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7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一

版

微言大义
观点

让
“三会一课”
扎实开展
“三会一课”是党支部基本的组织生
活制度，是党员成长进步的
“熔炉”。
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支部延伸，必须让
“三会
一课”真正严起来。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有的基层党支
部依然把“三会一课”当做负担，束之高
阁，开展不经常；有的流于形式，应付检
查；有的机制不全，规范不够，
开展无序；
有的创新不足，效果不佳……这些都反
映出一些基层党支部开展
“三会一课”
等
党组织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痼
疾，让“三会一课”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
利器功能大打折扣。
党支部是党的最基层组织。党支部
坚强有力，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堡
垒”。党员是党支部的细胞，细胞健康离
不开对党员经常性严格教育、管理和监
督。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从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高度，再次强调要坚持“三会一
课”等党组织生活制度。
抓好“三会一课”
，必须结合“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紧贴党员思想、
工作实际，
坚持严字当头，严格时间频次、形式内容
等要求，严明组织纪律、责任考评，严禁
走过场、随意化，
让“三会一课”真正严起
来，始终成为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提升
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员接受教育、
淬炼党
性的重要法宝。
——邓金凤
短评

楼盘名称独创 法律才能保护
近年来，一些开发商绞尽脑汁为楼
盘小区起“洋”名和对标识追求“洋”
化，
殊不知，如果只是
“洋”
，却没有新意和独
创，就不能很好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
实践中，这方面的案例并不少见。
好的楼盘名称可展示其独特的知识
产权价值，应当受到法律的鼓励。但是，
如果超越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任意而
为，任性而作，或者一味求“洋”，则有可
能与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早在 1986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规
定了地名取名和更名的原则，民政部为
贯彻落实该条例而下发的《地名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里关于地名的命名要求中
已明确规定，
不以外国人名、外国地名命
名我国地名，
而地名中就包括居民区、
楼
群、建筑物等。
从现实生活来看，一些所谓的“洋”
名标识实际对企业树品牌不仅不能提供
多大的帮助，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上还
存在巨大风险、处于被保护的弱势地位。
如广东一法院审理的某开发商以某楼盘
取名及宣传“海伦堡”侵犯其注册商标
（
“海伦堡”+一个画面）提起的诉讼中，
该起诉最终并未获得法院支持，判决的
理由在于权利人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
并不高，商标与被控标识不相同或近似，
公众也无法将
“海伦堡”与该商标联系起
来。
“海伦”并非权利人独创，无论国内已
存在的海伦市还是欧美国家常用人名来
讲，司空见惯的“海伦”并不具有多大的
创意，而“堡”在汉语里也属相对常用词
汇之一。用“海伦”与“堡”来结合，
无论是
新意、独创性和显著性都与经营者的愿
望相去甚远。
这种在欧美城市名、
著名人
物的人名再后缀一个普通词汇的商标，
属姓氏或地名商标，其独特性等内在的
特征较弱，保护的范围较小，一些国家甚
至对此限制注册。
综上，起“洋”名并不能获得更多的
法律保护，规范使用登记的名称或标识，
并在经营中注重培养其显著性，提高其
知名度才是上策。
——马运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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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功夫找新方法：

司法改革应关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攻克乡邻纠纷执行难点
许身健

《曹刿论战》 是 《左传》 中的名
篇。其中的一段话让我对当下方兴未
艾的司法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文中，曹刿谒见鲁庄公时询问其
“何以战”
，抓住了做好战前政治准备
这一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鲁庄公依
次提出了贵族支持、鬼神保佑以及察
狱以情等支持战争取胜的三个条件。
曹刿认为，战争胜负既不取决于贵族
支持，也不取决于神明保佑，而是决
定于“取信于民”。他认为察狱以情
是“忠之属也”，“忠”是尽信于民，
于是肯定“可以一战”。曹刿重视民
心得失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确实
比尸位素餐的“肉食者”高明。鲁庄
公回答曹刿询问所谓战争取胜关键条
件，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
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
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
信”。但在曹刿看来，前者不是普遍
施予民众的实惠，无关战事全局；后
者是例行宗教性礼节，并非对民众的
真诚许诺，因此二者都为曹刿所否
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
“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
属 也 ”， 是 尽 心 务 实 的 体 现 ， 认 定
“可以一战”。换言之，在曹刿看来，
无论是对贵族的利益关照还是对神灵
的祭祀，这些并未使得民众有切身的
获得感，而公正的司法却赋予民众公
平正义，这种切实的获得感能让百姓
效忠国王，而民心所向才是取得战争
胜利的关键。
历史是一面镜子，曹刿论战对当
下司法改革不无启发。司法改革不仅
要关注提高司法品质，强调司法的专
业性，与此同时，司法改革也应注重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改革的努力
目标及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
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

