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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有记者调查发现，近期遭受短
信验证码攻击的人不在少数，
此前的
报道对于攻击方式的解释并不全面，
而提出的
“睡觉时关机”
等防范建议
也不一定有用。
短信验证码攻击有多可怕？据
先前的报道，
一位网友发帖称，
早上
醒来，发现手机接收到 100 多条验
证码，
支付宝余额、
余额宝和关联银
行卡的钱都被转走了，京东账户被
开通金条、
白条功能，
借款并转走一
万多元。
对于短信验证码攻击，
一则，
需
要加强对支付敏感信息的内控管理
和 安 全 防 护 工 作 。2016 年 6 月 13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提出各商
业银行基于银行卡与支付机构、商
业机构建立关联业务时，身份鉴别
应使用数字证书、
交易密码、
动态令
牌设备等方式至少组合两种认证。
这一点须落实到位。
二则，银行方面应做足安全防
范。
一方面应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
增强储户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应
主动作为，规范管理，升级技术，确
保储户的存款安全。
三则，应加大对相关案件的打
击力度。比如，据报道，全部攻击设
备最低只需用 100 至 200 元就能搞
定。因为比较低级，难度不大，容易
被黑色产业者掌握。这就需要相关
部门通过对有效线索的摸排，确保
不法分子得到依法惩治，从而给公
众增添一份安心。
——杨玉龙

最近，浙江省缙云县给两家单
位颁发了“蜗牛奖”。这一奖项并
非表彰“黄鹂与蜗牛”中那富有远
见、坚韧不拔的“蜗牛”，而是批
评两家单位承建的项目进展滞后，
“慢吞吞”与“慢作为”。
随着作风建设的持续开展，一
些部门和单位“乱作为”现象有所
改观，但随之而来的“慢作为”还
相当程度的存在。
“慢吞吞”与“慢作为”
，更像
是一种软阻力、暗阻力，有时候让
群众跑断腿、磨破嘴、有苦说不
出，形成各种“玻璃门”。
从表现形式看，有的办事拖
拉，审批做“加法”，服务做“减
法”，可办可不办的，一推了之；
有的以各种理由，能推的推，能拖
的 拖 ，“ 该 批 的 不 批 、 能 做 的 不
做、能快的不快”，
“慢作为”最终
往往导致“不作为”。
“慢吞吞”与“慢作为”
，导致
问题不断积累、矛盾逐步增多，任
其发展，就会损害群众利益，拖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
“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
罚。”针对“慢作为”，不仅要用
“蜗牛奖”倒逼，更要用有力措施
去破解。科学有效的考核是干部管
理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作风的重
要抓手。一方面，要让敢负责任、
有担当的干部受奖励、有奔头。另
一方面，也要有鞭策、有处罚，针
对“慢吞吞”与“慢作为”，倒逼
他们动起来、跑起来、快起来。
——裘立华

法 官 之 声

谢可训
法官和律师，分工不同，各司其
职，
但
“皆为职业法律人”，
构建良好的
司法生态环境，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需
要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官主导司法程序并作最终裁
判，代表公权力，故应秉公心而为公
断。
律师代表私权利，
对己方当事人有
所偏私也无妨。客观中立的法官和有
所偏私的律师角色定位不同，但一正
一奇，
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个案中公平
正义的实现。要成就优良法治之百年
伟业，
法官和律师当然一个都不能少。
首先，只有经过各偏其私的两造
律师之间的对抗和制衡，才能最大限
度地揭示事实真相及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为魔鬼辩护并不使律师成为
魔鬼，因为魔鬼也有依法为自己辩护
的 权 利 ，所 以 西 谚 有 云 ：
“Give the
devil his due（对坏人也要公平）”。其
次，
在两造律师之外，
尚有法官执两端
而居中裁判，坐镇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关口。
律师可以偏私而法官不能，
倘
若法官公器私用势必扭曲整个司法体
系。第三，法官和律师分工而合作。法
律是排除了极端情感的理性，而对话
是一种理性的交流方式。法庭是流淌
机智但不流血的战场，在唇枪舌剑中
展开没有硝烟的战争。法庭具有高度
的对抗性，但这种
“口舌之争”却是迄
今文明进步的高度体现，没有法庭的

只有经过各偏其私的两造律师之间的对抗和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揭示
事实真相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和律师都应当互谅互敬，求同存
异；守住底线，达成共识。

