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 ■2013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 刚 ■联系电话：(010)67550741 ■电子信箱：fa@rmfyb.cn 周刊EEEEEEEEEEEOOOOOOOOOOOPPPPPPPPPPPLLLLLLLLLLLEEEEEEEEEEE''''''''''' SSSSSSSSSSS CCCCCCCCCCCOOOOOOOOOOOUUUUUUUUUUURRRRRRRRRRRTTTTTTTTTTT DDDDDDDDDDDAAAAAAAAAAAIIIIIIIIIIILLLLLLLLLLLYYYYYYYYYYYPPPPPPPPP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 . RMFYB . COM纵 深

不可忽视的 “三高”

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张某在丰台区

某珠宝店购买金银首饰时， 临时起意
盗窃千足金手链 1 条， 经鉴定， 手链
价值人民币 2400 元。

丰台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构成盗

窃罪， 判处被告人张某拘役两个月，
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这是丰台法院审理的一个普通的

涉及外来人员的刑事案件。 据北京致
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和丰

台法院所做的研究显示，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7 月 20 日， 丰台
法院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涉及被告人

共计 1353 名， 除一人无户籍外， 有
1111 人非北京户籍， 占到 8 成以上。
流动人口的高犯罪率不容忽视。

而在这些流动人口被告人中， 主
要是农民和无业人员， 且年龄在 18
至 39 岁的年轻人居多， 整体受教育
少， 文化素质较低。

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于外来人口
轻微犯罪的量刑， 较少适用非监禁刑
罚， 主要是担心对判处非监禁刑罚的
被告人很难落实监管。

有研究机构在 2012 年曾对全国
农民工刑事案件进行抽样分析 ， 在
115 名被告人中， 监禁刑罚适用率为
79.13% ， 非 监 禁 刑 罚 适 用 率 为

20.87%。 这个数字低于全国整体水
平。

而在这 115 名犯罪农民工中， 被
拘留和逮捕的高达 90%以上， 只有极
少数人获得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法院的 “一视同仁”

在丰台区一地下室出租房内， 外
地来京务工人员杨某某因对女友刘某

某接听一异性朋友电话心生不满， 拿
刀向刘某某扔去， 造成刘某某重伤。

丰台法院受理此案后， 被害人刘
某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杨某某
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依法进行附带
民事调解工作， 经过多次协商， 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被害人刘某某谅解了
被告人杨某某的犯罪行为， 同意判处
正在被羁押的被告人杨某某缓刑。

鉴于被告人杨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所犯罪行， 有悔罪表现， 并能积极赔
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

解， 法院对被告人杨某某酌予从轻处罚
并依法适用缓刑，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丰台法院刑一庭庭长张勇说， 对流
动人口采取取保候审， 也就是非羁押性
强制措施以及后期使用非监禁刑， 司法
机关客观上是有顾虑的， 主要是怕找不
到人， 又难于管理。 但在法律面前理应
人人平等 ， 外地人本地人都要同等对
待。

据介绍， 丰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对不同户籍的被告人并没有差别对待。
统计显示， 1353 名被告人中， 被采取
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共有 438 名， 其中北
京户籍 83 人 ， 占北京户籍犯罪人群
（241 人 ） 的比例为 34.4%； 外地户籍
355 人 ， 占外地户籍犯罪人群 （1111
人） 的比例为 32%。

案件宣判后， 适用缓刑的有 381 名

被告人， 其中北京户籍 83 人， 占北京
户籍犯罪人群的比例为 34.4%； 外地户
籍 298 人， 占外地户籍犯罪人群的比例
为 26.8%。 两者没有明显差异。

吴宏耀认为， 相对本地户籍涉嫌犯
罪人群， 对流动人口在适用非羁押强制
措施和非监禁刑方面一般要求更为严格

的条件， 不能公平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
法律制度。 但从丰台法院这两组数据来
看， 对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公平适用强制
措施和刑罚， 不仅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
刑事诉讼权利， 而且并未影响刑事诉讼
的正常进行。

近年来， 全国各级政法机关都在进
行各种有益的尝试。

浙江台州两级法院自 2004 年以来
一直在尝试外来人口犯罪缓刑适用 “同
城待遇”。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规定，
只要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 本地户籍和
异地户籍被告人一样都可以判处非监禁

刑： 一是犯罪事实单一、 清楚， 证据已
收集到位， 被告人属初犯、 偶犯； 二是

犯罪情节轻微， 法定刑在三年以下， 涉
及的罪名主要是故意伤害、 交通肇事等
轻微案件； 三是被告人必须有真诚的悔
罪表现 ， 坦白交代问题 ， 自觉接受审
判； 四是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
损失； 五是在台州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单
位或亲属在本地有相对固定的工作、 住
址； 六是有适格的担保人。

