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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稳药价就是保民生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药品生产厂
家数量少等因素，以前只有 6元钱 100 片
的国产硝酸甘油“小棕瓶”，现在在电商
平台上涨到了 69元一瓶。据了解，硝酸甘
油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速效药，可短
时间快速缓解病情，是救命药。

很多时候，廉价药具有独特的疗效
与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某种疾病的必备
药、常用药，甚至有可能是关键时刻的“救
命药”。按理说，越是常备药、救急药，越
是应该价格公道才对，否则一般患者可
能很难承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价格
飞涨还断货的情况呢？据业内人士分析，
主要是由于原料药价格上涨、原料药生产
厂家数量减少两个方面的原因。原料药价
格上涨且供不应求，成品药价格自然水
涨船高且供应不足。

可是这些拿到批文的原料药厂商为
什么又不愿生产了呢？根本原因还是市场需
求数量规模相对较小，利润空间也较为有
限，导致相关厂家没有积极性。当前原料药
涨价和短缺的原因大多如此。商家都是
逐利的，赚不到足够的钱自然不想开工。

药品供应和价格平稳事关民生，市
场调节失灵，相关部门不能坐视。既然市
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不顶事，那宏观调
控这只手就要硬起来，及时补位。针对眼
下硝酸甘油等药品市场出现的种种失衡
状况，有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及时采取
总体统筹、组织生产、加大补贴，加强供
需双方协调等方式促进原料药生产供
应，确保原料药供求平衡和市场平稳。稳
供应、稳价格，安人心、保民生。

——徐建辉

公共法律服务：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风险的良药
杨 凯

公共法律服务在防范和化解社会治理风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
将公共法律服务这一治理方式运用得越好、实施得越充分，对老百姓的普及程
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防范和化解社会治理风险，实现雨
润万物的温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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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提高政治担当能力
张纵华

最高法知产庭敲响第一槌意义深远
阎淑萍

假证猖獗凸显监管漏洞
王丽美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知产法庭
敲响的“第一槌”能够引起企业的
重视和警醒，以创新精神，走出一
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3 月 27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厦门卢卡斯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厦门富可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法国瓦莱奥清洗系
统公司、原审被告陈少强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二级大法官罗东
川担任审判长，敲响了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第一槌”。

上述知识产权纠纷案，已经持续

了一段时间，上海知识产权法庭也曾于
今年 1 月 22 日作出了部分判决。像本案
这样由知识产权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
院作为一审法院的案件，可以直接上诉
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最终裁决，有专家表示，这是我国知识产
权诉讼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性突破，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这充分表明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已经从理论层面、学术层面，全面进入

了司法实践操作层面。另一方面就是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敲响的这“第一
槌”，还具有鲜明的导向和示范价值，标志
着其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以更加专业、
高效、权威的审判，进一步统一判罚尺度，
引领全国法院提高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
审判质量效率，为国内外权利人提供更为
有力的平等保护。此外，这个“第一槌”还
在告诫广大企业家们，切不可抱着老观
念不放，不把知识产权保护当回事。

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于不断创新，
来自于对知识产权的敬畏，来自于市场
的公平竞争。因此，笔者希望最高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法庭敲响的“第一槌”能够引
起企业的重视和警醒，模仿、拿来、山寨等
做法已经行不通，必须转变观念，以“你无
我有，你有我新”的创新精神，走出一条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创造出更多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世界的更多打着“中国发
明”“中国制造”烙印的新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1月 21日召
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
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
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公共法律服务在防范和化解社会
治理风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将公共法律服务这一治理方式运
用得越好、实施得越充分，对老百姓的
普及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社会治理
的有效开展，防范和化解社会治理风
险，实现雨润万物的温和疗效。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现治标和
治本的有机统一。如今的社会治理风
险呈现复杂化、系统性、联动性的特
点，每个集中凸显的矛盾背后都隐含
着一系列冲突链条。过去“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对策式治理乃是治标之
策，无法根治深藏在社会基层的顽瘴
痼疾。老百姓的心结没有打开，依然有
再次发生纠纷的隐患。而公共法律服
务融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将治
标和治本有机融合，既能及时解决矛
盾，又能预防可能演变与恶化的冲突
和纠纷，将恶性事件化解在萌芽阶段。
通过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能够真正打通法律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感受
到法律的高效、便捷、惠民、暖心，接受
温和的法律服务所进行的“保健式理
疗”，建立对法律的尊崇和尊重，自觉
自愿地遵守法律、信仰法律、维护法
律。比如，公证制度是一项预防性的法
律制度，是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能

