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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东港汽车市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代表与投资人代表两双大手紧
紧地握在一起，东港公司这个负债超 4亿元的招商引资项目重获生机。

这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是当地运用司法手段救治企业的典型案
例。2018年以来，玉林中院共受理破产案件 3件，其中，破产重整案件 2件，涉案企业资产达 4.1亿元。玉林中
院探索司法制度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积极作用，审判工作中注重创新，两件破产重整案均重整成功，化解债务
逾 14亿元，帮助企业走出困境，重获新生，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玉林：府院联动助营商环境再升级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梁 毅

玉林：府院联动助营商环境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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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创新 重整之路柳暗花明手段创新 重整之路柳暗花明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良好的
营商环境，离不开完善的破产法律制
度。随着东港公司破产重整案、陆川
中设公司破产重整案的推进，玉林市
府院联动建章立制工作已经有了突破
性进展。

2020 年 4 月，玉林市人民政府、玉
林中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玉林市
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促进玉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正式建
立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为解决职
工安置、土地变现等问题提供了制度
支持。

2020 年 5 月，玉林中院分别与市
税务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破产
程序中有关税务问题处理的指导意
见》《企业破产审判专项资金管理和使
用暂行办法》两项配套制度，初步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府院联动机制制度体
系，为有效预警破产企业风险，推动破
产案件高效审结，提高债权人回收率
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外，针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中“执行合同”“办理破产”这两
项重要指标，玉林中院也出台了专门
的行动方案，以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制
度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
拓展司法领域涉营商环境改革措施的
广度和深度。

得益于府院联动机制，玉林市两

级 法 院 破 产 案 件 审 理 也 驶 入“ 快 车
道”。今年以来，玉林法院不断充实破
产审判工作力量，配强配齐破产审判
团队。全市府院联动机制正式成立
后，玉林中院紧抓契机，将 5 月至 6 月
定为破产攻坚月，强力推进长期未结
破产案件清理工作。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6件长期未结的破产案件已结案
4件，其中3件案件终结破产程序，涉案
企业资产达1300万元，负债总额1.3亿
元；1件案件因政府政策扶持企业恢复
偿债能力而驳回破产清算申请。

2020 年 6 月，玉林中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向社会通报玉林市法院破产
案件审理情况。会上，东港公司管理
人向东港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代表移
交部分资产。会后，债权人代表崇左
农商行风控部主任农桂强向法官连声
感谢，并向玉林中院赠送锦旗：“谢谢
你们一直以来的辛苦付出，让我们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我们将继续依托府院联动机制
平台，特别是就企业破产的坚冰问题
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进一步形成
合力。”刘拥建表示，玉林法院将进一
步完善措施，真正形成以法院主抓、政
府主导、债权人自治、管理人实施的破
产审判良性管理模式，推动形成破产
案件旧案必结、新案快结的工作局面，
提高破产案件审判质效，推进玉林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再升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东港汽车市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港公
司） 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主要经
营开发玉林国际汽车城项目。该汽车城
项目是玉林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原预
计投资约 12 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年贸
易总额约 50 亿元，将实现税收约 4 亿
元，同时可以提供约 1 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目不断陷入拖
欠工程款、借贷纠纷等僵局中，公司含
待定债权负债超 4亿元。

陷入囧境的东港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向 玉 林 中 院 递 交 破 产 重 整 申
请，以期通过破产重整程序来扭转困
境。同年 12月 6日，玉林中院正式受理
东港公司破产重整申请。

承办法官邹丽娟经过调查分析认
为，东港公司还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职
工们的工资能正常发放，社保能按时缴
纳；该公司的汽车城地理位置较为优
越，毗邻玉林市中药材、香料批发市
场、汽车客运站、商住小区等，人流密
集；该公司尚有两个地块未开发，可充
分利用未开发土地资源重振旗鼓，从而
提升偿债能力和企业的价值。

为尽快帮助东港公司走出困境，玉
林中院抽调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审判
人员组成“高能”合议庭，有序推进该
案办理。该院第一时间裁定对东港公司
资产采取保全措施，并通过公开邀请竞
争遴选管理人的方式，确定广西广合律
师事务所作为破产重整管理人。同时，
聘请专业评估公司对东港公司进行整体
资产评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港公
司的账目进行独立、专业的会计审计，
确保公司项目在重整期间保值增值。

破产重整案办理工作如期推进，但
在招募投资人时出现了波折。

原来，玉林中院会同管理人通过公
开和定向招募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广西
某投资公司。然而，在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之际，广西某投资公司有所动
摇，未按照承诺交纳第一期投资款，且
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不再投资。眼
看着法律规定的重整期限即将届满，审
判团队压力倍增。

