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之间关于现代破产法律制度的对
话，正在桃花源里的城市——常德进行，企
业破产重整是其重要的主题。

破产，在中国历史、文化、商业乃至法律
界一直是个禁忌。人们习惯地认为，无论是
企业破产还是个人，名声不佳。

市场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破产是重要的
价格信号。只有允许破产，资本市场才有可
能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企业给予不同的信用
评价，不同的贷款标准和不同的利息水平。

破产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经营
不下去了，但其集聚了很多价值的资源。厂
房设备可以拍卖给同行其他企业，有技能的
员工可以在其他公司另谋他就，公司的商标
和商誉仍能吸引其忠实客户，股东和债权人
的资金在清偿债务后可以投入其他更有希
望的项目，创业者或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放下

包袱、从头开始。有对债务人越来越友好的
破产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才会加入到创业大
军中来。日本破产制度中核心的法律就叫
做《日本公司更新法》。破产说到底是对企
业的保护，也是对创业的保护。早先没有破
产时，欠债的人或是被投入欠债人监狱，直
到偿清债务才能出狱，或只能远避他乡。

破产并非洪水猛兽。乔布斯有一句名
言：“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破产制度
无疑是全球市场经济在过去数百年发展历
程里，经历无数次经济扩张和衰退后总结出
的经验和智慧。

惟其如此，各国皆高度重视统一的破产
法的制定。美国瑞士等国家，甚至把破产法
被置于宪法的高度来显示其重要性。经济
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现实也在促进多国破产
法的融合与统一标准的发展趋势 ，国与国

之间越来越需要一个共同的破产规则机制
来处理跨国界的破产问题。

在当下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伟
大热潮中，在供给侧改革中，破除传统社会
对待企业破产、重组、清算的态度，有利于中
国企业利用现代破产制度，利用市场手段，
合理有效地配置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的资
源，化解不良企业逐步累积的风险，释放不
良企业所埋没的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本。
重塑全社会对于由于破产制度的看法，对于
化解严重产能过剩问题，让市场最大限度地
配置资源，令很多中国企业和行业的浴火重
生，都具有迫切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这场饶有深意的对话将进一步破除世
人对破产的恐惧，深化对破产法律制度的看
法，深刻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
（作者系常德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桃花源里”法律文化的中德对话
□陈小明

各代表队，各位领队、参赛选手：
2017年“常德工匠”暨“五湘”竞赛活动

组委会“湘茶”竞赛评判组对54名“湘茶”竞
赛活动参赛选手手工实操制茶和茶样评审
两个环节的竞赛成绩进行了评判和汇总，
评定出了获奖选手名次，现予以公告：

一、竞赛评判组成员
（一）手工实操制茶评判组
郑海涛 常德市农业委副主任
潘 萌 常德市农业委经济作物科

副主任科员
胡友铎 常德市茶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
许爱国 石门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李育炎 澧县码头铺镇茶叶办主任

（二）茶样评审组
施兆鹏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湖南省

茶叶学会名誉会长
黄建安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萧力争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湖南省

茶叶学会理事长
朱海燕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谭正初 湖南省茶叶所书记、研究员

尹 钟 湖南湘茶集团副总经理、高
级评茶师

郑海涛 常德市农业委副主任
二、获奖选手
一等奖
卢丽琼 桃源县总工会代表队
冷建国 石门县总工会代表队
二等奖
方岸清 桃源县总工会代表队
徐洋洋 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

司代表队
三等奖
李小红 太青茶叶有限公司代表队
唐奎珍 东山峰管理区代表队
曹永红 湖南壶瓶山茶叶有限公司

代表队
三、有关事项说明
此公告公示期为3天（5月9日至5月

11日），欢迎各代表队和社会各界监督举
报。举报电话：0736-7893376。

常德市2017年“常德工匠”暨
“五湘”竞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17年5月8日