“微乎其微” 的法律援助

来京务工做酒店服务员的张某某，
因认为同事柏某一直欺负自己 ， 2012
年 9 月 12 日凌晨， 在员工宿舍内， 趁
柏某熟睡之机， 持菜刀砍被害人柏某的
颈部、 面部等部位， 后被制止。 被害人
柏某的伤情经鉴定为轻伤。 案发后， 被
告人张某某投案自首。

案件起诉到丰台法院后， 鉴于被告
人张某某被鉴定为智力边缘且其家庭经

济比较困难， 属于 “可以通知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的情况，

法院依法通知司法局指派法律援助律

师为被告人张某某做刑事辩护。
虽然法律援助律师只是负责该案

刑事部分的辩护工作， 但因民事赔偿
关系到被告人张某某的量刑问题， 法
律援助律师在职责之外， 同时帮助被
告人及其家属就民事赔偿部分多次与

被害方进行协商。 在各方的努力下，
被告人张某某与被害人柏某达成调解

协议， 被害人柏某对被告人张某某表
示谅解。

鉴于被告人张某某具有未遂、 自
首情节，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且
得到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在案件起因
上具有一定过错， 丰台法院依法对被
告人张某某减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零六个月。

“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 从
法理上可以增强法庭抗辩率， 为下判
提供帮助， 提升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这也有利于被告人理解法律， 更容易
接受判决 ， 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
张勇说。

但是现实中， 流动人口往往难以
得到法律援助。 实际调研中， 丰台法
院 1353 名被告人， 有辩护律师的只
有 427 人， 占 28%， 其中， 指定辩护
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只有 48 人， 占
3.5%。 而在其中， 流动人口获得法律
援助的更是微乎其微。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 新刑诉法扩充
了法律援助的内容， 但还远远不够。
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不符合 “应当通
知辩护” 法律援助条件。 但他们多半
文化水平低， 法律意识淡薄， 更需要
专业辩护。

佟丽华认为 ， 现在告知力度不
够， 转交申请也不够， 批准力度也不
够。 根据相关统计 ， 2011 年 ， 全国
转交申请约 3 万件， 批准 2 万余件。

“2006 年， 国务院发文， 涉及工
伤、 欠薪的案件， 农民工申请法律援
助的， 不予审查经济困难证明， 这解
决了农民工的一大难题， 此后大量农
民工得到了法律援助， 开启了农民工
劳动权保护的新时代 。” 佟丽华说 。
他呼吁新的刑诉法应当把针对农民工

的刑事法律援助列为重要内容， 对农
民工刑事案件有必要全部提供法律援

助。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

心、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和研究中
心、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发
布刑事案件实证分析报告， 针对流动人
口犯罪率偏高，法律意识淡薄，而所受到
的司法保护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报告建议，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努力
预防流动人口犯罪。 针对被告人以流动

人口居多且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问

题， 流出地政府要担负起基础教育和职
业教育的责任， 确保尽可能多的农村儿
童完成义务教育， 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教
育，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工作；针
对流动人口业余生活极其匮乏， 精神世
界空虚， 流入地政府工会和共青团等人
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作用，丰
富流动人口业余文化生活； 流入地政府
应进一步加大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保障

力度， 把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

系，搞好就业服务和培训工作，从根本上
改善印发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环境。

报告还建议， 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加
强对流动人口的司法保护力度。 司法机
关应当对涉嫌犯罪的流动人口公平适用

强制措施和刑罚法律制度， 扩大非羁押
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 进一
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司法保护力度。

根据新刑诉法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本人及其近亲属可

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对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
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
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服务。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
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

师为其提供辩护。
而在实际情况中， 流动人口被告人

多数不符合“应当通知辩护”法律援助条
件，但他们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
更加需要律师的专业辩护。

对此，报告建议，应当进一步扩大对
流动人口等经济贫弱人群的刑事法律援

助范围，提高辩护率。 同时，为了提高刑
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 建议成立专门
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 培养职业化的法
律援助刑辩律师。

�审理“冷暴力”离婚案
法院遭遇法律难题

反馈 追踪

□ 曾祥全 傅一波

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司法保护观察 思考

很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存在“高犯罪率”、“高批捕率”、“高监禁率”的“三高”现象。 而关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上半年刑事案件的统计数
据显示，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在法律面前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司法的功能是化解矛盾，而非制造新的矛盾，流动人口在司法活动中享受无歧视待遇，可以让相对弱者感受到
法律的温暖。 要让经历司法过程的人，更加热爱社会，而不是仇恨社会。