够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实现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目的；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可以更
好地依法调解矛盾，等等。

运用公共法律服务，实现风险与矛
盾的深层化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防
范风险中既要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

“灰犀牛”。针对社会治理风险中的意外
事件，我们要建立充分完备的预警机制，
制作周至的预案，提前分析研判，从而
在矛盾发生时精准施策，有效化解矛盾
危 机 。针 对 社 会 治 理 风 险 中 的 常 见 问
题，要保证日常工作的有序推进和平稳
运行，提高风险控制力，实现从大水漫
灌到精准滴灌，将解决矛盾的对策和方
法运用在日常点滴中，消灭潜在的风险
隐患。例如，公安机关针对近期频繁发
生的涉众型经济案件，对受损群体要格
外关注，把防范打击犯罪同化解风险、
维护稳定统筹起来，做好控赃控人、资
产返还、教育疏导等工作。这样才能从
根源上弥补老百姓受损的利益，使其在
情感上更加认同法律的力量，从而实现
案结事了。而日常中，司法行政机关和公
检法机关对城乡居民进行普法教育，能
够让老百姓及时了解投资中的风险，从
而避免盲目投资，能够更加有效地防范
财产被侵害的风险。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实现与制度和
机制的紧密融合。面对重大风险，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争取先手，又能拿
出高招。在社会治理中，先手就是预防机
制，而高招就是有效的治理手段。司法机
关诉讼服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就是争
取先手的重要举措。例如，山东法院的

“24 小时法院”系统可以实现当事人在
信息技术辅助下自助立案，根据系统提
示上传自己的证件信息和诉讼证据材
料，按照给定的查询码查询案件进展，这
些工作不仅给了当事人更多自主权，为
其提供了更多便利，也使其在准备必要
诉讼材料期间梳理思路，斟酌是否符合
起诉的条件，熟悉法律规定，提高法律素
养，避免滥讼。通过把诉讼服务向前推进

“一公里”，让老百姓在信息化的辅助下
立案，感受到司法的便民和快捷，能够减
少怨气，提高对司法机关的认同，为将来
的诉讼全流程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
础。同时，应对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司
法机关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又可以充
分发挥解决矛盾“妙招”，使当事人感受
到司法的温度。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实现自治与防
控的联动协同。良好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能够让矛盾消解在群众自治中。通过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能实现健全平
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
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只有老百姓自
主、自发地进行治理，法治精神才能渗
透、滴灌到百姓心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及时预防和化解
社会矛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同时应当
完善制度，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全
方位立体化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应对
变化的治理难题。例如，在防控风险方
面，应当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震慑态
势，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继续常抓不懈
地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涉黑涉
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

“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
举、标本兼治上下功夫。同时，司法
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制宣传，完善
社区服刑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做好
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积极
发动引导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
人员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职业
纪律，实行律师代理涉黑涉恶涉霸
案件报告制度等，都能有效地减少
矛盾的发生。

《黄帝内经》有言：“是故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
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
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
锥，不亦晚乎”。公共法律服务的普
及力越强，就越能有效地化解潜在
的矛盾，促进老百姓以法治思维引
领行动。而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
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从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利益问题做
起，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深入推进、运用、加强
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充
分发挥政法机关的公共服务职能，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不仅
能保障群众对法律的基本需求，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而且有助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
障。