存在，社会矛盾就只能以“铁与血”的
古老方式来解决。
不过，
法庭上的对抗
仅限于两造之间，法官可以也应当是
相对超然的。须知法官是因为公正而
权威，
而不是因为权威而公正。
如果身
披法袍的法官有意无意地介入两造之
间的纠纷，或隐或显地扮演帮助一方
对抗另一方的角色，
则不仅过分，
而且
可疑。
因而，
法官对律师不能有傲慢和
偏见，不能有“我敲槌我说了算”的傲
慢，
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律师则不能把偏私变成偏
激和偏执，
宽以待己苛以责人，
一胜诉
便自夸业务精湛水平了得，一败诉便
抱怨法官是非不分枉法裁判。
就像说话声音大的未必有理，手
握权力者也不可能一贯正确。正因为
没有人掌据全部真理，利益攸关者之
间的沟通对话才至关重要。而只有秉
持平等和理性的原则，这种沟通对话
才可能真正有效。只有通过思想市场
上的自由竞争，正确的观点才能脱颖
而出。
在法庭这一理性的沟通平台上，
不同的视角、经验和立场藉交锋对抗
而相融互补，有助于克服盲人摸象式

的狭隘而尽可能地抵达真理和真相。
互谅互敬，
求同存异。
案多人少压
力大是法院的现状，法官手头最不缺
的就是案件。
但对律师来讲，
一个案源
就意味着一笔财源，案子不妨多多益
善。静心细想，各有各的难处。同为法
律人，
对同仁的尊重，
就是对法律职业
本身的尊重，
进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俗话说，
“屁股决定脑袋”，
除在专业问
题上的观点之争外，不同的职业定位
也常导致不同的思维取向。法官希望
能尽快案结事了，律师要的是胜诉和
讨说法。
差异的存在本身并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这些差异元素如果不在
法律框架内经过相互碰撞、牵掣和调
协，客观公正的司法产品就无法陶铸
生成。因此，法官当不抱成见虚怀若
谷，倾听不同的声音并对合理的见解
从善如流。律师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来说服法官，但无权要求法官对自己
的意见无论合理与否一概采纳。
鉴于权力对于权利的天然优势，
此处要特别强调对权利的尊重。对于
律师依法行使代理权，法官宜采取非
必要不干预的原则。法官应具备权力

革命文物是民族精神的实物反
映，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中
国力量的源泉所在。我们既要注重
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
产的传承。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 （2018—2022 年） 的意见》，该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聚焦革命文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对今后五年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进
行了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旨在进一步
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合，统筹规划和整
体保护。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 的意见》，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首个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专
门针对革命文物的中央政策文件，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刑罚的功能和目的，不仅在于
严厉的惩罚，更在于有效的教育和预
防，对被告人以及整个社会都起到行
为预测和规则引领的作用。
武 汉 新 洲 一 男 子 因 盗 伐 65 棵 意
杨，被判刑二年、缓刑二年，同时，湖
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还另判其在
原地补种 130 棵苗木并保证存活。法院
作出的这例“毁绿补种”刑事判决已于
8 月 14 日生效。
近年来，一些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
中，针对非法狩猎、非法捕捞、盗伐林
木、盗采砂石、水资源污染等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创新司法理念，
建立了生态修复司法保护机制。他们不
拘泥于刑法条文的规定，在依法判处被
告人有期徒刑、罚金的刑罚之外，还根
据被告人损毁绿地林木以及非法捕猎、
盗采等的数量，结合造成的生态环境破
坏严重程度等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法
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

送达破产文书
2018 年 2 月 8 日，本院根据黄山水秀园置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黄山水秀园置业有限公司的
财产为2185.342148万元，负债为5943.321746万元，已明显属于资
不抵债。本院认为，黄山水秀园置业有限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宣告黄山水
秀园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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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裁定宣告黄
山水秀园置业有限公司破产。 [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裁定受理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指定安徽安贵律师事务所担任池州市华府房
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向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南路 396 号中环大厦七楼
安 徽 安 贵 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247000；联 系 电 话 ：05662023828；联系人：章战勒 13083296678，陈钱胜 15956602224，丁
阳安 13355661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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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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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池州市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6日上午9时在池州市贵池
区人民法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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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时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应提交公民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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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开封市服装研究所的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5 日裁定
受理开封市服装研究所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 2018 年 7 月 5
日指定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为开封市服装研究所管理人。开封
市服装研究所的债权人应自 2018 年 9 月 21 日前向开封市服装
研究所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大坑沿街 78 号开封市

