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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区块链应用的司法先手棋
张纵华

下好区块链应用与依法治网有机结合的先手棋，在区块链司法应用过程中，
推进诉源治理；在区块链融入现有法律进程中，优化解纷资源配置，将区块链应用
与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加强诚信建设。

微言大义

短评

观点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用信用评定纠正信访异化
郭敬波

法治时评 ▷▷
涉农民工工资立案还须打通前后“一公里”

周稀银

决胜脱贫要“全力全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
出，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冲锋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 21世纪的
第 20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
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我
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总书记的讲话为脱贫攻坚
加油鼓劲，如冲锋号角，催人奋进。

贫困群众能否同全国人民一道迈
入全面小康，不仅事关贫困群众的切
身利益，更是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
家长治久安，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不仅
要胜利，而且要大获全胜。

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胜
利在望，但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剩
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最
难啃的硬骨头，踏踏实实用心干，把贫
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最
急着要办的事情办好。“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是全党上下的共同宣示，这个
求胜的决心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少数
一些干部认为在脱贫攻坚上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绩，一部分贫困群众的日子
也好起来了，于是乎就开始自鸣得意，
在“微功”“小胜”面前沾沾自喜，甚至
认为能取得阶段性胜利就可以了，其
本质就是思想滑坡、精神懈怠，这是很
危险的。要知道“微功”“小胜”自然要
有，但绝不是最终目标，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上，必须要谋全功、求全胜，不能落
下一户贫困户、不能丢下一个贫困群
众，这既是对人民的责任，更是对历史
的诺言。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紧要
关头，越要满怀信心、全力冲刺，越是
到关键时刻，越要坚定决心、死战到
底。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全党上下再
加一把油、再添一股劲，广大党员干部
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冲锋
号角，全力出战，战之全胜，不负人民
重托，不负时代使命。

——王度阡

相信当司法的创新活力真正得
到释放，社会终将在法律的规治下
有序运转，未来的美好生活尤为可
期。

小纠纷小麻烦，手机扫一扫添加法院
为好友，法官就会上门来调解！判决了不
用再来法院，“案款管家”会把钱款送给千
里之外的你。想知道未来法院是什么样？
可上互联网法院感受区块链存证，还有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诸多“黑科技”。
1月 8日下午，直播演说节目 FA言第一季

“微创新·大变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大法庭举行，来自北京法院的五名演说者
分别介绍了一款新的拳头“产品”。

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层
次、多途径、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需
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通“诉源治理
直通车”，以“线网站巡”四大平台为依托，
对接社区、直连群众，法官主动走出去，参
与社会治理，在基层、萌芽阶段化解矛盾纠
纷。群众有了诉求，通过 12368诉讼服务热
线，瞬间就会有回应和解答；通过西城家园
APP手机留言，法院法官看到并及时处理。

在实体工作站，有专人处理问询，有问必
接，接诉即办；线上解决不了的，巡回法官
将来到百姓中间就地化解矛盾。同时，还将
通过大数据分析，定期生成治理报告，发
送给政府与社区，助力社会治理。

北京高院开发的“北京移动微法院”
具备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微信缴费、调
解指引、案件查询、申请执行等十项功
能，通过移动微法院，缩短老百姓和诉讼之
间的距离，足不出户就可以快速化解官司。
这不仅能够方便群众及时办理各项司法业
务，与法院、法官实时沟通，节省群众的大量
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更能够让法官的碎
片化时间得以利用，减少事务性工作，提升
司法效率，还能够通过该系统的沟通充分、
全程公开、全程留痕等特点，规范司法行
为，提升司法公信力。

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的“天平链”电
子证据平台，能够大幅度地降低网络维

权取证成本、维权效率，还将对民事证据
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更通过司法对区块链
存证的认可与肯定，加大区块链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应用，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
的同时，使得交易过程能够实时留下不
可篡改的痕迹。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发的
执行案款发还系统，打通实现群众权利
的“最后一公里”，让权利人在附近银行
网点即可领取到案款。而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建立的立审执破一体化工作
机制，通过立保调对接、立审执衔接，从
源头化解诉讼执行难题；通过执行破产
有序衔接，全方位助力危困企业重生，这
将为国家推行供给侧结构化改革、处理

