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法治星空

■责任编辑 林 淼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WWW.RMFYB.COM

■热线电话：
（010）67550745

■电子信箱：linmiao@rmfyb.cn

7

版





格言录





法律是人民道德观念的具体化。
—— （英） 布莱克斯通

古代中国的司法公开
以当下司法公开的理念观之，
古代中
国司法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一定程度
的公开性。从公开的范围、公开的形式、
干扰公开的因素以及公开的目的等方面，
对古代中国司法公开都有认真检视的必
要性，
如此方能引导大众更加细致地了解
中国传统司法的运行机制与文化机理。

司法公开的形式与范围
“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
不立。”衙署是地方司法活动的中心，宋
代规定州县长官必须亲自坐堂问案，且
不得随意出衙。因此，司法公开的场所
主要是衙署。公开的形式包括审判过程
公开、审判结果公开和执行公开三类。
审判过程公开即衙门内的断狱听讼应主
动向外界开放。古代州县衙门皆坐北朝
南, 沿大门两侧呈斜线向左右前方扩散
建造两道砖墙，
形成“八”
字形状，
大门敞
开不闭，
砖墙似为两扇门板的延伸，
这便
是“衙门八字朝南开”的由来，以此表明
“为民做主”
“公开执法”
的为官之道。衙
内依次建有大堂、二堂和三堂。大堂是
长官发号施令、举行重大庆典和公开审
理大案要案之地。公开审案时，通常会
在大堂门外设置栅栏，民众可在栅栏外
旁听审理过程，
旁听时不得喧哗吵闹、来
回走动。如若不听劝告继续捣乱，会被
当即杖责。二堂为长官处理一般案件和
大案预审之地，凡涉及户婚田土等民间
细故之案，也在二堂调解。因二堂处理
的案件涉及家内或者个人隐私，
因此，
凡

法治视野
□ 沈玮玮 梁君如
民间细故和一般案件通常不公开审理。
这一传统早在周代就有迹可循。常言
道，
家丑不可外扬。自周代开始，
凡男女
阴私的案件，
都要在
“社”
这一专属家族的
祭祀场所相对封闭的空间审理。据《周
礼·地官·媒氏》载：
“凡男女之阴讼，
听之
于胜国之社。
”
若在二堂审理的案件经调
解不成，
则会在大堂公开审理，
是为从不
公开转向公开，因为当事人欲将此事闹
大，
父母官便不会再顾及家族脸面，
只能
付诸国法。三堂则是长官接待、
商议政事
和办公起居场所，
百姓不得随意进出。就
此而言，
虽然古代律法没有明文规定公开
审理的范围，
但一般而言，
开衙听审是根
本，
乃效仿天子朝堂开门议事，
大案要案
基本上坚持公开审理，一般刑民案件则
“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赋予长
官自由裁量权。另外，
历代由特殊机构审
理的案件，
均不公开审理，
例如元代的大
宗正府和枢密院，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
厂，
清代的宗人府、理藩院等。即便是公
开，
也只是向特定的人群公开，
并非允许
随意旁听。由此可见，
古代中国的司法公
开坚持
“公而有度，
开而有序”
的原则。
凡户婚田土等民案和笞杖类刑案均
属于州县自理案件，长官在审理案件后
如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多会当堂宣

