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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
——（东汉）王符

从一篇判词看宋代的药品经营管理
□ 郑学富

假冒伪劣药品从古至今都困扰着
人们，古代的历代王朝也都为药品经营
管理煞费苦心，千方百计规范药品市
场，打击经销假药不法行为。中华书局
1987 年出版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
了一篇判词，是由宋朝曾任浙西提刑、
湖南提举常平、枢密都承旨等职的胡石
壁写的。他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卖假药
的不法之徒，对其给予了严厉惩罚，从
中可见宋朝政府打击制售假药者的力
度，对药品经营管理形成了一套完善的
体系并对不法分子严惩不贷。

药品由官方专营
北宋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颁布了《市易法》，其中规定药品
由政府专卖，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制作和
经营任何药品。为防止制售假药，宋朝
政府从源头抓起，专门成立负责药品制
造和经营的官方机构。宋神宗熙宁九
年（1076 年）五月十四日，朝廷下令将合
药所与原有的熟药库、市易务卖药所合
并，在东京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
家药店——熟药所，又称卖药所，从药
材收购、检验、管理到监督中成药的制
作 ，都 有 专 人 负 责 。 崇 宁 二 年（1103
年），东京熟药所数量增加到 5 所，即东、
西、南、北熟药所和商税院东出卖熟药
所，专门负责药品出售，将熟药所负责
制药的业务剥离出来，实行生产和经营
分开，设立两处修合药所，作为专门炮

制药物的作坊。政和四年（1114 年），根
据尚书省的建议，熟药所改名为医药惠
民局，修合药所改为医药和剂局。
《宋史·
职官五》载：
“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
药，出卖以济民疾。
”主要是制造出售丸、
散、膏、丹等中成药和药酒，这些药物服
用简便、携带方便、易于保存，很受医生
和病人欢迎。药局在卖药的同时，还有
医官坐诊，为病人诊断并提供处方，
看病
用药一条龙服务。据《东京梦华录》记
载，朱雀门外街巷“街南熟药惠民南局”，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近北巷口熟药惠
民西局”
。
惠民药局在制药和经营管理上，制
度完善，监督严格，和剂局根据官方药
方，严格挑选、配置药物，
保证用料足、质
量高，严禁偷工减料。若药品囤积时间
过长，超过保质期，
就要及时进行毁弃处
理，
以保证药物功效。为防止民间造假药、
冒充官药出售，惠民局和和剂局各自有
“药局印记”和“和剂局记”四个字的大
印，东、南、西、北四局，也各自加盖上六
字公章。
南渡后，尽管南宋王朝偏安一隅，
但
是仍然重视惠民药局的建立。绍兴二十
一年（1151 年），惠民药局改称太平惠民
局，不仅卖药而且治病，
每遇疫病流行时
施散药物。
《梦粱录》说，太平惠民局“以
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
。自宋高宗绍兴
年间起，类似的慈善医疗机构在各州、路
普遍设置起来，成为宋朝救济百姓疾病

的主要机构。每到病菌滋生、疫情蔓延
的夏季，朝廷令惠民药局派出医官携带
药品，
走街串巷，
上门诊治，
发放汤药，
以
免疫情肆虐。宋高宗于绍兴十六年
（1146 年）六月二十一日下诏曰：
“ 方此
盛暑，
切虑庶民阙药服饵，
令翰林院差医
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看诊，合药令
户部行下和剂局应副，候秋凉日住罢”
（
《宋会要·职官》
）。在瘟疫暴发期间，
惠
民药局实行 24 小时坐诊售药，宋高宗赵
构曾于绍兴六年（1136 年）十月下诏，规
定“熟药所和剂局，监专公使轮留宿直，
遇夜民间缓急赎药，
不即出卖，
从杖一百
科罪。
”
这些措施对于防治疾病和监控流
行性疾病的发生，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编制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为防止民间野医骗人，宋朝由官方
主持编撰成药规范标准，
最早名为《太医
局方》，后又多次增补修订，
书名、卷次也
有多次调整。徽宗崇宁间(1102-1106
年)，改称《和剂局方》。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加以
校正，成书五卷、21 门、279 方。南宋建
立后的绍兴十八年(1148 年)，惠民药局
改称为“太平惠民局”，
《和剂局方》也改
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后经宝庆、
淳佑，
陆续增补而为十卷，
将成药方剂分
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
积热、泻痢、眼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
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 14 门，收

