土地上精耕细作，

张弛有度。2017年，永州中院共受理各类案件6345件，结案6284件，结案率99.04%，平均办案周期仅27.3天，结案率和办案周

期均列全省第一。

新型团队整合“审判力” 裁判文书签发程序由衷点赞。
“2018年 1至 4月，永州中院的办

案周期为20.4天，相比去年的27.3天，
又缩短了约一周。”说起审判绩效，罗
重海满是欣喜，“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的《关于全省法院长期未结诉讼
案件情况的通报》显示，截至5月8日，
三年以上长期未结以及两年以上不到
三年未结的诉讼案件数据上，永州中
院均为零。”

打开永州中院内网，经常可以看
到各审判团队运行讨论会和专业法官
会诊会议召开的新闻。

为了提升法官专业技能，保证审
判权的准确、专业、高效运行，各审判
团队定期召开团队运行讨论会。会
上，团队成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将案
件审理中发现的特点、难点以及审判
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汇总梳
理，同时分享各种经验做法。

“员额制改革后，由于民事法官欠
缺，我从刑事审判调整到民事审判岗
位。虽说多年前从事过民事审判工作，
但毕竟这些年钻研的都是刑事案件，在
民事审判方面倒成了新手。”法官周艳
君说，“这种团队运行讨论会于我而言，
无疑是精彩的课堂，受益匪浅。”

通过专业法官会诊会议对案件把
脉“疑难杂症”是永州中院的又一亮点
工作。

专业法官会诊会议，是永州中院建
立的一种由资深专业法官组成的针对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具体分析和法律适
用咨询的讨论会。会诊会议通过集体
讨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资深法官的
集体智慧，让案件承办人向资深法官

“借脑”，帮助承办人进一步理清办案思
路，明确办案方法，确保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的质量效率和社会效果，并在全院
范围内促进法律适用尺度的统一。

永州中院分别设立了刑事审判、

民事审判、行政审判三大专业法官会
诊会议，各审判团队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遇到疑难杂症时，可以请求审判长
启动专业法官会诊会议，对案件开展

“望闻问切”。专家会诊意见仅供参
考，意见采纳与否，由主审法官、合议
庭决定，不具有强制性，审判责任仍由
主审法官、合议庭承担。

此次专家把脉的案件是一起案情
复杂、标的额巨大的金融借贷纠纷。
合议庭合议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审判长唐向东于
是启动了专家会诊。

会议由分管民商事审判的审委会
专职委员顾能辉主持，7 名资深法官
参加。承办法官向全体与会法官介绍
了基本案情和相关证据。参会法官认
真听取案情介绍，围绕证据分析、事实
认定及法律适用等问题，依次独立发
表意见，提供司法智囊。

仅今年 4 月，八大民事审判团队
共启动了13次专家会诊，帮助合议庭
在厘清案件思路、查明要点、准确适用
法律等方面提出合理意见，助推合议
庭高效结案。

“司法改革后，形成了审判长负责
制下的合议庭‘共同责任体’。这就倒
逼着专业素养、审判技能的提高。”民
事审判第六合议庭审判长李振湘感
叹，“‘审判力’得到释放，绩效得到明
显提升。”

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湖南省永州市
两级人民法院的受案数飙升；员额制改
革后，办案法官的人数减少了，案多人
少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白天
办案、晚上写文书，审判大楼夜里灯火
通明，已然成了永州法院的常态。

“在员额制的前提下，一段时间
内，人力、物力资源都是有限的，而受
案数量却在与日俱增，单靠‘5+2’

‘白+黑’，不是长久之计。”在审判团
队建设专题会议上，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罗重海指出，“个人
的努力是加法，团队的努力是乘法。”

如何打破传统，组建以员额法官负
责制为核心、审判辅助人员协助的新型

办案团队，整合审判“审判力”，破解
案多人少的坚冰，全面提升审判效率，
正是此次审判团队建设专题会议的讨论
重点。

“破解案多人少矛盾要趁着司法改
革的东风，通过创新审判理念、优化审
判方式、整合优质资源，释放‘审判
力’，向改革要‘审判力’。”时任永州
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晓龙说。