行使的边界意识，让公权力止步于私权利
的外缘，尊重律师依正当程序享有的一切
合理使用的权利。
守住底线，达成共识。
其实，
法官也好，
律师也罢，身为法律人，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
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
不能忘记法律的底线
和做人的底线。
法官以法为先，
应唯法是从，
析疑断案仅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
律师律字当头，
也要严格自律，
不能一切向
钱看，
为求胜诉无所不用其极。
倘若良心底
线失守，
权钱交易大行其道，
打官司沦为打
关系，
专业技能将不复有其存在价值，
“劣币
驱逐良币”
等乱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人心七窍玲珑，案件事实各异。
法官和
律师虽然“皆为职业法律人”，却不能奢求
他们在每一件案件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
致，
但不言而喻的是，
两者同样有着对公平
正义的孜孜以求。至于公平正义如何能得
以实现，相信两者间也能达成如下的基本
共识，即每一位法律人在践行司法活动的
过程中，都应始终怀揣对自我的克制、对
同仁的尊重、对良知的坚守和对法律的敬
畏！
（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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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救济
可否多几条路
周凌云 毛林飞

相较其他的强制执行方式，执行和
解通过缓冲、宽展的方式，消除被执行
人的对抗情绪，督促其主动履行义务。
然而按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一
旦被执行人出现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
情况，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成
了唯一的救济途径，这很容易产生诸多
负面连锁反应：
一是产生权利义务的失衡。为了达
成执行和解，往往会由申请执行人放弃
某些既定权利，而很少为被执行人增设
义务，这会给合法权益的实现带来风
险。
二是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规
定，瑕疵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是恢
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无其他额外
的制裁措施，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三是破坏公平正义的理念。根据规
定，当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执行程序
终结，案件作结案处理。对未履行完毕
的执行和解协议，如不给以制度上的有
效救济，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就可随
意中止履行和解协议而无须承担任何责
任及惩罚，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理
念。
四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当前法
院少案矛盾突出，面对来势汹涌的案
件，现有的执行力量、执行装备“力不
从心”。当被执行人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或者财产暂时难以处置，通过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替代履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权利义务，可以节约司法资源。然而被执
行人瑕疵履行和解协议，仅能恢复对原生
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导致执行程序又恢复
到执行和解之前，此情形下势必使得执行
工作局面更加被动，需要投 入 更 多 人
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
力、物力去开展后续执行工作。
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
正 如 法 谚 所 云 ：“ 有 权 利 就 有 救
革命文物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所在。 济，无救济即无权利”，笔者建议采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共产党人
如下应对措施：
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一是赋予法官对执行和解过程的参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
与权。赋予法官对执行和解过程的参与
多正能量。”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红色文
权，在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
化和革命精神是激发生机的营养剂，也
下，同时审查和解协议的形式要件与实
是催生力量的正能量。革命文物的传承
质要件，避免执行和解协议出现欺诈、
弘扬，对于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激发爱
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损害第三
国情怀，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等情形，做好释
界观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推动社会主义
法说理工作，告知被执行人瑕疵履行的
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
相关法律后果，在源头上防范瑕疵履行
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的出现，督促双方遵照协议约定履行，
支持力量。
提高实际履行率。
二是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执行和解协议既然是双方自主协商的结
果，只要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欺诈胁
迫、损害第三方利益等情形，对申请执
行人而言既可放弃权利也可增设权利，
对被执行人而言既可减轻义务也可增设
义务。据此，应当从立法层面对执行和
性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
解设立特殊救济程序，可借鉴法院对人
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对和解协
法院“毁绿补种”刑事判决，用法
议中约定的合法权利义务予以保护，通
治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修复，让破坏生态
过法定程序对执行和解协议予以司法确
环境的犯罪行为，不仅面临严厉的刑事
认，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
惩罚，还必须承担起修复、弥补生态环
三是赋予守约方申请恢复执行的自
境的法律责任，实现了执法办案与生态
主选择权。从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角
修复的综合效果，彰显了生态修复性司
度出发，必须确保申请执行人的让步
法保护的理念，打造了生态保护的司法
“物有所值”
。在被执行人瑕疵履行协议
样本，发挥了司法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和
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守约方对
谐稳定社会大局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价
申请恢复执行的自主选择权，赋予守约
值。这样的司法，也是生态的，环保
方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依据和解
的，可亲的，接上了人与自然和谐一体
协议请求司法确认并申请执行的选择
的地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资
权，对违约方课以相应的责任，杜绝假
源保护意识，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借和解逃避执行、拖延执行，避免和而
果的统一，受到社会和群众广泛点赞也
不解、和而难解、和而无解，切实维护
是情理中事。
司法权威。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革命精神
谢春艳

短评

“蜗牛奖”
对
“慢作为”
敲警钟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坚守良知 敬畏法律

微言大义

短信验证码 防范机制当完善

联系电话：
（010）67550703

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责任和政
治担当。
革命文物是民族精神的实物反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中国
革命斗争进程中，
形成了以井冈山精神、
古田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
西柏坡精神、
沂蒙精神等为突出代表
的革命精神，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成为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
物是有形的实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
大革命群众听党指挥、
无私奉献、
不怕牺
牲、
艰苦奋斗的时代语言，
是中华民族和
广大中国人民热爱祖国、
捍卫和平、
威武
不屈、开拓创新优良传统和精神追求的

