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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79 次
会议、 2013 年 4 月 28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 次会议通
过， 现予公布， 自 2013 年 7 月 22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 7 月 15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 年 5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79 次会议、

2013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5 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3〕 18号

为依法惩治寻衅滋事犯罪， 维护社
会秩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的有关规定， 现就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行为人为寻求刺激、 发泄
情绪、 逞强耍横等， 无事生非， 实施刑
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 应当
认定为 “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

纠纷 ， 借故生非 ， 实施刑法第二百九
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 ， 应当认定为
“寻衅滋事 ”， 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
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

责任的除外。
行为人因婚恋 、 家庭 、 邻里 、 债

务等纠纷 ， 实施殴打 、 辱骂 、 恐吓他
人或者损毁 、 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
的 ， 一般不认定为 “寻衅滋事 ” ， 但
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

后 ， 继续实施前列行为 ， 破坏社会秩
序的除外。

第二条 随意殴打他人， 破坏社会
秩序，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 “情节恶劣”：
（一） 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

上轻微伤的；
（二） 引起他人精神失常、 自杀等

严重后果的；
（三） 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 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 随意殴打精神病人、 残疾

人、 流浪乞讨人员、 老年人、 孕妇、
未成年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 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 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三条 追逐、 拦截、 辱骂、 恐

吓他人， 破坏社会秩序，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 “情节恶
劣”：

（一 ） 多次追逐 、 拦截 、 辱骂 、
恐吓他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 持凶器追逐、 拦截、 辱骂、
恐吓他人的；

（三） 追逐、 拦截、 辱骂、 恐吓精
神病人、 残疾人、 流浪乞讨人员、 老年

人、 孕妇、 未成年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

（四） 引起他人精神失常、 自杀等
严重后果的；

（五） 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 生活、
生产、 经营的；

（六） 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第四条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破坏社会秩序， 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情节严
重”：

（一） 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
元以上， 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二） 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

用精神病人、 残疾人、 流浪乞讨人员、
老年人、 孕妇、 未成年人的财物， 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 引起他人精神失常、 自杀等
严重后果的；

（五） 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 生活、
生产、 经营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在车站、 码头、 机场、 医

院、 商场、 公园、 影剧院、 展览会、 运
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应当
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 公共活动的重要
程度、 公共场所的人数、 起哄闹事的时
间、 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
素， 综合判断是否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
严重混乱”。

第六条 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

寻衅滋事犯罪 ， 未经处理的 ， 应当依
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罚。
第七条 实施寻衅滋事行为 ， 同

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 、 故
意伤害罪 、 故意毁坏财物罪 、 敲诈勒
索罪 、 抢夺罪 、 抢劫罪等罪的构成要
件的 ， 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
罚。

第八条 行为人认罪、 悔罪， 积极
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

的， 可以从轻处罚； 犯罪情节轻微的，
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本报北京 7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先明）最高人民法院 19 日下午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

定》，同时公布张海峰等三人与郑州龙腾
混凝土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郑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河南国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执行案， 青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青州市汇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案， 李某与上海松东百味
佳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案，浙江某建设公司所涉 40 余起合
同纠纷执行案等五起执行案例。 这五起
案例， 均系各地法院近年来在实践中利
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手段而
顺利执结，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的若干规定》，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借鉴意
义。
案例 1：

张海峰等三人与郑州龙腾混凝土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张海峰等三名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执

行郑州龙腾混凝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郑州龙腾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河南
省荥阳市人民法院判令郑州龙腾公司支

付张海峰等三人劳务工资 22 万元及利
息。

由于郑州龙腾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

所确定的义务， 张海峰等三人向荥阳市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院经多
次查询郑州龙腾公司银行账户， 账户均
无存款； 同时查明郑州龙腾公司经营场
所、 机器设备系租赁他人， 不能强制执
行。之后，执行法院多次传唤郑州龙腾公
司法定代表人，其表示企业现经营困难，
没有能力支付工资，案件一度陷入困局。
执行法院调查发现该公司仍在正常经