2017 年 11 月，永州中院出台 《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合议庭组建以及
人员选任分配办法》，全院组建18个审
判合议庭、4个执行团队，每个合议庭
配备 3 至 4 名员额法官、1 名法官助
理、1至2名书记员。

专业审判提高“审判力”
“现代社会矛盾纠纷所呈现出的类

型化特点，对专业化审判提出了迫切需
求。”在罗重海看来，要解决立案登记
之后案件数量迅猛增长和司法改革后员
额法官不足的矛盾，以及传统审判模式
与案件纠纷精细化的矛盾，审判专业化
是必经之路。

2017年4月，罗重海带领团队开始
大刀阔斧地探索审判专业化道路。一方
面，由审委会、审判管理办公室牵
头，根据案由及纠纷特点，对受理的
案件进行细化细分，为分案到各审判
团队做准备；另一方面，由政治部和
审判管理办公室牵头，对员额法官及
法官助理进行全盘摸底，从学历、专
业、知识储备、审理的案件甚至性格
秉性等方面，详细了解审判队伍人员的
特点、专长，为“排兵布阵”充分做好
人力资源准备。

“完成员额法官遴选后，科学构建
审判团队并让其专业化，确保司法责任

制得到全面落实、司法审判权得到公正
高效运行，才是此项改革的终极任
务。”永州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柏
国春认为，“长期办理特定类型案件，
既可以提高熟练程度，掌握规律，积累
独到的经验，成为所在审判领域的行家
里手，又能统一裁判尺度，避免同案不
同判，进而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

永州中院根据案件的关联性，并综
合考虑案件数量，按照案由将案件分门
别类，分配到18个审判合议庭、4个执
行团队。

“人力资源细化、优化，把合适的
法官安排在合适的审判团队中，这是提
高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最根本的因素。”
政治部主任张胜广说。

法官张海燕正是因为民商事审判专
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且英语能力优
秀，被安排在了民事第八合议庭，负责
审理知识产权、商业竞争、涉外民事、
海商事等案件纠纷。

扁平管理增加“审判力”
“‘扁平化’理论为我们正在探讨的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效率，解决‘案多人
少’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永州中院副
院长郭红艳对扁平化管理充满期待。作为
一个从书记员一路成长起来的法院领导，
郭红艳深知原有管理体制的不足之处。

2016年10月，永州中院开始探索扁
平化管理的审判管理道路，在刑事、民商
事、行政和执行领域中分别设立 1个团
队进行试点，尝试将法官从层级式的行
政管理体制中解脱出来，通过打破传统
科室界限，将审判权还权合议庭，实现

“层级化”到“扁平化”的结构转变。
“减少审判管理层级，突出法官、独

任庭、合议庭及审判团队在审判中的主
体地位，施展拳脚的空间更大了。”

“少了把关环节，心里没底，会不会
容易出漏子？”

全新的尝试带来了期待的同时也产
生了疑问。为建好扁平化管理的运转机
制，经过深入探讨，永州中院每个合议庭
根据案件审理的数量及难易程度，配备
1至2名审判长，负责主持工作及对案件
的审核把关。

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职责也得
以明晰。以前，法官承办的案件需经庭
长审核后上报，裁判文书由副院长、院长
签发；改革后，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
合议、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文书制
作等各个环节共同参与、共同负责，裁判
文书由案件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成员、
审判长依次联名签署后生效，不再层报
审批，而是共同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剥
离了审判运行中的行政“枷锁”。

“用以前案件审批的时间，我又可以
多办几个案子了。”法官黄素为简化后的

带头办案挖掘“审判力”
员额制实施后，永州中院实行入

额院庭长带头办案制度，充分发挥优
质审判资源的示范引领效应；扁平化
管理实施后，院庭长从繁重的行政事
务中抽身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办案中，再一次释放了优质审
判“审判力”。

2017年，永州中院入额院领导、协
管领导共结案 331件，人均结案 27.58
件，院领导人均结案数在全省各中院
排名第二，其中4名院领导个人结案数
进入全省各中院院领导前十名。

