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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中国人自古素有家国情怀：家是最
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国家强大有力，
家庭才能幸福安康；家庭幸福美满，国家
则愈加繁荣昌盛。对于家庭来说，财产应
是家庭的经济基础，夫妻财产制度对维
护家庭和睦稳定至关重要。建国七十年
来，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夫妻财产制
度，一部夫妻财产制度发展史也是一部
中国法治的进步史。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
法律，意味着新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开
局与构建。该法第十条规定：“夫妻双方
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
权。”该条确立了夫妻一般共有财产所
有制，将夫妻双方的全部财产都纳入共
有财产的范围。对约定财产制，该法没
有明文规定，但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中“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
等和地位平等的原则来做出任何种类
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和管理权相
互自由的约定”的规定来看，该法承认
在维护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夫妻约定财
产制。婚姻法的制定具有重大意义：首
先，夫妻一般共有财产所有制符合当时
的国内形势：刚刚结束内战，经济落后，
大多数人生活贫困，对家庭的依赖性较
强。因此，夫妻一般共有财产所有制，强
调婚姻家庭对人民生活的保障作用。其
次，夫妻一般共有财产所有制极大地提
高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进一步提升了
其工作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了
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第三，奠定了新
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基础，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此基
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新中国关于夫妻
财产制度的法治建设就此起航。

法律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
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推动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为适应经济社
会需求进一步完善。1980年颁布了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
度采取的是婚后共同财产所有制。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夫妻财产的数量
和种类丰富繁多，为适应新形势，1980
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对夫妻财产约定做出明确规定；充实
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排除了第
三方与夫妻一方的交易顾虑，增强了
交易安全的考虑。1993 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其
中第 7 条规定：“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
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
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
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该意见第 17条同时还规定：“夫妻为共同
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
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
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从上述规定可以
看出，夫妻共同债务应为连带债务，但对
夫妻债务的范围、证明责任等问题未作出
明确规定。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经济活动的更
加频繁、复杂，出现不少以夫妻一方举债
夫妻双方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为
保护债权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对外负担的债务原则上应为
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夫妻一方能够证明与
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
明债权人明知夫妻之间有关于债务的约
定。为适应当时形势，1997年 9月，党的十
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中国法
治化进程提速，夫妻财产制度也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婚姻法（2001年修正）第十九条
第 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
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婚姻法
司法解释（一）》第 18条规定：“婚姻法第十
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
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 24条进一步规定：“债权人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
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 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结合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婚姻法司法
解释 （二）》第 24条的主观规范目的是为
了保障债权人利益，防止夫妻假离婚、真
逃债。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还规定：“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
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
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上述规定可以
看出，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原则上应

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新时代新形势，夫妻财产制度新变化

适应新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法治发展中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强烈需求。新形势下，夫妻共同债
务案件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变化、新
情况：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夫妻一方和债
权人恶意损害夫妻非举债方利益的现象。
这种现象也给法院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
求、新挑战和新机遇。顺应新时代新形
势，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夫妻财
产制度出现了新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
新需求，更好更快地司法为民服务，统一
各方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认识，2018
年 1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
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
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
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
外。”该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做了进
一步明确规定，统一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定司法实务认识，为一线办案法官指明了
办案思路和办案方向，指导法官以务实、
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司法新需求新期盼。

七十年来,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以夫
妻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夫妻财产制度，仅引导夫
妻艰苦奋斗、同甘共苦，为建设幸福美满家
庭而不懈努力，而且为失去共同生活基
础的夫妻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
防控失败的婚姻对个体带来不可预知的
风险，进一步实现债权人利益、家庭利益
以及夫妻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还见证了
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成功
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
功地建立了并不断完善夫妻财产制
度。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许多多宝
贵的经验：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党
领导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异
常艰难困苦、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奠定
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建立并不断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
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步，
使得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飞跃
发展。实践证明，党的绝对领导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灵魂，只有坚持党的绝对
领导才能保证法治建设沿着正确的
方向继续前行。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
出发，富有中国特色。无论是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夫妻一般
共有财产所有制，还是 1980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夫妻婚后共有财产
所有制，或者是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
释规定的夫妻财产所有制，都是从当时
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具有中
国特色，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求，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向前发展，解
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是坚持整体思维、系统解释，
具有服务大局意识。务必将夫妻财产
制度放置于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
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体系中来整
体考虑；树立服务大局意识，从全局考
虑，兼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以高质高效的化解财产纠纷的方式
方法，力争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
果，平等公正保护债权人、夫妻双方
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倡导诚信、友爱、团结、
互助的社会氛围。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大
历史时刻，回首往昔，夫妻财产制度
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法治不断进步
的宏伟画卷，展望未来，夫妻财产制
度必将顺应时代进步不断取得新进
展，促进社会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新期盼新需求。