“僵尸企业”、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坚
实的法治兜底保障。

可以说，五款新品让我们近距离地
真切感受到北京法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
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展、全面发展，

助力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这更是
全国法院致力于司法供给大变革的集中
缩影。事实上，这些创新在让人民群众享
受到司法改革与信息化所带来司法红利
的同时，也撬动了司法沟通方式乃至司法
机制、体制的大变革，更将让司法在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发挥出
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人们的交易能够不可篡改地记
录；当法院实现“上医治未病”，主动进入
社区，不仅化解存量纠纷，更通过大数据
帮助群众防范纠纷，控制纠纷增量；当立
案、证据交换、开庭、执行都能够通过网
络实现……实际上，这些“微创新”所带
来的大变革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想象空
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
造出来”，相信当司法的创新活力真正得
到释放，社会终将在法律的规治下有序
运转，未来的美好生活尤为可期。

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
案、跨域立案、巡回办理等便民方
式，最大限度降低农民工维护权益
成本和门槛。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
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完善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全面
落实立案登记制，做到涉农民工工资案
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何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
讼服务机制？即建立案件绿色通道，为农
民工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
办、一次通办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如何做到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即
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跨域立
案、巡回办理等便民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农
民工维护权益成本和门槛，坚决杜绝拖延

立案、人为控制年底不立案等现象。
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社会各方通

力协作，打通“有案必立”前的一公里和
“有案必立”后的一公里。

前一公里是指，要保证法院在涉及
农民工工资案件上做到有案必立、有诉
必理，必须扫除用人合同大面积缺失的
问题。这方面还需各地住建、人社等部门
尽心尽力，做好日常性检查和突击抽查，
对用人单位实施普查，坚决不让不与劳动
者签订用工合同的现象继续存在。同时，
重点对建筑行业的混乱用工和工程层层
转包问题进行科学研判，拿出切实可行的
治理整顿方案，坚决查处相关问题，对屡
教不改的用人单位进行严肃的责罚，严重

的可以取消其相关施工、用人等许可证
件，维护合同用工和发放工资的正常秩
序。还有，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国务院作
出的一项行之有效的防欠薪办法，各地不
能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让其变味失去其
应有的预防和保障功能。而在劳动纠纷仲
裁上，也希望大大缩短执法调查和调处的
时限。可以说，打通农民工被欠薪法律诉
讼前的“一公里”，不仅是提高法院立案
受理效率的必要，也是减少因为被欠薪
而增加农民工维权成本的必然。

这次《通知》明确，对案件事实清楚、
法律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劳务
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农民
工劳动争议纠纷，依法运用先予执行程

序、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等，快立、快
审，提高审判效率。对适合以调解方式处
理的案件，综合运用诉前调解、委托调解、
邀请调解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及时依法
履行法律义务。对群体性或涉案金额较大
的案件要挂牌督办，统筹处理，防范引发
重大风险。对恶意欠薪构成犯罪的，坚决依
法严厉惩处。这里，我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法
院对涉及农民工工资有案必立和有诉必理
的决心和措施，但也同样需要看到之后的

“一公里”被打通。即希望相关诚信系统尽
快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制度，乃至进行一定时
期的限制用工和运营。同时，对于政府职能
部门未能做到守土有责，乃至发现存在渎
职失责行为的，要给予严肃的处罚。

自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各地信访
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扎实开展
工作，有效地化解了一大批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
但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信访异
化”的现象。

有些人信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
取 扶 贫 救 济 、政 策 倾斜等非正常“福
利”，信访是假，谋利才是真，以信访的方
式给政府施压，寄希望于政府“花钱买平
安”，自己能从信访中攫取不正当利益。

有些人因为赡养、家庭、邻里等民
事纠纷，不依法维权，而是层层“要挟”
政府与信访部门，或者在民事权益得
到维护之后，仍不罢休，要把小事闹
大，把大事闹炸，让政府或者相关部门