录民间常用的有效中药方剂 788 方，记
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其中
有许多名方，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
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等，
有许
多方剂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严厉打击制售假药者
为避免造假，
惠民药局的制药、售药
均由朝廷派文武官员和士兵负责监督管
理，
并负责守卫、巡逻和护送等任务。朝
廷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辨验药
材官作假者、修合官制药不合格者免职；
偷药、虚冒者以偷盗论罪；
保管不善造成
霉烂损失要负责赔偿。而办药局有功之
人则可提前得到晋升。
由于医药和剂局的药品质量好、疗
效高，
患者信任，
市场效益好。随之而来
的是仿造、伪造，
社会上出现了假冒惠民
和剂局的药品。皇帝下诏，若有人制造
假药，
伪造处方和官印，
要依“伪造条例”
法办。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胡石壁的判
词，讲述了一起假药制销案件的审理过
程：太守在市场上买了一两很便宜的草
药，名字叫荜澄茄，回家打开一看，药品
不但陈腐，
而且细碎，
更令人气愤的是掺
杂的其他杂草梗竟占了三分之一。药是
由市场上的药铺李百五卖的。判词感叹
道：
便宜的药尚且如此，
价格昂贵的药造
假岂不更加严重；
太守买到的都是假药，
老百姓岂不更遭殃？李百五这种不法行
为不知害了多少人。所以判决如下：大

荒诞噱头背后的法律逻辑
——观喜剧电影《西虹市首富》有感
□ 范京川

连日来，由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暑
期档喜剧电影《西虹市首富》正在全国
各大影院热映。影片的故事源自美国
小说家乔治·巴尔·麦卡奇翁 1902 年创
作的小说《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该小
说也曾先后被美国、英国、印度、巴西等
国家的艺术家改编后搬上大屏幕十余
次。中国版的《西虹市首富》在收获影
院观众们此起彼伏高频率欢笑声之时，
也赚得盆满钵满。
影片的故事围绕着落魄的丙级足球
队守门员王多鱼（沈腾饰演）为了继承其
保险大亨二爷的 300 亿元遗产，
必须在一

个月之内花光 10 亿元而展开。遗嘱规定
的继承合同条款非常苛刻：
时间一个月，
必须在西虹市内合法花光 10 亿元，期满
不能留下任何财产；不能做慈善，
不能转
送他人，不能赠与或毁坏，
不能涉足黄赌
毒等违法的事情，不能哄抬物价，
雇佣的
人不得超过 100 人，等等。如果违反约
定，300 亿元将会被基金会接收，而王多
鱼则将一无所获。王多鱼为此开始了荒
诞不经、离奇捧腹的花钱之旅，
可谓绞尽
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砍价的时候上调报
价，购买快跌停的股票，
投资他人不靠谱
的发明和梦想，与股神共进午餐等等，
最
后靠着出售减肥险的创意花光 10 亿元，
并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继承了 300 亿元。
整部影片营造出极其浮夸的剧情，
充
满了各种搞笑的噱头和看似违背普通人
生活常识的桥段。但是，
全剧故事赖以展
开的主线索却符合法律逻辑：
精密设计的
遗嘱执行制度。换言之，
正是现实中完善
的遗嘱执行法律架构，
才使得《西虹市首
富》荒诞离奇的剧情得以顺利的展开，
并
得到观众和电影评论家们的好评。
人的死亡，在古今中外皆带有神秘
莫测的色彩，对此话题也讳莫如深。逝