《江湖儿女》延续了贾樟柯电影的一
贯风格，
即以纪录片似的的白描手法，
投
入对底层社会及边缘人物的关注，如同
《三峡好人》
《山河故人》一样。故事情节
且不说，故事中人物所走过的那些城市
街巷、乡村山野，还有三峡码头、绿皮火
车，以及周遭的那些迷茫的、好奇的、愤
怒的面孔，正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元素。
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与场景，就是普通
中国人曾经流逝的生命旅程，本身已经
它们同样是基于“义”。
“义”实际上还有
足以使我们感动。
着超越俗世的信仰性力量，
《江湖儿女》
何况，
《江湖儿女》所叙述的，
远远不
开头，
两人为一笔小的债务争执不休，
斌
是这些。
《江湖儿女》着力点不是江湖险
哥请出象征“义”的关二爷，问题迎刃而
恶，
全片主要就围绕着
“情义”
展开。巧巧
解。这里自然有关云长信义的文化因
明知持枪有罪，
为了救斌哥，
仍然义无反
素，
但其被作为神崇拜，
本身又显出义的
顾地掏出了枪；到了派出所，
同样是出于
宗教性力量。
情义，
巧巧坚持作虚假口供，
揽下了所有
与中国文化的情义、
道义不同，
西方
的罪责，
保护了斌哥。一直到五年后，
追
法哲学中的正义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
到重庆奉节的她发现斌哥另有新欢，
黯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智者先贤们对正义
返乡数年后，
她仍然接纳了瘫痪归来的斌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苏格拉底讽刺了所
哥，用她的话说：对你无情了，但还有
谓“正义是诚实”、
“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
“义”
。这所谓
“义”，
不同于儿女之情，
更
益”，认为正义比非正义强，能够内外一
趋向于兄弟的道义。这种兄弟间不计得
致、
活出真理，
就接近了正义。而在柏拉
失的道义或情义，
在另一部经典港片《英
图看来，
正义是一种秩序与和谐，
各个阶
雄本色》中同样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层的人们各做各的事，做属于自己本职
总结来看，
江湖中不止有侠盗，
有兄
的事，
不做对国家有害的事，
那么这个国
弟，更重要的是江湖文化中的情义、道
家就正义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
义，
核心是一个“义”
字。
“义”
可以有多方
是根据法律去做事，
实现一种秩序，
当然
面的含义：
首先它是指超越利益的关系， 亚氏的正义观略有发展，他提倡城邦中
兄弟之间的道义，
巧巧收留重病的斌哥， 的公民轮番参政和执政，对实际上属于
小马哥为豪哥忘我牺牲，都是超越功利
平等的人们“施行平等的待遇”，如此才
的道义。
“ 义”还有江湖规矩、规则的意
是合乎正义。
涵，
在《江湖儿女》中，
斌哥放过误伤他的
到了现代，正义的理念又有了新的
双胞胎，
以及斌哥病后与前小弟的对话， 发展。承继霍布斯、卢梭等先验制度主
无不隐含着江湖的规矩。再如民国时期
义、
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正义观，
罗尔斯
哥老会，
虽然不免会有烧杀抢掳的行径， 对正义有了更为精密的思考，他设想了
但在内部，
却有“兄弟妻不可欺”
的规矩， “无知之幕”，人们在无知之幕后进行制

拍卖公告
本院在审理原告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威海老船长
航运有限公司等两被告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中，
定于2018年10月29日
上午10时整公开拍卖被告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老船长17”
轮。
凡需买船者，
须交纳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
船舶基本状况、
起拍价、
拍
卖须知、
看船时间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
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
应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
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等事宜联系人：
于喜富0532-58589501；
拍卖事宜
联系人：
于文斌0532-5858930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在审理原告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威海老船
长航运有限公司等六被告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中，
定于2018年10月29
日上午10时整公开拍卖被告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
“老船长
717”
轮。
凡需买船者，
须交纳保证金500万元人民币，
船舶基本状况、
起拍
价、
拍卖须知、
看船时间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
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
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 等事宜联系人：
于喜富0532-58589501；
拍卖
事宜联系人：
于文斌0532-58589301。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张立民的申请于2018年8月20日裁定受理柳州市中冠
汽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担任柳
州市中冠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
柳州市中冠汽车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11月16日前，
向柳州市中冠汽车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东环大道256号万达广场1号楼9层；
联系
电话：
13607729751；
联系人：
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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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2日9时在本院法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
望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准时参加，
并按相关规定提交
参会人员的身份证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7日，
本院根据武汉恒钢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
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
裁定受理河南鑫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查明：
债务人资产仅有建筑面积为1984.4平方米的1#退火炉车间，
评
估值为 892980 元，管理人初步审核确认的债务人负债数额为

