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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刚柔并济护法威

把每个执行案
当艺术品“雕琢”

本报记者姚晨奕本报通讯员易建峰朱银环文/图

司法救助
体现人文关怀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工作， 把破解“执行难”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多管齐下， 穷尽一
切办法， 对规避执行的行为， 坚决重拳严惩； 对仍然无法执行， 申请执行人困难且符合条件的， 尽量予以人文关
怀， 使案件处理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近几年来， 该院执行局被江西高院、 宜春中院嘉奖3 次， 2 名
执行人员被江西高院各记三等功1 次。 在2008 年民意“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满意度” 测评中， 该院位列全
省第2 名。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院长
黄兆麟
执行难” 长期困扰着法院审判工
作良性发展， 既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及时兑现， 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
法律的权威性， 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良好
形象。 如何做好执行工作， 我们丰城法
院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取得
了明显成效， 案件执结率逐年提高， 绝
大部分“ 骨头” 案件得已执结。 我院多
次获得上级法院嘉奖和当地政府褒扬。
为做好执行工作， 丰城法院着力在
五个方面下“工夫”：
在能力建设上下工夫。 执行能力强
弱直接影响执行工作成效， 组建强大的
执行队伍和配备先进的执行器械是做好
执行工作的保证。 丰城法院在执行能力
建设上舍得“ 花本”， 从全院干警中选
调了26 名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
年轻干警组成了三个执行庭， 配备了6
辆执行专用车辆以及精良警械， 执行能
力得到大幅提升。
在强化责任上下工夫。 把案与人“对
号入座”， 将每件执行案件落实到庭、 分
解到人，实行党组成员包案制， 并进行严
格的考评与考核， 充分发挥个体主观能
动性，增强他们做好执行工作的责任感。
为强化执行工作责任， 丰城法院对流入
执行程序的案件严格落实临近执限通
报、 执行过程回访、 超过执限问责、 院长
过问督办以及易庭（易人） 执行等工作制
度，注重对执行过程的监督， 有效地解决
了久拖不执和久拖不结问题。
在执行艺术上下工夫。 执行工作就
如“ 庖丁解牛”， 要做到游刃有余就要
讲究执行艺术， 做到该“硬” 则“ 硬”，
对蔑视法律拒不履行裁判的、 对以恶劣
手段抗拒法院执行的， 坚决强制执行；
当“ 软” 则“ 软” ， 带着情感去执行，
给予当事人更多的同情、 理解和尊重，
多做劝导工作， 少用、 慎用强制执行措
施， 在追求执行效率同时努力实现社会
效果最大化， 以赢得当事人对法院工作
的理解和对法律的尊重。
在服务措施上下工夫。 执行就是服
务， 服务有助执行。 丰城法院畅通了执
行案件“ 绿色通道”， 对民生案件实行
优先立案、 优先执行。 对生活确有困
难、 暂无履行能力的债务人， 采取中止
执行、 分期执行、 免除收取执行费等措
施， 确保被执行人生活有基本保障。 对
生活十分困难的债权人， 法院以救助资
金、 建议政府部门给予困难补助以及帮
助解决社会低保等方式予以救助。
在推动和解上下工夫。 执行和解既
是一项审判任务，又是一项政治任务， 事
关“案结事了”与社会和谐。 丰城法院始
终把加大对执行案件的和解力度作为解
决“ 执行难” 问题的重要措施来抓， 促使
当事人在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的基础上
达成和解协议，化解案件矛盾， 减少社会
对抗。 近年来，丰城法院执行工作良性推
进，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抗法案件， 没有发
生一起恶性事件，执行和解功不可没。
“