营， 但经采取多种强制执行措施仍未取
得明显成效后， 执行法院将案件有关情
况逐级上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河南高院）。河南高院执行局决定依
法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并在河
南高院政务网、新浪网、《大河报》、《河南
商报》等网络和报刊上进行公开发布，同
时向建委、国土、房管、工商、税务等部门
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通报， 使其在
贷款融资、工商注册、减免税、购置土地、
房产等方面受到限制， 压缩其经营发展
空间，对其进行信用惩戒，敦促其履行法
律义务。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布后， 郑州龙
腾公司迫于舆论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威慑，担心今后没有生意可做，遂积极
配合法院工作， 将全部案件款主动交
付执行法院， 这起涉及农民工工资案
件得以顺利执结， 申请执行人对此表
示满意。

（二）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严格按照河南高院 《关

于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若干意见

（试行）》的相关规定，将长期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在网络和报刊上进行
公开发布， 同时以公告的形式向相关
联动单位通报，使其在贷款融资、工商
注册、减免税、购置土地、房产等方面
受到限制，压缩其经营发展空间，对其
进行信用惩戒，敦促其履行法律义务。
案例 2：

郑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河南国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郑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郑州一建公司）申请执行河
南国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河南国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郑
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惠济
区法院） 判决河南国建公司支付郑州
一建公司货款 210013.85 元及 12226
元的违约金等实际费用。

河南国建公司没有按照判决内容

履行法律义务， 郑州一建公司向惠济
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 惠济区法院向河南
国建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申报财

产令，限其三日内自动履行义务，河南
国建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
也未向执行法院申报财产。 经执行法
院调查， 河南国建公司无银行存款等
可供执行的财产， 但该公司仍在正常
经营。 执行人员到河南国建公司位于
金水区的办公场所进行现场执行，双
方当事人因利息数额等问题发生争执

打斗，场面一度失控。经执行法院耐心
做工作， 河南国建公司支付部分案件
款，后经多次传唤拒不到庭，且随后变
更公司办公地址逃避执行。

2013 年 5 月，河南高院将河南国
建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并在河南
高院政务网等相关网络及报刊上进行

公开发布，同时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和

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通报， 使其在贷
款融资、工商注册等方面受到限制。河南
国建公司在申请贷款遭银行拒绝后，又
在报纸和网站上看到该公司的一系列不

诚信披露信息， 迫于舆论和经营的双重
压力， 主动找到惠济区法院将所欠款项
主动履行完毕，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 一度争吵甚至动手的双方当事人握
手言和。

（二）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通过在网络和报刊上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同时向相关联动单
位及时移送，使其在贷款融资、房产等方
面受到限制， 对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融联动机制、 失信信息共享等制度
的作用于一体， 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影
响力，在案件执行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案例 3：

青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青州市
汇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山东省青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以下简称青州农信社）与青州市汇丰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州汇丰公
司） 及其他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青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州市法
院）经调解结案，其中青州汇丰公司对借
款本金 100 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后因该案的借款人、保证人均未按期
履行义务，青州农信社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立案执行后， 除向各被执行人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
文书外， 还向其送达了 “诚信诉讼提示
书”、“诚信诉讼承诺书”等。 法院执行中
发现， 青州汇丰公司因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依法强制执行的案
件还有两起。在上述三案执行过程中，该
公司拒不申报财产等失信行为均被进行

了采集， 并录入至青州市法院诉讼诚信
信息库， 其失信等级被评定为 “严重失
信”。

执行法院根据青州汇丰公司涉案多

起、均未履行，且已达到“严重失信”的情
况， 向包括青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在
内的多家诉讼诚信体系联动部门进行了

披露， 工商局将这一信息录入至该企业
的电子档案。 2012 年 8 月份，该公司到
工商局欲进行股权变更， 但工商局经过

查询该公司的企业电子档案， 发现该公
司存在因未履行法律义务失信的不良信

息，遂告知该公司暂不能为其办理；并告
知其应先行到法院履行相关手续， 法院
同意后方可办理。

该公司终于引起重视，随后对于近几
年涉案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排查，并对
另两起自身为直接义务人的案件积极履