证件被任意伪造、贩卖的后果
是证件权威性的丧失，这不单纯是
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社会规则及
公共管理的蔑视。

在苏州的一些人才市场、劳务中介、
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常有人手持名片，见
人就发。名片上印有“东南亚证件集团有
限公司”字样，承诺能够办理本科毕业证、身
份证、驾驶证、教师资格证等各种证件。公交
站台、共享单车、电线杆、大桥、人行道、小区
里也经常有办证、刻章的小广告。

其实不独苏州，全国各地都有形形
色色的卖假证者出没。只是苏州的假证
贩子在很多公共场所见人就发，毫不避
讳，可谓是驾轻就熟，无法无天。

兜售的证件是假的，假证交易却是真
的，它会给贩卖者带来真实的黄金白银，巨
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人利令智昏，法律法

规及诚信道德在其眼中不值一文。
证件是假的，假证后面的需求市场

却是真的。制贩假证行为之所以屡禁不
止，缘于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在注重
证件，忽视能力的现实语境下，一个虚假
证件抵过千言万语或真才实学，人们急
于通过假证获得物质与精神收益。在帮
人们获得某种资格认可和社会价值时，
假证也反证了自身的“价值”存在。

假证件凸显真实的监管漏洞。我国
刑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
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
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苏州的假证贩子、制假小
广告随处可见，连劳务中介也参与其中，
生意兴隆，造成了贩卖者“没有人管”的
底气，也让市民无可奈何、习以为常。特
别是，制售假证利益链参与环节多，流动
性大、隐蔽度高、单笔涉案金额小……都
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

证件被任意伪造、贩卖的后果是证
件权威性的丧失，这不单纯是对法律的
亵渎，也是对社会规则及公共管理的蔑
视，损害法律威严，败坏社会风气。

报道中有个细节，这些假证应有尽
有，无所不包，但就是不能在政府指定的
网站查询。换言之，官方、正规的查询系统

是辨别真假证件的“火眼金睛”。据此，
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假证贩子街头揽
客现象的打击力度，健全权威证件、学
历、资格等信用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各
行各业相关证件的防伪标识，用真技术
不断挤压使用假证件的空间，让售假牟
利者无处遁形，投机取巧者无利可图。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要严格招聘
程序，细致审核证件，大力破除“重证
件不重才能”的形式主义用人观，全社
会建立良好的用工招聘机制及人才评
判体系，全面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和
法律意识，摒弃浮躁功利、官僚主义，
才是堵住假证泛滥的真实通道。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要不断加
强政治学习，主动提升政治素
养。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司法审
判的职能，处理好个案公正性与
裁判导向性的关系，推动全社会
加快法治化进程。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深
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
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
要 （2019—2023）》 中，基本原则第
一项即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总体目标第一项要求“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把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
国家法律统一起来，确保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统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全领
域、贯穿司法改革全过程”，对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 进行了贯彻和细化。近日，全国
上下都在学习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于
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的意见》。将各项文件要求落实到审
判实践，需要每一个法院人切实加强
政治学习，增强政治本领。

坚定政治信仰，加强政治学习。
政治建设既能统领全局，又能服务基
层；既要指引方向，又要落在实处。
法院人只有不懈学习政治理论，才能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准确理
解和追求其应然。深厚的政治理论有
助于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政治理论
要持续学、持久学。只有持续学才能
与时俱进，才能学会准确把握方向，
才能懂得如何分析大势、如何有效服
务全局；只有持久学才能学深入，只
有深入学才能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
平，从而在实践基础上推进政治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

把握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
政治学习要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只有领会了坚持党的领导与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统一性，才能
在实践中充分履行好人民法院作为政
治机关的职能；只有认识到讲政治与
讲法治的统一性，把握好服务大局与
法治思维的一致性，才能够实践好革
命化与专业化、正规化与职业化的要
求；只有理解透法治与德治相得益
彰，才能够统筹配置传统与现代两种
解纷资源，并有效发挥其社会治理效
能。