申请公示催告

多方联动巧寻“老赖” 形踪

针对“执行难” 的成因， 丰城法院
银行有存款， 但是用其母亲的身份证开
着力构建综合治理的大执行工作格局，
的户。 刘某承诺， 只要给他一年的时间，
整合社会各方资源， 综合运用法律、 经 小组。 同时该院还与检察院、 市公安局 间蒸发” 了。 执行法官根据当事人及执 一定还得清债务。
济、 行政、 舆论等多种手段， 以全方 联合下发了《 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行联络员提供的信息， 先后五次前往广 当天， 在法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达
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 东多个县市寻找刘某下落， 但一直未 成了和解协议， 刘某叫亲属送来了3 万
位、 多渠道解决“执行难”。
该院主动向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 了具体分工， 加强了与公安、 检察机关 能找到刘某。 2010 年年底， 根据群众 元。 之后， 狡猾的刘某又失踪了。 鉴于被
汇报并争取到了党委、 政府的关心重视 对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行为的配合惩处 举报， 执行法官将回家过年的刘某堵 执行人刘某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行为， 丰
和大力支持。 由市委政法委牵头， 19 力度。
在了其家门口。 刘某交代， 他在广东 城法院遂以刘某涉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建立法院执行工作 2008 年， 刘某以外出做生意为由 惠州开了一个小饭店， 工商注册登记 裁定罪，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迫于司
协调联动机制》， 成立了协调执行机制 向熊某借得现金10 万元， 之后便“ 人 是用其弟弟的名字， 每月收入还行， 法的压力， 刘某履行了剩下的7 万元。

悬赏公告逼迫“老赖” 现形

定采取悬赏公告的方法。 法院除在被执行
今年1 月15 日上午9 时许，丰城法
院执行人员在位于昌樟高速公路梅林加
人居住地外， 在本市各高速路口也张贴了
油站旁，拦下了被执行人李某，并对他驾 生效后， 李某对自己的承诺置若罔闻。 10 万元， 对余款9 万多元， 李某承诺 被执行人身份特征、 执行车辆车牌号码、
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在2010 年11 月始每月底付2 万元， 直 受理举报的电话号码的悬赏公告。
，申
2010 年
7月
驶的一辆大型货运卡车进行查封。
至付清时止。 但是李某9 月底付清10
某因跑长途运输需 行。
上午， 李某驾车载货， 准
，李
2008 年
5月
1月
15 日
要， 向丰城市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得 执行法官考虑到被执行人家处农 万元后， 便玩起了失踪， 执行人员每次 备从广东发货至福建， 途经丰城。 由于债
价值40 多万元的大型货车一辆， 双方 村，大多数钱款已投入该辆货车上，希望 与其联系， 李某均以在外跑车或无钱为 务在身， 狡猾的李某不敢将车开回老家，
而是将车停靠到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加油
约定余款20.5 万元由李某2010 年3 月 通过“ 放水养鱼” 的方法， 让被执行人跑 由搪塞。
底还清。 之后，李某逾期分文未还，该销 长途赚钱还债， 和解执行。 法院便多次 针对该案被执行人跑长途的特殊 站， 搭车回家。 收到群众举报后， 执行人
售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法院调 找到双方做思想工作， 最终促成两方再 性， 执行法官采取多种方式、 多方位和 员果断采取措施将该货车依法扣押， 迫使
解， 双方自愿达成还款协议。 法律文书 次达成协议， 规定2010 年9 月前付清 角度打听被执行人及车辆行踪， 最后决 李某履行协议。