推进审判质效新飞跃
李立惠

短评

观点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从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看中国法治进步
杨琰珂 荆红琴

七十年来，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夫妻财产制
度，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一部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史，也是新中
国法治建设成就史的伟大篇章。

法治时评 ▷▷
遏制环境污染需要生态修复性司法

吴学安

微言大义

修复性司法理念在生态刑事
司法中的运用，顺应了世界生态环
境保护和刑罚演变趋势，是司法对
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最大贡
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该
规定明确，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
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
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
部门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所谓生态修复司法机制，是指破坏环
境资源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主动与受损人签订生态修复书
面协议后，由司法机关对协议内容的合法
性、有效性和可行性等进行审查确认，督
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履行协议所确
定的义务，尽快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
生态功能，并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对其予以
相应处理，以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
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修复性司法”一词最初见于刑法理
论，一经提出便在刑事司法领域引起广
泛关注。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看作是对
国家利益的侵害和对法律的违反，通过
谴责和惩罚犯罪人来达到惩戒和预防
犯罪的目的，因而是报应性司法。传统
生态修复补偿是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
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采取财政转移支付
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生态保护者给
予合理补偿，完成对生态系统的治理和
修复。而生态环境审判修复与法院审判
活动密切相关，是司法裁判方式的一种。

生态环境审判修复也被称为生态修
复性司法。它不同于一般生态修复补偿。
其主要特点为：一方面，生态环境审判修
复的对象是进入司法审判的某个具体的
因人为因素所引发的环境污染、资源破

坏、水土流失等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或损
害。法院在环境资源损害案件审理过程
中就不同的受损环境要素，可裁判一方
当事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环境修复；另
一方面，生态修复性司法具有目的双重
性。通过运行生态审判司法修复机制，实
现环境修复——环境损害——环境修复
的循环发展模式，既不因为环境受损而
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因为经济发展而使
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不言而喻，生态修复性司法的提出，
能够实现让污染者受到惩罚、受损者获
得赔偿、生态损害得以修复之三重目标，
对预防与修复生态损害有着极其重要的
积极意义：

一方面，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刑事
案件，犯罪分子被判入狱，受到了应有的

惩罚，但受损的生态环境得不到修复，
荒山依旧。为将犯罪的损失降至最低，
又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
会，利用恢复性司法理念构建生态修
复司法机制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修复
性司法理念在生态刑事司法中的运
用，是在依法打击生态环境犯罪行为
的同时，宽严相济，让环境侵害人以补
种、支付修复赔偿金等方式修复受损
生态环境，既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对
抗，也缓和了人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
顺应了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刑罚演变
趋势。环境司法审判应以生态环境修
复为根本价值取向。如果在每一起环
境资源类刑事案件中都能实现生态环
境的修复，则是司法对整个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的最大贡献。

人民法院应多措并举，强化
审判监督管理，奋力提升案件审判
质效，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中都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在“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审判质量是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办案质量。

一是案件分流，源头调控。将“简”
案从性质上确定“三不大、两明确”原
则，即事实分歧不大、责任争议不大、
标的金额不大和双方权利义务主体明
确、法律关系明确。将适合行业调解的
寿险类案件分流至行业协会调解委员
会，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即立案开庭
审判。健全完善速裁工作制度，对案件
收案、分案及流转期限等进行明确规
定，对均为同一被告的“串案”进行集
约化审理，集中送达、开庭、裁判；采用

“要素式”审理方式，庭审笔录采用统
一标准化模板，原则上开庭案件调解
不成的，均进行当庭宣判，实现速裁案
件“立案快、开庭快、裁判快”。

二是借力科技，统一标准。深刻认
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是推进智慧
法院建设的重要抓手，是防控审判执
行风险的坚兵利器，是实现统一司法
尺度和标准的技术支撑，全面提升全
员全业务全过程信息化应用工作水
平。实行“随机收案与类型化收案”并
行的案件配比模式，按照“案情复杂，
证据复杂，当事人特殊，案件影响重
大，涉及人员众多”五大指标划分案件
复杂等级，优先级高的复杂案件给予
特别关注、持续追踪。