关于2017年“常德工匠”暨“五湘”竞赛活动——
“湘茶”竞赛评定结果的公告

全国烟草行业高级技师、烟草行业国家
级裁判、中国烟草高级人才库人才……这一
项项资质和荣誉的背后，有着怎样不平凡的
故事？4月27日，在常德卷烟厂的办公室里，
46岁的戴卫良面对记者一行的提问，显得有
些寡言和内敛。

随后，当进入了“芙蓉王”生产车间，戴
卫良霎时如同进入水中的鱼儿，穿梭在一件
件运转着的设备和机器之间，灵活自如地巡
回检查。

或许正如同戴卫良本人所说，“我没有
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将自己定位在技术岗
位，二十多年如一日地琢磨和钻研技术。”

1991年从湖南省机电学校毕业后，戴卫良
进入常德卷烟厂，最先接触的是条烟捡箱工
作。面对车间各式各样的设备，他十分好奇，
只要设备停下来，他就跑到机器旁摸一摸、瞧
一瞧。每当设备出现故障，他就跟着维修师
傅，看他们如何“查找病因、对症下药”的。

正因这股好学的劲头，从事捡箱工作不
到3个月，戴卫良就被安排到卷包机台操作
设备，在他们同批进厂的工人中，他最早获
得主机操作工资格。

戴卫良回忆，自己当时操作的设备是意
大利GD公司的早期包装机，已经运行了将
近 20 年。面对这样的设备，他深感责任重
大，唯恐出现丁点产品质量问题。为了摸准
设备的“脾气”，他坚持每天提前两小时进车
间，在车间技术室查阅技术资料并做好笔
记，尽快熟悉设备工艺流程和各执行件的技
术要求；每天下班前，则一丝不苟地对设备
进行维护，经常最后一个离开车间。

没多久，戴卫良熟练地掌握了机台操作
技术，设备真正成了他的“好朋友”。戴卫良

的工作职务由操作工变成设备维修工，时间
仅仅用了一年。

“别人碰到故障只管修好，而他偏要把
出故障的原因也研究透了才放手。”提到戴
卫良对设备维修的“痴迷”，其相识了近20年
的同事唐志坚忍不住感叹。

被公认为技术能手的戴卫良，还有几招
维修本领让大家佩服：不用翻图纸，就能写
出卷包机台上 400 多种常用易损零件的图
号；机台上的重要技术参数、技术要求，他能
张口道来；设备维修时使用什么工具、用哪
种型号的工具，他一“拿”就准。

1995年，戴卫良带着领导和同事们的希
望，第一次走出国门，赴意大利GD公司学习
设备维修技术。深感机会难得，戴卫良暗下
决心，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祖国。

此后他又曾两次赴意大利、瑞典学习培
训，每次归来都收获满满，并将所学手把手地
教授给同事们。为使车间操作维修人员尽快
掌握新技术，他参与并组织人员编写了8套共
25.8万余字的培训教材，图片1200余幅。

渐渐地，戴卫良从维修工成长为车间技

术员，又一步步走到技术主管、车间副主
任。作为技术带头人，他一直积极开展QC
攻关、技术创新和修旧利废，稳步提升产品
质量。《杜绝 GDX1 小包缺花质量缺陷》《提
高小盒包装质量》《杜绝条盒缺包质量缺陷》

《开发研制吹气式废烟处理装置》《降低
GDX2机组烟包外形不方正率》等项目均分
别荣获烟草总公司和中质协举办的QC成果
发表赛一等奖。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
用，节约了备件和原材料费用近400万元。

去年6月，根据厂部安排，戴卫良从车间
调入设备工程部，担任副部长一职。从技术
岗转为管理岗，他以最短时间熟悉了业务工
作流程，带领部门技术骨干将全身心融入到
生产一线。戴卫良坦言，管理岗位也并不轻
松，自己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在办公室处
理好各类资料邮件，然后到车间了解设备运
行情况，扎实服务于生产一线。