保持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
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司法需求，总有一些常规惯例要打
破。一方面，实践才能出真知。司
法 改 革 的 路 径 需 要 通 过 实 践 来 检
验。试一下确定可不可行，做一做
看看有没有生命力。能做的要稳步
推 广 ， 不 能 做 的 要 及 时 停 止 并 纠
正。另一方面，集思才能广益。讲
政治不是讲官话套话，是鼓励人们
说实话讲真话。法院人更应该在党
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摸
着石头过河的司改过程中，尤其需
要每一个法院人敢于探索创新，勇
于辨别是非，主动防范风险。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要不断加强
政治学习，主动提升政治素养。要
领会党情、知晓国情，准确把握好新
时代司法审判的发展规律；要知道省
情、贴近民情，不断满足老百姓日益
增长的司法需求；要依据案情、探求
实情，理清权利、义务、责任，兼顾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惟其如此，才
能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职能，处理好
个案公正性与裁判导向性的关系，推
动全社会加快法治化进程。

客车爆燃事件的反思

历时九天后，3 月 22 日发生的湖南
常长高速客车起火事故原因查明：系该
车乘客陈建森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
引发爆燃。据警方通报，陈建森因买卖纠纷
电话协商不成，欲前往广西桂林当面再次协
商，如不成则威胁、报复卖家。途中，其非
法携带的烟火药意外爆燃，引发客车起
火事故。陈建森已在事故中死亡。

事故造成 26 人死亡、28 人受伤的
严重后果，令人悲痛与震惊。犯罪嫌疑
人为泄私愤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车造成
严重后果，其无疑是罪魁祸首。同时，
如此严重的客车爆燃案再次敲响交通安
全警钟。

公路客运实名制推进缓慢，特别是
安检制度不严，安检程序不到位给客车

（包括城市公交） 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道路运输条例规定，道路运输站 （场）
经营者应当对出站的车辆进行安全检
查，防止超载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的
车辆出站。交通运输部颁布的 《道路旅
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明确规定，
客运班车应当按照许可的线路、班次、
站点运行，在规定的途经站点进站上下
旅客，无正当理由不得改变行驶线路，
不得站外上客或者沿途揽客。但是，从
乘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未被发现
和制止的情况来看，相关规定并没有被
认真落实。

再者，客车 （包括公交） 安全锤配
备的问题也值得重视。该事故中，乘客
未使用安全锤敲窗逃生，要么是该车没
有配备一定数量的安全锤，要么乘客安
全逃生知识缺乏，不会使用安全锤，导
致安全锤形同虚设。

当前，应加强事故善后，彻查事故
原因，修补安全事故制度漏洞，让安检
制度、安全教育与公交安全锤归位，这
才是对事故伤亡者最好的告慰。

——叶祝颐

深圳利能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长、董事、
高管及其他负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裁定受理了深圳利能达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根据企业破

产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请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长、

董事、高管及其他负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于本公告之日

起 10 日内向管理人（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

广场 A 座 47F；联系人：李蔚瑜；电话：0755-82900584；）移交深

圳利能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全部资料，

并依法配合管理人接管和破产清算工作。如怠于履行上述义务

导致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将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深圳利能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 年 8 月 28 日，本院根据广州市番禺区经济发展总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市番禺区水产物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广州市番禺区水产物资公司资产总

额为 848067.12 元，负债总额为 1621396.51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773329.39元。本院认为，广州市番禺区水产物资公司现有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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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6 日裁定宣告广

州市番禺区水产物资公司破产。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裁定受理江西省成星电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3 月 5 日重新指定北京市盈科（南

昌）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西省成星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西

省成星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江西

省成星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新

宁 镇 九 岭 大 道 武 宁 县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邮 政 编 码 ：

332300；联系人：王代金；联系电话：13879180148）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江西省成星电器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西省成星电器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 年 7

月 9日上午 9时在武宁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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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裁定受理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于同日指定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担任

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新宁镇九岭大道武宁县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332300；联系人：王代金；联系电

