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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司法使命

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的最大支流白
龙江发源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
县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交界的郎木寺，流
经甘南州的迭部县、舟曲县，陇南市的宕
昌县、武都区、文县，在四川省广元市境
内汇入嘉陵江。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生态环境
资 源 ，赋 予 了 甘 肃 法 院 特 殊 的 司 法 使
命。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如何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长江上游
甘肃段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加有力、更
加精准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是甘肃法院
面临的时代课题。

“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言
犹在耳。

甘肃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两山”理
念，深刻认识和把握司法审判服务保障
长江流域甘肃段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和创新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完善审判体制机制，努力
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贡献人民法院
的力量、提供甘肃法院的解决方案。

“点、面、线”结合

甘肃法院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为“点”，林区中级法院及
所属林区基层法院为“线”，各市州所在
地基层人民法院专门合议庭为“面”，打
造“点、线、面”相结合的环境资源保护专
门化审判机构，探索环境资源审判的“甘
肃模式”。

长江流域甘肃段所在的陇南市武都
区人民法院，属于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

“甘肃模式”之“面”；长江流域甘肃段所在
的白龙江林区法院，是林区中级法院所辖
基层法院，属于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甘
肃模式”之“线”。两个法院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积极落实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集中
管辖要求，努力构建和完善环境资源专门
审判机构，进一步扩大“面”的广度和深
度，延伸“线”的司法服务职能，精准保障
长江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建设。

武都区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专

门合议庭，集中管辖辖区内由基层法院
管辖的涉环境资源类一审刑事、行政、民
事和公益诉讼案件。实施集中管辖有利
于统一调配辖区审判资源优势，提升环
境资源审判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做专做
细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工作。为进一步加
强裕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加强对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2020
年，武都区法院在洛塘人民法庭设立裕
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片区法庭，与保护区
管理局建立起合作机制。

2020 年，武都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合议庭审理环境资源案件 22 件，其中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0 件，判处被
告人赔偿国家损失 17.6 万元，判处罚金
10.3 万元，支付修复费用 1.06 万元，没收
非法所得67.9万元，为保护长江上游甘肃
段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白龙江林区法院则针对辖区地域
广阔、山高林密，藏族人口占 70%，案件
当事人大多是少数民族和林缘地区农
牧民群众，说汉语能力差、文化程度低
的现实情况，不断拓展司法职能，把工
作重点放在巡回审判上，在较大的林场
设立巡回审判点，及时化解各类涉林纠
纷，通过就地办案、以案说法，便利农牧

民群众诉讼，减轻当事人诉累，发挥司
法审判“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警示教
育功能，不断提高当地群众的环境保护
意识和法律意识。

林区法院同时与各大林场建立合作
共护机制，设立“司法公益林”恢复基地，
灵活运用补种复绿、易科执行、第三方治
理等方式全方位修复受到损害的生态环
境。对被判处罚金刑而无能力缴纳罚金
或未能全部缴纳罚金的罪犯，变通执行
方式，转换成易科执行，以其幼林抚育的
劳务报酬折抵罚金，引导其由“毁林人”
转为“护林人”。

司法触角在山水间延伸

陇南市文县被誉为“大熊猫的故乡”，
大熊猫数量约占全国数量的十分之一，设
有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园区、甘肃白水
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文县尖山大熊猫
自然保护区。陇南市武都区的裕河省级
自然保护区内，栖居着我国特有的一级保
护动物川金丝猴以及林麝、羚牛、珙桐、红
豆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陇南市康
县森林覆盖率达66.7%，被评为省级“森林

城市”，空气质量超过国家一级标准，这
里是“一带一路”美丽乡村建设国际论
坛的永久会址。

近 年 来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快 速 发
展，交通更加便利，旅游业迅速兴起，
陇上江南的大美风光吸引着人们纷
至沓来。与此同时，保护区内的野生
动植物，特别是大熊猫、金丝猴、红豆
杉等珍稀动植物也面临着被偷猎、盗
伐、任意放牧等风险，生态环境保护
和涉旅游矛盾纠纷化解面临着新课
题、新挑战。

