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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市法院裁定批准
南通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五公司合并重
整计划，这意味着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
司、启东市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启
东市鑫鸿纺织有限公司等17家重整投
资人将取代五公司原股东地位，重新组
成管理团队，在管理人监督下，实现五公
司的涅槃重生。

南通永安纺织有限公司是家有着
45年历史的以棉纺织为主，涉足棉花收
购、加工、织布的大型纺织企业。2014年7
月5日，博金电器被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永安纺织因为其提供巨额担保，被银
行限贷。为了清偿到期贷款和维持生产，
永安公司不得已对外高息融资，逐渐进入
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2016年
3月7日，被市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

为了确保永安公司近千名职工的生
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无震荡”破产，
市政府协调将永安公司的整体资产出租
经营，由承租方按原工资标准支付工人

工资，职工与永安公司的劳动关系不解
除。此举不仅为永安公司的债权人带来
了不扉的租金收益，而且维护了职工利
益，保留了生产团队，使永安公司先进的
生产设备不因停产而锈蚀贬值，为企业
的后续重整创造了条件。

2016年6月1日、7月20日，永安公
司的关联企业启东市康乐制线有限公
司、启东市江海棉业有限公司、南通东
瑞翔纺织有限公司、南通永安纺织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相继进入破产
程序。

因永安公司等五公司的资产几乎全
部设定了抵押，经测算，如果彻底破产清
算，近5000万元职工债权的受偿率将是
零，更不用说普通债权了。五公司虽具备
挽救价值，但管理人几次招募公告，意向
投资人在了解情况后均感到永安公司等
五公司负债较多，投资风险较大而不敢
投资。而因缺少资金，债务人自救已完全
不具可能性。是生硬套用破产法，将企业
一破了之，还是另辟蹊径，再寻他法？敢

于担当的破产法官选择了后者。
无战略投资人投资，债务人自救又

不可能，只能在债权人自救上有所突破
了。经过几轮磋商，抵押债权人中华棉花
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愿意以将来的债权受
偿款作为投资参与重整。中棉集团的参
与提升了债权人的信心，债权人启东市
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一直看
好永安公司的启东市鑫鸿纺织有限公司
表达了愿意参与重整的意向。

2018年5月21日，永安纺织等五企
业向市法院提出合并重整申请。市法院
基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原则，在召开
了听证会对五企业是否符合合并破产的
条件以及重整的价值等进行审查后，
2018年7月9日，裁定对五企业进行实
质合并重整，永安公司等五公司破产案
正式进入重整计划草案的起草阶段。在
市法院的监督指导下，2019年 3月 16
日，债务人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依据
该《草案》中棉集团等17家重整投资人
将通过债权转股权、提供运营资金、以自

有资产抵偿债务人所欠债务等多种方式
投资参与重整，取代原投资人的地位，第
一顺序职工债权和第二顺序税款债权将
获得100%清偿，第三顺序普通债权10
万元以内部分全额清偿，超过10万元部
分的清偿比例为10%。

在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永安等
五公司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上，抵押债
权人组、国家债权组和投资人组全票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
权组也以高票通过。在案件受理之初，不
少业内人士认为不可能重整成功的五公
司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明天。

近年来，市法院依托破产审判，积极
服务民营企业，促进转型升级，提升营商
环境，取得了良好成效。2014年底，市法
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破产案件审理
方式改革试点单位。近年来，市法院通过
破产程序淘汰“僵尸企业”41家，成功挽
救濒危企业18家，破产程序中累计完成
产出70多亿元，引进优质企业19家，引
进投资70亿元。 （魏清见）

破产审判 涅槃重生
南通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五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获裁定批准

5月 14~16日，市法院吕四法庭开
展“巡回法庭周”活动，分别在海复镇庙
基村村委会、海复中心敬老院、吕四港镇
闸河村公共服务中心开展了3场“巡回

法庭”，公开审理两起赡养费纠纷和一起
离婚纠纷，将开庭审理与巡回审理、

联动调解、直面群众相结合，积极
落实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解决
机制，打造法庭特色品牌。

