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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近年来，法官和律师的关系一直
是司法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点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
设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推进法治
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这
里的法治专门队伍，法官和律师不可
或缺，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官
与律师之间时常有不和谐的声音传
来。因此，构建法官和律师的良性关系
非常必要。法官和律师的良性关系应
该是什么样的？概括起来，应该就是

“敬”、“清”、“明”三个字。
所谓“敬”，就是在履行职责、开展

工作中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理性对
话。有人说，法官和律师是“相敬不相
爱”。这话虽然有调侃的意味，却切中
要点、入情入理。

相互尊重。古人云“明者因时而
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
在进步，随着法治环境的全面向好，法
官要改变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充分尊
重律师的辩护代理意见。法院也要破
除限制律师的条条框框，为律师依法
履职提供便利，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邹
碧华法官曾说：“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
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
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
国家司法公正程度。”法官和律师彼此
尊重，对法官而言，才能耐心倾听，去
伪存真，明辨是非；对律师而言，才能
正确看待法官的裁判结果，理性分析，
客观面对。但客观来说，在目前的司法
实践当中，有的法官对律师存在“傲慢
和偏见”，指责律师“为稻粱谋”，不重
视律师的辩护或代理意见；有的律师

“死磕”法官，质疑法官不谋公正，甚至
断章取义引发舆论炒作。这不仅损害
当事人合法权益，割裂法治队伍，更是
伤害法治形象，损害法治权威。法官和
律师相互尊重，法官要放下“官”架子，
真正把律师作为和自己平等的同行，
尊重他们正常的发问、质证、甚至“挑
理”“挑刺”；律师也要服从司法机关的
正常安排，自觉维护司法人员依法履
职中的尊严。

平等相待。周强院长指出，律师是
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推动人民
法院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虽然法官
主导诉讼活动的进程，但身份地位上
并不高于律师，只不过是职责和分工

不同而已。平等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
更要落实在行动上。法官和律师具有
平等的人格，法官引导庭审进程，做好
法律释明，律师也不得违反法庭秩序
或施加不当影响；律师自由陈述法律
事实、发表代理意见，法官不得随意
打断或加以干扰。无论诉讼过程中是
合作还是博弈，二者的地位平等，既
不是上下关系，也不是主从关系。虽
然谈论的是法官和律师要彼此平等
相待，但考虑到法官在诉讼活动中的
权力和优势，主要还是法官对律师要
平等相待。

理性对话。对话，顾名思义，是双
方语言、思想的交流，而不是一个人自
说自话。但是，很多法官看起来与律师
进行了对话，但进行裁判的时候，并不
重视律师的意见，你辩你的，我判我
的。法院的裁判文书要平等对待控诉
意见和辩护意见，对律师提出的辩护
意见，无论采信与否，都不能不回应，
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理由和结论。管
子曰：“诚信，天下之结也。”对律师而
言，要以诚为本，讲真话，说实情，敢于
表达自己不同观点，据理力争，理性诉
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法官而
言，要以信为基，不妄言，不擅断，耐心
听取律师的观点、意见甚至牢骚，认真
对待律师诉求。法官和律师之间没有
对话，法庭都不会完整，更遑论法律的
权威和尊严。只有建立在尊重和平等
基础上的对话，才能理性辩谈、协商而
达成共识，从而纾解不满，削减分歧，
平息纠纷。

所谓“清”，就是法官与律师交往
要清白、干净、纯洁，不进行勾兑，不搞
权钱交易。钱钟书先生曾在《什么是真
正的交情》一文中，提及“素交”之概
念，“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
形容尽致。真正的交情，看起来素淡，
却无任何利益的负累。法官和律师之
交当属素交，不远不近，不卑不亢，适
可而止，清清白白。既不能搞简单的物
理隔离，避之唯恐不及，也不能搞拉帮
结伙的庸俗关系学，更不能勾肩搭背、
搞利益输送。

要确保自身清白。厚德才能载法，
德正方能法严。法官就要洁身自好，不
能存贪私之欲，更不能徇私枉法，搞权
钱交易，要规规矩矩办案，堂堂正正裁
判。同样，作为律师，要“以法为业，以
律为师”，不能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
真正的律师从来都是规规矩矩执业，
靠业务能力去赢得法官的尊重、在这
个法治昌明的时代，只有这样的律师
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要恪守交往规则。楚河汉界，泾渭
分明，法官和律师的交往要有一定的
界线。如何确定界线？笔者认为，相关
规则中的禁止性规定就是界线，只有
规则可以厘清界线。这些年，最高法院
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法官
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
规定》，最高法院出台了“五个严禁”、