■70 问：为何要推进在线
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答：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中立
第三方在虚拟场所运用电子邮件、社
交网络、视频会议、
网站系统软件等信
息技术工具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机
制。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
术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改变了人
们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
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
为适应时
代发展，人民法院必须以互联网思维
和信息科技为基础，大力推进在线纠
纷解决机制建设，建立集调解、立案、
督促程序、送达、司法确认、审判等为
一体的信息平台，实现案件预判、
信息
共享、资源整合、
数据分析等功能。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以下三大
优势：一是方便快捷，
它可以使人们跨
越地域界限，在任何一处均能参与沟
通协商，极大地便利了纠纷的解决；二

参与司法的质量，充分彰显司法民主。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
直接形式。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主义
民主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有坚实的
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广泛吸收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
工作，是扩大司法民主、推进司法公
开、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要完善
选任机制，实施“倍增计划”，扩大人
民陪审员规模，同时注意吸收社会不同
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的人员参加人
民陪审员工作，注重提高基层群众特别
是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
比例，实现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
性。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参与司法，接近
司法权利的充分实现是司法改革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
其次，通过司法公开提升人民群众
对司法改革的获得感，让人民群众直接
感受到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
海量裁判文书集中在网上公布，这是司
法公开的大手笔之作。正如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所言：“推进司法公开，是
促进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让当事人在
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摒弃
司法神秘主义，全面落实司法公开原
则。不仅要敞开法庭大门，还要创造和
利用好多元的司法公开载体；不仅要公
开庭审过程和结果，还要公开裁判依据
和理由；不仅要公开案件审理，还要公
开人民法院的其他审务工作。建立健全
公众开放日、旁听庭审、庭审直播、裁
判文书上网等制度，让公众近距离接触
司法。
”
总之，司法改革应当关注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关键措施在于：让人民
群众参与司法改革过程，亲历司法改革
实践，直接感受司法改革成效。只要人
民群众感受到个案的公平正义，感受到
司法改革不仅有助于保障其权利的实
现，也有利于社会发展，那么，他们会
发自内心地支持与拥护司法改革。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使人民群众关注司法改革、拥护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让人民群众参
与司法改革过程，亲历司法改革实践，直接感受司法改革成效，总之，民
心所向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何困难和挑战，只要人民支持和参
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
有越不过的坎。”司法改革旨在充分
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使司法
改革符合司法规律，体现人民群众
意愿。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司法改
革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践行
司法为民，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升人民群
众的司法改革获得感是在司法体制
全面贯彻群众路线的体现，也是不
断解决司法改革主要矛盾的必然要
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
程中，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日益凸显，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
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更
加突出。应当始终坚持以群众路线指
导和推进司法改革事业，始终以维护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最终目标。以
往，人民法院构建了“来自人民、属
于人民和对人民负责”的法院组织原
则，创立了“便利人民、联系人民、
依靠人民”的审判工作制度，在新的
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升人民陪审制
度、创设巡回审判以及诉讼服务等司
法为民的机制，进一步增强与贯彻了
群众路线。司法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应当在于创新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群
众工作方法，探索群众路线与司法专
业性的有机结合。司法改革应当符合
改革规律，近年来，国外有关国家的
司法改革也是围绕着提升人民的获得
感进行的，可谓道一风同，殊途同
归，正如日本法律职业伦理学者森际
康友所说：“自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
日本的司法制度持续地进行改革。以