在海复镇庙基村公共服
务中心公开开庭审理的赡养
纠纷一案，审判员毛才华向旁
听村民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
况和相关法律知识。庭审过程

中，考虑到赡养纠纷的特殊性，法
官边讲法理，边述情理。海复镇副镇

长张红华、庙基村党总支书记董侃宇积
极配合工作，在查清事实过程中，提供了
准确的证据，并且共同参与调解案件，很
大程度上缓解父子矛盾，双方愿意庭后
各自商量调解方案。

在海复中心养老院审理了一起离婚

纠纷案，考虑到被告方系退伍军人且因
中风行动不便，法庭积极与镇民政部门、
司法所取得联系，详细询问了被告的生
活情况，为保障退伍军人利益，于是将庭
审开设在被告所住的敬老院。考虑到双
方多年来感情一直不错，被告也表示不
想离婚，审判员吴启飞、民政办副主任陆
彦茗、海复镇调解员宋卫星立即开启联
合调解模式，对原告进行耐心劝导，从两
人组织家庭的不易、经营家庭的技巧、被
告多年来对家庭的付出，以及身体情况
等角度进行了疏导。双方在各方劝导下，
愿意共同努力。

在吕四港镇闸河村公共服务中心审
理了一起赡养纠纷案，法庭事先与闸河
村村委会取得联系，闸河村党总支书记
潘彐华积极与被告进行多次沟通，并发
动亲属从旁工作，为案件的调解成功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审判员毛才华从情与
理两方面出发，既阐明了子女对父母赡
养的法律规定，又希望父母能体谅儿女
生活的不易，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庭后，
吕四法庭干警向在场村民发放了法律知
识宣传手册，接受了村民的涉法咨询，积
极为村民答疑解惑，鼓励他们自觉遵守
法律法规，善于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此次选取了赡养、离婚等基层多发
案件开展巡回审判，也是为了让群众了
解赡养老人、夫妻互相扶助，不仅是中华
传统美德，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市法院
旨在通过以案释法，强化法制宣传教育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更多的群众体会
到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对提升群众的法
治观念、伦理道德和家庭责任感具有重
大意义，起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效果。 （吕宣）

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
市法院巡回法庭走进村居

近日，市法院在市级机关第二党建共同
体知识竞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

我和她
王玉佳

我很小

七尺不足的身高

还有一副老黑框
旧旧的颜色很低调

她很大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风逐彩霞

更有十四亿的人山人海

开出了一望无垠的繁花

我听过她的故事
从风吹过一叶扁舟开始

这说来话长饱含血泪

直到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我见证她的辉煌
大漠中传来的巨响

惊起了沉睡的苍鹰

黄沙和梦想一起飞扬

我沐浴她的荣光
温暖的怀抱和强健的臂膀

给我庇护给我安抚

引我向前促我奋强

我很小
像微光像水滴像一粒沙
她很大

像太阳像大海像一座堤坝

我愿做一束光

照亮前行的方向

我愿做一滴水
滴灌四季的芳菲

我愿做一粒沙

筑起新时代的广厦

市法院开展
“5.10”思廉日专题活动

5月10日下午，市法院召开“5.10”思廉日专题活
动，市纪委第十七纪检组组长宋飞受邀作廉政讲话，院
党组书记、院长潘建上党风廉政教育党课。

潘建从十九大精神反腐败工作要求、建国以来我
党反腐败斗争的历程、如何正确把握当前反腐倡廉的
严峻形势、当前司法不廉洁现象产生的原因、新时期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等五个方面，谈新形势下如何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干警廉洁司法意识，提高队伍
拒腐防变能力。

潘建要求全院干警：一要培养良好品行和健康情
趣。事实证明，少数人蜕化变质，一步步陷入违纪违法
的泥潭，往往都是从不良兴趣爱好开始的；二要洁身自
好、谨慎交友。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提醒自己是
一名法院干警，时刻加强自我保护，防止因自己的言行
不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三要切实发挥好监督作用。
不受监督的权力，往往容易导致滥用，往往容易产生腐
败。加强监督，更是对干警的关心爱护。 （倪栋威）