刚柔并济促进执行和解

对恶意规避执行的案件， 丰城法院
入网上追逃。 另一方面， 执行法官加紧了
每季度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 用足
对两个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的查询。 去年
用活法律手段， 强化执行工作措施， 敢 执行法官发现， 接近春节， 长年躲 任。 此后两人逃逸， 下落不明。 谢某 正月初五， 执行法官经过两天的蹲守， 终
于向规避执行行为“ 亮剑”， 有力地维 债在外的“老赖” 们都会回家过年。 这 的丈夫因故意伤害罪在狱中服刑， 夫 于将回家过年的吴某抓了个现形。 一番法
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在今年初 个时候运用司法拘留措施， 让被执行人 妻俩还有一个12 岁的女孩需要抚养， 制教育后， 被执行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表
为期60 天的集中执行活动中， 丰城法 在拘留所里过年对其心里会产生强烈的 生活十分拮据。 执行法官了解情况后， 示就是向亲朋借， 也要把赔款付清。
及时将案情向院党组做了汇报。 院党组 最终， 在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了
院执行局出动了7 辆警车， 26 名执行 威慑作用。
局法官全体参与， “ 白加黑” 24 小时 车主邹某在明知吴某无驾照的情况 决定给谢某1 万元的司法救助金。 同 和解。 吴某当日付给谢某22 万元， 谢某
值班制、 采用“ 地毯式排查”、 “ 闪电 下， 将车借给吴某驾驶， 发生车祸， 致 时， 督促执行局一定要竭尽全力将该案 对两被执行人因经济原因一直未履行法律
式” 应急抓捕等措施， 一旦发现执行人 使谢某伤残六级， 截去右肢。 法院判 执行到位。
义务表示谅解。 同时， 谢某还向公安机关
线索， 及时出警， 执结了一批执行难 决肇事者吴某及车主邹某赔付谢某医 执行法官一方面到交警部门沟通， 发出了不再追究两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请
案。
疗费等22 万余元， 两人承担连带责 要求交警依法将两人因交通肇事逃逸列 求函。

申请人北京荣威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票据
号03143922、签发日期2011 年8 月16 日、出票人同申请人、 持
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 于2011 年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 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
8月
15 日
院现已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阿派斯油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 票号01235665、 票面金额5440 元、 出票人同申请
人、 持票人同申请人、 背书人未填、 签发日期2011 年8 月11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
公告之日起， 经过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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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全成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
银行苏州分行于2011 年6 月1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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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3050005320209050， 票面金额100000 元， 出票人吴
江市全成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吴江市赞雅纺织品有限
公司，到期日2011 年12 月1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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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吴江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丹阳市文明塑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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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31700051 20100554，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
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丹阳市鑫华纸制品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
村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7 月4 日。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执行法官到一名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家中， 为其送去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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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丹阳市文明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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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31700051 20100561，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
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丹阳市鑫华纸品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
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7 月4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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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
申请人北京三辰工业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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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31700051 00122893，票面金额50000 元，出票人
丹阳市辰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人江苏辰阳电子有限公司，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3 月14 日。 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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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文明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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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31700051 20100567，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
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丹阳市鑫华纸品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
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7 月4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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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丹阳市文明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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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31700051 20100556，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
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丹阳市鑫华纸品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
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7 月4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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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执行联络员协助法官做被执行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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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丹阳市文明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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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31700051 20100565， 票面金额20000 元， 出票
人为申请人， 收款人丹阳市鑫华纸品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
合作银行，出票日期2011 年7 月4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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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震雄营销（ 深圳）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GA/01 04965112， 票面金额50000
元， 出票人丹阳市华彤饰件厂， 收款人丹阳市界牌镇华侃灯具
厂， 付款行江苏丹阳农村合作银行， 出票日期2011 年1 月24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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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桐庐通利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 票号CA/01 03598516， 票面金额10000 元， 出票人丹阳
市明峰纸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丹阳天恒纸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出票日期2011 年2 月10 日。 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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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经纬工业网毯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银行泰州
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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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GA/01 05443695，

票面金额100000 元，出票日期2011 年1 月7 日，出票人泰州海
岸线家具有限公司， 收款人泰州市奥达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2011 年7 月6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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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上海跃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泰州海陵支行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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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面金额100000 元， 出票日期2010 年12 月
DB/01 06158950， 票
票人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泰州市高港区
，出
21 日
高港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1 年6 月20 日。自公
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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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县信远煤炭有限公司因遗失中信银行泰州分行
帐务中心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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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号GA/01
面金额1600000 元， 出票日期2011 年1 月21 日，
03646523， 票
出票人泰州市华通船务有限公司， 收款人姜堰市锦泰造船厂，
汇票到期日2011 年7 月21 日。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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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江
申请人交口县天马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因持有的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20265633、票面金
额为2000000 元， 出票人伊金霍洛旗九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正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伊金
霍洛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付款行伊金霍洛旗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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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
[内