往改革大多以法曹三者 （即律师、法
官、检察官） 的协议为中心，近来
改革的重点则与过去不同，是由政
府主导推动改革，且其基本的问题
意识是从人民的观点出发，探讨司
法应如何为人民服务。”
那么，如何实现司法改革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呢？简言之，使
人民群众关注司法改革、拥护司法
改革的关键在于：让人民群众参与
司法改革过程，亲历司法改革实
践，直接感受司法改革成效，总
之，民心所向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
重要标志。
具体而言，首先，立足司法民
主，切实加强群众司法参与。司法民
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
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司法改革须体现人民群众意志，
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要不断深化对司法民主
的认识和实践，在遵循司法职业化基
本标准和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
势，畅通群众参与司法的途径，让人
民群众走近司法，近距离感受司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特点和
规律的认识，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工
作的信心。要坚持司法专业化与司法
大众化相结合，从社情民意中体会法
律的精神实质，从人民群众意见中寻
找定分止争的途径，从人民群众评判
中发现自身不足，借助人民群众的鲜
活经验弥补法官知识短板和思维偏
差。要积极探索扩大司法民主的有效
途径，着力完善民意沟通、人民陪审
员工作、人民监督、司法便民利民等
方面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是高度灵活，在线纠纷解决不再拘泥于
司法管辖权与法律的严格束缚，可以在
谈判、调解、仲裁、申诉等多种程序之间
实现无缝衔接，根据纠纷的个性化需求
定制纠纷解决方式；三是方式多样，
能够
实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辅助，
帮助当事人进行决策。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打破时间和
空间障碍，
让当事人之间、
当事人与调解
员之间自行选择适当的时间、
地点，
使用
网络通讯工具进行交流，申请、举证、质
证、
调解、
开庭以及送达文书等程序均能
实现在线完成。相比于传统纠纷解决方
式，能够有效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成
本，大大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并且顺应
“互联网+”时代“智慧法院”建设的发展
方向，通过矛盾纠纷的在线化解逐步积
累并分析海量信息，为建立人工智能辅
助矛盾纠纷化解系统奠定大数据基础，
能够有效破解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满
足人民群众多元诉求，有力助推人民法
院工作现代化。

强与公证机构的衔接，
支持公证机构、
公
证员参与纠纷解决，
为法院提供多元解纷
服务和辅助工作。
同时，
人民法院也可以
引导当事人运用公证方式解决纠纷。
一是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在诉前或
诉中，
通过公证方式对法律行为、
事实和
文书依法进行核实和证明，通过公证方
式实现证据保全的目的。
二是法院支持公证机构办理债权文书
公证，
可以引导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合同以及
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
调解协议办理债
权文书公证，并依法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三是公证机构可以协助民事诉讼活
动高效、
有序进行。
比如，
在法院送达中，
引入公证、存证、见证方式，对电话送达
过程进行在线录音，
形成音频证据文件；
又如，由公证员公证留置送达过程或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由公证员负责送达，确
保送达程序的合法有效。
四是开展与公证机构的诉调对接，
吸
纳公证机构、
公证员参与家事、
商事领域的
纠纷解决，
充分发挥公证员的职业优势。

■71 问：公证机构能在哪
些方面为法院提供多元解纷服务
和辅助工作？

■72 问：应当从哪些方面保
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顺利
进行？

答：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法院加

答：各级法院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
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顺利进行：