近日，被执行人邢某主动到市法院
交纳2万多元垫付返还款，要求法院将
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移除。随后，该
笔垫付款被打往紫金保险道路救助基金
（下称道救基金）账户。

2012年11月2日，邢某驾驶三轮汽
车在市王海公路与由北向南由倪某驾驶的
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倪某受伤住院。
伤者倪某家属向道救基金申请垫付款，经
审核，道救基金为其垫付了2万多元。

伤者倪某成了植物人，肇事者邢某

却在2013年支付部分医药费后，离开启
东玩起了失联。2016年，道救基金向市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偿垫付款，邢某未
到庭应诉，法院判决要求邢某返还垫付
款2万多元，邢某仍拒绝配合。

其后，道救基金向法院申请执行，多
次查找其人员和财产信息无果后，邢某被

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后，邢某体
会到了生活上的诸多不利，其名下所有银
行卡无法使用，微信转账功能无法使用，通
过互联网金融账户扫描共享单车功能也被
停用，之后便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

2016年，市法院发文要求严格审查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

促进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良性
运行。据了解，2012年以来，道路救助基
金启东受理点累计追回件数237件，追
回金额606.18万元，其中，法院参与的追
回件数为145件，占比61.18%；法院参
与 的 追 回 金 额 397.59 万 元 ，占 比
65.58%。 （倪栋威）

近日，淘宝网市法院司法拍卖平台
出现这样几个场景：

22名竞买人经过203次的紧张“角
逐”之后，被执行人吴某卫名下位于启东
市南阳镇佐鹤村 13 号房产，最终以
557.5万元成交。该拍品起拍价为282.13
万元，最终成交溢价率为197.6%。

17名竞买人在激烈竞价218次之后，

被执行人三上机电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启东市汇龙镇纬一路170号房地产，
最终以2505万元成交。该拍品起拍价为
980万元，最终成交溢价率为255.6%。

经过28名竞买人多达261次的轮番
竞价后，启东市富鑫服饰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汇龙镇东郊村房地产，最终以
1003.92万元的价格成交。该拍品起拍价

为 3141684.16 元，最终成交溢价率为
320%。

根据后台数据统计，3件拍品的围观
人次均超过了1万次。

为了让满足拍卖条件的被执行标的
尽快上拍，市法院执行局在上拍前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对上述几处房产先后采取土
地测量、房屋清腾、拍卖评估等措施，为最

后的上网拍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相较于传统的拍卖方式，司法网拍

有着高参与度、高成交率、高溢价率、高
透明度，以及零佣金等优点。通过司法网
拍，可以促进标的物拍值最大化，最大程
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2018年，市法院共成交156件拍品，
成交总金额高达3.43亿元。2019年以来，
已成交45件，成交额超1.2亿元。司法网
拍为诸多苦于“奔波在讨债路上”的债权
人减轻了维权负担，也为诸多被执行人指
明了一条“出路”。 （姚吴顺 倪栋威）

市法院司法网拍渐入佳境

七年为道路救助基金追回400万元

“老赖”拒不执行
市法院强制腾房

5月16日，市法院开展集中强制腾房行动，60多名
执行干警来到汇龙、吕四、近海等地，对8套涉案房屋进
行强制腾空（如图）。

因生产经营需要，启东市鹤立紫菜厂向银行累计借
款150万元，并以厂房和地产作为抵押，后逾期未还被诉
至市法院。2018年6月，市法院依法判决鹤立紫菜厂偿还
借款本息15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该厂至今未履行还款
义务。经权利人申请，市法院执行干警来到位于吕四港镇
海宴村的鹤立紫菜厂厂房内进行强制腾房。经过现场法
律释明，承租方某机电企业负责人表示愿意自行将厂房
腾空。随后，执行干警又对鹤城苑32幢1801室、南通捷威
机电有限公司厂房等多处房产进行了依法腾空。

在这次强制腾房行动中，我市多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参与见证了腾房过程。市人大代表、退休教师韩卫
军表示，法院在整个腾房过程做到了公开公正，执法干
警在办案中依法依规，面对被执行对象耐心细致、有理
有据、以法服人，有效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公平
正义。 （法宣）

团体问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