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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语 华 茜 文/图

惠山“平安建设”中的和谐共振
见证 社会管理创新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要以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的需求为导向，深
化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深刻认
识深化平安建设的重要意义，立足审判实践，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综合治理机制优势，努力推动法院工
作与基层工作无缝对接，优势互补，为深入推进“平安惠山”建设、保障辖区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

建言献策

□ 王林业

建设中的破坏：农村建房人身损害纠纷

综治短讯

突泉：

送法服务县域经济

扬州江都：

为民企依法维权支招

开封鼓楼：

多措加强执行工作

宿迁宿城：

强化行政审判延伸服务
近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收入的增加， 农村居民改善住房条件
的需求不断增长， 由新建和改建房屋引
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据统计，某基层法
院2010年至2012年三年，所受理102件农
村建房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伤
亡132人， 其中造成轻伤22人， 重伤105
人，死亡4人。另外还有部分此类纠纷，通
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非诉调解组织在诉

前得以化解。
此类案件有以下特点：
一是赔偿数额大。建房事故案件中，

权利人要求的赔偿数额，少则几万元，多
则几十万元，巨额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往
往超出了普通农村家庭的承受范围。 建
房者和包工头也因为没有为建房工人购

买保险，自身又无力承担赔偿，造成赔偿

款不能履行，引起上访。
二是社会影响广。发生事故后，建房

人、包工头和受害者三方都会牵涉其中。
在农村的特定环境下， 此类纠纷往往转
变成几个家族的纠纷， 引发社会不稳定
因素。

三是纠纷处理难。 建房人与包工头
大多是口头协议，即便签订有书面协议，
协议内容也大多不规范、 不全面、 不明
确，很难确认建房人、包工头、参与建房
人员三者之间是建筑工程合同法律关

系、承揽法律关系或是雇佣法律关系，造
成法律适用困难， 赔偿责任划分不易确
定。

经分析，该类纠纷多发的原因有：
一是农村建筑队大多没有建房资

质。为了节省建房开支，广大农村建房户
习惯于选择要价较低、 无建房资质的农
村建筑队进行施工。 这些建筑队的包工
头一般不购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只

是购置一些搅拌机、 脚手架等基本的施
工设施，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是建房人员没有建房能力和经

验。 建房人员中仅有少数是懂技术的农
村“泥瓦匠”，其他往往是临时雇佣的未
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老人、 妇女和未成
年人作为临时工， 这些人员没有经过培
训，安全意识不强。

三是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县、乡两
级负责主管城乡规划建设和安全管理的

职能部门对农村建房工作监管不力，在
客观上放任了建房过程中工人摔伤、砸
伤、触电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针对上述情况, 笔者建议从以下六
个方面入手，减少和妥善处理此类纠纷。

一、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司法建议等形
式，引导行政机关按照国务院《村庄和集
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依法规范农村建筑市场管理，设置农
村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取缔无证建筑队。

二、 最高人民法院应针对农村建房
人身损害纠纷专门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
对该类纠纷法律关系的认定， 为司法实
践中准确定性、 依法公正作出裁判提供
依据。

三、健全安全监管机制。 建议将建房
施工安全监理纳入县、乡安全监理部门管
理，各乡镇安监站负责本辖区内农村建房
的安全监管，各村设立安全员，安监部门
负责对村安全员进行安全专业知识培训。
建房房主在国土部门办理好相关手续后，
在开工前应先到乡镇安监站办理安全施

工许可证，然后委托村安全员对建房施工
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监管。

四、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建房房
主、包工头、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各级政府、 人民法院应强化建房安全知
识的宣传， 可以印发通俗易懂的宣传图
片免费发至农村各户， 在村镇张贴宣传
标语， 在各类媒体上以案说法等方式进

行广泛的法制宣传。 人民法院也可通过
选取典型案例巡回审判等方式， 将此类
案件放到事故发生地的乡村开庭审理，
教育群众。

五、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分散农民建
房风险。可以规定由房主、承包人在修建
房前向保险公司缴纳强制保险费后，土
地、规划部门尚可办理各种许可手续。以
保障在修建过程中发生人员、 财产损失
时，受害者能得到相应的保险赔偿，避免
受害人因没有及时得到赔偿款导致矛盾

激化，影响社会稳定。
六、 倡导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化

解此类纠纷。 此类事故容易导致一些农
民家庭致贫、返贫，因此，党委政府应高
度重视此类纠纷化解，除诉讼渠道外，应
大力倡导行政机关、基层组织、民调委员
会、当事人亲友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纠
纷化解，维护农村稳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

■联调联动
变 “独奏” 为 “合唱”

2012 年的重阳节前夕 ， 惠山区
某养老院的一间病房里热闹非凡， 独
自生活已久的陈老太终于看到了朝思

暮想的三名子女， 能和孩子们欢聚一
堂， 陈老太激动不已， 眼泪止不住地
流， “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们都会来
看我， 真是太谢谢法官们了。”

