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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办理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称《规定》）， 记者就此
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 （以下称《行政强制法》）、 《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称《条例》） 颁
布实施以来， 有关市、 县级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称征收补偿
决定）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人民法院的审
判、 执行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特别是
办理有关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 强制执
行方式、 新旧规定衔接等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为
了贯彻落实法律、 法规的精神和意图， 保障被征
收人合法权益， 确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活动依法顺利实施， 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具
体原则、 细化工作规范、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法
律、 法规适用中的争议与分歧。

另据悉， 对于贯彻执行《规定》 的具体要求
和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以
通知的形式予以明确。

一、 关于案件的管辖
记者： 在房屋征收补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

管辖问题上， 为什么司法解释规定由房屋所在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决定管辖法院？

负责人： 我们对此的基本考虑是既要体现原
则性， 又要兼具灵活性。 从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
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看，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行
政诉讼法》明确了以国务院各部门、省级政府为被
告的一审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了以县级
以上政府为被告的一审案件（不动产物权登记案
件可除外）由中级法院管辖；而对于非诉行政执行
案件， 法律没有规定级别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
的解释》 （以下称《若干解释》） 规定的管辖法
院是“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针对管辖问题有两种不
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基层法院不宜直接审查
市、 县级政府作出的决定。 按照《条例》 规定，

市、 县级政府既是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机关， 也是
非诉强制执行申请机关， 案件在当地往往重大敏
感， 如果由基层法院直接受理审查， 客观上可能
存在一定困难， 既然以县级以上政府为被告的诉
讼案件由中院管辖， 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初始审
查权置于中院亦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另一种
观点认为， 处理行政纠纷应坚持尽力使矛盾解决
在基层的原则， 基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特殊性，

基层法院最了解本地情况， 上级法院应当以复议
审查、 监督指导为主。 如果一律由中院初始审
查， 其了解把握情况的全面性、 协调沟通的便捷
性和自身案件承受能力有限， 也会大大增加上级
法院的负担， 不利于矛盾在本地有效化解。

经反复讨论， 认为后一种观点更可取。 基于
各地行政审判司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前一种观
点所顾及的问题， 实践证明并非通过提级管辖这
一权宜之计就可以从根本上加以克服。 从总体上
看， 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法
院受理诉讼案件或者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是以
“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 管辖为原则。 同时，

上级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决定案件的
管辖法院。 因此， 《规定》 在确立了以基层法院
管辖为原则的同时， 也赋予高级法院在管辖问题
上的决定权， 可根据本地情况灵活处理， 既可以
就本地相关案件管辖作出统一规定， 也可以就个
案管辖作出具体处理。 这样规定也符合我国地域
广大、 各地情况差异较大的特点。

二、 关于受理条件与程序
记者： 司法解释对市、 县级政府申请强制执

行提出哪些具体要求， 对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程
序如何规定， 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负责人： 《规定》 对申请机关提出申请应当
提交的材料作了详细列举式规定。 即市、 县级人
民政府除须向法院提交《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
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包括补偿金额和
专户存储账号、 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
和面积等材料） 外， 还应当提交征收补偿决定及
相关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征收补偿决定
送达凭证、 催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 直接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 申请强
制执行的房屋状况， 被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住址及与强制执行相关的财产状况等具体情况，

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这主要是考虑， 通过在申请要件上提出明确具体
要求， 有利于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改进和完善征
收补偿程序， 同时， 以列举的方式作出规定指向
明确， 有利于增强实践操作性。 《规定》 所指的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与《条例》 规定的“补偿
决定” 是同一概念。 上述“征收补偿决定及作出
的证据” 包括了补偿决定、 征收决定、 评估报
告、 项目批准文件等相关材料； “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材料” 在《条例》 第十二条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 中都有明确要求， 申请
机关应当认真对待， 避免草率敷衍行事。

