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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考生许一杰和父亲与某
培训班负责人李佳静签订了一份“保过
协议”。双方约定三个月辅导总费用为
5 万元整；李佳静承诺如果因非不可抗
拒因素，许一杰 2016 年山东省高考文
化 课 未 过 285 分 ， 需 退 还 已 付 的 5 万
元，并额外补偿 2 万元。但后来许一杰
成绩未过线要求退款却被拒绝，双方因
此闹上法庭。近日，法院认定双方均存
在过错，酌情判令培训机构返还辅导费
1 万元。
乍一看，这种“保过班”不仅口头
承诺“保过包赢”，而且一般还会与考
生或其家长签订看上去正儿八经的协议
合同，明确写进“无效退款”的约定条
款，让人觉得白纸黑字，又多了几分牢
靠，这时候再加上培训机构诸如“名师
大牌”“辉煌战绩”等一阵阵云山雾罩
的宣传，很多人就会信以为真，果断交
钱报名。
殊不知，这种不论报名者成绩好
坏、底子薄厚，一律收钱“保过”的承
诺本来就有违客观规律，因此切不可盲
目听信。而且从实际来看，尽管看似都
有协议约束，但常常还是会暗藏诸多猫
腻陷阱，让人一不小心就会中招入套。
并且“交钱容易退钱难”，最后想从培
训班那里把钱要回来，绝非易事。
就像这个新闻中，原告考生最终耗
时两年、历经两审，才得到了对方退款
1 万元。
可见，“保过”培训与“保退”协
议均不靠谱，眼下临近高考，考生和家
长更应擦亮眼睛，不要随意轻信。只有
将通过考试的希望和保证寄托在自身平
时积累与拼搏奋斗上，才是正途。
——杜学峰
短评

“准妈咪徽章”
唤醒向德向善
5 月 13 日，广西南宁地铁 1、2 号
线全线各站正式开启“关爱孕妈·同心
同行”活动，孕妈本人可以前往 1、2
号线任一地铁站客服中心处领取一枚
“准妈咪徽章”。孕妈可在搭乘地铁时
佩戴上徽章，车站工作人员会主动为
其提供绿色通道等优先服务；南宁地
铁也呼吁其他乘客如在列车上发现佩
戴“准妈咪徽章”的孕妈时，能主动
让座。
给予孕妇更多关爱是全社会的责任
和义务。而相对于那些“大腹便便”已
经显山露水的“准妈咪”而言，怀孕初
期、腹部隆起并不明显的女性，由于外
部表象不算突出，往往在社会生活中被
公众所忽视，因而得不到及时的帮助。
“准妈咪徽章”作为一种标志，具
备符号价值意义。一方面，“准妈咪”
佩戴上具有标识性质的徽章，自然能引
起旁人的关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烦
恼；另一方面，这个群体戴上徽章，也
可以避免那些原本体态丰腴的女性被误
认为孕妇而造成的尴尬。
“人之初，性本善”
，每一个人的身
上都具备善良的基因，但是这种向德向
善的情怀大多需要一种唤醒。随着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我们也
能看到，社会上诸如“准妈咪徽章”类
似的道德唤醒标识已经越来越多，激发
起了大众见贤思齐、乐善好施的良善之
念。
希望类似“准妈咪徽章”的道德
唤醒标识能唤醒更多的人都在别人需
要帮助时挺身而出，做属于这个时代
的“平民英雄”
！
——樊树林

王裕根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
实践的目标定位。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司法机关立足审判实际，排除万
难，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当
前司法改革各项举措正在稳步推进，
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也在不断增
加。然而在此过程中，如何真实地展
现人民法院为推进司法改革所作的艰
辛探索和努力，客观回应新时代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要求，增加人民
群众对司法审判权力运行实际的了
解，从而彰显司法审判务实和亲民的
形象，这需要人民法院紧随时代步
伐，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创新审判
公开方式，展现司法审判新气象，不
断创造更多的司法传媒平台，增进人
民群众与司法审判的信任关系。
最 近 央 视 热 播 剧 《阳 光 下 的 法
庭》 通过展示省高院主要领导亲自审
理社会关切较大的案件，并结合司法
改革实践客观呈现环境修复案、跨境
知识产权案以及冤假错案平反等具体
案件的审理过程，深刻阐释了人民法
院在规范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回应
人民群众司法新期待等方面所作的探
索和努力。这部法治现实主义题材
剧，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
的了解，不断提升司法在社会生活中