判。若出于慎重考虑，需要退堂斟酌考
量的，则会在次日将堂断张贴于衙门的
照壁上，
保证司法裁决的及时性，
便于树
立官威，教谕百姓。照壁即正对衙署大
门的一面墙壁，
又称影壁，
是审判结果公
开的场所。对于富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
件，则会放在大门和照壁之间的申明亭
和旌善亭张贴宣讲。申明亭和旌善亭乃
对称建筑，专供公开张贴文书所用。据
嘉靖《太平县志》载：
“ 申明亭在县治门
外，
牧爱坊左。旌善亭在县治门外，
牧爱
坊右。”申明亭内悬挂有木制黑漆的牌
匾，
称“板榜”，
定期公布治下的坏人坏事
以及如何惩处之事。旌善亭则是用来表
扬好人好事的场所。
“好人有好报，恶人
有恶报”，
这是司法公开和普法教育的重
要途径。
古代执行过程的公开体现了“言必
信，
行必果”
的儒家诚信观。在案件定谳
后，
简单的笞杖刑就在大堂上公开执行；
相对复杂的田土等民事纠纷案件，
还需要
召集若干人等到田间执行判决。对于命
案，
地方长官虽无终审权，
但仍然需要在
当地执行案犯。普通杀人犯的死刑一般
会选择在刑场或者人流量较大的菜市口
公开处决,这是一贯的司法传统，
可以追溯
到周代。
《周礼·秋官司寇》载：
“凡杀人者，
踣诸市肆之三日；
刑盗于市。
”
其目的正如
《礼记·王制》所道：
“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
如前所述，地方长官掌握着司法大
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决定司法公开的范
围。但在古代中国，
除了长官以外，
仍存

在着许多能左右司法公开的主体。以明
清为例，
绅耆、师爷等一干人等都能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司法公开的范围和程度。
明清已经将调处作为户婚田土等民间细
故案件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前置程
序，
一般由地方士绅、耆老、里老、族长等
主导，便于节约司法资源，查明案情，弥
补“清官难断家务事”之不足，尽快恢复
民间生活秩序。据洪武三十一年《教民
榜文》载：
“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
一
切小事，
不许辄便告官，
务要经由本管里
甲、老人断理。
”
绅耆等人调处时可根据案
情决定是否公开，
既可以召集两造私下和
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
也可邀请当地
民众旁听，
让民众参与案件调处，
以舆论
协理解纷。明清之际，
凡地方长官，
上自
督抚，
下至州县，
通常会聘请师爷协助处
理政务。正所谓
“无幕不成衙”
，
师爷又称
幕友，
只能以长官名义代批呈词、制作判
书，
不能在案卷留下自己的姓名，
一般并
无官衔。因大多明清地方长官皆科甲出
身，
只懂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新官上任的
他们对于如何审人办案、送往迎来、上报
拟稿、
下发告示等，
几乎一无所知，
极需要
既具备专业知识又富有社会经验的师爷
相助。师爷通常会在幕后根据当下处境，
助其断案，
对案件可否公开以及何时公开
直接面授机宜，
无形中便决定了司法公开
的范围和程度。

司法公开的实质与价值
在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不分，因

此，
司法公开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展演，
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公开适用国法来
展现皇权之威严，
官员之廉洁，
从而规
训百姓守法向善，
安守本分，
这与古代
司法致力于恢复社会和谐秩序的目的
一致。司法公开的目的不是实现个案
正义，
否则会激起更多百姓的“维权意
识”
（即
“争心”
）无法实现息讼之目的。
相反，
司法公开会展现出情理法兼容的
一面，或原被告“各打五十大板”的一
面，
或只注重查明案件事实而不问合理
界定权利的一面，
或频繁使用和解结案
的一面，
这种多面性的展示表面上是追
求“判”，
实质上是展现“审”，
以此凸显
官员发现真相的“识人术”
。辨别善恶
忠奸才是司法公开的直接目的，
恢复良
好的日常秩序则是司法公开的最终目
的。因此，司法公开的主体是主审官
员，
公开的对象首先还是主审官员。
首先，司法公开是官员实现自我
追求的途径，于此可以检验自己的为
官品格和从政经验，让自己直接面对
治下的百姓，在大庭广众之下主动回
应百姓关切，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
急，
树立良好官声，
可以凭此升迁。这
有如武学的第一重境界“见自己”
。因
此，古代司法公开一般是自上而下的
主动公开。其次，审判过程如同替天
行道，
“执王法”如同“行天罚”。公开
坐堂审案，上不负皇天，下不负黎民，
行得正坐得端，
让百姓时刻感受到“青
天”的存在。这有如武学的第二重境