在受理程序方面， 《规定》 明确了法院认为
强制执行的申请符合形式要件且材料齐全的， 应
当在接到申请后五日内立案受理， 并通知申请机
关； 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材料不全的应当限期补
正， 并在最终补正的材料提供后五日内立案受
理； 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逾期无正当理由不补正
材料的， 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机关对不予受理的
裁定有异议的， 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院
申请复议， 由上一级法院作出裁定。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判断申请是否符合
“形式要件且材料齐全”， 除了依据《规定》 本身
相关要求（如对申请书的形式要求和申请材料完
整性要求） 外， 还要依据《若干解释》 第八十六
条等具体规定。 第二， 是否“限期补正” 申请材
料由法院根据审查情况酌定。 之所以适用不予受
理裁定而不采用“将材料退回申请机关” 的处理
方式， 主要是考虑法院在受理阶段以形式审查为
主， 立案之后还要进一步作出实质审查； 《行政
强制法》 和《若干解释》 都对不予受理裁定作出
明确规定； “限期补正” 使法院具有一定的程序
控制余地， 能够起到有效监督申请机关的作用，

故不宜以“退回” 作为处理方式。 第三， 在复议
裁定方式上，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六条表述为
上级法院“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规定》 原
则性表述为“作出裁定”。 主要考虑是上级法院
需要有选择裁定方式的自主性， 如裁定“维持”

或“撤销” 原裁定， 要求下级法院“重新审查作
出裁定” 等， 比单一裁定是否受理， 更具操作的
科学性、 合理性。

三、 关于审查标准与程序
记者： 司法解释对法院准确把握相关案件的

审查标准提出哪些具体要求， 对法院审查相关案
件的程序如何规定， 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负责人： 在审查标准方面， 《规定》 坚持以
人为本的正确导向， 坚持程序合法性与正当性审
查标准， 详细列举了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八种情
形。 特别是“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 严重损
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被执行人基本生活、 生产
经营条件没有保障”、 “明显违反行政目的， 严
重损害公共利益” 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
正当程序” 等规定， 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创新
性。 这种列举的总体考虑是： 征收补偿问题复杂
多样， 目前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审查标
准往往比较原则、 笼统、 分散， 有必要综合汇总
并结合新情况、 新问题及行政法研究成果， 使之
具体化并一目了然， 在严格审查标准的同时给予
法官必要的裁量权， 坚决防止滥用强制手段和
“形式合法、 实质不合法” 现象的发生。 具体到
“正当程序” 的规定而言， 引入正当性标准是对
现有法律规定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虽然《行政

诉讼法》 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
法进行审查， 即遵循合法性审查标准， 但是正当
性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涉及是否合法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可撤销行政行
为中，对“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判断标准与一
般合法性标准有所不同， 引入正当性标准应当是
法律的应有之意。 同时， 从形势发展和有关要求
看，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也明
确规定了“程序正当”原则，体现了我国在加强政
府法治建设方面的新发展和新进步。 人民法院在
审查征收补偿决定时， 既要看是否合法也要看是
否正当， 完全符合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 此外，

从国际范围看， “正当程序” 已成为普遍公认的
行政法和宪法原则， 亦有必要借鉴。

在审查程序方面， 《规定》 明确了人民法院
审查时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 询问当事
人、 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 经审查， 法院
就征收补偿决定依法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不准予执行的裁定应在规定期限内送达申请机
关， 准予执行的裁定应在规定期限内送达申请机
关和被执行人； 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建议申请机关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保障
征收与补偿活动顺利实施； 申请机关对不准予执
行裁定有异议的， 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法
院申请复议并由其作出裁定。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法院可以根据需要调
取证据、 询问当事人、 组织听证、 现场调查等，

主要源于现行法律、 司法解释赋予法院的相应职
权。 由于相关案件牵动各方面利益较大， 法院的
审查必须严谨细致、 慎之又慎， 视情况采取多种
方式， 切实履行好司法审查职能。 第二， 裁定表
述形式为是否“准予执行”， 而非《行政强制法》

表述的“是否执行”， 主要是考虑到申请强制执
行的对象和依据是行政法律文书， 这种表述更精
准科学， 且多部司法解释一直沿用“准予执行”

的提法， 需保持稳定性、 一致性， 与《行政强制
法》 亦不存在矛盾。 第三， 提出司法建议的情
形， 主要是在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同时， 法院可以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就审查中可预见的与强制
执行相关需要注意的问题， 书面建议申请机关依
法采取必要措施消除隐患或者落实必要的应对预
案， 也可以针对政府组织实施行为提出相关建
议。 第四， 在复议裁定方式上，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八条表述为上级法院“作出是否执行的裁
定”， 《规定》 原则性表述为“作出裁定”。 主要
理由与前述有关不予受理复议裁定相同。