“再额外出点”。
有些人明知要拆迁了，立马在规划

区域大肆建房、接房、装房，以求获取更
多的拆迁补偿，得不到满足就上访。

有些人漫天要价，利益诉求不断
加码、膨胀，甚至在信访部门或相关机
关协调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得到了
合理赔偿，事后却再另立名目，比如精
神损失等不一而足，重启信访模式。

这些不诚信的信访行为，因为信
访事项超出了合法利益范围，信访部
门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不但让信访
接待人员疲于应付，也给法治社会建
设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了很大影响。

过去，由于相关法律缺失，信访接
待人员也只能靠劝、哄应对，这种方
式，又会被信访人员偏执地认为是接
访人员不作为，是自己的信访“力度”不
够，更为变本加厉。于是，在信访内容异
化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信访方式的异化，
出现了串联访、要挟访等。甚至有些人访
着访着已经忘了初心，发现信访之效
用不在访，还可以顺便免费旅游一把。

不诚信的信访、信访异化现象，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信访作用的发
挥，这些人挤占信访资源，扰乱公共秩
序，非但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信
访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
这一群体的情感认同，认为多是一些

“难缠户”“钉子户”，甚至一度还引起
了信访制度存废的争议。

信访制度该不该存在？该。因为现
实社会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行政机关
权力行使不公开、不透明、不规范的现
象，有些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无法通过民
事、行政诉讼的渠道彻底解决，信访制
度是公民最后一道利益诉求的出口。

信访制度该不该规范？该。信访是
一种社会利益再分配机制，如果不诚
信的信访异化现象造成了“爱哭的孩
子有奶吃”的错误导向，不爱哭的孩子
也会学样哭起来。纵容不诚信信访行
为，非但不可能化解矛盾纠纷，反而是
在蛀蚀信访制度。

如何规范信访制度？依法。一方面
是要引导信访人从“信访不信法”转向

“信法不信访”。
另一方面，就是要依法对信访事

项、信访人员作出甄别，防止信访内容
异化；对信访方式、信访行为作出定性，
防止信访程序异化，对不诚信访、不合
理访作出判定，防止处理结果偏差。

也正因此，各地的信访条例也都
对信访禁止行为作出了规范，尝试把
信用评定引入信访机制，也应当是一
项重要内容。宁波、镇江、淮安、舟山等
相继出台了相关规定，个人诚信体系
建设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治是对公民行为的保障，诚信更是
对公民行为的引领。

“送温暖”先要“问冷暖”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十分关心
困难群众的生活，每到岁末年初，都会
组织一些送温暖的活动。不过，少数单
位和部门往往不考虑群众的实际需
求，比如，有的单位年年都是送棉被、
送衣服，以致帮扶对象家里棉被堆不
下。这样的送温暖活动流于形式，达不
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甚至费力不
讨好。

送温暖怎样才能真正送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笔者以为，“送温暖”先要

“问冷暖”。各地各单位在开展送温暖
活动时，不妨换个思路，先到贫困户家
中去问问其所“需”。只有这样，才能把
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其实，“送温暖”先“问冷暖”也是
转变干部作风之需。根据贫困家庭的
自身情况“量身定做温暖”，等于是逼
着自己深入到贫困家庭去访贫问苦，
了解贫困家庭的所思所盼，这样虽增
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却让送温暖有了
更好更实在的效果。

希望各级干部能真正坐下来，和
困难群众拉一拉家常，聊一聊困难事，
真心诚意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送温暖先嘘寒问暖，知冷知暖，这样送
温暖就有了针对性：该送物的送物，该
送钱的送钱，该送培训的送培训，该送
点子的送点子，真正把温暖送到群众
的心中。 ——宛诗平

2019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有序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和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加强区块链应用管理。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科
技支撑。为此，人民法院应当把握时
机，下好区块链应用与依法治网有机结
合的先手棋。

要在区块链司法应用过程中，实现
推进诉源治理的新突破。诉源治理往往
表现为从各领域各环节着手，防范引发
纠纷的风险点，并在产生冲突时尽早调
和。在签订传统合同的模式下，如一方
违约，相对方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
证据以捍卫权利，相对于较低的违法成
本，权利保护成本高、周期长。 2018
年以来，区块链以存证平台的方式在三
家互联网法院分别上线。因为智能合约
的应用，矛盾纠纷的化解可以提前到合
约意向最初产生阶段。

