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洪某是一家化工公司员

工 ， 2017年11月16日因工作
事故受伤死亡， 公司未给洪
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 同日 ，
洪某亲属向当地人社部门申
请认定工伤。 人社部门于同
年12月24日作出洪某属于工
伤的认定。

2018年1月4日 ， 公司及
洪某亲属分别收到人社部门
送达的工伤认定书。 在计算
洪某相应待遇时， 洪某亲属
与公司产生争执。

公司认为洪某工伤认定
在2018年1月1日前已作出 ，
计算赔偿标准应按上一年度
即2016年度的标准确定 ； 洪
某亲属则认为如此计算洪某
的工伤待遇不合理， 要求按
2017年的标准支付洪某的工

伤待遇。
那么， 洪某的工伤认定

结论究竟何时生效呢？

答：
工伤认定决定是一项依

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
行政法原理， 具体行政行为
只有在作出的主体 、 内容 、
程序都合法的情形下才能成
立。 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应
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和方
式送达， 未经送达的具体行
政行为不发生法律的约束力。

因此， 送达是具体行政
行为生效的必备程序， 行政
决定送达之日也是具体行政
行为生效之时。 据此， 洪某
的工伤待遇计算标准应参照
2017年的标准执行。

李德志

怎么让一家陷入困境已宣告
破产的企业重生？ 如何让跟随企
业多年的工人有一个好归宿？ 北
京老牌国企华都肉鸡公司的破产
重整或可给出一些启示。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昌平区
人民法院获悉， 华都肉鸡公司重
整程序终结， 投资人北京首农股
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北郊农场有
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已于2018年
年底将重整偿债资金9.6亿元支
付到账， 养殖户债务和职工工资
已获得偿付。

该企业的重生， 不仅让华都
品牌有望重回餐桌， 也让那些愿
意留在企业继续工作的职工有了
新的发展机会。

老国企陷困境 ， 2000
余职工安置成难题

北京华都肉鸡公司是一家老
牌国企 。 据了解 ， 这家成立于
1988年的大型国有企业， 是为了
解决市民菜篮子工程而成立的联
营民生型企业， 注册资本为2700
万元。 企业的核心业务为肉鸡育
种 、 养殖 、 饲料生产 、 肉鸡屠
宰、 食品加工、 物流配送和国内
外全方位销售。

农户隗有林介绍说 ， 他从
2003年与华都肉鸡公司合作。

“我从华都肉鸡公司购买雏
鸡、饲料、兽药，组织农户进行放
养 ， 在肉鸡养成时再出售给华
都。 ”隗有林说，一开始他的收益
比较好， 因此养殖规模也不断扩
大，“厂子快停产的时候， 我已经
组织了140多家农户养殖肉鸡。 ”

华都的肉鸡产品在北京地区

的市场覆盖率曾一度超过90%，
曾是北京重点赛事、 大型会议的
鸡肉类产品指定供应商。 记者查
阅到的报道称， 华都肉鸡年出口
创汇3400万美元； 年屠宰加工肉
鸡3300万只， 产销鸡肉7.5万吨、
调理禽肉制品1.2万吨 、 调味品
1000吨， 产品覆盖全国20多个省
市， 还出口日本、 韩国、 美国、
中东、 中亚、 香港等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

然而，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 华都肉鸡公司走向衰落。
2016年2月， 华都肉鸡公司因持
续亏损、 资金链条断裂， 宣布停
产。 同年6月， 向北京市昌平区
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农户隗有林说， 在停产时，
华都肉鸡公司欠他440多万元 ，
“我组织的农户养殖肉鸡， 大家
都投入了自己的血汗钱， 这钱是
保障生活的生活费 。 华都一停
产， 大家情绪特别激动， 找到我
要钱， 我压力特别大！”

张立军是华都肉鸡公司的职
工。 他介绍说， 最近两年经营不
景气， 公司想尽办法保证工资发
放， 但也有押后的情况， 职工对
公司的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公司的未来关系着我们个人的
发展， 我们身后还有家庭， 肯定
希望企业能够好起来。” 截至申
请破产清算时 ， 公司在职职工
2000余人 ， 退休职工近 400人 ，
破产后职工的安置难度较大。

打破常规， 互联网公开
招募投资人

昌平法院副院长张宝武介绍

说， 2016年6月20日 ， 法院裁定
北京华都肉鸡公司破产清算。 同
年12月23日，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大会， 对华都肉鸡公司的相关资
产、 人员状况进行摸底。

昌平法院了解到， 截至受理
破产案件时 ， 公司总资产3.5亿
元， 负债近9亿元。 普通债权人
共计220人 。 资产负债率252%，
属严重资不抵债。 华都肉鸡公司
经营占地800余亩， 建筑面积14
余万平方米。 然而， 总资产中的
土地资产为国有划拨取得， 依法
不能作为企业破产财产用于清偿
债务。

张宝武说，经过摸底，法院认
为， 华都肉鸡公司位于高科技产
业聚集的“未来科学城”区域，作
为北京老牌企业， 华都肉鸡公司
具有良好的品牌和经营价值，如
果进行破产清算， 公司将彻底退
出市场，品牌将化为乌有。