江湖与正义
——观影片《江湖儿女》有感
□ 韩 伟

度选择，
最终会得到绝对公正的制度，
他
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作为公平的正
义和一种差别原则，
即包含互惠、
“对等”
的含义。阿玛利亚·森批判了罗尔斯抽
象的正义观，认为我们应该寻找尽力消
除不正义的方法，而不是去追求绝对完
美的正义，
进而提出可行能力的正义，
即
关于培养人的能力、促进人的发展的正
义观。
在法学领域，更被认同的还是制度

335952971.4元，
明显资不抵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
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16日裁定宣告河南鑫鹏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南豫纺科技开发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3月16日
裁定受理债务人河南豫纺科技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河南豫纺科
技开发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债务人河南豫纺科技开发公司管理人。
债务人
河南豫纺科技开发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00号河南省汽车工业有限公司2楼，
联系人：
韩振
桐，
联系电话：
18637109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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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申报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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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豫纺科技开发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15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
东路19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审判楼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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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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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南省铸锻工业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3月16日裁定受
理债务人河南省铸锻工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河南省铸锻工业公司破产
清算组担任债务人河南省铸锻工业公司管理人。
债务人河南省铸锻工业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00号河
南省汽车工业有限公司2楼，
联系人：
韩振桐，
联系电话：
18637109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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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申报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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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
铸锻工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15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东路19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审判楼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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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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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法官的超然中立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案件而言，
由一个与案件的判
决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实质性的金钱
利益的法官来裁决，是违反正当程序
的。”
（奥尔特：
《正当法律程序简史》，
第 24 页）在英美法国家，程序上的瑕
疵直接会影响到实体审判，甚至出现
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这正是程序正
义的要求。
当然，
司法中极端的程序化偏好，
也可能潜藏着不正义的风险。程序原
本是保护自由权利的必要手段，有可
能通过自身恶的无限性而演化为目的
性存在，
程序正义演化为纯粹的
“形式
主义”，
并以程序正义代替甚至否定司
法正义。正如黑格尔所说：
“原来是一
种手段的法律程序，就成为某种外部
东西而与它的目的相背。当事人有权
意义上的正义。在实体层面，正义自然
从头至尾穷历这些繁琐的手续，因为
是指恶行受到法律的惩罚，每个人得到
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种形式主义
他该得到的东西，它是通过法律上实体
也可能变成恶事，甚至于成为制造不
权利和义务公正地分配所体现出来的正
法的工具。
”
程序正义旨在保护正当权
义。然而，
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它是指法
利，
但片面地强调它，
就可能使犯罪者
律运作的步骤或过程是正当的、
公正的， 逃避罪责，
甚至制造出新的不正义。
可能会恣意越界的司法权力，只有被置
程序正义的这一倾向，恰恰又与
于程序的
“堤坝”
内，
才能实现正义，
这就
江湖正义相反。江湖文化讲的是“快
要求审判公开，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意恩仇”，
为了情义、
道义，
人往往会快
审判权以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决。这
速地作出决断，多数情况下不会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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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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州米达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凯仁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8年9月3日裁定受理苏州米达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下称
“米达
思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9月20日指定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为
米达思公司管理人。
米达思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米达思
公司管理人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腾飞
新苏坊B幢301室；
邮政编码：
215024；
联系人：
陈培培、
夏越；
联系方式：
18994426680、
0512-67505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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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达思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米达思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2月21日14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召开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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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苏勇申请于2018年9月5日裁定受理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于2018年9月13日指定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担
任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
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中路61号信通大厦七楼；
邮政编码：
750002；
联
系电话：
0951-6735381；
0951-6735382或18795197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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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
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宁夏为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1月24日
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光大道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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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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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山西森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破产
财产不足以支付第一顺序各项职工债权，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裁定终结山西森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山西]侯马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润雪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
（2018）沪0113破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政金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上海九威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
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债
权申报地址：
上海市东体育会路816号C楼101室；
联系人：
陈蓓莉；
手机号
码：
13817127202；
电话：
021-61076702）。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上海政金餐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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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9时在本院第三十二法庭召开。
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
份证明、
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徐凤珠的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作出（2018）沪
0106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影响力网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地 址 ：上 海 市 长 乐 路 989 号 世 纪 商 贸 广 场 26 楼, 电 话:02152921111转359）。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界“见天地”
。最后，
公开不仅仅是实现
个案正义，
还能告诫百姓今后此类案件
一概如是审判，
集特殊惩罚与一般预防
相结合。尤其是遇到疑难案件时，
为官
者当为民请命、体恤民生、造福一方。
这有如武学的最高境界“见众生”
。如
果说“见自己”
是为了展现“国法”
之威
严，树立秉公执法的形象，那么“见天
地”
则是为了实现
“天理”
之追求，
“天不
藏奸”，
让百姓信奉的“青天”
理想照亮
现实，沐浴皇恩，昭彰天理。而“见众
生”
更是为了实现“人情”
之圆满，
相信
人间自有真情在，
善恶皆有报。正所谓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
古代中国司法公
开肩负的以上三重使命正反映了这一
最质朴的知识观和价值观。
以上所言仅及于地方司法，中央
司法公开正好相反，不公开是原则，
公开是例外。最初，中央司法由廷尉
这 一 单 一 机 构 掌 控 ，历 经 南 北 朝 发
展，刑部和御史台分得了一定的审判
权和复核权，与大理寺组成“三法司”
共掌中央司法权，此后发展到明清的
会审制。与地方不同，中央一开始便
设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且从单一独审
到复数多审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
中，中央司法虽然不向民众开放（秋
审或是例外），但逐渐向重要官员或
是几乎所有官员开放，体现了一定程
度的公开，
为帝王终审提供了参考。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