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就没有时间
陪伴家人。提到已经上大学的女儿，戴卫良
满是骄傲，又有些惭愧。不想打扰忙碌的父
亲，孩子从小就会模仿他的笔迹，自己工工整
整地写完作业，再签上名给老师检查……

多年来扎根基层、脚踏实地，让戴卫良
先后获“双文明建设标兵”、“全国烟草技术
能手”、“厂特殊贡献奖”、“常德市劳动模
范”、“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车间里“磨”出来的劳模
——湖南省劳动模范戴卫良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张念 通讯员 李国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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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市地震局志愿者走进武陵区府坪街道府坪巷社区，宣传防震减灾知识。“5·12”防灾减灾日期间，我市将开展地震科普专题讲座
“进学校、进乡村、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活动，提升全民防震减灾科学素养。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李爱顺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白）昨日，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梁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谭弘发到津市调研防汛工作。实地调
研了阳由垸双电杆除险堤段、新洲上垸新
洲电排、新洲下垸铁家嘴除险堤段和器材
储备仓库，梁仲指出，务必要高度重视、细
化措施、压实责任，努力夺取今年防汛工
作的新胜利。

今年，津市市委、市政府按照“备重于
防、防重于抢”的思路，强化“防大汛、抢大
险、抗大灾”的思想准备，立足于完善硬件设
施、物资储备、人员队伍和责任落实，做了扎

实的准备工作。从2月中旬开始，对全市
77.7公里堤防、51处穿堤设施、28座小型水
库和排渍设施、器材储备点、预警设施等进
行汛前安全大检查，组建了300人的防汛抢
险应急队和2000人的防汛抢险预备队伍。

梁仲表示，要深入贯彻省、市防汛抗
旱工作会议精神，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
弦，进入真正的实战准备，强化领导，全力
投入；要全面加强险情排查，把人防、物
防、技防落实到位；要一级一级传导责任，
一层一层压实责任，建立严密的预警机
制，确保到岗、到人、到责任。

市领导调研津市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 姚瑶）看似细小繁杂的
物业管理工作，其实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
乐业，事关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5 月 5
日，市政府首次召开全市物业管理工作会
议，副市长涂碧波到会并讲话。

自1995年诞生首家物业服务企业算
起，历经20多年的发展，我市目前已拥有
物业服务企业264家，物业服务从业人员
15500多人，在管项目801个，其中市城区
510个，区县（市）291个；服务面积4594.9
万平方米。物业管理工作已初步形成了

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属地政府负责、相关
政府部门和社会各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但随着时间的失衡和物业管理行
业的发展，物业服务行业的一些矛盾和问
题也在逐步显现。

涂碧波指出，加强物业管理是完善社会
治理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重
要保障，是稳增长促就业的有效措施，全市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部门
责任、基层治理、企业管理、业主作用和监督
考核，促进全市物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我市首次召开物业管理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胡德桂 通讯员 姚平 高
远）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表彰全
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
标兵的决定。其中，受表彰的200名全国法
院办案标兵中，我省共有7人。武陵区人民
法院柳叶湖人民法庭审判员汪俊，成为我市
法院唯一获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的
法官。

嫁出去的女，户口没有迁走而留在了原
村的户，被称为“女儿户”。“女儿户”的征地
拆迁补偿纠纷，是各级各部门都很头痛的问

题。汪俊探索出了令“女儿户”和其他村民
基本上都满意的方案：村集体按判决金额的
七成付给“女儿户”土地补偿款。至今已审
结110起“女儿户”纠纷案。

自打调到柳叶湖法庭以来，汪俊就给自己
立了个规矩：涉及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的纠纷案，
先与镇街综治维稳办、司法所一起调解，主要目
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了减轻当事人
双方的讼累。曾经当过多年乡镇司法所长的汪
俊，也许是有着难舍的司法情结，他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镇街综治维稳办、司法所的半个工作人