送达裁判文书
林炜煌：本院受理原告林明旭与被告林炜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闽0205民初72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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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福建]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FOS INTERNATIONAL LTD：本院受理杭州敏雅鞋业有
限公司诉 FOS INTERNATIONAL LTD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通过公告送达（2017）沪0104民初346号
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上海彰荣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宇
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沪 0116 民初 4760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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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者生前的财产如何处理，
归谁所有，
使何
人受益，
“见财起意”的利害相关人怎样
和平共处，也成为了继承法要解决的根
本问题。继承制度与传统、
经济、
社会条
件密切关联，如学者所言，
“继承法是一
个历史范畴。从初民社会的血族继承到
封建社会的宗亲继承，再到当代社会近
亲属继承，演绎着继承制度由身份到人
格的位移。从男性优于女性的继承立法
到男女两性平等，彰显着继承制度从性
别排挤到性别平等的努力。”
在市场经济
和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欧美诸国，家族
财富的继承模式主要有遗嘱、保险和信
托，受其影响较深的我国港澳台地区也
多采取这三种途径。大陆地区则受历史
传统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主要是按
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模式完成家族
财富的保有和传承，充分表达财富创造
者个人意志和处分权利的遗嘱继承为数
尚少，至于通过商业保险和家族信托等
具有风险隔离和财富增值功能的现代金
融工具跳出
“富不过三代”
魔咒的更是凤
毛麟角。
遗嘱执行，
是指遗嘱生效后，
为实现
遗嘱内容而进行的一系列必要行为，主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民事公
益诉讼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
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吉林省白城市洮
北区人民检察院（生态新区碧桂园北）；联系电话：0436-3258666。
联系人：马春青、马弘祯。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孙兰：北京市友和助民家务服务中心就(2018)京 0105 民初
36064号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扎兰屯市瑞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张晓燕、孟德利：本院受
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扎兰屯支行与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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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内蒙古]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北京市大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祥泰鸿源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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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次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六层第 34 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公益诉讼
何国华：本院受理原告何富贵诉被告何国华劳务合同纠纷一
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襄阳 案，由于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市樊城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王元成非法捕捞水产品公益诉讼一案。 条之规定，现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票等应诉材料及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依法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 1.请求判决被告将266467元林木砍伐款（即工钱）支付给原告；2.由
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本院申请提起诉讼。
逾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期申请的，
不予准许。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张永波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 定于2018年10月29日15时在本院21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违反了食品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影响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送达执行文书
五十五条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
姜镇栋：本院受理朱慧清诉姜镇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事公益诉讼。上述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
人朱慧清申请执行（2017）沪 0109 民初 809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沪 0109 执 1426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要包括遗嘱的提示与公开公示、遗嘱执
行人的确定、
无遗嘱执行人的处理方法、
遗嘱执行人的就职与拒绝、以及遗嘱执
行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内容。无论
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均离不开遗嘱的
执行。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系的德
国、
法国、
瑞士、
日本、
我国澳门地区和台
湾地区等地的民法典均对遗嘱执行制度
有较为详尽的规定，英美等国也在遗产
管理法等成文法和一些判例中确定了遗
嘱执行的规范与原则。略有遗憾的是，
我国仅在现行继承法第十六条原则性地
规定公民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但相关
的程序则付之阙如。
回到这部影片，创作者其实是向观
众们展示了一个完备的遗嘱执行制度是
如何有效运行的。影片中的金先生显然
就是王多鱼二爷遗嘱的执行人，他接受
了委托，负责全权处理并监督王多鱼按
照遗嘱的约定完成重重考验后继承 300
亿元遗产。金先生同时还是西虹人寿保
险公司的老板，一位专长于经营理财的
金融高手。这也符合遗嘱执行人通常是
律师、
会计师、
财务经理、
公证机关、
信托
机构等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的现实情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10日（总第7437期）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姜镇栋：本院受理朱慧清诉姜镇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人朱慧清申请执行（2017）沪 0109 民初 8094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沪 0109 执 1426 号执行裁定书。你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姜镇栋：本院受理朱慧清诉姜镇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人朱慧清申请执行（2017）沪 0109 民初 8094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
委托上海大雄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虹口区三门路 759
弄 45 号 201 室 房 屋 进 行 评 估 ，已 作 出 沪 大 雄 房 估 法
GSQ2018001132 号评估报告书。本评估报告自发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
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
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2清申6
号民事裁定书，
受理厦门市杰程贸易有限公司对厦门市金锦源娱乐有
限公司（下称“金锦源公司”
）的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市金锦源娱乐有限公司清算
组。
金锦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材料。
金锦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定于
2018年9月28日上午9时整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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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出席
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由本人或代理人出席会议。
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理手续。
金锦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刑饲候，
勘杖六十，
并带上枷锁在药铺
前示众三天，让卖药人前来接受警示
教育。判词对制售假药者深恶痛绝，
评论道：
“大凡市井罔利之人，其他犹
可以作伪，惟药饵不可以作伪。作伪
于饮食，不过不足以爽口，未害也；惟
于药饵而一或作伪焉，
小则不足愈疾，
甚 则 必 至 于 杀 人 ，其 为 害 岂 不 甚 大
哉！
”
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现象不仅在
民间存在，官方药店也时有发生。随
着南宋朝廷的日益腐败，太平惠民局
的药品质量也越来越低劣。和剂局中
的官吏偷盗稀有的上好药材，以次充
好，
有的还偷食“肉药”
，这些人置朝廷
的三令五申于不顾，
欺上瞒下，
中饱私
囊。一些高官贵族、特权阶层，
凭借权
势，
将一些贵细良药据为己有，
如至宝
丹、紫雪膏等贵重药品，
平民百姓都无
权享受，他们只能购买到普通的低劣
药品。而朝廷对此却一无所知，任其
泛滥，坑害民众。民间有人讥讽惠民
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
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
中披露在用太阴玄精石配药时以次充
好：“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今山
西新绛）山中所出绛石耳，
非玄精也。”
记载南宋宫廷、官场及民间之遗闻轶
事的《吹剑录》曾对官方制药造假和药
品特供现象进行了揭露，说老百姓在
惠民局买到的“药材既苦恶，
药料又减
亏”，而对权贵们却和颜悦色，不敢有
半点虚假。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
集》中记载了惠民五局卖假药的事件
被民众举报查出后，
朝廷下旨，
给予该
局三名主要官员降职处分，给予涉事
人员“磨勘（留职察看）两年”
的处分。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区委宣传部）