所谓的步骤或程式，
只要能实现
“义”，
过程已经不再被看重了。这也正是
《英雄本色》的结尾：豪哥接过宋子杰
的枪，
杀死了阿成，
断绝了他借助律师
通过法律程序脱罪的可能，而这样的
处理，
尽管有悖法治精神，
却是非常符
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的，满足了观众善
恶有报的期待，
也实现了
“义”
的要求。
西方文化形式理性下的正义观，
尽管对约束法权、避免冤错具有正面
价值，但其抛开情义、精致的设计，
实不利于敦厚人性的养成；江湖文化
实用主义的正义观， 尽管痛快淋
漓，却难以克服权力的恣意，以及可
能造成的不正义。探寻适应中国社会
的正义，不应该拒斥进步的思想或制
度，但还是不能忘却固有的文化传
统。中国法被视作“情理法”，情是
被置于首位的，说到底，江湖也好，
制度也罢，都是和人关联的。而人是
有情感的，而重义的、高尚的情感总
是超越功利的算计，彰显出人性的耀
目光芒，这也是为什么弘扬情义的小
马哥、巧巧的故事总能感动人。同
样，一种现代法治的正义观，既要保
障制度及其运行的正当，又不能忽视
人的秉性，应该能够滋养人们向善、
向上的心性，这或许是 《江湖儿女》
带给我们的另一番思考。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
与经法学院）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影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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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13时45分在本院（上海市静安区康定
路1097号）第一法庭召开。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18年1月24日，
本院根据债权人孙菊英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新伍鑫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
浙江新伍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5年7月停产，
其经营场所原租赁于浙江申浩兔业发展有限公司内，
无固定
资产，
仅有的一些机器设备已在2016年初已处理掉。
截止目前，
浙江新伍鑫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
且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2018年9
月1日，
浙江新伍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浙江新伍鑫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之规定，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
管理人应当提
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
并予以公告。
现浙江新伍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管理人请求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5日
裁定宣告浙江新伍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新伍鑫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裁定受理杭州宇田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109725279889U，
以下简称
“宇田工贸公司”
）破产清算一
案，
同日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为担任宇田工贸公司管理人。
宇田工贸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2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
杭州市萧山
区新街街道北塘东路858号西面办公楼四楼办公室，
联系人：
裴超超、
陈啸，
联系电话：
15268124997、
15868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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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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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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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田工贸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宇田工贸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18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
以及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