行完毕。 后该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
青州市法院撤销该公司在青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的不良信息记录。 青州市法院受
理后，经审查，发现该公司承担直接还款责
任的案件确已履行完毕，但在青州农信社
申请执行的案件中，该公司承担的是连带
清偿责任，而该案的主债务人并未履行完
毕法律义务，因此青州汇丰公司所负的连
带清偿责任并未免除。 青州市法院将该情
况告知青州汇丰公司，责令其督促主债务
人尽快履行法律义务，否则其失信不良记
录不会被撤销。

（二）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将被执行人的失信信息披

露后， 联动单位青州市工商局将该信息
录入， 该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等将受限
制，无法获得投标资格，国土、房地产管
理部门也将停止办理产权转移、 权属变
更等手续。本案被执行人涉案多起，在履
行法律义务时存在拖延情况。 法院诉讼
诚信体系运行之后， 该公司认识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 主动联系执行法院并及时
将本公司作为直接债务人的两起案件履

行完毕。
案例 4：

李某与上海松东百味佳餐饮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与上海松东百味佳餐饮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味佳餐饮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松江区法院）判决百味佳
餐饮公司给付李某货款 90100 元。

判决生效后， 百味佳餐饮公司未履
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李某向松江
区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法院向百味佳餐
饮公司送达执行通知， 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郝某到法院声称公司经营困难， 希望
法院暂缓执行。 执行法院通过上海法院
协助执行网络对百味佳餐饮公司的财产

状况进行了调查， 未发现有价值的财产
线索。但在实地走访时，执行法院发现该

公司宾客满座，生意火爆，法官随机走访
了几名客人， 他们都表示是在网上团购
的套餐，价廉物美。执行法院随即封存了
该公司的账册，并进行了更深入调查，发
现该餐饮公司在上海市松江区小有名

气，其最大的业务量来自于网上团购，占
到其全部业务量的 80%左右。

执行法院为敦促百味佳餐饮公司履

行义务，结合其经营特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五条
可以通过媒体公布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

信息的规定，依法在上海法院互联网“阳
光执行”平台、上海市松江区的《松江报》
等媒体上将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失信行

为予以曝光， 并在该公司几个连锁门店
的显著位置张贴其未履行生效判决的公

告， 让其目标客户———网民知悉其失信

行为。一开始，百味佳餐饮公司对执行法
院曝光其未履行义务的失信行为并不在

意。但其后不到半个月，该公司多次致电
执行法院， 表示认识到不履行义务的错
误，但确实一时难以全额支付所欠债务，
将争取与申请执行人李某协商还款事

宜，请求撤销曝光其失信行为的措施。经
调查， 自从执行法院对百味佳餐饮公司
未履行法院判决的行为通过网络、报纸、
公告等形式予以曝光后， 该消息迅速传
播，导致该公司业务量直线下降。对于百
味佳餐饮公司提出的撤销曝光其失信行

为的请求， 执行法院告知其在未履行判
决所确定的义务之前， 撤销不诚信信息
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慑于曝光失信行为
的威力， 百味佳餐饮公司与申请执行人
李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约定还款方
案， 通过分期履行的方式将全部钱款支
付给了申请执行人李某， 执行法院也依
法撤销了对百味佳餐饮公司所采取的曝

光措施，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二）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抓住商家重视商业信誉的

特点，通过互联网、报刊、公告等途径对
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行为予以曝光，促
使被执行人通过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的途径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

义务，使得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案例 5：

浙江某建设公司所涉 40 余起合同
纠纷执行案

（一）基本案情
2007 至 2009 年间， 被执行人浙江

某建设公司在浙江省杭州、台州、湖州、
金华、舟山等地法院有 40 余件案件未履
行，涉及标的金额共计 2600 多万元。 这
些案件的案由包括买卖合同纠纷、 建设
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租赁
合同纠纷等。