让法庭在阳光下运行，改变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权力运行的刻板印象，
拉近了人民群众与司法审判的距离；彰显了人民法院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审判理念，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的权威。
一方面，阳光下的法庭，改变了人
民群众对司法审判权力运行的刻板印
象，拉近了人民群众与司法审判的距
离，让司法更加亲民。长期以来，由于
司法审判中个别法官存在办“关系案”
“人情案”
“ 金钱案”
“ 稳定案”等司法腐
败行为，再经过一些媒体不客观的报道
和引导，无意中在全社会制造了司法裁
判权威不高、司法信任度较低的刻板印
象。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司法信任度不
高，也给很多司法审判和判决执行带来
了诸多障碍。通过集中展示人民法院
在司法审判中如何克服各种影响司法
裁判的社会因素，让法庭审判在阳光下
进行，使得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到司法在
审理具体案件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认
识到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所
需的条件和遇到的阻力，感受到人民法
院为顺应新时代司法改革要求所作的
各种努力，有利于人民群众客观看待司
法审判行为，理性参与到司法审判的公
正性评价中，从而积极维护司法审判权
威。

另一方面，阳光下的法庭，彰显了
人民法院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审
判理念，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审判理念，要求人民法
院立足审判工作实际，顺应新时代努力
作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的司法判决执行、环境污染以及人权的
司法保障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矛盾
和问题需要人民法院在法治的框架内
转变审判思维和改革审判方式，积极利
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助力司法
审判。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大
力推进司法改革，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
监督，不回避司法实践中的困难，也不
惧怕司法实践中的困难，而是让法庭审
判在阳光下运作。这充分展现了人民
法院坚持与时俱进的审判理念，始终牢
固树立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不断回应
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的新期待。通过
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
待，有利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审
判理念，赢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的广
泛支持，从而使人民法院将司法改革各

项举措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呼唤人民法院新作
为。站在新时代起点上，人民法院
司法改革需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
法公正的新期待，与此同时，人民
群众也需要站在更加客观的立场
上看待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社会环
境，增进对司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的了解，不断树立和维护司法审判
权威。司法审判与人民群众的互
动应该是良性发展。一方面，人民
群众既要积极参与到司法权力运
行的监督中来，也需要服从司法判
决的既定权威；另一方面，人民法
院既要自觉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
对司法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也需
要创新工作方式，增进人民群众对
司法审判过程的了解。只有让法
庭在阳光下运作，才能让司法更加
亲民，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反面典型往往是最有效的警示
教育方式，而把身边熟悉的人当作
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其意义更
是深远。
近日，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审判
庭内座无虚席。随着审判长一声令下，
一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被法警押上审
判席。台下，坐着 88 名蕲春县直部门
一把手。
对于台下旁听者来说，台上受审的
这名男子并不陌生。作为一个曾经的一
把手，一个地方共同工作过的熟人，他
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交集，有的是曾经在
一条战线上工作过的同事，有的甚至是
私下关系很好的朋友。昔日的同事、朋
友，如今却成为了反面典型，无论是受
审者还是台下的旁听者，必定心中各有
滋味。
从效果上来说，反面典型往往是最

旁听“熟人受审”，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易成利
有效的警示教育方式，而把身边熟悉的
人当作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其意义
更是深远。
一方面能消除官员的侥幸心理。警
示教育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近年
来，各地也致力于通过各种形式开展警
示教育，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旁听制
度。然而，介于长期以来异地受审的司
法习惯，许多官员观看的反面典型，往
往都是外地的官员，虽然这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警示效果，但因其有“距离
感”，容易让一些官员产生心存侥幸的
心理，认为腐败落马的永远是“别人家
的贪官”，自己拿点贪点并没有那么容
易被发现。

方的同一级的官员在面对同样的情
况、金钱的诱惑时，该如何把稳用权
的“方向盘”？该如何增强自身拒腐
抗变的能力？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熟人”
的案例更是最好的清醒剂。每名党
员干部都要把反面典型案例当做端
正衣冠的镜子，引以为戒，要始终
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坦坦荡荡做
官，清清白白做人，时刻做到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
有戒，才能不辜负组织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也才不辜负
人民群众的重托。