《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
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
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就是
不能逾越的底线，也是不可触碰的红
线。“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法官和律
师是执业共同体，不是利益共同体，不
义之财累计的越多，指控罪行的筹码
就越重。所以说，法官和律师清白交
往，就要强化规则意识，懂规则、敬规
则、守规则。如果离开了规则，不讲规
则，就没有法官和律师职业。规则不仅
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法官和律
师同为法律人，为规则而交往，因为规
则承载着正义；遵守规则而交往，因为
规则确保安全。

要消除敌对心理。目前，实践当
中，法官律师称兄道弟、交往过密的另
外一个极端就是，法官律师相互提防、
不敢往来、不愿交往，甚至造成水火不
容，势不两立的局面。从法官对待律师
的层面看，比较典型的是，法官和律师
交往的方式简单、粗暴。从律师对待法
官的层面看，比较典型的是，律师“死
磕”法官，给法官施加压力和影响。个
别律师的关注点并不在案件本身，而
是故意扰乱、刁难法官，制造与法院、
法官的对抗气氛，将案件从依法审判
引向社会化审判、舆论审判。无论是法

官敌视律师，还是律师“死磕”法官，这
都不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不仅撕
裂法律职业共同体，更是阻碍我国法
治建设进程。

所谓“明”，就是法官与律师要保
持适当距离，工作往来要公开、透明，
不得私下进行会见，共同维护法律权
威，不断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注重交往公开透明。俗话说“瓜田
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法官和律师应
当注意交往时间、场合、方式。要交往
在庭审时，交往在法庭上，证据摆在法
庭，有理讲在法庭。所以说，交往公开
并不是简单地公开、透明，而是有很多
方式、场合禁忌。法官和律师交往公
开、透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树立法官
中立形象，维护司法公信力。法官应当
注意，和律师可以交流，但心中应当有
尺度和界线，要根据时机、场合灵活处
理。

打造公开交流平台。法官和律师
是要保持距离，但也不能“老死不相往
来”，不能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电
影《红灯记》里有句台词：“拆了这堵墙
就是一家人”，具体到法官和律师身
上，墙必须要有，不能拆，但是交流也
要有，而且要光明正大地交流。换句话
说，就是既要有“防火墙”，还要有“沟
通渠”。打造“沟通渠”，就要有规范化
的沟通机制、常态化的交流平台。法院
可以组织法官和律师进行座谈，相互
征求意见建议；共同参加培训、一起

“充电”，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开展学术
交流，探讨疑难复杂问题。再比如，可
以发挥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
桥梁作用，通过这些行业协会开展交
流，相互听取工作、制度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真正地解决工作当中的问题。法
官和律师交流需要把握的总原则是

“组织层面多交往，个人层面少来往”、
“工作层面多交往，生活层面少来往”，
推进公开场合的沟通交流，避免私下
场合的交往勾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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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法官与律师的良性关系
陈希国

构建法官和律师的良性关系非常必要。法官和律师的良性关系应该是
什么样的？概括起来，应该就是“敬”、“清”、“明”三个字。

微言大义

短评

期待电商法溢出反逃税正能量
张智全

向奋斗者王继才学习
周陈华 朱立龙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人民法官须向王继才同志学
习，汲取精神的强大正能量，化为
前进的强劲原动力。

新时代的奋斗者王继才从 26 岁接
到守卫祖国的东大门——开山岛的任务
后，在这座仅有两个足球场面积大的孤
岛上坚守32载，直至58岁离世，相当
于服了 16 个义务兵役。相关事迹经媒
体报道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

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大
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
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身处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官要在
新时代的考卷中答出人民满意的高分，
就必须向王继才同志学习，汲取精神的
强大正能量，化为前进的强劲原动力。

一要在大我与小我的抉择中坚守理
想阵地。在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组织
要求与个人前程等多个“选择题”上，
王继才毅然选择前者，并用一生践行着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会一直守到
守不动为止”的庄严承诺，这是忠诚的
写照；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恶劣、物件条
件的匮乏、生理病痛的折磨等系列“必
答题”时，他遇挫不弃、矢志不移，这
是初心的力量。在极其漫长、极端艰
苦、极为枯燥的岁月中，王继才用极致
付出走上了精神高地、担当高地和荣誉
高地，理想信念正是“压舱石”所在。
这就提醒法官，要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将新思想、新理念的学习运
用当成本分、变为养分，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切实做到