80 多岁的陈老太独居数年 ， 由
于家庭矛盾 ， 在赡养老母亲的问题
上， 子女们相互推诿， 都不愿支付赡
养费， 已经拖欠了养老院不少费用。
陈老太还有一张存折在二儿子手里，
里面有 1 万多元的存款和政府每月发
放的 200 多元补贴。 在法律援助工作
者的搀扶下， 陈老太颤颤巍巍走进了
惠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她希望要回
二儿子手中的存折， 把钱拿回来支付
护理费用。

法院受理此案后， 发现如果就案
办案只能解一时之急， 陈老太诉求背
后的赡养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承办
法官决定到当事人所在村委， 巡回审
案， 现场调解。

承办法官与该村的调解主任联

手， 经过释法明理、 教育劝解， 逐渐
消除了横亘在当事人心中的隔阂， 三
名子女都意识到了不赡养母亲的过

错。 二儿子当场把存折交给了陈老太
的代理律师， 其他子女见状， 当即表
示愿意按时支付赡养费， 由村委代收
并监督。

“你们母亲很久没见到你们了 ，
很想念你们。 马上就是重阳节了， 你
们去看看她吧 。” 在法官的建议下 ，
曾经是母亲口中的 “不孝子” 们一起
相约来到养老院 ， 找回了迷失的亲
情。

惠山区下辖 2 镇 5 街道， 有 112

个村 （社区）， 辖区总人口 39.89 万
人， 纠纷面广量大、 类型多样、 复杂
难解， 成为影响和制约基层工作开展
的一大难点。 针对这一情况， 惠山法
院积极行动 ， 主动出击 ， 深入各镇
（街道） 走访， 了解司法需求， 研究
服务对策。 很快， 在区法院、 区司法
局 、 区综治办的共同努力下 ， 一张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覆盖全区的
“三级联动调解网络” 成功搭建， 法
院与区 、 镇 （街道 ）、 各村 （社区 ）
的调解组织实现双向对接， 为开展联
合调解、 委托调解、 协助调解等工作
奠定了基础。

“借助基层力量， 形成纠纷化解
合力， 推动纠纷化解多元化， 是我们
破解 ‘案多人少’ 矛盾的重要方面。”
惠山法院院长凌芝认为， “只有深入

基层， 才能使法院工作更接地气， 更有
人气。”

■实训实调
从 “被动” 到 “主动”

来到惠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经常
能看到这样一群特殊的 “学员 ”： 当法
官调解案件时 ， 他们在一旁认真地观
察 、 记笔记 ， 有时还帮法官一起做当
事人的工作 、 解答当事人的咨询 。 他
们就是来自全区 112 个村 （社区 ） 的
调解主任 ， 正在接受法院的 “坐班实
务培训”。

2012 年 8 月 ， 长安街道长宁社区
的调解主任老余来法院轮值培训， 迎面
看见正在立案的一名当事人很面熟， 走
上前去发现是自己社区的居民张某 ，

“为了什么事到法院来啊？”
“卖车遇到了闹心事。 去年我准备

把开了没多久的车卖掉， 正好我们社区
的李某要买， 我们谈好了价格， 大家都
是老相识了， 他先付了部分钱， 我就把
车给他用了， 剩下的两万想等办理过户
时再付 。 谁知他说现在车不值这个价
了， 就是不付钱。” 张某说着， 气不打
一处来。

立案后， 老余主动请缨， 将这个案
件 “认领” 回街道调解， “这几个月在
法院学了不少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 到
了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考虑到案件
标的较小， 矛盾争议不大， 法院就将案
件委托给老余所在街道调解， 并派指导
法官徐辉一同前往协调。

街道办事处熟悉的环境和工作人

员拉近了双方当事人的距离 ， 态度也
随之缓和 。 在法官的指导下 ， 老余和
司法所 、 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 用不到
两小时的时间 ，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坐班实务培训” 是惠山法院深入
推进 “平安惠山” 建设的重要举措， 每
天由 2 个村 （社区） 的调解主任到法院
轮值参与调解、 协助调解、 接受委托调
解为主的实务培训 ， 切实提高调解水
平。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 每个村 （社
区） 的调解主任都是我院的 ‘兼职调解
员’， 法院专门向他们颁发了聘书， 并
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提高调解能力。”
惠山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建平指出， 各村
（社区） 调解主任积极主动协助法院开
展调解工作， 使得很多纠纷快速、 简便
解决， 缓解了当事人的诉累。

2012 年以来 ， 各村 （社区 ） 调解
主任到法院参与实务培训 170 余人次，
法院共委托调解案件 184 件， 调解成功
122 件； 各村 （社区） 调解主任协助法
院调解案件 550 余件 ， 取得了良好成
效。