员了。一旦接到镇街综治维稳办、司法所的求
助电话，他就会放下手头的案子去参与调解。

汪俊2011年考入武陵区人民法院以来，
先后在执行一局、柳叶湖法庭工作。多年
来，他抱着“要对得起法官的称谓，要对得起
老百姓的期待”的理念，共审结、执结各类案
件510余件，年均办案量在250件以上，几乎
是每一个工作日办一起案子。他每年综合
结案率均在 90%以上，其中案件调撤率在
40%以上，且无一起错案发生，无一起发回重
审改判案件。

平均每个工作日结案一起

汪俊成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本报讯（通讯员 赵向新）日前，常德
市2017年电网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副
市长曾艳阳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6 年，常德电网建设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绩。2017 年，国网常德供电公司
将从规划、前期、项目、质量、服务等方
面入手，统筹推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
打造电网建设精品工程；重点开展“十
三五”配电网规划滚动修编，服务园区
攻坚大会战，服务新能源发展，推进特
高压项目 500 千伏、220 千伏、110 千伏、
35 千伏、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集抄改
造等项目建设。

曾艳阳充分肯定国网常德供电公司
过去一年在电网建设中所作的贡献。他
指出，各区县、市直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
认识，强化电力建设理念，重视农网改造；

要明确重点任务，关注城配网、农网建设，
实现农网“三覆盖一提升”，即覆盖贫困
村、中心村、未改村，提升配电容量；要提
升资金争取力度，摸清家底、相互协作、编
制计划，在电网建设资金争取上下功夫；
要加强规划统筹，超前、联合、科学编制电
网规划，政企携手，减少迁改、节约用地；
要不断优化电网项目建设环境，相关审批
部门要开辟电网建设项目绿色通道，特事
特办。建立工作小组，在青苗补偿、违法
用电等问题上负起责任，为电网建设营造
良好环境；要切实扩大工业用电需求，抓
住电力体制改革等历史机遇，引导探索

“以电代煤”“以电带气”等清洁电能使用，
降成本，促发展。

会上，各区县（市）政府（管委会）负责
人、各市直部门单位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2017年电网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白）5月8日，市委常
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梁仲召集后盾单位，
到美丽乡村建设点村津市市毛里湖镇樟
树村，召开现场办公会。

樟树村由原樟树村和庙基村合并而
成，地域面积 8.1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188 亩，现有 24 个村民小组，500 户村
民，1980 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约 600
人。目前，全村已完成硬化水泥路面
13.5 公里，改厕 263 户，自来水入户率为
100%，庭院建设进户率为22%，硬化公路

绿化率为90%。
在听取了援建单位的计划和表态后，

梁仲指出，要定好位，要明确美丽乡村建
设的目标标准，要注重环境保护，让呼吸
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成为点
村建设的初心。要迈好步，以产业规划为
龙头，扎实做好对老百姓立长远、起关键、
打基础的设施建设，注重实际实用实效。
要唱好戏，各后盾援建单位，要进一步贡
献智力物力支持，对点村建设“把脉会
诊”，共同把樟树真正建设成美丽乡村。

市领导调研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 焦阳 实习生 何高立）
5月8日，为贯彻落实省政府《湖南省自然
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省减灾委员会关于

《湖南省自然灾害灾情统计、会商及发布
办法》相关通知，我市召开减灾委员会暨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
会。副市长龚德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民政局负责人对我市 2016
年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以及城乡社会救助
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安排部署了
2017年的重点工作。各单位参会人员听
取报告后，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了建
议与修改。

龚德汉要求，对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以及城乡社会救助工作务必抓好落实。
要统一思想绷紧弦，全面认清工作新形
势，救灾与救助工作是民生工作也是政治
工作，要讲大局，讲政治，要有为民情怀。
要转变观念，全面落实工作新要求，对于
救灾工作做到以预防为主，从灾后救助向
灾前预防转变，加大宣传，提高群众认识，
做好应急预案；对救助工作，要牢固树立
民生优先的理念，认真落实“社会救助政
策要托底”的要求。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全面推动工作新发展，找准问题，加强部
门协调，强化管理监督。

减灾救助领导小组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