四、 关于办案期限
记者： 司法解释对法院办理相关案件的期限

是如何规定的， 是否可以申请延长审查期限， 主
要出于何种考虑？

负责人： 关于办案期限问题， 可就四个关键
节点分别作出说明：

一是提出申请的期限。 《规定》 明确了申请
机关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个月内提出， 逾期申请的， 除有正当理由外，

法院不予受理。 需特别指出的， 《若干解释》 第
八十八条规定为行政机关“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
诉期限届满之日起

180

天内提出。 逾期申请的，

除有正当理由外，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而《行
政强制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为行政机关“自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针对上述“

180

日” 与“三个月”

的区别， 《规定》 依照《行政强制法》 规定为三
个月， 同时保留了《若干解释》 有关逾期申请的
相关规定， 以使法院有一定的裁量空间。 至于何
种情况属于“正当理由”， 可依据《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条相关规定作出认定。

二是法院受理的期限。 《规定》 明确了法院
应当在接到申请后五日内立案受理， 不符合形式
要件或材料不全的应当限期补正， 并在最终补正
的材料提供后五日内立案受理。 上述五日的规定
与《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保持一致， 同
时， 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

条的规定精神， 规定了对材料不全的应当限期补正
的情形。 “限期补正” 的时限实践当中是由法院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关于法院认为补正的材料合
格、 应在最终补正的材料提交后五日内立案受理的
规定， 使得行政机关有机会作出补正， 也有利于法
院避免草率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三是法院审查的期限。 《规定》 依照《行政强
制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将相关案件审查期限统一
规定为立案之日起三十日， 主要考虑此类案件具有
复杂性、 敏感性， 法官需要有相对充裕的审查时
间， 以做到审慎稳妥、 判断准确， 防止因草率作出
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而损害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亦或
实现公共利益， 也可以防止公众产生审查程序流于
形式的误解。 同时， 规定了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
查期限的， 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主要考虑是虽然
《行政强制法》未规定延长审限情况，但针对个案特
殊情况延长审查期限实践中确属必要，《行政诉讼
法》亦有相应规定，便于法院审慎办案、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至于何为“特殊情况”，法院要有相
应的判断权，如“案情疑难复杂”、“请求待决”、“征求
有关部门意见”、“需要调查取证”等是目前常见的申
请延长审限理由， 无需在司法解释中体现。 就申请
延长审限的操作程序而言， 基层法院应参照《若干
解释》 第八十二条规定的程序， 直接报请高级法院
批准， 同时报中级法院备案。

四是复议的期限。 《规定》 明确了申请机关对
不予受理裁定或不准予执行裁定向上一级法院申请
复议， 都是“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 提出；

上一级法院都是“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
作出裁定”。 这样规定与《行政强制法》 保持一致。

在起草《规定》 过程中， 许多法院反映十五日的复
议审查期限对上一级法院过于短促。 我们考虑， 既
然二审诉讼案件中存在着二审法院延长审限的制
度， 不应排除上一级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对非诉行政
执行案件的复议审查也可延长审查期限。

五、 关于强制执行方式
记者： 为什么在强制执行方式上， 司法解释规

定了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
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
院执行？

负责人： 这主要是基于探索以“裁执分离” 为
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的需要。 所谓“裁执分离”，

是指作出裁决的机关（机构） 与执行裁决的机关
（机构） 应当分离， 即不能由同一机关（机构） 既
行使裁决权又行使执行权， 从而体现权力的监督与
制约， 防止权力的滥用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 体现
在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方面，“裁执分离”

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根据《条例》规定，被征收
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
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执行， 而必须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出申请， 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
执行的裁定。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征收补偿决定的
合法性、正当性需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督，经人民法
院审查确认合法有效的，才能进入执行程序。二是就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而言， 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 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
查并作出裁定， 需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由人
民法院的执行机构组织实施。

《规定》 明确了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
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 也是从现实可行性出发， 经有关国家机关反复
协商后形成的共识， 符合“裁执分离” 的司法改革
基本方向。 同时， 在个别例外情形下， 人民法院认
为自身有足够能力实施时， 也可以依照《规定》 由
人民法院执行。 应当说明的是， 一般由作出征收补
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规定， 与
《条例》 关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并不矛
盾， 前者的意义在于实现“裁执分离” 接受司法监
督， 后者的意义在于经司法审查确认并明确具体实
施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近日下发专门通知， 要
求人民法院不得与地方政府搞联合执行、 委托执