司、收款人苏州市相城区渭塘李浜橡塑制品装璜厂、付款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分行新区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遗
申请人兴化市兴佳电器经营部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壹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请人：兴化市兴佳电器经营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该票据系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300051／31691028，出票日期为 2016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年 11 月 16 日，票面金额为 3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5 月
江西恒鑫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因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16 日，出票人为兴化市三佳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兴化市兴
佳电器经营部，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司催告申请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人：江西恒鑫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二、公司催告的票据：票号为
3130005134075309，金额为 15 万元，出票人为江西德义半导体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玄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南京银 科技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 2889000103080000836，付款银行
行汇票一张(申请人为泰州市高港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为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收款人为江西恒鑫半导体
司、出票行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泰州高港支行、收 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12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7
款人为南京玄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汇票编号为 月 22 日。三、申报权利期间：自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017 年 8 月 7
90400041／20028747、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7 日、票面金额为 日。四、自公告之日起 62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人民币 50911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申请人石家庄市双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中信银行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宝鸡分行营业部签发的出票人为宝鸡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票号为 30200053 26393020，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8 月 23 日，到期
[江苏]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兴市中宏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江都吉银 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3 日，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收款人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日期 为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2016 年 12 月 5 日，汇票号码 32000051 20308066，票面金额人民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币 5 万元整，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6 月 5 日，出票人扬州金世纪船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舶附件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手拉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汇票 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已经过多次背书，申请人即为失票前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上海爵鑫高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丢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据记载：0010006225610401，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蒲白矿务局，付款行为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上海爵鑫高新
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上 海 欧 日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因 编 号 为 31000051／ 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4 日的商业承兑
26850257、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苏州凯丽达电器有限公 汇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申请公示催告

联系电话：
（010）67550703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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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诚加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出票人天津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票号
为 30900053 27553691，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叁万玖仟捌佰伍拾柒元柒角壹分，出
票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9 月 3 日。自
公告之日起 11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平阳晨航包装有限公司因持杭州银行萧山支行
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签发的编码为 31300051／37514121 号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浙江兴日钢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兴日铁金属薄板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同兴
薄板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锋逸塑料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富阳方圆纸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1300051 39805796，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23 日，票据
金额 20000 元，出票人为浙江开利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永康
市竣皓工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7 月 23 日。利害关
系人应于六十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一是完善管理机制。建立诉调对接
案件管理制度，将委派调解、委托调解、
专职调解和司法确认等内容纳入案件管
理系统和司法统计系统。完善特邀调解
组织、
特邀调解员、
法院专职调解员的管
理制度，
建立奖惩机制。
二是加强调解人员培训。完善特邀
调解员、
专职调解员的培训机制，
配合有
关部门推动建立专业化、职业化调解员
资质认证制度，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共同
完善调解员职业水平评价体系。
三是加强经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
要主动争取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将纠纷
解决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积极探索
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纠纷解决委托给社
会力量承担。
支持商事调解组织、
行业调
解组织、
律师事务所等按照市场化运作，
根据当事人的需求提供纠纷解决服务并
适当收取费用。
四是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
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的，免交案件受
理费。
当事人接受法院委托调解的，
人民
法院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用。一方当事
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
解协议、
故意拖延诉讼的，
人民法院可以
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各界读者可通过电子邮箱 sigaiwenda@126.com对司法改革进行提问，
我们将选择一些普遍性问题予以解答)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豪财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付款行为浦
发重庆分行营业部，票号为 3100005126669128 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日期：2016 年 8 月 19 日，出票人：重庆东本摩托车制造有
限公司，收款人：重庆港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出票金额：25 000
元 ，汇 票 到 期 日 ：2017 年 2 月 19 日 ，承 兑 协 议 编 号 ：
CD83012016880480），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
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兴小浦三彩化工原料商行持有付款行为北碚稠州
村镇银行，出票人为重庆睿兴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贵洲兴国
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4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5 月 24 日，出票人账号为
65300012010090004038，收款人账号为 1771012054000138，票据
编号 3200005120536953，金额为 5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后，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行为无效。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安徽凯龙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裁定受理安徽凯龙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申请重整一案，并指
定安徽皖激扬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潜
山县梅城镇皖潜大道 617 号激扬律师楼；邮政编码：246300；联
系电话：王国良 0556-8823291，13956497136）申报债权。该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安徽
省潜山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届时请携带有效证件准时
参加。
[安徽]潜山县人民法院
广州百乐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百乐公