智能合约将合约条款编译成一组计
算机代码，该代码在交易双方签署后自
动运行。一旦满足约定条件，立即触发
产生相应结果。整个交易流程、履约状
态和对应处理，都由内置在基础联盟链
中的智能合同系统自动完成。其过程透

明，难以伪造，有利于保障合同依法依
约履行，减少矛盾纠纷。

目前，上链法院可联合有关单位或
部门，结合合同范本，在以往的合同纠
纷案件中，锁定关键节点，提取关键
词，从而可以在司法区块链中将当事人
的合意转化成可以执行的法律语言，进
而确定对应条件是否成就，则相关约定
条件引发责任义务履行等过程就有可能
全自动实现。这是深化司法区块链应用
的关键节点，也可以是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制度的一个切入点。

要在区块链融入现有法律进程中，
实现解纷资源配置的再优化。科技创新
与制度建设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两轮
双翼。2018 年 9 月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 定》 明 确 ，“ 当 事 人 提 交 的 电 子 数
据，通过……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
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
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
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区块链应用已
经渗透到矛盾纠纷化解的关键环节。在

近期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进一步明确了
除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外，电子数据
存在“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
第 三 方 平 台 提 供 或 者 确 认 的 ” 情 形
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该
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了“电子数据的内
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
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的除外”。其中可以发现区块链应用
与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业务交叉与冲突
的苗头。在不久的未来，区块链在司法
审判中的应用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减
少公证证据的数量。

但就目前而言，区块链司法应用面
临的突出问题是上链数据资源本身的真
实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上链前期
统筹包括司法资源在内的矛盾纠纷解决
资源配置，根据实践对存证可信性的要
求，启动全链条存证，意即：人民法院
等矛盾纠纷解决主体共同上线联盟链，
作为确保数据不被篡改的一方而存在。
在解决纠纷方面，可以由第三方解决的

问题无需人民法院过早介入。
要重视在诚信体系建设中的区

块链应用，找准完善诚信建设的切
入点。诚信体系建设关系到经济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社会行
为习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只能借
助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兴事物向社
会生活各领域渗透、通过设立惩戒
制度进行威慑等，逐步修正原有认
知。

据了解，目前区块链的 8 个关
键节点中有 30%达到一致就可以篡
改，尽管需要一定成本，双方或多
方串通加以篡改不能完全避免，与
之关联的就是虚假诉讼等不诚信行
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前面多元解
纷主体共建联盟链、全链条存证的
思路得到解决。全流程存证避免了
自说自话的可能，对主体行为定性
和评价亦可成为诚信体系建设的基
础工程，区块链应用与社会诚信建
设体系建设可一体推进。

新品背后是需求导向的为民司法
舒 锐

（2019）粤13破43－6号，2019年8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广东省惠
州市外贸开发公司（下称：外贸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惠

州市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外贸开发公司管理人。经清

算，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外贸开发公司资产总额1345312.15元，

负债总额 42320074.00 元，净资产－40974761.85元，资产负债率

3146％，外贸开发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本院于2020年1月8日裁定宣

告广东省惠州市外贸开发公司破产。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百果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武汉百果缘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果缘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百果缘公司下

落不明，无财产可供分配，百果缘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债务

人百果缘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

年12月23日作出(2019)鄂0103破3号民事裁定，终结武汉百果缘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2019年7月8日，本院根据天威新能源（大安）销售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天威新能源（大安）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天

威新能源（大安）销售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为 214，305，412.27元，

经中介机构审定，天威新能源（大安）销售有限公司的资产价值为

3，359，491.83元。本院认为，天威新能源（大安）销售有限公司因经

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资不抵债，符合法律规定的破

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12月 26日裁定宣告天威新能源（大安）

销售有限公司破产。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 11月 7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梁菊平的申请裁定受理了

启东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截止2020年1月6日，银河公司资产总额为218.39万元；目

前，已确认银河公司债权金额为629.17万元；银河公司早已停止生

产经营，无法清偿债务。本院认为，银河公司早已停产歇业，公司资

产已在执行程序中被整体拍卖，银河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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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裁定宣