为解燃眉之急，玉林中院争取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
最终在广西高院的指导下，经对案件周
密研讨，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玉林中院
和管理人启动了“备选投资人”模式。
2019 年 5 月 20 日，管理人再次向社会
发出招募投资人启事。最终，广西辉煌
投资有限公司、广西顾荣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入选为东港公司重整备选联合投资
人。两公司在原意向投资人违约丧失投
资人资格后正式成为意向联合投资人。

目前，联合投资人已合计转入 1.2
亿元投资款用于清偿债务。该投资款到
位后，管理人在春节前已经对该款项进
行了分配，共益债务、部分担保债权第
一期获得清偿，7 笔小额债权全部获得
清偿，11 笔大额债权按照比例获得清
偿。按照重整计划，剩余的 1.4 亿元投
资款，投资人将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
支付。“备选投资人”方式的运用不仅
达到了更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
避免了东港公司因重整投资人招募失败
而进入清算程序。

“办理重整案件的核心是要引进有
实力的投资人，以注入优良资金使债务
人 恢 复 持 续 经 营 能 力 ， 实 现 良 性 发
展。”玉林中院副院长赵建华表示，“办
理重整案件，投资人的招募是最关键的
一个环节，而此案中创新推出的‘备选
投资人’运用的恰到好处。”

“破产审判既是司法难题，也是维
护社会稳定的难题。”玉林中院党组书
记、院长刘拥建表示，企业破产案件除
了要解决公平清偿债务等法律问题外，
还涉及职工安置、社会维稳、企业信用
修复等诸多非司法事务。“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对于审好破产案件至关重要。”

在玉林中院另一起重整成功的案件
中，府院联动形成的合力为企业在 4 个
月内实现重生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陆川清湖光伏发电项目是由陆川中
设国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陆川中设公司）投建的清洁能源项目，系
自治区发改委备案的重大项目。自 2018
年底开始，陆川中设公司母公司陷信用

危机，对陆川中设公司投资不足、管理缺
位。因无法偿还自身到期银行贷款以及
为母公司担保的其他债务，陆川中设公
司全部财产被封，对外负债率呈现出严
重资不抵债的情形，公司名下的光伏发
电项目发展也随之停滞。

“光伏发电项目如能正常运转，该
公司尚有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及恢复生
产经营能力的可能性。”玉林中院民二
庭庭长李雪英算了一笔账：陆川中设公
司主要财产是光伏发电设备，如简单进
行破产清算，现有财产极有可能会被零
售处置，相比设备整体运作价值，其资
产变现率将大大降低，破产清偿率极
低，也会让地方难得的光伏新能源产业

府院联动 激发破产审理新速度

付诸东流。
时任陆川县政府副县长刘猛表

示：“只有重整成功，才能最大限度实
现债务人企业的价值，也才能切实保
障每一位普通债权人都有所收获，不
至于空手而归，才能够保住我们地方
的光伏新能源产业。”

因为专业性强，光伏发电项目对
投资人后续的经营局限比较大，加上
公司存在土地租赁、工程款拖欠、机器
设备抵押等问题，影响了重整工作的
推进和投资人的投资信心。

破产企业顺利平稳地重整，不能
单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在陆川中设
公司重整过程中，玉林中院依托府院
联动平台，积极主动与玉林市政府、陆
川县政府相关领导及部门协调，与政
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将潜在
的社会效益发挥出来。

由于陆川中设公司所用土地为
“二手租赁土地”，为了确保公司日后
的稳定发展，也为了保障农户权益，在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玉林中院带领
管理人及陆川县清湖镇政府、清湖派
出所、陆川县人民法院清湖法庭工作
人员组成项目推进工作队，上门向农

户沟通协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电
站后续发展得到周边群众的支持，场
地得以继续被租赁，工人也安下心来
重 新 投 入 生 产 ，发 电 站 实 现 了“ 重
启”。当地政府还为破产企业重整成
功后可能面临的问题提供了量身解决
方案，极大振奋了投资人的投资信心。

仅用了 4 个月的时间，陆川中设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即获批准，1.15 亿
的投资金额在重整计划草案获批第三
日支付到位，全案化解债务近 10 亿
元。目前，清湖镇光伏发电站已重新
开始正常运营，一改往日荒芜景象，展
现出勃勃生机。

投资方广西玉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重整项目的杨勇表示，真正让投
资者吃了定心丸的是法院和政府。从
决定投资到真正投资后，法院和政府
全程跟进，在司法和行政的各类程序
上给予项目及时周到的服务。现在案
件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法院和政
府 依 旧 全 程 跟 进 ，支 持 力 度 丝 毫 不
减。“相信有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我们有信心将陆川中设公司经营得更
好，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杨勇说。