况，将巨额财产交由专业人士和专业
机构打理，
能够较好实现保密、
资产保
护、
规避税务和财富传承的目的，
因而
也是富豪群体的最优选择。至于王多
鱼签订合同中的各种禁止性约定，则
是典型的
“禁止挥霍条款”，
俗称
“败家
子条款”
，是为了防止受益人无节制挥
霍成为纨绔子弟，而对其权利进行的
限制。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
来，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稳定的
社会局势，许多国人充分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不断活跃市场经济、增进公众福祉的
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针对如
何让财富这一物质文明的主要形态安
全、高效、优质的存续、流转、传承，我
国法律也在兼收并蓄中不断进步并与
世界接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合
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合同法、
公司
法、保险法、信托法、物权法等一系列
财产性法律相继施行。那么，
在今天，
传统的继承法应否以及如何适应社会
的变迁，单薄乏力的遗嘱执行制度怎
样完善，
这也是笔者在观看《西虹市首
富》之余产生的思考。
（作者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
院）

读读《庭诰》
□ 宋今声

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有一篇千古
奇文，叫《庭诰》。原文是这样的：
“酒
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
希，
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
将蔑其
正。古人耻以身为溪壑者，屏欲之谓
也。欲者性之烦浊，
气之蒿蒸，
故为其
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
性。虽生必有之，
而生之德，
犹火含烟
而烟妨火，
桂怀蠹而蠹残桂，
然则火胜
则烟灭，
蠹壮则桂折。故性明者欲简，
嗜繁者气惛，
去明即惛，
难以生矣。富
则盛，
贫则病矣。贫之病也，
不唯形色
粗黡，或亦心神沮疲；岂但交友疏弃，
必有家人诮让。喜怒者有性所不能
无，
常起于褊狭，
而止于弘识。然喜过
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
宽愉为器，
则为美矣。大喜荡心，
胃抑
则定，
甚怒烦性，
小忍即歇。故动无愆
容，举无失度 ，则物将自悬 ，人将 自
止。
”
《庭诰》，意即家戒、
家训。颜延之
这篇
“谆谆教诲、
设喻取譬，
警句迭出”
的家训，同《朱子治家格言》
《颜氏家
训》和《曾国藩家书》齐名，
历来被视为
教育子女的启蒙经典之作。
《庭诰》内容广博而繁杂，有修身
立人、
养德涵性、
为事敬业、
持家自敛、
学习诗文等，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正
统的儒家思想。在学习上，秉持儒家
“善学”
的学习精神，
主张治学要
“博其
交道，无怀曲异”，即要广泛学习别人
的长处，
不怀偏执之心，
又能善于听取
不同意见。还主张治学要
“练之庶士，
校之群言，
通才所归，
前流所与”，
刻苦
的日常锻炼，
常与人切磋交流，
接收前
贤和大师指点。他告诫子孙们，
“酒酌
之设”和“声乐之会”要有，但是，要适
当有节，
不能以自己的身体为
“沟壑”，
不论对人体是否有益，啥东西都往身
体里头灌装，
就像害虫
“蠹树”
一样，
最
后“树折身死”、追悔莫及。交友要注
意选择，谨遇慎交，饱学正派，英杰楷
模，
乡贤村魂，
自立自强之人，
“交了不
弃”；游手好闲，言而无信，乖戾奸宄，
涉嫌赌毒之徒，
“弃了不交”
；待人不能
喜怒无常，斤斤计较，要宽宏大量，遵
纪守法、
安贫乐道，
不能热衷于贴近富
贵而蔑视穷苦，要乐善好施，体恤冻
馁。不做趋炎附势、诈伪反复之人等
等。
今 天 ，我 们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会 ，应当汲取如《庭诰》一类传 统
家训中所倡导的健康有益的东西。
构 建 现 代 文 明 ，家 庭 文 明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而 现 代 家 庭 文 明 的
建 构 ，则 不 能 不 对 传 统 的 家 庭 教 育
方式进行合理借鉴与汲取。因此，
研 究 和 探 讨 传 统 家 训 ，取 其 精 华 ，
古 为 今 用 ，应 当 成 为 我 们 发 掘 利 用
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由此，笔者认为，从为人立身和
立 世 勉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读 一 读 颜 延
之的《庭诰》，无论是对 处在世界 观
和人生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的健康
成 长 ，还 是 对 我 们 成 年 人 的 道 德 修
养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吉林省双辽市法学
会）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 以及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
财务会计报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交金锦源公司财产、印章、证照、账簿和文书，以及债务清册、债权清 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否则，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
册、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 系人：
王锦隆；
联系电话：
13599542608；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
明等相关材料，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系人：王锦 海翼大厦A栋16层）。
厦门思明制药有限公司清算组
隆；联系电话：13599542608；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闽02清申9号民
大厦A栋16层）。
厦门市金锦源娱乐有限公司清算组
事裁定书，
受理厦门佳益集团有限公司对厦门长江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闽02清申7号民 “长江进出口公司”
）的清算申请，
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福建天衡联合
事裁定书，
受理厦门盟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对厦门艾丽芙日用品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长江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
长江进出口公司的
（下称
“艾丽芙公司”
）的清算申请，
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福建天衡联合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