三是严格规范标准，落实主体责
任。每月定期召开法官联席会议，选取
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进行探讨，确定
统一裁判思路与标准，会后以案例形
式总结提炼，形成调研成果。加强内部
管理，定期抽查卷宗和网上直播庭审
情况，及时通报卷宗质量问题、庭审违
规等情况。多部门联合对发回重审、改
判案件进行监督检查，组织案卷及上
网文书年度评查。对办错案等违法审
判人员，按照司法责任制要求追究责
任；对优秀庭审、卷宗、文书的承办法
官及相关审判辅助人员予以表彰，并
向上级推荐评奖。就案件评查发现问
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提炼，制
作评查报告，逐案点明问题，及时上网
公布，对规范办案、明确责任、提升质效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四是强化担当，关口前移。强化监
督考评庭审和审阅生效裁判文书工
作，加强对案件质量事中节点监督。重
点查阅上诉、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法律
文书，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主
动与承办法官交换意见，以达到统一
法律适用尺度，规范裁判证明标准的
目的。借力发力，防范风险，充分发挥
职能特点，向审判管理、纪检监察部门

“借力”，将审判管理与权力纠偏有机
融合，通过审判管理月例会、中层交流
例会、质效通报制度、案件督查机制等
手段防范风险隐患。

五是塑造亮点，创新出击。强化大
数据管理思维，借助智慧法院平台的
数据优势，充分挖掘办公、办案平台大
数据的应用价值，通过具象数据直观
查找漏洞与不足，不断提升审判管理
的水平与档次，构建全局视角与前瞻
眼光。强化办案法官行权自由和职业
保障，激发自主意识，实现奋勇争先、
创优上进的良好氛围。

暑期来临，谨防溺水隐患

近日，四川某地区发生的 4 名儿童
溺水事故牵动了网友的心，最终 4 名儿
童均溺水身亡，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
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夏季是儿童戏
水的季节。暑假未到，悲剧发生，不禁为
暑假儿童安全预防敲响警钟。为防止悲
剧再次发生，及时向未成年儿童传播安
全知识，是暑假来临之前的必备功课。

不可讳言，暑假期间，中小学生人身
安全基本上处于“放羊状态”，社会上无
人管，学校、老师管不到，父母在外打工
管不了，爷爷奶奶又要劳作无暇顾及，加
上年幼的孩子缺少安全意识，所以，放假
的孩子暑期管理就出现了脱节现象。孩
子溺水死亡的悲剧时刻威胁着学生暑期
的人身安全。

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首先要
从已经发生的学生溺水死亡事件中吸取
沉痛的教训，从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
的大局出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的思想。同时，要以通过构建“社
会、家庭、学校”携手共管的全社会安全
教育网络，学校老师切实加强与家长、社
区和有关部门的联系，组织和动员全社
会都来关心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预防
暑假学生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

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有关部门、学校、
家长和中小学生参与、各负其责的防范工
作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广大中小学
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广大家长不仅要
给孩子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还要给孩子
培养正确的应急观念，因为从未成年人溺
水死亡事件来看，往往都是 2至 3人以上
的“群死事件”。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成年
儿童不具备营救同龄人的能力，特别是溺
水者在挣扎过程。 ——朱 波

网络交易“低价引流”要不得

近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征
求意见稿)》对用户评价、商品标价以及
竞价排名的广告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所谓的低价引流，就是商品售价高
于网页页面标注价，标注的低价往往为
了吸引消费者点击商品，而真正进入付款
页面会发现商品要么存在几个等级的定
价而页面仅仅显示了最低价，要么是付款
价格直接高于原先页面标注的价格。商家
的标价引流行为，从商业诚信来说，是欺
骗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交易秩序。从法律层面来讲，低价标
注以高价售卖已然涉嫌价格欺诈，违反
了价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针对此类商业套路，政府监管部门
不应手软，应坚决从严处罚，以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健康的市场交易
秩序。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执法
力度。对于消费者反映的线索依法展开
调查，发现确为价格欺诈的，则要从严处
置，让虚标价格者得到应有惩治。

从电商平台角度来看，应加大电商平
台的管理责任，对于入驻商家涉嫌低价引
流、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删除用户不利
评价等，应当完善入驻合同条款，并切实履
行对商家交易行为和交易诚信的监督责任。

从商家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参与市
场的主体均应该认识到，伴随着电子商
务法的实施，以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的制定，网络交易唯有筑牢依法与诚
信基石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商家应
加强诚信建设，一旦低价引流技巧突破
法律和商业道德边界，不仅会打击消费
者网购信心，且难逃法律相应的制裁。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消费者应对低价
引流现象加强防范，依法维权既是对自己
权益的保护，更是倒逼商家及平台改进错
位经营理念的必然举措。 ——杨玉龙

李秀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县支

行与李秀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县支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

要求被告李秀章偿还农行信用卡截止 2019 年 2 月 17 日借款本

金 7669.36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431.67 元、利息 2812.13 元，合计