法官到社区现场指导人民调解员调解民事纠纷。

本报讯 近日， 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区人民法院两名法官来到江都

区工商业联合会， 为区民营企业主
代表送来 “民营企业法律维权讲
座”。 法官们结合典型案例，为民营
企业负责人解读了合同法、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知识， 指导民营企业如
何依法维权， 并对司法实务中发现
的，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易发性、多
发性的法律风险进行了提示， 不断
增强民营企业主的法律风险防范意

识。 （陈应都 陈向华）

本报讯 “以前不知道公司经
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现在好了，知
道法律对咱企业经营、 维权规定得
这么详细，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
失，欢迎你们多来讲讲。 ”一位年近
50岁的老职工向活动现场的内蒙古
自治区突泉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

说。近日，伴随着安达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会议室内的阵阵掌声， 由突泉
法院举办的“服务县域经济，送法律
进企业”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次
活动以讲座的形式向企业领导及员

工讲授公司组建、经营、维权等方面
的法律知识， 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增强法律意识， 从源头减少因法律
意识淡薄而产生的矛盾、纠纷，促进
企业健康发展。 （苏 颖）

本报讯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为全面促进执行工作顺利

开展，实施“一建立、两加强”举措。
一是建立走访代表委员制度， 成立
执行联络工作领导小组， 对代表委
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总结， 切实
解决问题。二是加强代表、委员参与
重大案件执行工作，对于重大、复杂
以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 均邀请代
表委员参与协助。 三是加强代表委
员关注案件的办理力度， 在案件执
行前进行沟通， 在执行过程中及时
报告执行进度， 执结后反馈办理情
况，从而最大限度赢得代表、委员对
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王晓影 苏明洁）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化解行政争
议、实现案结事了。 该院针对行政诉
讼官民之间诉争分歧较大易引起社

会矛盾的特点，主动与行政机关架设
交流平台， 助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
行政水平。 邀请行政机关行政执法
人员参加旁听， 促使他们改进行政
执法实践中易出现的程序上和实体

上的不足之处， 以利于规范行政执
行行为。 依法做好司法建议工作，强
化行政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司法建议
形式解决行政诉讼和非诉执行案件

审查中遇到的问题。 （朱来宽）

在联调联动、 实务培训等举措的基
础上， 惠山法院在推进 “平安惠山” 建
设过程中， 与区各相关部门、 各镇 （街
道） 基层组织切实加强信息沟通， 对一
些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积极探索

纠纷协同化解机制， 发挥各自优势， 形
成调解合力， 共同化解矛盾。

惠山区处于城乡结合部， 近年来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 惠山新城楼
盘林立， 大量居民入住， 因房屋质量、
物业用房租赁、 小区绿化等问题引发的
物业纠纷不断增多， 业主和物业公司的
对抗情绪严重。

某小区业主胡某欠缴物业服务费两

千多元， 物业公司经多次催缴无果后，
将胡某告上了法院。 胡某认为， 承租小
区物业用房的酒店排污对自己的日常生

活造成了影响， 如果要交物业费， 物业
公司必须让酒店停止经营。 物业公司态
度也十分强硬， 认为其提供了服务， 业
主就得缴纳物业费。

法官和社区调解主任多次到涉案小

区实地走访， 寻求解决方案。 经过前后
3次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重
新签订了物业合同， 酒店排污问题也得
到了积极整改， 一起棘手的物业纠纷得
以圆满解决。

化解个案， 预防类案。 针对物业纠
纷多发 、 频发现状 ， 法院党组高度重
视， 专题调研， 还邀请区委政法委、 区
房管局、 社区等部门及辖区21家物业管
理公司主要负责人来院座谈， 指导物业
依法管理， 制定改进措施， 有效预防纠
纷发生。

“推动平安惠山建设就是要变 ‘被
动受案’ 为 ‘主动疏导’， 从 ‘就案审
理’ 转化为 ‘源头治理’。” 凌芝表示，
“为此 ， 我们要全面树立 ‘关口前移 、
源头治理主动服务、 积极作为’ 的工作
理念， 及时发现、 掌握和解决辖区源头
性、 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努力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 ， 把纠纷解决在基
层。”

解“个案”防“类案”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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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周洪树申请宣告周鸿根死亡一案，经查：周鸿根，
男，1948 年 8 月 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彭泽路 77 号于
1981年 11月 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周鸿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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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洪树申请宣告周来喜死亡一案，经查：周来喜，
女，1949 年 11 月 11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彭泽路 77 号
于 1981 年 11 月 23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周来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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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可春申请宣告金则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基本情况金则辉于 1990 年 5 月 1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金则辉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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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凯申请宣告王良凤失踪一案， 经查：王
良凤，女，1970年 8月 1日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桂阳县方元
镇岭背村老屋组 7 号，居民身份证号码：4328221970080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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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良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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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良凤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苏琴申请宣告胡华香失踪一案，经查：胡华香，