哪里有司法需求，人民法院的司
法保障和司法服务就延伸跟进到哪
里。为了给自然保护区履行环保职能
提供更加精准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托文县人
民法院碧口人民法庭设立了大熊猫国
家公园陇南片区法庭和碧口环保旅游
法庭，依托武都区法院洛塘法庭设立
了裕河自然保护区片区法庭，依托康
县人民法院阳坝人民法庭设立了阳坝
环境资源法庭并新设立了望关环保旅
游法庭。

片区法庭和环保旅游法庭的设
立，把生态环境保护的审判庭和旅游

法庭建在了保护区里、搬到了景区里，
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
更加及时、便捷、精准的司法服务，增
强了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实效性和针
对性。

陇南各级法院还立足司法职能，
坚持系统治理，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积极与
党委、政府和所在地区的自然保护区
或环保机构加强协作，建立合作机制，
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携手共
护长江上游绿水青山和生活在这里的
国宝、精灵，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撑起一片强有力的司法“保护伞”。

开启司法联动新篇章

甘肃陇南、四川广元、陕西汉中、
宝鸡共处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区域
生态是秦岭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2020 年 6 月，陇南中院与四川省
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宝鸡市、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启动川陕甘
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司法保
护协作工作，签署了《川陕甘秦岭南麓
嘉陵江上游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
架协议》，用实际举措守护秦岭南麓嘉
陵江上游生态屏障，开启了生态环境
保护司法联动新篇章。

随后，三省四市中级法院还共同
举行了“长江十年禁渔”集中法治宣传
活动，加快构建“十年禁渔”司法保护
常态化机制，通过开展集审判、协作、
宣传等于一体的系列活动，多层次、全
方位织牢长江“十年禁渔”司法防护
网，推动形成全民自觉参与的嘉陵江
上游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大格局。

甘肃法院通过建立跨省环境资源
审判协作，积极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
跨区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经验，丰富
和发展了环境资源审判协作的司法实
践，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肯定。

“陇南法院立足地域特色，在提升
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水平，完善审判
体制机制，积极构建司法协作保护生
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做了
一些基础性工作。下一步，我们将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推动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长
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为守护绿水青山贡献法院力量。”陇南
中院副院长张彦平表示。

生 态 环 境 是 生 存 之 基 、发 展 之
源、也是民生之本，以司法之力守护
绿水青山是全体人民福祉所系，更是
时代赋予人民法院的历史使命。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长江保护
法已正式实施，甘肃各级法院将进一
步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政治责任，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的司法文章继续书写下去，让哺
育中华民族的长江以更加迷人的姿
态奔涌向海。

今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3 月 15 日至 21 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环资庭、宣传处组织开展“法护长江生态·甘肃在行动”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调研及融媒体宣传报道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以长江保护法实施为契机，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工作为切入点，宣传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展现甘肃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保护陇原生态环境的工作成效。

甘肃：勇担特殊使命 法护长江源
本报记者 史素雅 本报通讯员 张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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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武都区法院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庭在武都区五库镇巡回审理一起非法采
矿案。

图②：文县法院碧口法庭干警进村入户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
图③：雨中裕河自然保护区的金丝猴。
图④：康县法院在有关自然保护区、景区以及餐饮场所设置环保宣传牌，公布

法官姓名和电话，提供环保宣传和法律咨询，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图⑤：文县碧口春景。 资料图片

本院2018年11月27日裁定受理的淮南市中融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以下称中融业）破产清算一案。中融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且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符合法定

破产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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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9日裁定宣告中融业破产

并终结其破产程序。 [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根据申请人六枝特区溢鑫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六枝特区溢鑫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7 日指定贵州普诚舜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为管理人。六枝特区溢鑫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期间，向管理人(通信及办公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办公楼 412室;
联系人:陈涌;联系电话:13017438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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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特区溢鑫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六枝特区溢鑫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1年 5月 26日上午 10时在贵州省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办公楼 405 室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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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许荣留的申请，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裁定

受理了江苏禹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指定江苏国磊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苏禹丰泵业制造有限