北京 2 万外卖店违规，到底谁的责任

对于违规外卖店铺，应该明确
责任，科以相应的惩罚。只有各方
明确了责权利，才能共同维护好外
卖网店的食品安全。
记者从北京市食药监局了解到，百
度外卖、美团外卖、饿了么三大外卖平
台近日对北京地区入网餐饮店铺的经营
资质开展全面自查，对违规餐饮店铺进
行下线，并公示其详细信息。截至 5 月
12 日，百度外卖下线的违规餐饮店铺
数量为 4413 家，美团外卖为 7247 家，
饿了么为 7926 家。
北京地区三大外卖平台经过自查自
纠，发现共有近 2 万家外卖店铺存在着
违规现象。例如一些“网红”店铺光鲜
亮丽的外表后面，是来路不明的食材和
令人堪忧的后厨，有的店铺从业人员无
任何体检健康证明，有的无证经营或证
照过期，有的使用他人许可证、地址不
符等。这些被下线的店铺包含肯德基宅
急送、Costa Coffee、田老师红烧肉等
有较高知名度的餐饮店等。光北京地区

而旁听“熟人受审”则不同，有句
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
，当看到自己
曾经的同事、朋友成为了反面典型后，
才会恍然大悟，腐败落马这种事并不遥
远。有了这种血淋淋的体验，那些还心
存侥幸的官员或者有腐败苗头的官员，
自然会受到深刻的教育。
另一方面能对照镜子反思不足。正
所谓“前车覆，后车诫”。同样都是一
把手，同样都在一个地方工作，其对照
效果更具针对性。通过旁听，可以清晰
地看到台上“熟人”的腐败轨迹，是在
哪一次的官商交往中丢失了党性，又是
在哪一次的权力运行中丢失了底线。并
通过对号入座，拷问自己作为同一个地

胡建兵
的这三大外卖平台经过一个多月的自
查，就有这么多店铺不符合规定，不得
不下线，可以想象，在全国不合规的店
铺会有多少！
《网 络 食 品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查 处 办
法》 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应当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重违法行为
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
理等制度，并应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
者材料审查登记，审查其有没有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证、入网食用农产品生
产经营者营业执照、入网食品添加剂
经营者营业执照等，同时对入网食品
生产经营者建档，记录入网食品生产
经营者的基本情况、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等信息，记录保存食品交易信息

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平台没有
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对网餐店铺不进
行严格核查就允许其直接上线，这次
北京地区对入网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
开展全面自查才发现问题。
第三方平台对入网店铺进行资质审
查是必要的，但这些资质的取得却不是
第三方平台的责任。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一些行政主管部门在这方面把关
还不严，有的店铺外表光鲜但后厨却
不堪入目，不知这些店铺是怎么领到
工商执照、卫生许可证、食品加工证
的呢？如果这一关口把关不严，那第
三方平台对这些店铺的相关证件进行
审查就失去了意义。有关部门在对一
些店铺发证后，如果不经常对这些商
家的食材、制作场地、制作方式等进
行检查，一旦名不副实出了问题，即

使第三方平台在网上宣传得再好，
也只会让更多的食客蒙骗。
对于违规外卖店铺，应该明确
责任，科以相应的惩罚。如果这些
店铺提供虚假的或者过期的材料，
平台可以将其列入“黑名单”，以后
将不得进入；如果第三方平台没有
认真把关，不认真审查就让其进入
平台，或者有关证件过期后，还在
使用，没有及时提醒或者将其下
线，那是平台的责任，有关部门应
该对平台进行必要的处罚。另外，
对于生产不合格的产品，一旦接到
群众的举报，市场监管部门等要及
时查处，对查处不力的，应该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有各方明确了
责权利，才能共同维护好外卖网店
的食品安全。