话：13879180148）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江西宏程明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 年 6月 11 日上午 9时在武宁县人民法院

第八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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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县人民法院
2016 年 2 月 23 日，本院根据债权人胡豪的申请，裁定受理

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由新余市政府组织成立的

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2016 年 6 月 21 日，本

院裁定宣告腾达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调查

后认为腾达电器有限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江西省华鑫苏美电器

有限公司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等情形，要求将江西省华鑫苏美电
器有限公司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本院经审理认

为，江西省华鑫苏美电器有限公司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之间形

成公司人格混同，不具备我国公司法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资格，腾

达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人，严重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全体债权人债权公平清偿，本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之规定，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裁定受理申请人腾达电

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对江西省华鑫苏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的申请，并与腾达电器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收到通知书的

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6 月 25 日之前，未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338000，联系人：黄淑庆，联系电话：18707905161，0790-

6459171）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

交相关证据。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 12月 4日，本院根据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3

月19日召开，债权人会议对债权进行了核查，听取了管理人调查债

务人财产状况的报告。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根据审计报告截止至

2018年12月4日，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审计后资产合计

为2440939.76元，审计后负债合计为5313158.40元，审计后所有者

权益为-2872218.64元，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核算该公司资产负债

率为217.67%。本院认为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已严重资

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

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3月 19日裁定宣告鞍钢潍坊钢

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依法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银洪旅

游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本院查明, 债务人上海银洪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资产总

额为62.53元，负债总额为80,438.54元，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3月 26

日裁定宣告债务人上海银洪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后因破产人上

海银洪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

裁定终结本案破产清算程序。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常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3月6日裁定受理常山县意达笔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常山县意达笔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5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新桥街18号1幢5楼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联系

电话：18857027156；联系人：郑雪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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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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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意达笔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另，如债务人

常山县意达笔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除债权人、

债务人的出资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等愿意垫付破产费用外，本院将根据

管理人的申请，依法裁定终结常山县意达笔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本

院定于2019年5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如有变动，由本院另行公告或由管理人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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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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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根据洪国明的申请，裁定受理衢州

市天章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指定

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衢州市天章纸业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5 月 25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衢州市柯

城 区 西 安 路 81 号 三 楼 ，邮 编 ：324000，联 系 人 ：章 吉 如 律 师

18806700900、杜俊律师 13616701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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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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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天章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印章、财务账册等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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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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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杭州谷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丰公司”）

的申请，于2018年3月26日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3月16日，

谷丰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谷丰公司相关资产已于2019年3

月 8日拍卖成交，谷丰公司清算所得财产共计 138629.8元，分别为：

2019年1月29日第一次拍卖因拍卖人悔拍，收取保证金5000元；2019

年 3月 8日拍卖成交，所得成交款 104000 元；另谷丰公司有货币资

金 29629.8 元 。而 截 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 ，谷 丰 公 司 的 债 务 共 计

2961024 元，债权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谷丰公司的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请求宣告破产。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的

工作报告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情况，谷丰公司有债权人 1

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关，管理人审核认定的债权金额为

2961024元，即谷丰公司负债总额共计 2961024元。管理人共接管到

谷丰公司车辆 5 辆，分别为浙 A88822 解放牌货车一辆、浙 AW105V

江淮牌货车一辆、浙 A512U1金杯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浙 A8VYS6

江淮牌货车一辆、浙 A107S0马自达轿车一辆，经拍卖所得拍卖款共

计 109000元。另，管理人接管谷丰公司货币资金现有 29629.80元。故

谷丰公司资产总额共计 138629．8元。综上，谷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已没有重整或和解的可能，

故应宣告谷丰公司破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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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7日裁定宣告杭州谷丰贸易有限

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韩玉勤（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6210020207）：本院受理原

告朱玫诉被告张景祥、李似玉、汤根其、冯秀亚及第三人韩玉勤、唐

进昌、李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

内。本案定于 2019年 7月 3日上午 9时在平湖市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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