“两个坚决维护”。当面对改革带来的利
益调整时，当“得”不骄、“失”不
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适应新形势、开辟新业绩。

二要在日常与非常的考验中坚守责
任阵地。王继才守的是孤岛，但他并不
孤独，生前，有妻子的陪伴、家人的理解
和组织的关怀；身后，他的事迹牵动了亿
万人、带动了一片人。这种感召效应的
出现来自于他对责任的坚守。日常时，
他精心做好巡海岛、观天象、护航标等普
通工作，而在台风、大雾等非常时刻，他
挺身而出，最大限度捍卫渔民权益，这就
是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的最好
诠释。对法官而言，要实现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目标不易，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职责
同样不易。这就要求法官对照组织的高
要求、对标群众的高期待，加固底板、茂
育长板、补齐短板，练就过硬本领。在基
本解决执行难等重点任务上，在疑难复
杂案件的办理中，要不惧风急浪高、无畏
山高路险，争做能量充足的行动队、精神
富足的奋斗者。

三要在正气与邪气的较量中坚守廉
洁阵地。如果正气“退一步”，邪气就
能“长一丈”。开山岛虽然荒凉贫瘠，
但在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看来，这却是

“避风港”“摇钱树”。面对走私、偷渡
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利诱和
威逼，王继才的一句“不干净的钱我坚
决不要，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干”，明明
白白表达了其澄澈的心境和坦荡的心
胸。他言必信、行必果，在其位、谋其
政，不仅没得“软骨病”“恐惧症”，反
而以一名战士的果敢勇毅将犯罪分子们
送上了审判席。有权力就会有诱惑，法
官坚守廉洁阵地的压力同样不小。在绝
对禁止吃拿卡要行为的同时，对“找上
门”“送上门”的诱惑，法官当保持十
足的提防心、警戒心和战斗心，自觉打
造出廉政从政的“升级版”。

要想让电商法真正“溢出”
反逃税的潜在正能量，还需要税
务机关在严格执法方面久久为
功。

虽然电商法距离明年1月1日正
式实施还有近三个月时间，但已提前
让那些不开发票而逃税的电商经营
者感到了寒意。根据该法第十四条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
提供服务应当依法出具纸质发票或
者电子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此次电商法以法律形式对此作
出明确，无疑对于电商商家带来了巨
大震动。

作为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首部
综合性法律，电商法的主要目的在于
促进电子商务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毋
庸置疑的是，电商法对电商经营者必
须提供发票的刚性规定，必然会给那
些不向消费者提供发票而借此逃税
的电商经营者套牢了金箍。也正因如
此，公众才对电商法的实施有了一个

非同寻常的“溢出期待”。
实事求是地讲，电商法要求电商

经营者必须向消费者提供发票，并将
此作为电商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法律刚
性义务，其初衷除了堵塞税收漏洞外，
更多的考量则是着眼营造公平的电商
竞争环境。公众之所以寄望电商法要
求电商经营者必须提供发票的这一硬
性规定能成为反逃税利器，主要在于
该法律刚性义务所包含的衍生价值和
派生功能，完全可以和反逃税形成良
好的契合。尤其是在当前不少电商经
营者将不提供发票作为主要避税形
式、导致电子商务税收大量流失的语
境下，电商法把提供发票作为电商经
营者应尽的基本义务，在客观上起到
了堵塞税收漏洞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依法纳税是电子商务

交易的基本前提之一。不少电商经营者
之所以不愿意向消费者提供发票，表面
上是由于其本身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无
法获取正规发票的来源，但实际上是因
为逃税的利益驱使。尽管此前相关法规
明确要求电商经营者应当依法申报纳
税，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处罚标准，不少电
商经营者面对处罚威慑效果的不彰，往
往揣着明白装糊涂，以致不向消费者提
供发票成了电商交易逃税的主要手段。
这不仅有损税收的法定公平原则，更是
助长了电商交易逃税的歪风，其危害不
容小觑。

古语云，“法严人思善”。堵塞电商交
易税收漏洞，既有赖于技术手段的完善，
更有赖于法律“刚牙利齿”威慑效果的彰
显。即将实施的电商法不仅对电商经营
者作出了必须提供发票的硬性规定，而