律师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艾丽芙日用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艾丽芙公司的债 材料。
长江进出口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29日上午9时整在
材料。
艾丽芙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29日下午3时整在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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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
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 他组织的，
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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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 自然人的，
由本人或代理人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理手
组织的，
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续。
长江进出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
系自然人的，
由本人或代理人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长江进出口公司财产、
印章、
证照、
账簿和
理手续。
艾丽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文书，
以及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
财务会计报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艾丽芙公司财产、
印章、
证照、
账簿和文 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否则，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
书，
以及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
财务会计报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系人：
王锦隆；
联系电话：
13599542608；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
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否则，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 海翼大厦A栋16层）。
厦门长江进出口有限公司清算组
系人：
王锦隆；
联系电话：
13599542608；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闽02清申10号民事
海翼大厦A栋16层）。
厦门艾丽芙日用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裁定书，
受理福州牛津-剑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厦门海洋集团宝洋贸易有限公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闽02清申8号 司（下称
“宝洋公司”
）的清算申请，
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福建天衡联合律师
民事裁定书，
受理厦门佳益集团有限公司对厦门思明制药有限公司（下 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海洋集团宝洋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宝洋公司的债权人应
称
“思明制药公司”
）的清算申请，
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福建天衡联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材料。
宝洋公司
合律师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思明制药有限公司清算组。
思明制药公司的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就申报债权提 产。
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29日下午3时整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
供证明材料。思明制药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号海翼大厦A栋16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 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29日下午3时整在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层 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由本人或代理人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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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理手续。
宝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董事、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负责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宝洋公司财产、
印
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由本人或 章、
证照、
账簿和文书，
以及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
财务会计报告、
职工工资的支付
代理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理手续。思明制药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否则，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公告之日 算组联系人：
王锦隆；
联系电话：
13599542608；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
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思明制药公司财产、
印章、
证照、
账簿和文书， 号海翼大厦A栋16层）。 厦门海洋集团宝洋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