女，1980 年 11 月 25 日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嘉禾
县盘江乡邓家村 7 组 21 号， 最后居住地湖南省桂阳县浩塘乡
幕庭村 4 组，居民身份证号码：431024198011253926，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胡华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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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胡华香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瑶申请宣告李小华失踪一案， 经查：李

小华，女，1985 年 12 月 27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敖泉镇三塘村温溪 3 组 1 号 ， 居民身份证号码 ：
431021198512274443，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李小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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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小华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微申请宣告李七风失踪一案， 经查：李
七风，女，1974 年 9 月 1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住
湖南省桂阳县城郊乡城北村老荆山组 ， 居民身份证号码 ：
432822197409012124，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李七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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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七风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高俭豪申请宣告陈灶芬失踪一案， 经查：
陈灶芬，女，1980年 6月 27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 湖 南 省 桂 阳 县 泗 洲 村 十 七 组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31021198006278628，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陈灶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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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灶芬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同保申请宣告张桐花失踪一案， 经查：
张桐花，女，1974 年 6 月 6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樟木乡五爱村五爱组 5 组，居民身份证
号码：432822197406066647，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张桐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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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张
桐花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斌财申请宣告宁艳芬失踪一案， 经查：
宁艳芬，女，1976年 12月 8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桂阳县樟木乡寨脚村 3 组 ， 居民身份证号码 ：
432822197612080706，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宁艳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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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宁艳芬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曹广辉、 曹九梅申请宣告陈坤花失踪一
案，经查：陈坤花，女，1981 年 5 月 29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
桂阳县人，住湖南省桂阳县和平镇西利村上圳坪组，居民身份
证号码：431021198105299248，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陈坤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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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花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根城申请宣告邓柏花失踪一案， 经查：
邓柏花，女，1972 年 9 月 22 日生，汉族，湖南省桂阳县人，住湖
南 省 桂 阳 县 雷 坪 乡 梧 桐 村 10 组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31021197209223761，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邓柏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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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邓柏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佳红申请宣告谢小丽失踪一案， 经查：
谢小丽，女，1975年 9月 7日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桂阳县四
里乡阴泉村 1 组，居民身份证号码：43292819750907132X，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谢小
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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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谢小丽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至清申请宣告何井华失踪一案， 经查：
何井华，女，1981年 11月 8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荷叶镇水边村三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1021198111081405，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何井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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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何井华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皮子涵申请宣告尹用林失踪一案， 经查：

尹用林，女，1988年 9月 25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白水乡江友村 11 组 37 号，居民身份证
号码：431021198809257126，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尹用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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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尹
用林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雷小婷申请宣告付海英失踪一案， 经查：
付海英，女，1982年 11月 28日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郴州市
桂 阳 县 浩 塘 乡 下 愁 村 1 组 1 号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31021198211288868，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付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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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付海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邹文波申请宣告郑三姣失踪一案， 经查：
郑三姣，女，1969 年 3 月 13 日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郴州市
桂 阳 县 飞 仙 镇 社 下 村 3 组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32822196903136365，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郑三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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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郑三姣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何俊申请宣告何宏艳失踪一案， 经查：何
宏艳，女，1975 年 6 月 20 日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桂阳县荷
叶镇水边村 9 组，居民身份证号码：432822197506201826，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何宏
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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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何宏艳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启凡申请宣告邓发英失踪一案， 经查：

邓发英，女，1985年 4月 15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雷坪乡梧桐村 15 组，居民身份证号码：
431021198504153764，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邓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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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邓发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招财申请宣告李超失踪一案， 经查：李
超，女，1987 年 10 月 19 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宁远县
舜陵镇逍遥岩村 10 组， 最后居住地湖南省桂阳县白水乡江友
村 3 组，居民身份证号码：431126198710190088，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李超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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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李超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罗纪勇申请宣告罗四花失踪一案， 经查：
罗四花，女，1971年 4月 22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桂阳县樟木乡丰溪村枫溪 11 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1021197104227520，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罗四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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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罗四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月申请宣告王继英失踪一案， 经查：王
继英，女，1975年 9月 19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住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燕塘乡高桥村 12 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2822197509192427，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王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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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继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佳兵申请宣告郭金妹失踪一案， 经查：
郭金妹，女，1971年 9月 15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樟木乡板溪村 5 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2822197109156689，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郭金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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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郭金妹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芳、刘婷申请宣告周阿春失踪一案，经查：周
阿春（女，成年，汉族，农民，住新田县枧头镇豪山村）下落不明
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周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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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周阿春失踪。

[湖南]新田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