“院庭长都是资深法官，大多数
都是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
一路成长起来的，审理过形形色色的
案件，就像老医生，从医时间越长，
经验越丰富。”在罗重海看来，院庭
长作为资深法官群体，是个宝藏，值
得好好挖掘。

永州中院党组召开专题会议，对
院领导办案提出新任务，设定硬指
标，倡导新作为，在班子内部进行深

入挖潜，要求院领导带头啃硬骨头，
带头办难案要案，全力发挥高质审判

“审判力”的作用，分担一线办案压
力。副院长高和平主动请缨，担任湖
南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罗
毅职务犯罪案等大案要案的审判长。

“真没想到我的案子竟是院长亲
自审理的。都说领导忙，可就我这个
案子，院长前前后后组织了三次调
解，还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我，这样的
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真正是在为我
们普通老百姓解难题啊，结果怎样我
都服。”当事人感叹道。

在柏国春看来：“推行院庭长办
案制度，是对‘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司法改革要求的深入贯
彻，是对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体
现了院庭长司法本位的回归，释放了
强大的审判资源，对引导法官立足本
职，积极投身办案，化解案多人少矛
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年
1至4月，柏国春已办结31案。

主动提升夯实“审判力”

新型团队整合“审判力”

2017年11月，永州中院出台《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合议庭组建以及人员选任分配办法》，全院
组建18个审判合议庭、4个执行团队，每个合议庭
配备3至4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1至2名书
记员

2016年10月，永州中院开始探索扁平化管理的
审判管理道路，在刑事、民商事、行政和执行领域
中分别设立1个团队进行试点，实现“层级化”到

“扁平化”的结构转变，2018年1至4月，该院办案
周期为 20.4天，相比去年的 27.3天，又缩短了约
一周

扁平管理增加“审判力”

专业审判提高“审判力”

永州中院探索审判专业化道路，一方面根据案
由及纠纷特点，对受理的案件进行细化细分，为分
案到各审判团队做准备；另一方面对员额法官及法
官助理进行全盘摸底，详细了解审判队伍人员的特
点、专长，为“排兵布阵”充分做好人力资源准备

带头办案挖掘“审判力”

永州中院的审判团队运行讨论会借助集体力量
对案件审理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各种经验做
法；专业法官会诊会议发挥资深法官的专业知识，
为合议庭提出合理意见，同时促成审判人员专业素
养、审判技能的提高

2017年，永州中院入额院领导、协管领导共结
案 331件，人均结案 27.58件，院领导人均结案数
在全省各中院排名第二，其中4名院领导个人结案
数进入全省各中院院领导前十名。

主动提升夯实“审判力”