行； 对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强制执行过程中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或者行政赔偿
诉讼， 应当依法受理。

六、 关于新旧规定的衔接
记者： 司法解释对于《条例》 施行前已依法取

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涉及的强制执行是如何规
定的， 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负责人： 《规定》 明确对行政机关依据《条
例》 施行前的规定作出的房屋拆迁裁决， 人民法院
裁定准予执行的， 参照《规定》 第九条有关强制执
行方式的规定精神办理。 按照《条例》 第三十五条
规定， 《条例》 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
的项目， 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 但政府不得责
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我们认为， 从进一步强化对
拆迁管理行为的监督、 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角度
考虑， 对于《条例》 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
可证的项目，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就相关裁决向法院
提出强制执行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审查
并作出裁定。

据初步了解， 实践中各地还有大量已发放许可
证的项目存在强制执行问题， 这也是近一段时间以
来人民法院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
在相关通知中， 已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慎处理好新
旧规定之间的衔接问题， 包括要严格立案、 审查，

对是否准予执行审慎作出裁定。 同时要依照相关法
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认真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 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
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的具体要求， 凡存在补偿
安置不到位或其他不宜强制执行情形的， 不得裁定
准予执行； 对于裁定准予执行的， 要按照《规定》

第九条确定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 县
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的
方式妥善处理， 以促进房屋拆迁活动依法稳妥有序
进行。 需强调的是， 《条例》 施行后起诉到法院的
相关案件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可能会大量增
加， 不少地方法院面临审查、 执行力量不足等现实
困难， 需要有关方面给予关注并及时妥善解决。

七、 关于《规定》 的突出特点
记者： 请您总体介绍一下司法解释有哪些突出

特点？

负责人： 概括而言， 《规定》 的主要特点有
三： 一是充分考虑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多重保
护。 根据《行政诉讼法》 和《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人民法院在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案件
中， 可以通过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被征收
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保护手段。 首先， 当事人
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其
次， 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或者补偿协议达成后反
悔的， 也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三， 当事人既不起
诉又不履行征收补偿决定， 有关政府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的， 人民法院对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

正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执行的裁
定。 第四， 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存在违法或
者不当情形， 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还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或者行政赔偿诉讼。 这些机制的设置与执
行， 对于切实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防止行政权
力滥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明确了“裁执分
离” 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 前面对此已作了介
绍。 三是吸收最新立法成果和域外有益经验。 《规
定》 的主旨与《行政强制法》、 《条例》 的立法精
神一脉相承， 共同构成房屋征收补偿领域有中国特
色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 如《规定》 将《条例》 有
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规定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的必备要件； 将违反《条例》 中的“公平补
偿” 原则、 《行政强制法》 中的“行政目的” 以及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中的“程序
正当” 原则， 规定为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重
要依据， 进一步明确了审查要件和标准， 便于加强
监督， 有利于征收补偿工作稳妥进行。 《规定》 还
立足国情、 博采众长， 在强制执行方式上借鉴吸收
了许多国家所采取的由法院审查、 由行政机关具体
实施的做法和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解读《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具体原则细化工作规范增强可操作性
本报记者张先明

本院受理苏文魁申请宣告苏全盛死亡一案，经查：苏全盛，

（男，

1905

年左右出生，汉族，北京大兴人，原住北京市大兴区旧
宫镇南场一村）， 于抗日战争时期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

年。望苏全盛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莲英申请罗楚和死亡一案， 经查罗楚和， 男，

1954

年
10

月
11

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人，公民
身份号码

120109195410116018

，罗楚和于
2006

年
3

月
28

日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 其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罗楚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龙树梅、 龙仕钧申请宣告王正群死亡一案， 经

查： 王正群， 女
,1963

年
10

月
11

日出生， 身份号码
512301196310114663

， 汉族， 农村居民， 住重庆市涪陵区石沱
镇富广村

4

组。 王正群于
2008

年
1

月
11

日起， 下落不明已
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王正群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志恒申请宣告刘晓凤死亡一案，经查，刘晓凤，

女，回族，

1965

年
9

月
26

日出生，原住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
699

号
504

室，于
2004

年
10

月
19

日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系刘晓凤本人或者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甘肃
]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达广连申请宣告张正春死亡一案，经查：张正春，

女，汉族，

1975

年
12

月
4

日出生，住兰州市西固区汗水村，身份
证编号

620104751204196

。 张正春于
1986

年
8

月
21

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张正春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0931-