告启东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中科光电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裁定受理江苏联立信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宿迁求实会计师事务所为江苏联立信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管

理人。江苏联立信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3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宿迁市泗洪县大楼街道洪泽湖路东

大街中央首义公馆 63 幢 201 室；邮政编码：223900：联系人：孙

亮、韩亮，电话：13805246257、13812420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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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0年3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泗洪县人民法院第13法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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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2020）赣0981破1－1，号本院根据陈志云的申请于2019年12月

18日，裁定受理江西升科界背煤矿清算案，并于2020年1月8日作出

（2020）赣0981破1－1号决定书，指定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

管理人。债务人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3月10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江

西省丰城市太阿南路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邮政编号：331100，联系

人：邹琪 17879538119；朱丹凤：15070902180）申报债权。上述期限

内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之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申报，并要承担为审

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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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3月20

日上午9时在丰城市人民法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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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2019）津0111破1号，2018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天津市

精研工程机械传动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鼎盛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债务人账面资产总额

3582516.53 元 ，负 债 总 额 11909547.05 元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

8327030.52元，资产负债率332.44%。本院认为，债务人天津鼎盛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的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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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9日裁

定宣告天津鼎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 12月 17

日裁定受理了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

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有关宁波智弘电器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宁波市民安

东路 268号国隨金融服务中心 A座 10楼，联系电话：13506841714,

联系人：童东耀），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0年2月20日

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清算期

间，有关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

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

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

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

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宁波智弘电器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20年3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

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B楼3楼）。[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州集全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 2020 年 1 月 7 日裁定受理湖州集全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州集全

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湖州集全交通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前，向湖州集全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

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太湖路 1199 号天和大厦 4 层浙江银湖律

师事务所内；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18767242590）。债权

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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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集全交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湖州集全交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3月 3日下

午 14时在湖州市吴兴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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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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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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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受理宁波市力邦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力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

为力邦公司管理人。力邦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25日前向管

理人[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嘉会街288号宁波中心大厦B座32

楼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杨律师（17855848499），何律师

（13567882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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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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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日15时在本院第十八号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年 1月 2日裁定受理日地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日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

务所为日地公司管理人。日地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 3月 16日

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269号环球航运广

场 29层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5104，联系人：蒋美美

（0574-87817121），王婉晴（0574-87817122）]申报债权。债权申报

示范文本可直接到www.hightac.com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网址中下

载。申报债权时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依据法律规定处

理。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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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茂兴化纤有限公司清算一案，因浙江茂兴化纤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变价和分配方案已基本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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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24 日裁定终结浙江茂兴化纤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重庆机床配件四厂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因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

裁定终结重庆机床配件四厂破产程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7 日，本院根据重庆机床配件四厂的申请裁定受理

重庆机床配件四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申请人重庆机床配件四厂

于 2005 年停止生产经营。查明该厂名下无房产、车辆、机器设备等资

产，对外债权均已过诉讼时效，财务应收款不具有追收价值，目前仅

有代收代付款项结余 197 286.96元。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权后，本院于 2019年 9月 11日裁定确认债权总额为 4 795 536.28

元。本院认为，重庆机床配件四厂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已符合破产清算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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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日

裁定宣告重庆机床配件四厂破产。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2019）渝 0107破 16号之二，现重庆天宇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已经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

终结重庆天宇物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2019)渝0107破11号之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

18日作出(2019)渝05破申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怡然
(集团)饮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本院审理。本院查明，

重庆怡然(集团)饮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总额为108,043.73元，

债权金额共计120,597,090.18元，另有职工债权153,700.10元。重庆怡然

(集团)饮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无重整、和解的可能，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宣告重

庆怡然(集团)饮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裁定宣告重庆怡然(集团)

饮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破产。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19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2民

算1号决定书，指定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作为石家庄众邦制冷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邦公司”）清算组。请众邦公司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常树民；联系电话：

18533150981、15833931942；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工农路386号，河北

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邮编：050051）。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

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在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受偿，但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能在强制清算程序中

行使权利。众邦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石家庄众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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