且还对拒不如实申报纳税者明确了严厉
的处罚标准。特别是电子交易的相关证
据税务机关可以随意调取的硬性规定，
更是让企图不开发票而逃税的电商经营
者无处遁形。显然，电商法关于电商经营
者必须提供发票的刚性法律约束，不仅
能依法规范电商经营活动，更能有效释
放出反逃税的潜在正能量，不论是对电
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还是对防止税收的
流失，都大有裨益。

当然，防止电商交易税收的流失，绝
不仅仅只是一个电商经营者提供发票即
可迎刃而解的问题。要想让电商法真正

“溢出”反逃税的潜在正能量，还需要税
务机关在严格执法方面久久为功。如此，
电商法关于电商经营者必须提供发票的
刚性约束，才能真正承载起反逃税的民
意期待。

儿童免票线“长高”赢掌声

国庆假期前，部分地方调整了景区
儿童免票线的高度。在实行政府指导价
的景区，“蹲守”多年的1.2米免票线终于

“长高”到了1.4米。这项符合百姓期待的
惠民举措，自然赢得不少掌声。

免票线的“长个儿”只能说是姗姗来
迟。我国儿童免票线高度偏低、具体执行
标准单一的问题，被人们诟病已不是一
年半载。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早在 2005
年国内6岁至7岁城市男童平均身高就
已达1.2米。

何况，从全国看，同样的政策调整却
是各自推进、步调不一。有的省市在五六
年前便已提高儿童免票线高度，推行身
高与年龄的双轨制。可个别景区甚至还
在执行时间更早、高度更低的儿童免票
线。区区门票，却能看出对百姓日常生活

“微福利”的态度。
旅游景区在门票上锱铢必较，是一

种理应被淘汰的经营理念。景区经济早
已不再是大门一开、票柜一摆、检票员坐
等真金白银上门的模样。作为现代休闲
生活的一部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拉动
力又岂能用小小门票来衡量。

譬如各地蓬勃而起的特色小镇、美
丽乡村，无门槛、零门票，却令城里人、村
里人各得其乐。守着陈旧的儿童免票线，
再想“蹲着”多挣几张票钱，未免与时代
图景格格不入。

落实事关百姓生活的“微福利”，更
是宜早不宜迟。提高儿童免票线 20 厘
米，看上去小事一桩，切实落地并不简
单。孩子难以清楚表达自身意愿、家长只
得边发牢骚边埋头掏钱、景区更缺乏自
我改革动力，行政职能部门就需要提前
研判、监管到位。学会“长个儿”的儿童免
票线，应成为一个标尺。将理所应当的呼
吁，固定为白纸黑字的规则、规定。这不
仅是为旅游减轻些许负担，更是为初谙
世事的青少年做了一个好榜样。

——萧海川

“立法禁霸座”这个应该有

据报道，铁路旅客乘车不对号入座、
强占他人座位的行为将有法律“紧箍
咒”。近日，《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已经立法程序通过，条例明确规定，旅客
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
占他人座位。

曾几时何，乘客乘坐高铁或火车，强
占他人座位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
题，一直受社会关注和争议。尽管一些典
型的霸座案例经过媒体曝光，舆论谴责，
最终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付出了一定
的代价，但往往止于个案处理或者就事
论事。更不乏一些“非典型”的案例，因为
影响不大，结果不了了之。这无疑让少数
乘客感到霸座没什么风险，只要有机会，
何不“霸”上一回。必须指出，霸座看似事
关道德方面的小事，其实不然。此次《广
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条文中对旅
客的相关乘车秩序进行了明确，对扰乱
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
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以及严重违反铁
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失信行
为进行记录，并推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
应当依法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等规
定，就不仅说明霸座不只是道德问题，而
是属于事关公共秩序和出行安全以及个
人诚信的违法行为，更会依法受到联合
惩戒。面对这样的法律“紧箍咒”，那些蠢
蠢欲“霸”者，恐怕是不敢再怎么“放肆”
了。起码，得好好地掂量一下后果了。