□ 本报记者 沈 荣新闻纵深

不分本地人OR外地人 司法的“同城待遇”
据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

院统计， 家庭 “冷暴力” 引发的离
婚案件居高不下， 2010年至2013年
上半年该院受理离婚案件数分别为

286件、 290件、 275件、 145件， 其
中因家庭 “冷暴力” 引发的离婚案
件分别为31、 27、 29、 16件， 各占
当 年 离 婚 案 件 10.8% 、 9.3% 、
10.5%、 11.3%。 “冷暴力” 不仅影
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 婚姻家庭
稳定， 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也让司
法遭遇难题。

家庭 “冷暴力” 是指夫妻双方
产生矛盾时， 不通过交流等方式积
极处理和解决， 而是一方对另一方
产生冷淡、 轻视、 放任和疏远。 其
明显特征是漠不关心对方， 将语言
交流降到最低限度， 或使用讽刺挖
苦 、 侮辱性语言来发泄自己的情
绪、 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立法的缺失使法院审理涉及

“冷暴力” 遭遇司法难题。 一是追
究法律责任难。 家庭冷暴力并不是
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 立法上仍是
空白， 对其没明确界定， 也未规定
对其的鉴别和取证， 立法的缺失直
接导致司法实践无法可依。 二是界
定难。 是否具有主观恶性、 是否具
有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等在判断上

存在明显的主观局限性。 三是感情
是否破裂认定难。 当家庭遭遇 “冷
暴力” 时， 一方要求离婚， 另一方
却并不同意， 这就使法院在具体实
践中认定夫妻双方是否感情破裂，
成为审理中的难点。 四是受害人举
证难。 “冷暴力” 发生在家庭特定
成员之间， 无伤痕、 血迹， 不能做
伤情鉴定， 具有较强隐蔽性， 受害
人取证非常困难。

该院建议： 一是加强夫妻间的
交流与沟通。 家庭生活中夫妻出现
矛盾是正常的， 可以通过沟通甚至
小吵小闹的方式来解决。 二是完善
相关立法，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

法。 建议综合婚姻法、 刑法、 妇女
权益保护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
律， 适时制定反家庭暴力专门法。
在这部法律中， 除对家庭暴力一般
特征统一规定外 ， 还应明确规定
“冷暴力” 为禁止行为， 并尽快制
定防治家庭 “冷暴力” 法律、 法规
的具体实施细则， 尤其要在实体和
程序上加以明确规定， 使法律法规
具有可操作性。 三是实行家庭 “冷
暴力” 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在
原告举证不力时要求被告对自己没

有实施家庭 “冷暴力” 的主张负举
证责任， 这样可以使诉讼当事人合
理分担诉讼成本， 提高受害人受保
护的比率和程度。 四是完善预防和
制止家庭 “冷暴力 ” 社会保障体
系。 建立反家庭 “冷暴力” 的社会
保障机制， 努力增强人们的防范意
识， 并形成有医疗、 鉴定、 律师、
妇联、 公安及心理康复机构组成的
“反家庭暴力组织”， 各组织相互协
调配合 ， 从根本上来控制家庭暴
力 ， 推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行
动。

□ 本报记者 沈 荣

丰台法院宣判一起外来人员在京非法行医案。 徐晓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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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杜介民等 5人申请宣告杜成进死亡一案， 经查：杜
成进，男，1967年 11月 2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泉州市人，原住泉
州市洛江区马甲镇新民村宫边 43号，于 2006年 1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杜成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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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杜成进死亡。 [福建]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永凤申请宣告欧阳重强死亡一案，经
查，欧阳重强，男，1951年 9月 9日出生，汉族，籍贯福建省武平
县平川镇竹园路 18 号， 原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中城陵园路
11 号，公民身份号码 352625195109090033，于 2001 年 8 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欧
阳重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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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惠纯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吴东生死亡一案，
经查：吴东生，男，1972年 1月 27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爱民区
北山办事处 6委 15组纺织北街 6委 15组 6号， 于 2000年 4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被申
请人吴东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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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桂菊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殷子良死亡一