董如易
笔者通过在执行司法实务中的感
悟，认为乡邻纠纷执行工作主要有三
个难点。
让申请之人理解难。许多申请人
都认为法院理所当然地应当将每一个
案件执行兑现到位。在乡邻纠纷案件
的执行中，往往执行法官刚刚收到案
件，申请人就会追问为什么还没有执
行，法官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向申请人
解释。乡邻纠纷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不同于一般其他案件，
多数要求的
都是对行为的执行或者赔偿，
执行法官
往往穷尽执行措施都无法实现预期的
效果。然而，
申请人不会去考虑是否可
以执行的问题，
只要没兑现，
他们往往
就认为是执行法官怠于执行，
甚至怀疑
法官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
系。即便最后能够执行兑现，
执行中许
多申请人也不会配合，在他们的思维
中，
一旦申请执行了，一切工作当然应
由法院去完成。所以，在乡邻纠纷的
执行工作中，虽然执行法官为了维护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努力付出，但仍
难以得到申请人的尊重和理解。
让被执行人履行难。乡邻纠纷案
件执行中，
被执行人都存在一种共性，
就是都认为自己才是有理的，法院的
判决不公正。因此，要让他们主动履
行很困难。首先，向被执行人送达执
行通知难。乡邻纠纷源于熟人之间，
发生矛盾后，
一旦有国家机关介入，
就
特别容易引起另一方的反感和抵触，
一般对法院的通知都不予理会，甚而
刻意躲避，导致执行通知书长期无法
送达，
执行工作无法展开。其次，
被执
行人的财产难以调查。很多被执行人
还在诉讼环节就已经开始转移财产，
真正等到判决生效时，名下几乎已经
没有什么财产，即使有也是难以变现
的财产。第三，让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难。乡邻纠纷矛盾深，申请人与被执
行人之间往往为了争一口气而死磕到
底，谁也不愿让步，否则便是失了面
子。同时，因为其行为履行的情形较
多，
无法通过简单的经济交付结案，
不
得不让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做更多工
作，但被执行人往往是表面应承而背
后拖延，致使某些案件一而再再而三
地往下拖。总之，乡邻纠纷案件执行
中，因为矛盾深导致被执行人内心不
满，
从而使得履行兑现尤为艰难。
让周围群众信服难。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但有些时候群众也难免会受
一些表面现象的迷惑，
尤其是在一些乡
邻纠纷中表现比较突出。因为在某些
乡邻纠纷中，
往往在一般群众眼中被执
行人比申请执行人更占理，
认为申请人
更属于胡搅蛮缠、不讲理。所以，法
院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通常难以得到
周围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当执行法官
实地寻找被执行人时，得不到周围群
众的配合，甚而有的帮忙隐瞒、刻意
通风报信或者阻扰法院执行，直接给
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增加了不少难
度。即便周围群众不会刻意干扰法院
的执行，但是法院的执行行为也难以
得到他们的认同，甚而怀疑是否是因
为申请人托了关系。
对此，法院与执行法官要不断研
究改进执行策略，不断探索新的执行
方式，力求让“难”最终变成“不
难”
。

司）以公司资不抵债为由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
清算，广州市黄埔区法院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裁定受理，并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依法作出（2016）粤 0112 民破 1 号之一裁定，宣告广州
百乐公司破产。鉴于英德市百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广州百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一致同意由赵岚、唐
爱娣、肖美云组成清算组，对英德市百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清
算。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清算组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 538 号达信大厦 15 楼 09—12 单元，邮编：
510045，联系人：赵岚/唐爱娣，联系电话：020—83276929）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英德市百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天津市玻璃瓶厂申请，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作出
（2017）津 0104 破 1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破产清算的申
请，并依法指定天津市玻璃瓶厂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地
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18 号鼎泰大厦 1506 室，邮编 300171，联系
电话（022）24450408。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玻璃厂的债务人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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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在天津市南
开区人民法院召开，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 108 号。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根据温州赫利佳日化有限公司等 42
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百一超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温州天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苍南县龙港镇
华百广场竹园阁 406 室，7 月 15 日后申报地址为苍南县龙港镇世纪
大 道 正 丰 大 厦 2 楼 ，邮 编 ：325802，电 话 ：0577—64225617、
13858783663，传真：0577—64225617，联系人：郭玲玲)，申报时应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
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8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苍南
县灵溪镇玉苍路与渎浦路交叉口苍南法院新大楼)召开，债权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
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浙江]苍南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