7351369

）。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甘肃
]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爱霞申请宣告武中华死亡一案，经查：武中华，

男，回族，

1956

年
8

月
26

日出生，户籍地为郑州市二七区新浦
西街

1

号院
12

号楼
15

号，于
2008

年
1

月
26

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武中华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

河南
]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安雨申请宣告夏爱英失踪一案， 经查： 夏爱

英， 女，

1972

年
3

月
23

日出生， 汉族， 湖南宁远县人， 住湖
南省宁远县太平镇夏千七村

16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夏爱英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
将依法宣告夏爱英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奇达申请宣告谢群仪失踪一案， 经查： 谢群

仪， 女，

1986

年
9

月
16

日出生， 汉族， 湖南宁远县人， 住湖
南省宁远县太平镇九十四村

10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谢群仪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
将依法宣告谢群仪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阳之生申请宣告欧阳小荣失踪一案， 经查：欧

阳小荣，女，

1975

年
2

月
15

日出生，汉族，湖南宁远县人，住宁
远县太平镇龙眠洞村

4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欧阳小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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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小荣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阳海春申请宣告欧阳玉秀失踪一案， 经查：欧

阳玉秀，女，

1977

年
10

月
6

日出生，汉族，湖南宁远县人，住湖
南宁远县太平镇龙眠洞村

6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欧阳玉秀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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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欧阳玉秀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宁申请宣告黄会娟失踪一案， 经查： 黄会娟，

女，

1971

年
11

月
13

日出生， 汉族， 湖南宁远县人， 农民，

住宁远县舜陵镇朝斗坝
11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黄会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
法宣告黄会娟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乐阳、 乐建军申请宣告封爱翠失踪一案， 经查：

封爱翠， 女，

1969

年
6

月
14

日出生， 汉族， 湖南宁远县人，

农民， 住宁远县舜陵镇桐山村
1

组。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
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封爱翠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
院将依法宣告封爱翠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单香兰申请宣告李爱玉失踪一案，经查：李爱玉，

女，

1956

年
8

月
2

日出生，汉族，湖南宁远县人，住宁远县太平
镇单家村

6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3

个月。 希望李爱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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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爱玉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惠珍、吴土发申请宣告周新辉失踪一案，经查：

周新辉，女，

35

岁，汉族，湖南宁远县人，汉族，住宁远县保安乡
老许家村

3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3

个月。 希望周新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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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周新辉失踪。

[

湖南
]

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土荣申请宣告徐荣死亡一案，经查：徐荣，男，

1963

年
6

月
16

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八坼龙

津村（

15

）唐申港
2

号（原名八坼镇南荡村
10

组）。 于
1997

年下
半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徐
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彩莲、吴永兴、吴红娃、吴新要求宣告失踪人吴田

生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 特发出寻找失踪人吴田生（男，

1947

年
6

月
29

日生，汉族，农民，住户县玉蝉镇新兴村）的公
告。 公告期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

陕西
]

户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邝东琴申请宣告邝光富失踪一案， 经查：

邝光富，男，

1966

年
9

月
30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
都市青羊区文家乡乐平村二组， 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111196609305413

，于
2009

年
5

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邝光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陆群英申请宣告张德成死亡一案， 经查：

张德成，男，

1927

年
10

月
18

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文
殊院街

11

号附
13

号，于
1992

年
11

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张德成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电话：

028-86639107

）。 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凤娥、 李柱泽申请宣告李刚劲死亡一

案，经查：李刚劲，男，汉族，

1981

年
3

月
12

日出生，失踪前系中
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分公司职工，住成都市
青羊区小关庙街

28

号，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刚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以登报之日起算），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彭海宁因遗失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签发的，申请人及收款人均

为彭海宁，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
部，号码

1050317220053310

，票面金额人民币
37000

元本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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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彭小红因其持有的发票人为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持票人为彭小红、票据号码为
104278

至
104280

、

104322

至
104326

、

104338

至
104339

、

104309

、

104335

至
104337

的
14000

股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法予以公告。 现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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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云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新常钢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连云港
金信利不锈钢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上海云瀛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招商银行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 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02675330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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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成胜生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出票人为常熟市友联制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德庄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无锡市成胜生铁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票
面金额为

2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1409565

，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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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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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0

日（总第
527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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