公司管理人。江苏禹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在 2021 年

5月 20日前向管理人【债权申报地址：盐城市盐南高新区大数据

产业园 A16，联系人：李翠华、王森，联系电话：15366451659（李

翠华）、15380822897（王森）】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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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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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禹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禹

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当

向人民法院及管理人提交债务人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职工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本

院定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5 时在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第

二法庭（地址：盐城市亭湖区青年东路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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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应当提交

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 [江苏]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裁定受理了苏州润邦电气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经摇号指定了苏州恒安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苏州润邦电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苏州润邦电气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 年 5 月 7 日前，向管理人苏州恒安会计

师事务所（苏州高新区科灵路 37 号苏州高新科技金融广场 A 座

219 号；联系人李茜；联系电话 13962358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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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债权申

报书及有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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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润邦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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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 14 时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十六法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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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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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恒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3月19
日裁定受理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4月

6日指定宁波市鄞州红球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宁海县雨儿模塑

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5月

30日前，向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

康泰中路666号迪趣大厦11楼1108室；邮政编码：315199；联系人：周

伟；联系电话：13957818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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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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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债务人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

控制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依法应承担相应法定义

务，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宁海县雨儿模塑

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

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毁损、灭失导致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无法清

算或者造成损失的，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1年6月10日

下午14时30分在浙江省宁海县中山东路121号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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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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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 2021年 3月 31日裁定受理天津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对

天津光电天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天津金

展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通信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成山公馆8

号楼；联系人：陈美霖；电话：15620274887）。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告

如下：一、天津光电天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向45日内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应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

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

申报；二、天津光电天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三、天津光电天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的清算义务人（包括公司股东、董事、控股股东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

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应当应

清算组的要求作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有关证据与线索；2.根据人民法

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人民法院认为其应当

办理的其他事项。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关于原告上海宝原体育用品商贸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诉被告

上海金运鸟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运城销售分公司、上海金运鸟服饰发
展有限公司、金新陆、山西锦凯盛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拟被告山西锦凯盛服饰有限公司申请对原告

提交的2019年7月1日山西锦凯盛服饰有限公司担保函上的山西

锦凯盛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

鉴定机构通知的时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次日起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10时到石家庄市长

安区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北大街138号百川

大厦诉讼服务中心009室。电话：85051562）选取鉴定机构。逾期将

被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周城嘉申请宣告海上事故公民

周朝晖死亡一案。周城嘉称，2020年12月30日15时40分左右，“定浩

记7”船在舟山册子岛北侧水域发生自沉，随船人员周朝晖落水，经搜

救无果，至今下落不明。有关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周朝晖已无生还

可能。周城嘉根据法律规定，特向法院依法宣告周朝晖死亡。下落不明

人周朝晖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周朝晖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周朝晖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周朝晖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赵冬梅：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行与你实

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本院（2015）鲅执字第00821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查封、拍卖）。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赵

冬梅名下的位于鲅鱼圈区熊岳幸福家园（B区4号楼东9号网点）房屋。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及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主动

履行（2014）鲅民特字第00029号民事裁定书中确定的义务。逾期则于公

告期满后第7日到本院选定评估机构。选定评估机构后20日内到鲅鱼圈

区人民法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应在领取评估报告书

2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则视为同意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卖上

述查封的房屋。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孙绍帅、谭丹丹：本院受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二人

送达本院（2017）辽 0804执 146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

定书（查封、拍卖）。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孙绍帅名下的位于鲅鱼

圈区13-东城怡景H28#楼-2094室房屋。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及视为送达，责令你二人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主动履行（2017）辽

0804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逾期则于公告期满后第

7日到本院选定评估机构。选定评估机构后 20日内到鲅鱼圈区人民

法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应在领取评估报告书 2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则视为同意评估结果。本院将依法拍卖上

述查封的房屋。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李广成、曹晓颖：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支行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辽 0802执 376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现责令你自公告期满起 3日内按照

（2019）辽0802民初2627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所确定的义务。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辽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莲湖路支行、陕西华鑫实业

公司、陕西百隆菜蓝子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莲湖路支行与被执行人陕西华鑫实业

公司、陕西百隆莱蓝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

西咸新区鼎安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

行人，该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陕 0104
执异 95 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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