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江西赛维BEST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402号浦发大厦
七 楼 ；联 系 人 ：熊 时 雨 ，电 话 ：17507099072；赵 书 祯 ，电 话 ：
1597065797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4条、
第45条的
规定，
江西赛维BEST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1
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6日（总第7353期）
日。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以及是否属
9 日前，向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
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在债权申报期限内，
债权人未申报
辽市惠丰油业有限公司、双辽市博来德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
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江
州博来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双辽市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管理人
西赛维BEST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办公地址：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申报债
定于2018年8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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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南昌市高新区昌东大道7001号）召开，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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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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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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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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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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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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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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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辽市惠丰油业有限公司、双辽市博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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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博来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双辽市
的指派函。
[江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吉林省博
本院依据胡新彪申请，已于2018年4月17日依法裁定受理江西
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辽市惠丰油业有限
万业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28日指定北京市
公司、双辽市博来德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博来德国际贸易
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西万业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
有限公司、双辽市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A2座5楼；联系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7月20日上午9时在吉林省双辽
人：陈思琴15007910276，赵欣18679631229）。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人民法院六楼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
企业破产法》第14条、45条的规定，江西万业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
2018年7月28日。债权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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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以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在债权申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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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的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通知函。管理人办公地址：吉林省博
规定处理。
江西万业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管理人通讯地址：长春市净月
2018年8月13日9时30分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区生态大街3777号明宇金融广场A4栋五层，北京大成（长春）律师
庭（地址：
南昌市西湖区嫁妆街33号）召开，
请准时参见。
参加会议的债
事 务 所 ；管 理 人 联 系 方 式 ：梁 阳 ：17767782333，任 博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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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2628095。
[吉林]双辽市人民法院
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是
本院根据上海科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申请，于
自然人的应提交与授权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公民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
2018年4月16日依法裁定受理江西赛维BEST太阳能高科技有限
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27日指定江西赛维BEST太阳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应提交

公 告

⇨上接第一版
今年 4 月 18 日至 20 日，海港区
人民法院在公安、市政、街道办事处
等密切配合下执行了此案。在 3 天的
执行中共清理、运送各种物品 36 卡
车，腾清了木器厂占用的东环路港城
市场段地段。
渤海郡房产项目位于沧州市渤海
新区黄骅港城区，该项目由于施工组
织粗放、融资渠道不畅等原因，在建
楼盘全部停工多年，工程搁置处于烂
尾状态。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期不
能向购房户交付房屋、拖欠施工款和
材料费等引起的诉讼近 130 件。
该系列案经黄骅市人民法院审结
后，陆续进入执行程序。可是，被执
行公司资不抵债，仅有这片烂尾楼盘
可供执行。该院院长张金旭带领相关
人员来到渤海郡项目楼盘现场，对已
建楼盘现状进行实地勘验。经勘验，
当务之急是对现有建筑进行质量检
测，对楼盘的原规划进行调整。张金
旭主动向沧州市委常委、渤海新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栋汇报了
情况。张国栋多次召开协调会，要求
有关部门提前完成规划调整。有关部
门大幅度缩短规划调整时间，仅用了
一个月就调整完毕。同时，根据张国
栋的提议，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意见，
对规划调整等费用给予大幅度减免。
评估顺利结束后，楼盘整体进入司法
拍卖程序，最终以 3.35 亿元的价格成
功拍卖并顺利交付，烂尾项目开始盘
活，也为案件的执行夯实了基础。

执行难度较大的案件一
把手亲力亲为

法治时评 ▷▷

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
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申请，于 2018 须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本院根据成都桑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桑莱特智能
年 5 月 8 日作出（2018）京 0116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
北京健业恒昌工贸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债权人应在 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
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前向管理人北京市金台律师事 深圳方瑞铁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宝
务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248 号 20 层金台律师事 城律师事务所为深圳方瑞铁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
务所，电话：13161317750、13366677663,联系人：张星、牛庆华）申 方瑞铁路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6月15日前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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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井二路3号中粮地产集团中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北京健业恒昌工 心 20 楼；邮政编码：518101；联系人：刘梅兴、黄静茵；联系电话：
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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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8802157、0755-27875656；传真：0755-27875670)申报债权。未
财产，其清算义务人应协助管理人进行清算。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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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2018年8月8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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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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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方瑞铁路设备科技
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8 月 18 日，本院根据深圳市奥斯特电气技术有限公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方瑞铁路设备科技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电搭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本案债权债务简单，本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查明，深圳市电搭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淑敏申请河北丽华制帽集团有限公司
财产清偿债务，亦无财产支付破产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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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条第一 破产一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
款、第三款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裁定宣告深圳市电搭 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地址：河北省定兴县通兴东路 158 号。债
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深圳市电搭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破 权人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河北]定兴县人民法院
产程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洪换阳的申请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裁定受理吉林
（2018）粤 03 破 25 号，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裁定受理深
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广东卓建律师事务 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大成（长
所为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 春）律师事务所担任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2018 年 4 月 16 日，本院根据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管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1712 室，联系人： 理人的申请，裁定受理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辽市惠丰油业有限
唐 稳 、胡 环 宇 ，联 系 电 话 ：13823173121、18566250907，传 真 ： 公司、双辽市博来德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博来德国际贸
0755-8316863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易有限公司、双辽市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与吉林省博来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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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同时继续指定北京大成（长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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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所担任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辽市惠丰油业有限公司、双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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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博来德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博来德国际贸易有限公
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司、双辽市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管理人。吉林省博来德工贸集
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团有限公司、双辽惠丰有限公司、双辽市惠丰油业有限公司、双
财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 辽市博来德粮食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博来德国际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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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双辽市惠农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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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法庭 让司法更亲民