释放更多利好 法治化营商环境再升级

玉林中院召开东港公司破产重整案新闻发布会暨资产交接仪式。 资料图片

东港公司债权人代表向玉林中院赠锦旗致谢。 资料图片

陆川清湖光伏发电项目推进工作队与村民小组商讨土地二次租赁事宜。
资料图片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州对

外经济发展总公司申请广州利华保温器皿制品有限公司（“利华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9）粤 01 清申 170 号】。经清算，

利华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及其它重要文件，利华公司人员下

落不明，本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终结强制清

算程序。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

纪要》第 28 条之规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20）粤 01 强清

1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广州利华保温器皿制品有限公司强

制清算程序。 广州利华保温器皿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 7月 7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的广州市

特密斯建材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市禾丰创业咨询有限公司（“禾丰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案号：（2019）粤 01 清申 169 号】。经清算，

禾丰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及其它重要文件，禾丰公司人员下

落不明，本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终结强制清

算程序。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

纪要》第 28 条之规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作出（2020）粤 01 强清

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广州市禾丰创业咨询有限公司强制

清算程序。 广州市禾丰创业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 7月 7日

2020年3月31日，申请人泾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以安徽
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

由，向本院申请对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

于2020年4月9日裁定受理，并于同日作出决定书，指定安徽明泉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本院查明，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管理人向参会的债权人通

报了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初查报告》及《债权申

报登记和审查状况报告（第一期）》。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初审确认，

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为35316021.9元，实际可变现资

产评估价值为 11967800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

为，经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审查结果显示，安徽

泾县华尔机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

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安徽泾县华尔机械有

限公司破产。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安徽]泾县人民法院
(2017)粤 03 破 202 号之一，2017 年 10 月 13 日，本院裁定受

理金晖酒店(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金晖酒店(深圳)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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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7 月 6 日裁定宣告金晖酒店(深
圳)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粤 01 破 160 号，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裁定受理广

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清算组申请对广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为广州市万捷服

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广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向广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01 号兴业银行大厦 13 楼；负责人：

梁彬；联系电话：13802953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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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市万捷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 时在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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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0606破40号之一，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依法裁定

受理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长顺基业投资管理公司对佛山市顺德区德
丰化工实业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根据佛山市顺德区德丰化工实

业公司管理人的申请，因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又没有重整、和解的可能，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裁定

宣告佛山市顺德区德丰化工实业公司破产并裁定终结佛山市顺德区

德丰化工实业公司的破产程序。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0）粤19破22号，本院根据肖洋、曹佳佳、吴秀芳的申请于

2020年6月8日裁定受理东莞市星美影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6月28日指定广东君政律师事

务所担任星美公司的管理人。星美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8月14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73号正腾大厦a
座15楼；联系人：谭小敏，13580708056；蔡子华，15015478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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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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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星美公司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

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 14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鹤壁博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鹤壁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债务人鹤壁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财产已经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申请人鹤壁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7月

6日裁定宣告鹤壁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鹤壁博大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 10破终 2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湖北东方星龙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一案，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指定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北

东方星龙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北东方星龙房地产置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前，向湖北东方星龙

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荆州市沙市区塔桥路义乌

商品城 1 期 16 栋 3 楼；联系人：鲁明俊、王晓；联系电话：0716-
8468548、13507258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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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东方星龙房地产置业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东方星龙房地产置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6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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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责任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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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破终3号民

事裁定书，受理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20
年7月1日指定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担任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10月9日

前，向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荆州市沙市区塔

桥路义乌商品城 1期 16栋 3楼；联系人：鲁明俊、王晓；联系电话：

0716-8468548、13507258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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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荆州市万兴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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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责任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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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江陵县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日，本院作出（2020）鄂01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力天世纪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力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有关

力天公司的执行程序和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

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有关力天公司财产的保全措

施应当解除。三、本院指定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为力天公司破产管理

人，并已制定管理人决定书交付给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管理人的办公

地点为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国际商会大厦1801，联系人：吴

良汉（电话13163207518）、梅娜（电话 18672334401）。四、债务人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的义务。五、力天公司开户银行自本公告之日起停止办理力天公司

的支付和结算业务（只进不出），支付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费

用，由管理人审查批准。六、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16日 9时，在武汉

市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7月 6日，本院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中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江苏中康

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 10月 9日前向江苏中

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苏州市吴中区金枫路

216 号东创科技园 B3 幢 201 室；联系人：史敏寅、陆姿；联系电话：

13915567015、15106236930）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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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2日 13时 30分（地点视

债权申报情况另行公告）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江苏中康养老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苏中康养

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中康养老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

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应

配合江苏中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

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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