谢执行局的同志。 我不该骂
“谢
你们， 不该无理取闹， 我知道你们做
了很多工作，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情
绪， 请你们谅解。” 这是丰城法院执
行局的《案件回访记录》 中当事人付
某的一段话。
付某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
原告。 付某的丈夫王某因农田灌溉与
同村村民杨某引发矛盾， 继而酿成血
案， 王某被杀。 经法院终审判决， 被
告杨某被判处死缓， 并附带民事赔偿
余元。 被告除在庭审期间主动偿
9万
付了2 万元外， 余款7 万多元未付。
民事赔偿部分进入执行程序后，
被执行人杨某已在监狱服刑。 其妻外
出打工， 下落不明。 法院查明被执行
人除一栋已无人居住的老式砖瓦房
外， 家中及银行账户上无任何可供执
行的财产。
执行人员曾提出以被执行人的旧
房作价抵偿部分赔款， 不足部分再另
行设法执行的方案设想， 但因申请执
行人一方不同意而被搁置， 执行陷入
困境。 执行法官了解到， 付某极度悲
伤， 并且因其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
家中还有两位老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 经济生活困难， 大女儿在王某遇
害后不久便辍学打工。 付某对被告人
杨某因自首等情节被依法判处死缓，
未达到其所期望一命抵一命的目的，
本来就对法院抵触情绪很大， 加上民
事赔偿毫无进展， 付某多次到市政府
上访， 指责法院执行不力， 并扬言要
到北京上访。
丰城法院对此案高度重视， 曾多
次会同市信访办、 当地乡政府对付某
展开调解工作， 最后决定启动司法救
助， 由法院从“司法救助基金” 中支
付3.5 万元， 当地乡政府支付3.5 万
元， 共计7 万元给付某。 案件化解，
付某给法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近年来， 丰城法院审判的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 交通肇事、 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逐年上升。 此类案件的被告人
往往在案发后， 采取逃逸、 躲避、 转
移财产等手段逃避法律制裁， 也有一
些案件被告人自身经济拮据， 根本无
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民事赔偿的执
行十分困难。 而一小部分受害方无法
及时得到赔偿医治或失去劳动力， 生
活陷入困境， 由此引发了较多的涉诉
信访， 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
针对以上情况， 丰城法院及时向
当地党委、 政府通报了执行工作情况
及面临的实际困难。 2008 年， 丰城
市委、 市政府决定将执行救助经费纳
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范围， 通过财政
拨付的方式给法院20 万元， 设立
行救助基金”。 在宜春全市10 个
“执
基层法院中， 丰城法院设立的执行救
助基金金额最高。 2011 年丰城市委、
市政府在年初财政预算中决定， 将法
院执行救助基金提高到30 万元。 丰
城法院执行救助基金的启用， 有效缓
解了无财产执行下受害方的生活、 医
疗等急迫问题， 体现了司法为民， 化
解了社会矛盾，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
定， 让困难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人文
关怀。

申请人新昌和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的由湖州吴兴
农村合作银行于2011 年3 月16 日签发的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号码为00720732，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 元，
出票人湖州鹏浩钢铁有限公司， 收款人湖州振昌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 后经背书转让给该申请人。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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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浙
申请人广西金茂钛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被盗，号码
为10600053/20179616 号，出票日期2011 年5 月17 日，票面金
额壹拾万元整，汇票到期日2011 年11 月17 日， 出票人浙江万
通革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温州市巨光色片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
广西金茂钛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阳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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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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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松阳县人民法院
[浙
、
本院受理张桐祥申请宣告李凤双失踪一案，经查：李凤双下
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李凤
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凤双失踪。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贾阿英申请宣告林友好死亡一案， 经查： 林友好，
男，1962 年4 月26 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瑞安市人，渔民，原住浙
江省瑞安市上望街道林西村林雅路208 号，于2011 年2 月24 日
晚在舟山海域（北纬30°17′、东经125°51′）从“浙瑞渔12275”轮落
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
林友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温州法庭联系。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宁波海事法院
[浙

申请宣告失踪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