在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认为这些
纠纷引起的债务应由各地的项目经营部

或项目经理个人承担， 项目经营部与公
司总部之间财务独立， 公司总部不应承
担履行义务，因而态度消极，对调查财产
等很少配合。 2009 年 3 月，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执行局与
浙江省信用中心建立了联建共享省公共

联合征信平台的工作机制， 浙江高院通
过全省法院执行案件管理系统将全省各

级法院所有超过 3 个月未实际执结的案
件信息提取出来，包括被执行人姓名（单
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组织机构代码）、住址、未履行金额、案
号、执行法院等信息，分别形成个人和单
位未履行生效裁判失信信息数据库，交
省信用中心导入省联合公共征信平台，
在信用浙江网上予以公开， 供社会各界
开放查询，并应用于金融、招投标和政府
监管等领域， 促进信用联防奖惩机制的
形成。该建筑公司的上述 40 余起案件均
在公布之列，形成 40 多条失信记录。

根据浙江省在重点建设工程招投标

领域应用企业信用报告的有关规定，建
筑施工企业参与重点工程招投标都必须

提供由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企业信用报

告，对信用等级没有达到一定条件的，取
消投标资格。而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信
用浙江网上有两条失信记录的， 企业的
信用评级就会下调，丧失投标资格。

执行失信信息被公布之后，该被执行
人在建筑企业资质评定和工程招投标上

受到严重影响。 为改善自身信用情况，从
2010年 2月份起，该被执行人主动到各执
行法院寻求履行办法，通过督促项目部负
责人积极筹款履行义务、余额由公司总部
划拨资金垫付等办法，到年底全部履行了
债务。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从中总结汲取
教训，采取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取得了涉诉
纠纷逐年下降的良好效果。

（二）典型意义
法院通过与信用中心联建共享公共

联合征信平台，形成失信信息数据库，在
网上予以公开，供社会各界开放查询。本
案中， 被执行人因失信信息被公布导致
其信用评级较低， 在建筑企业资质评定
和工程招投标上受到严重影响。 为改善
自身信用状况，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清
偿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失信被执行人”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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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韩杰申请宣告韩永德死亡一案， 经查： 韩永德
（男，汉族，1960年 11月 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
大山子南里 5 楼 4 单+元 19 号）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韩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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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全进申请宣告李胜年死亡一案，经查：李胜年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
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
望李胜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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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罗丽君申请宣告罗纯初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罗纯初，男，1917年 3月 14日出生，汉族，原住上海市浦东新
区金桥路 1494 号 205 室，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罗纯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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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秀英申请宣告吴敏死亡一案，经查：吴敏，男，
1972年 7月 14日出生， 汉族， 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三村
112号 18室。 2007年 8月 12日申请人李秀英到派出所报案称
1996年 9月吴敏到四川成都经商后失踪，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吴敏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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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朱素美申请宣告刘碧霞失踪一案，经查：刘碧
霞，女，1953 年 3 月 6 日出生，汉族，原住广州市江高镇沙溪 2
队，于 1992 年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3个月。 希望刘碧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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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凤兰申请宣告王林珠死亡一案， 经查，王

林珠，男，1970年 2月 15日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梅县松源镇

径口村诒谷堂，身份证号码:441421197002155531，于 2003 年 8
月 4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王林珠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联系电话 :
0753-2589716)。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梅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祝生财申请宣告祝汝标死亡一案，经查，祝汝标，

男，1957 年 9 月 10 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下一
街石狮小区四座 806，身份证号码 440127195709103219。 祝汝
标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在清远市北江河下廊河段开交通艇外出
时被河水抛翻小艇冲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王可碧：本院已受理付传远申请宣告你失踪一案，经查：王

可碧，女，1978年 11月 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思南县人，身份
证号码：522225197811252863，户籍所在地：思南县长坝乡万古
村郭麻池组。该人于 2010年 3月外出，下落不明，至今未归。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王可碧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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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思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保增申请宣告王保礼死亡一案，经查：王保礼，
男，1946 年 4 月 22 日出生，汉族，农民，未婚，巨鹿县闫疃镇孙
河镇村人，系申请人之兄，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望王保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北]巨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金萍、马建岑、马银萍、马和平申请宣告马贤祥