盛方奇 制图

徐志辉：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广州博丰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与你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最高
法民申 360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韶关分公
司与被告张华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粤0204民初24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
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与被告张华在2015年7
月24日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于2017年2月4日解除；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日内返还给原告粤B2E097小轿车；二、被告张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韶关
分公司租金、车辆使用费及违约金（计至2017年11月24日租金为
30680元，之后租金按2360元/月计至2018年2月24日，之后至返还
车辆之日止，按2360元/月计算车辆使用费；计至2017年11月24日违
约金为1534元，之后违约金按实欠租金、车辆使用费的5%计至清偿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0元，由被告张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宁夏轴承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宁夏苏源精工智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江苏鸿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起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宁03民初71号民事裁定书（对宁夏苏
源精工智造有限公司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嘉宝轻纺工业园区塞外香公司北
侧罗家河西侧三幢工业用途建筑物及其所占用土地和建筑物内机器设备
拍卖后所得价款中的11987025.76元依法予以扣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家宁、韦雪云：本院受理原告方朝华与被告陈家宁、韦雪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陈家宁、韦雪云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香洲区法院204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况娇娇、杨明丽、陈辉、沙翔、郭传、罗贤红、彭再平、周应国、柯常
涛、赵可、黄巧枝、丁高贵、张磊、彭维、胡承根、段恢云、叶勇、吴朋、张
伟、程梦莹、王丹、张业、李明、罗本盐、林谱、刘欢、岳民、张飞、谈保中、
王华、胡少明、谭秀英、赵庆、李菊花、肖美琴、余红刚、穆金星、李聪、张
坤、陈立军、李巧兵、徐婷婷、吕小荣、张想清、丁文、邹娟、余得水、胡同
文、陈信、李远青、詹才勇、周礼、邹兴生、夏为、李华、杨亦兰、庄卫刚、黄
杨：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武汉分中心诉你们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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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永清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王井玉：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张超诉原审被告长春新星宇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王井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刘平、孙敏、刘杰：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大舜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平、
孙敏、刘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刘平、孙敏、刘杰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司法公开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占军、刘建文、河北亿源汽车市场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申请人王振丰与被执行人李占军、刘建文、河北亿源汽车市场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未履行
本 院作出的（2017）冀1003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一条的规定，决定评估、拍卖刘建文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嘉园
益城园4号楼6层4-601室房屋。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冀1003执127号执行拍卖裁定书。同时向你们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在公告期满20个工作日
上午9时在本院选取评估机构。于公告期满后第40日上午9时到本院
技术室领取评估报告。公告期满后第60日进行第一次拍卖。如第一次
拍卖流拍，第80日进行第二次拍卖。（流拍报告在拍卖流拍后到广阳
法院执行局领取）以上所有评估日、拍卖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
到则视为你们放弃权力。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因宁夏美利纸业集团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财产经破产管
理人调查，已经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 5月 18日裁定终结宁夏美利纸业集团废旧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
8日裁定受理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本院原定于2018年7月9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兴唐路
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因原会议地址设备故
障，现将会议地址改为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
会议时间不变，其他要求同原公告。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桓台县唐山热电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8
日裁定受理桓台县唐山热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桓台
县唐山热电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桓台县唐山热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原
定于2018年7月10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兴唐路山东万鑫
轮胎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因原会议地址设备故障，
现将会议地址改为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
会议时间不变，其他要求同原公告。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8日
裁定受理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东万鑫

轮胎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山东万鑫轮胎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原定于
2018年7月12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兴唐路山东万鑫轮胎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因原会议地址设备故障，现将
会议地址改为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会议
时间不变，其他要求同原公告。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3月8日
裁定受理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山东万鑫
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本院原定于
2018年7月13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兴唐路山东万鑫轮胎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因原会议地址设备故障，现将
会议地址改为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三楼会议室，会议
时间不变，其他要求同原公告。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滕州鲁南大酒店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1日裁定
受理滕州鲁南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同时决定指定山东荆河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通讯地址：山东省滕州市塔寺北路翔宇国际大厦A座
六层；邮政编码：277599；联系人：孙涛；联系电话：13706329996，0632-
5085726，5085717）。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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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的规定处理。滕州鲁南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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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滕州鲁南大酒店有限公司内召开。债
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山东]滕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泽州县神舟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
14日裁定受理泽州县神舟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6月14日指定晋城国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泽
州县神舟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泽州县神舟玻璃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25日前，向泽州县神舟玻璃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山西省晋城开发区凤台东街2299号合
聚大厦2105室；邮政编码：048000；联系电话：0356-2336507）申报债
权。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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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神舟玻璃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泽州县神舟玻璃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1日上
午9时在山西省晋城市凤台东街合聚大厦20楼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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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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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泽州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受理上海伊思诺酒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对债务人
上海伊思诺酒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该破产管理人书面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申报地点在上
海市石门一路288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24楼（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该地址也是上海伊思诺酒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处理事务的地点。本
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14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龙漕路128号上
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召开。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日裁定
受理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六和律
师事务所和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管理人。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7月27日前，向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长
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通讯地
址：长兴县太湖街道白溪大道535号长虹大厦振宇房屋开发有限公司12楼；邮
政编码：313100；联系电话：0572-6052008；18817864498）。债权人申报债
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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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尽快向长兴县振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8月13日上午8时30分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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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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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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