观点

“保过协议”不靠谱不合法

联系电话：
（010）67550734

亲力亲为，也是河北法院一把手
们抓执行工作的一种常态。不过，他
们亲力亲为是有选择的，要么是集中
执行时一把手坐镇指挥，要么是执行
难度大的案件由一把手出马上阵。
4 月 21 日、22 日、24 日，成安
县人民法院连续 3 次集中开展执行活
动，对一批“骨头案”进行拉网式集
中执行，其中 2 次是由该院院长李爱
忠带队坐镇指挥。在 3 次集中执行活
动中，该院出动警车 42 辆次，出动
干警 92 人次，拘传、拘留被执行人
27 人，执行款到位 52 万元。
一把手亲临执行一线，不仅大大
推动了执行工作，还可从中发现一些
带有倾向性问题，掌握决策的主动
权。
4 月 22 日，正定县人民法院开展
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集中执行活动。
此次集中执行涉及 27 个乡镇的 27 件
案件。这天一大早，该院院长李健全
就带领执行人员奔赴各乡镇执行案
件。李健全在调解一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时发现，申请执行人
和被执行人家庭都非常困难。受害人
房某的儿子为了给房某治伤，卖掉了
自家的房子，儿媳因此与儿子离了
婚 。 尽 管 花 去 了 近 30 万 元 的 医 疗
费，但因伤势过重，房某不治身亡。
被执行人曹某为房某垫付了 1.4 万元
医药费后，无力履行义务，而且肇事
摩托车也未曾投保。经李健全和案件
主办人郭素芳等调解，曹某东借西借
凑了 24 万元，再也拿不出分文。24
万元与法院判决的 40 万元虽有很大
距离，但房某家人非常理解曹某的处
境，自愿放弃 10 余万元的赔偿款，
与曹某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是和解了，李健全却陷入了
思考：如果曹某的摩托车入了保险，
房某家人就可以早日拿到赔偿款，不
会卖掉房子去给房某治伤；如果曹某
的摩托车入了保险，法院就可以早
日、顺利执结此案。而且，怀有侥幸
心理不投保的现象不止此一例。李健
全马上将保险部门的负责人邀请到法
院，双方一拍即合：拍摄十部宣传保
险法的电视专题片，以案说法，帮助
人们提高保险意识。

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
4月17日裁定受理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
月18日指定浙江新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
同年5月7日，
根据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裁定将
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
桐乡华贸置业有限
公司（含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6月30
日前，
向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含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
桐乡市世纪大道133号原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售楼
处，联系人：刘成雄、叶大海，联系电话：0573-88982226、88982236、
82087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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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华贸置业
有限公司（含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桐乡华贸置业有限公司（含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
件信息公开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决有关事项。网上投票形成的
表决结果与现场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的规定，
本院定于
2018年7月15日下午2时3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桐乡华贸置业有限
公司（含桐乡华贸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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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在2018年7月8日之前可根据短
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
court.gov.cn）进入
“网上服务”
→
“债权人会议”
模块，
点击确认网上参会，
查
看会议相关文档。
会议召开当日请再次登录系统，
点击进入会议，
通过网络
参会并投票表决。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
清算程序【案号：
（2018）粤 01 强清 13 号】，法院已依法指定广东法
盛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尹星。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并以书面形式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清算组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242 号丰兴广场 B 幢 1006、1007、1008 室。联系方式：18825050202，李
律师。
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清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