10913.16 元及自 2019 年 2 月 17 日起日利率 0.05％计算（按月计

算复利，每月 17 日的计息基准额为本金和利息之和）至实际全

额偿还之日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山西]吉县人民法院
冯利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县支

行与冯利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县支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

要 求 被 告 冯 利 平 偿 还 农 行 信 用 卡 欠 款 6254.99 元 ，其 中 本 金

4873.69 元、利息 1185.44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195.86元。2、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西]吉县人民法院
曹孟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县支行与

曹孟德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吉县支行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曹孟德

偿还农行信用卡截止2019年2月23日借款本金1499.58元、逾期还

款违约金79.22元、利息351.77元，合计1930.57元及自2019年2月

23日起日利率0.05％计算（按月计算复利，每月17日的计息基准额

为本金和利息之和）至实际全额偿还之日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西]吉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2018）京0101破8号2018年8月

3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1破申14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鹰潭金

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申请北京远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2018年9月4日，本院依法指定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为

债务人北京远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2019年5月20日，本

院作出（2018）京0101破8号之一决定书，解除了国浩律师（北京）事

务所的管理人职务，指定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远望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远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 2019年 7月 15日之前向北京远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泰康金融大厦 35层；负责人：程若苗，电话：18001157245）申报

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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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相关费用。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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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远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远

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联系方式同

上。本院定于2019年7月18日14时在本院南区第十九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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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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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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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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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须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制作的《北京京华信托投资

公司第五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第

六次债权人会议通过。本院根据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管

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作出（2011）二中民破字第 07248-52 号民事裁

定，认可《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第五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

次分配，对债权人分配的资金额为人民币 148385691.62 元、美元

4973432.96 元、港币 2754623.33 元，分配的资金额占普通破产债

权总额的 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岩的申请，于2019年5月16日裁定受理深圳市怀众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粤03破156号，并指定广东诚公律

师事务所为深圳市怀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怀众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7月16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中康北路128号卓越城一期3栋6层；负责人：王利海；联系

人：商伟峰、邱文伟；联系电话：15811838366、13760246033；传真：

0755－88022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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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怀众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怀

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债权债务简单，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1月 16日受理的上海富舸诗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

规定，于 2019年 5月 9日作出（2018）沪 0105破 20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宣告上海富舸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上海富舸诗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上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太仓市南郊冶炼有限公司、万双喜、肖敏等债权人

的申请，于 2019 年 5 月 6 日作出（2019）沪 0117 破 13、14、15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振兴铝业有限公司、欣狮铝业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瑞斯乐复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上海汇同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通讯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1030 弄 12 号 104 室，电话：021-62071702，联系

人：李玉东）。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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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兴铝业

有限公司、欣狮铝业（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瑞斯乐复合金属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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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9 日 15 时整在上

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十五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携带

好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裁定受理上海万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申请上海韦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月14

日指定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为破产管理人。该

公司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个月内向破产管理人（地址：上

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18楼，联系人：夏云青，

联系电话：13166240843，邮编：200120）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该公司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8

月20日下午14时在上海市北宝兴路529号（本院三十四法庭）召开，

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上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上海永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5月7

日作出（2019）沪7101破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永佳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266号申大厦19楼；联系人：刘佳颖；电

话：13472870260；邮箱 shyjpc@126.com）。债权人应于 2019年 8月

1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上海永

佳网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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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8 日 14 时在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第一法庭召开。 [上海]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文涛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5

月 10日裁定受理天津市俊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9年 5月 31日指定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为天津市俊诚

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人。天津市俊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 2019年 9月 1日前，向天津市俊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103号峰汇广场 A座 22层，联

系人：吴子畏、王鹏，联系电话：022-2730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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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俊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天津市俊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年 9月 16日 9时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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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1月 28日，本院根据天津开发区源和发展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的天津开发区源和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于 2019年

5 月 24 日作出（2018）津 0104 破 58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天津开发区

源和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1月 28日，本院根据天津市房地产销售代理中

心的申请裁定受理的天津市房地产销售代理中心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作出（2018）津 0104 破 62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天津市房地产
销售代理中心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 月 9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乐器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
市乐器厂破产清算一案。本院认为，天津市乐器厂宣告破产后，申

请人依法对破产人开展了清算工作。现破产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清算结果亦通过了会计事务所审计，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

序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裁定终结天津市乐器厂破产清算

程序。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月 9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申请裁定受

理天津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破产清算一案。本院认为，天津市工艺美术研

究所宣告破产后，申请人依法对破产人开展了清算工作。现破产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清算结果亦通过了会计事务所审计，符合法定终

结破产程序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裁定终结天津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破产清算程序。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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