死亡一案，经查：马贤祥，男，1933年 6月 28日出生，汉族，户籍
所在地郑州市中原区三官庙大街 10 号， 原住郑州市二七区马
砦 118 号院 5 号楼 81 号，于 1996 年 6 月 30 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马贤祥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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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董同春申请宣告黄文碧死亡一案，经查：黄文碧，
男，1955年 9月 2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北省潜江市江汉右田五
七 文 化 路 3 号 36 栋 402 室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22429195509028557。 黄文碧于 2009 年 5 月 14 日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黄
文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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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潜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娟申请宣告邓东花失踪一案， 经查： 邓东花，
女，1978 年 12 月 4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阳县人，农民，住湖
南省耒阳市竹市镇阳光村 1 组。 于 2008 年初走失下落不明至
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邓东花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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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明申请宣告严泉秀死亡一案， 经查： 严泉秀，
女，1934 年 7 月 19 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211193407193421，
原住无锡市滨湖区青山一村 58 号 201 室，于 2009 年起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严泉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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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文尧申请宣告汤成礼死亡一案，经查：汤成礼，
男，1939年 6 月 6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32030319390606243X，
汉族，原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干部，住江苏省徐州市煤建路 4
号 2楼 1单元 501室。 汤成礼于 1998年 8月 8日起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汤
成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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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日旭申请宣告于日增死亡一案，经查：于日增，
男 ， 汉 族 ，1968 年 3 月 31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210603196803315056， 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表厂委 10 组
653-1 号，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山
东省荣成市公安局石岛边防派出所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于日增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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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翟新银申请宣告翟栓毅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翟栓毅，男，1972年 11月 9日生，汉族，住宝鸡市陈仓区县功
镇翟家坡村一组，公民身份号码 610321721109421，于 1996 年
7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
望翟栓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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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崇珍申请宣告廉治德死亡一案，经查：廉治德，
男，1958 年 1 月 23 日出生，汉族，原住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
青羊村 4 组，身份证号：510111195801230373，于 2002 年 12 月
9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廉治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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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金全申请宣告付洪彬死亡一案，经查：付洪彬
（男，汉族，1976 年 5 月 2 日出生，住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新华
10组，公民身份号码：510129197605023134）于 2007 年 4 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付
洪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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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良香申请宣告何锦林（系申请人之夫）死亡一
案。 经查：何锦林，男，生于 1954年 10月 6日，住四川省旺苍县
代龙香油树村 4 社 67 号。 于 2008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一年，希望何锦林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何永年：13981262757），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四川]旺苍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玉萍申请宣告万红梅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万红梅，女，1976 年 10 月 17 日生，汉族，云南省石林县人，农
民， 原住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镇河沟村委会小河者沟中
村。 于 2004年 6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万红梅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云南]宜良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春雨、张久源（法定代理人范云花）申请

宣告万慧芬失踪一案，经查：万慧芬，女，1982 年出生，汉族，农
民，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大坡乡万绿箐村委会万箐村民小组 4
号，于 2005年 9月出走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万慧芬
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沾益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方四代申请宣告白琼波失踪一案，经查：白琼波，
女，1979 年 10 月 9 日生，云南省元江县人，住元江县龙潭乡安
龙社区田坝心组 18 号，于 2004 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望白琼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德玉要求宣告曹光荣死亡一案，于 2012
年 6月 22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
于 2013 年 7 月 2 日依法作出（2012）鄂伍家岗民特字第 11 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曹光荣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井秀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石井奎死亡一案，于

2012年 7 月 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7
月 6 日依法作出（2013）铁银民特字第 5 号判决书，宣告石井奎
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连成申请宣告刘月艳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7 月 13 日
依法作出（2013）尖民特字第 2 号判决书，宣告刘月艳失踪。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文祥申请郭阜陵死亡一案，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依法
作出（2012）韩民特字第 00457 号判决书，宣告郭阜陵死亡。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陕西]韩城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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