见证。
革命文物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有力
佐证的革命文物，彰显坚定的政治立
场，富含鲜明的感情色彩，展现浓郁的
时代气息，蕴含丰富的战斗信息，具有
鲜明的思想性、时代性和群众性，是中
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
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
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
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 他指
出，无数革命先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
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对于红色文化资源，我们既

“毁绿补种”
判决是生态司法样本
符向军
律法规，判令被告人作出经济补偿，且
在一定期限内以“毁绿补种”等形式，
加 倍 栽种“悔 过林”，并尽 到养护责
任，确保林木成活率等，对受损的生态
环境进行修复。
这种以判令侵权人消除妨害、恢复
原状等生态垦复、修复形式，来代替单
纯的物质损害赔偿的做法，不仅充分运
用司法手段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在最
大程度恢复、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
足以让被告人留下深刻教训，充分认识
到其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进而诚心
悔罪纠错，同时，也对世人起到了警
醒、教育、示范作用，让案件判决取得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刑罚的功能和目的，不仅在于严厉
的惩罚，更在于有效的教育和预防，对

服装研究所；邮政编码：475000；联系人：李女士 15037867558、王
先生 18567013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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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服装研究所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开封市服装研究所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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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
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09 年 12 月 10 日，本院根据江西第二机床厂的申请裁定
受理江西第二机床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江西第二机床厂于
1965 年 3 月成立，为国有中型一类企业。江西第二机床厂 2005
年停产经营，截止 2008 年 12 月累计亏损达 15336 万元，资产负
债率达 270%，且需对 3090 名各类职工进行安置，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发生清算、安置费用 126719807 元。本院认为，江西第二机
床厂严重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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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裁定宣告
江西第二机床厂破产。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在江西省吉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联系人：黄明
风，电话：0796-7735058。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宜诚燃气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18）鲁
0502 破申 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宜诚燃气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山东众成清泰（东营）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 17 时之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庐山路 1188 号华泰
中心 B 座 1203 室；邮政编码：257000；联系人：姜防，联系方式：
18854618889；联系人：梁欢，15314307777），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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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宜诚燃气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上午

被告人以及整个社会都起到了行为预测
和规则引领的作用，真正从内心敬畏法
律、信仰法治，进而构建文明、法治的
社会秩序。如果就案办案，简单地一判
了之、一罚了之，被告人除了“认栽”
之外，可能并不会真正地认罪悔过，起
不到刑罚应有的教育预防作用，同时，
被毁坏的绿水青山，如果就此废弃、不
加修复，可能就会留下生态环境破坏的
严重“后遗症”，那么刑罚的功能和司
法裁判的社会价值都必将大打折扣。
司法在定分止争，化解个案矛盾纠
纷的同时，其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和
谐稳定社会大局提供法治保障。建设、
呵护好绿水青山，有损害就必有修复，
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健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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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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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9时在东营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受理的泛商摩托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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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1日作出（2018）沪0114破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宣告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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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摩托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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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制花厂的申请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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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受理天津市制花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司贵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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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天津市制花厂的债权人应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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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1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 39 号，
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22-273155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本院根据申请人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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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作出(2018)陕 01 破申 37 号民事裁定，受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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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申请债务人陕西蕾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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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8 月 3 日作出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津市制花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2018)陕 01 破 33—1 号决定，指定陕西三英律师事务所为陕西蕾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德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陕西蕾德曼商贸有限责任
201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河西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向陕西蕾德曼商贸有限
区永安道 19 号）501 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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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段 62 号伟业都市远景 13G；联系人：范大浪、陈瑜；联系电话：
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授权代
029-82230812、029-82230813；电子邮箱：shanxileideman@126.
理人参加的，还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com；邮编：710054】，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2017 年 11 月 27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义庆食品厂的申请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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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天津市义庆食品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截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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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683180.68 元，负债总额 37096162.03 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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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负债率 1382.54%。本院认为，债务人天津市义庆食品厂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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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企业，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陕西蕾德
状态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陕西蕾德
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
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6日
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裁定宣告天津市义庆食品厂破产。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事中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轻工业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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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裁定受理天津市轻工业化学研究所有限公

公 告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市司贵达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天津市轻工业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 39 号，联系电
话：022-27315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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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轻工业化学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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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河西区
永安道 19 号）501 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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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
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授权代理人参加
的，还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7 月 17 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余云方
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本案由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指定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管
理人。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3 日止，向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地点：
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 838 号服务业大厦 10 楼 1020
室；联系电话：15757870701；联系人：郭静怡）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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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岭市誉耀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地址：浙
江省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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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