案，经查：殷子良，男，1953年 10月 13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
西安区水泥街道 1委 10组 4号， 于 2008年 2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被申请人殷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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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淑贤申请宣告刘显荣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刘显荣，男，汉族，1960年 1月 25日出生，原住黑龙江省伊春
市南岔区民主街前进委 1 组，身份证号：23070319600125051x，
于 2010年 7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显荣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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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伊春市南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源申请宣告张瑞兰死亡一案，经查张瑞兰，女，
1953年 4月 29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牧野区黄岗街 39 号，身
份证号：410711195304290526。 自 2000 年 11 月起下落不明至
今已满 1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张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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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张莉萍申请宣告付先锋死亡一案，经查，付先
锋，男，1974 年 8 月 18 日生，汉族，农民，住桐柏县淮源镇龚庄
村河北 8号附 2号。 张莉萍与付先锋于 1998年 9月 26日登记
结婚， 先后生育 2个子女，2008年 3月 16日 21 时许付先锋自
打工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社村天桥附近驾车外出，至今人车
渺无音讯。 张莉萍曾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公告并向广东省东莞市
公安局茶山分局上元派出所报警， 经多方查找没有任何音讯。
付先锋自 2008 年 3 月 16 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5 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付先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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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桐柏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少杰申请宣告陈国泉失踪一案，经查：陈国泉，
男，1951年 2月 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县人，株洲市电力
电子设备厂职工，户籍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大冲口 32 栋 403
号，公民身份号 430204198211022019，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陈国泉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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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告陈国泉失踪。 [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美姣申请宣告龙晚娥失踪一案， 经查： 龙晚娥，
女，1970年 6月 6日出生，苗族，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
白良村五组 16号，身份证号码 430529197006060189，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龙晚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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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龙晚娥失踪。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可申请宣告何香君失踪一案， 经查： 何香君，
女，1976 年 7 月 4 日出生，汉族，临湘市人，住湖南省临湘市羊
楼司镇罗形村张家组 1号。 于 2002年年 1月 1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何香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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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孟公平申请宣告孟望星失踪一案，经查：孟望星，
女，1979年 7月 19日出生，汉族，临湘市人，住湖南省临湘市羊
楼司镇双山村铺上组 12号。 于 2008年 1月 30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孟望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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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涛申请宣告闰菊花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闰菊
花，女，1987年 10月 20日出生，汉族，四川井研县人，住四川省井研
县广胜乡广兴村 11组，系申请人母亲，于 2010年 8月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闰
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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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闰菊花失踪。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须村、刘辉申请宣告徐翠侠死亡一案，经查：徐
翠侠，女，1956 年 5 月 10 日生，汉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8195605105026，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
区井头乡安圩居委会圩东组 29 号于 2009 年 6 月日起，下落不
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徐翠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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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淑元申请宣告王刚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王刚，男，1979 年 1 月 4 日出生，汉族，吉林省农安县人，农民，
身份证号码 220122197901041659，系申请人之子，被申请人于
2002年 7月 17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王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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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刚
失踪。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甄真申请宣告张小刚死亡一案， 经查： 张小刚，
男，汉族，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草原明珠小区 5 号楼 3 单元 501
室，于 2009年 8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张小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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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连、董桂霞、李奇申请宣告李树文死亡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李书文，男，1970 年 1 月 20 日出生，汉族，住内蒙
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楼区 6 栋 1 单元 5 号，公民
身份证号码 15040319700120153x，自 2006年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李树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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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迟鸿飞申请宣告高春芳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高春芳，女，1978 年 11 月 20 日出生，汉族，籍贯甘肃省天水
市，济南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住址济南市槐荫区五
里牌坊小区 3 号楼中单元 303 号，于 2010 年 8 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高春芳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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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高磊、 高晶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高传德失
踪一案 ， 经查 ： 高传德 ， 男 ， 汉族 ， 公民身份号码 ：
372321196408140076 ，1964 年 8 月 14 日出生 ，户籍住址山
东省惠民县孙武镇东关街 72 号 ， 于 2000 年下落不明 。
现发出寻人公告 ，高传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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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月 ，期间届
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惠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林风、李桂花、徐鹏雯、徐畅申请宣告徐文生死
亡一案，经查，徐文生，男，1959年 2月 21日生，汉族，山西省岢
岚县人， 大同煤炭集团忻州煤炭运销公司岢岚有限公司职工，
原住岢岚县岚漪镇北大街 21号。 于 2009年 5月下落不明。 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徐文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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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岢岚县人民法院

何汝科： 本院受理张娜诉何汝科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案，
经查 ： 何汝科 ， 男 ，1956 年 4 月 20 日出生 （身份证号 ：
530103195604202537），于 2004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何汝科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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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曲韬申请宣告曲政死亡一案，经查：曲政，男，1955
年 5月 5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唐河县人，原居住于云南省昆明市
官 渡 区 商 业 新 村 7 栋 2 楼 20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30103195505050339，系申请人曲韬的父亲。 被申请人曲政因精
神分裂疾病，于 2001年至今下落不明，多方查找，至今无音讯，下
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曲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1年。 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顾文、顾林申请宣告母新春失踪一案，经查：母新
春，女，1974 年 12 月 24 日出生，汉族，宣威市人，农民，原住云
南省宣威市宝山镇安益村委会浦家村 26 号 ， 身份证号码 ：
532224197412241126，于 2002 年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 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母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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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贾邱明、张爱玲诉贾建辉申请宣告公民死亡一
案，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依法作出（2012）滨民一初字第 362 号判决
书，宣告贾建辉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慧雯（又名陶筱雨）申请宣告孙永德死亡一案，

于 2012年 9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 现已届满，
孙永德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
依法作出（2012）莒民特字第 13号判决书，宣告孙永德死亡。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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