——张国栋

靖江市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靖江市人民法院)，对上海市中山北一路1230号A2801、
A2802室房产、上海市东宝兴路157号名义1503室房产、上海市东宝兴路
157号名义1504室房产、上海市东宝兴路157号名义1801室、上海市东宝
兴路157号名义1802室、上海市东宝兴路157号名义1803室、上海市东宝
兴路157号名义1804室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如拍卖成交或申请执行人、其
他债权人接受抵债的,则不再进行下一步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2018年11
月8日10时至2018年11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一次拍卖，2018
年11月29日10时至2018年11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进行第二次拍
卖。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
拍卖。一、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以参加竞买。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拍卖日前接
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由本院确定统一安排看样。三、与本标的物有
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
个过程。拍卖的详细情况请登录靖江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话：0523-84993809，常法官；联系地址：靖江
市滨江新城阳光大道5号。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因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财产分配已完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9月3日裁定终结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2018）赣1023民破1号本院根据债权人方樟根的申请于2018年9月
10日裁定受理江西南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
月21日指定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西南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江西南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15日前，向江
西南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抚州市迎宾大道555
号城市原墅小区大门右侧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44000；联系电
话：廖志华13367949160、刘佳玲13707947711；邮箱：245994645@qq.
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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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
行使权利。江西南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嵊

州市交通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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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时在南丰县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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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的申请于2018年8月
30日裁定受理宁波塑博文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11日
指定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塑博文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塑博文具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20日前，向宁波塑博文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37号研发园C区15幢4楼，浙
江波宁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5048；联系人：余律师，联系电话：0574-
27836090,15706835700）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须知、债权申报登记表等相关
债权申报材料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网站www.nbbnlaw.com公示公告
处下载，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地址进行申报，也可邮寄申报）。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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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塑博文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宁波塑博文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2月5日下午2时在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宁
海县跃龙街道天平路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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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申请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受理宁波新
大世界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大世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为新大世界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宁波市海
曙区人民法院将本案依法移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新大世界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江安

路407号钻石商业广场1202室；邮政编码：315020；联系人：赵丹雄、胡申
田；联系电话：0574—87520647、19906747494；债权申报文件下载地址：
www.hygdlf.com）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依
据法律规定处理。新大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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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8年11月15日9时30分在宁波大酒店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广隆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21日裁
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华光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广隆预应力科
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广隆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
月1日前，向浙江广隆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富阳区花坞南路4号102办公室；邮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
15267466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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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隆预应力科
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广隆预应力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8日9时在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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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0日，本院根据俞复初的申请裁定受理丽水清松纸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以无财产、无账簿
和文书资料为由未向管理人移交，导致管理人无法进行清算。且管理人
经依法调查得知债务人名下没有相关房地产及车辆的登记信息，也无银

行存款。截至2018年9月13日，除管理人的报酬外，本案已实际发生公
告费、刻章费等破产费用共计2702元，均尚未支付。现债务人可供清偿
的财产为零，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在债权人会议上，丽水清松纸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无力偿付破产费用为由，提议
向法院申请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得到全体债权人的一致同意。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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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丽水清松纸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
13日裁定宣告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丽水清松纸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遂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7月19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8月28日指定
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18年11月9日前，向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南宁市凤岭南路55号凤祥名居3栋2501室；邮政
编码：530029；联系人：李素椿，联系电话：13768304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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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西富满地农资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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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
午9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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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为尧户：德化县陶源路、陶源西路、陶源北路市政道路工程项目需
要，现决定征收你户位于德化县浔中镇乐陶村第三生产组原系集体土地
转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半座（土地证号：13957号）计总用地面积96.95平方
米，（房产证号8229）总建筑面积129.01平方米，为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请你户积极配合做好房屋征收工作。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德
化县土地储备中心，办公地址：德化县浔中镇凤池街45号，电话：0595-
23583488；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三、签约期限：2018年10月15日至
2018年11月15日。具体签约事宜由德化县土地储备中心办理，你户应当
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并腾空房屋完成搬迁，如对
房屋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等调查情况有异议，可以在签约期限内持相关
证明文件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核对。四、因国有土地上房屋被依法征收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你户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个月内向德化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德化县土地储备中心

省道203线德化环城路（东段）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15日

陈攀（身份证号码：422202198904076113）：本会受理的（2018）九
仲字第020号申请人何志刚与你方《合作协议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仲裁
裁决，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案号为（2018）九仲裁字第02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九江仲裁委员会

湖南长丰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2018年7月20日，湖南
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湖南长丰汽车零部件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对湖南长丰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13
日依法指定湖南君义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清
算组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此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说明
债权相关情况、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债权申报地点：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
区仁湾镇张家铺路1号（公司办公室3楼），联系方式：周毅15074645413，于
志明15348466988。 湖南长丰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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