如何保护华都肉鸡品牌价
值，又能寻求重整价值最大化呢？

张宝武说， 法院采取的措施
是： 首先在全市首创以公开竞争
方式， 选任具有较强实力的社会
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 负责华都
肉鸡公司的相关清算工作。 其次
是打破投资人线下招募的传统有
限竞争方式， 通过互联网公开招
募和竞价方式确定重整投资人。
为了保护华都肉鸡品牌价值， 法
院在招募重整投资人时要求企业
不仅具备足够的注册资本， 还需
要具备同类型产业经营管理能力
和经验。

与此同时， 法院多次与职工
代表会谈。 一方面， 积极引导职
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

益； 另一方面， 要求破产管理人
核实职工的债权， 妥善处理职工
问题。

该案的破产管理现场负责人
王兆同律师说， 他经常与职工接
触， 职工问得最多的就是 “什么
时候能上岗？”

职工张立军也表示： “我最
关心的问题是不愿解除劳动合同
的职工下一步怎么办？ 会得到怎
样的安置？ 是否还有再就业的机
会？ 生活是否有保障？”

9.6亿重整偿债资金到
账， 职工得到稳妥安置

2018年9月 ， 法院发布公告
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并
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资产交易效率
和价值最大化。 2018年11月， 经
过匿名竞价， 最终北京首农股份
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北郊农场有限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以超过破产
财产评估价值1.7倍 ， 超出起拍
价20%的溢价率即9.6亿元的最高
出价， 获得华都肉鸡公司破产案
入围重整投资人身份。

2018年11月， 管理人将 《重
整计划 （草案）》 提交法院， 内
容包括： 重整计划的总体安排、
偿债资金、 债务清偿、 职工安置
等事项 。 《重整计划 （草案 ）》
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获得通
过。 2018年12月， 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

据了解， 投资人北京首农股
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北郊农场有限
公司联合体已于2018年年底将重
整偿债资金9.6亿元支付到账。 目
前，债务清偿工作已接近尾声。

王兆同说， 根据重整计划，
对不愿意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
将维持现有劳动关系。 对于在公
司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定退休
年龄不足5年的员工， 即女职工
45岁、 男职工55岁， 公司不单方
面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 直至退
休。 职工愿意解除劳动合同的，
投资人需支付相应的解除劳动合
同补偿金。

王兆同说， 对于重整后的华
都肉鸡公司， 如需招收员工， 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华都肉鸡公司
待岗员工转为在岗， 以实现职工
的就业安置。

职工张立军说， 经过双向选
择， 目前公司员工还有将近300
人。 “我们职工的感受是工资能
够持续发放， 解决了当下的燃眉
之急。 职工可以自愿决定去留，
有充分的选择权。 职工利益得到
了保障。 我希望重整投资人接管
公司以后， 能够为职工提供更多
的机会继续工作。”

重整投资人代表北京首农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程度才
说， 华都肉鸡公司将为职工提供
就业机会， 妥善安置现有职工。
同时， 还将转型发展、 扭亏为盈
作 为 未 来 规 划 的 重 要 内 容 予
以 考 虑 。 现在 ， 初步拟定的战
略计划是利用现有人员和设备嫁
接首农集团食品资源， 开展食品
加工、 检测研发、 物流配送等优
势业务， 为华都品牌的新生开辟
道路； 同时建立食品储运和冷链
物流为主的物流园， 为全国优质
农产品进京打通服务通道， 使华
都品牌得以延续、 保留并有新的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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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离婚吗？
该怎么离？

案情介绍：
北七家镇某村村民丁某夫妇

的女儿小丁 2012年嫁给王某 ，
2013年8月生下一名女孩后不久
就患上了精神病， 一直在吃药治
疗， 王某对此不闻不问， 这两年
更是搬出去不回来了。 丁某夫妇
失望之下到北七家法援工作站求
助 ，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离婚
吗， 该怎么离？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耐心为丁某夫妇释

疑， 根据我国 《婚姻法》、 《婚
姻登记工作规范》 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离婚有协议离婚和诉
讼离婚两种形式， 申请协议离婚
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双方持载明双方自愿离
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
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
的意见的离婚协议书共同到婚姻
登记处提出离婚申请， 显然， 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符合协议离婚
的条件。

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提
起离婚诉讼？ 答案是可以， 但要
满足一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八
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配偶有虐待、 遗弃等严重损害无
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
者财产权益行为， 其他有监护资
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
更监护关系； 变更后的监护人代
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

诉讼的 ，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
因此， 如果王某既不提出离婚，
也不履行夫妻扶养义务， 甚至有
擅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 遗弃、
虐待等侵权行为时， 丁某夫妇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女儿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变更自己为
女儿的监护人， 作为监护人， 丁
某夫妇就可以代为提起离婚诉
讼， 依法保护女儿的权益。

□本报记者 李婧

99..66亿亿重重整整资资金金注注入入，，
华华都都肉肉鸡鸡公公司司活活了了！！
22000000职职工工笑笑了了！！

老牌国企经营不善陷困境
法院打破常规招募投资人

昌平区司法局

工伤认定生效始于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