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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飞信特区

宣城：

普法联络员旁听庭审

□ 陈金华 马 昊法治观察

虞城：立体监督下的执行升级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在打造公开执行、 阳光执行过程中， 借助执行指挥中心 3G 网络执法系统平台，

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见证执行、 听证执行等常态化监督与网络远程执行监督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全方
位、 立体化的监督执行合力。 监督渠道及执行措施的拓展升级， 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12 起疑难复
杂的执行案件， 在多方监督下， 得以破解。

许昌：

内外监督促阳光审判

康保：

开展情暖万家大走访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宣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公众开放日活

动，宣城市直单位的 95 名“六五”普
法联络员，旁听了一起案件的庭审。

宣城中院坚持将公开审案与法

制宣传教育相结合，努力实现“审理
一个案件，宣传一部法律，教育一片
公民”的普法效果，有效预防纠纷、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促进社会和
谐。 （刘明朝）

本报讯 近年来， 河南省许昌
县人民法院采取内部加强教育和外

部加强监督相结合， 全面加强法院
廉政建设。

该院将党风廉政责任进行量

化， 同时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干警
遵守廉政纪律公开承诺活动。 对外
加强监督，聘用廉政监督员，鼓励县
直机关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有
企业、 私营企业、 社区群众积极参
与，使审判、执行工作的公开性和透
明度进一步增强。 （甄满长）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黄山市
徽州区人民法院新任命的人民陪审

员潘素云参与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在她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今年以来， 该院为有效发挥人
民陪审员在提高审判质效、 提升司
法公信上的积极作用， 逐步建立健
全了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相关机制，
年底将陪审案件数、出庭率、陪审能
力、工作态度等，纳入人民陪审员的
年度考核。年初以来，人民陪审员参
审案件94件，陪审率达80%。

（张淑文）

枣阳：接受人大监督唱好四部曲

黄山徽州：

陪审工作步入规范化

近年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把
接受人大监督作为追求司法公正的重

要保障，唱好“健全规章 、主动报告 、联
络沟通、接受监督”四部曲，积极争取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增强了法
院工作的人民满意度，提升了法院的司
法公信力。 今年，该院被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又获评 “全省
最佳文明单位”、“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
进单位”殊荣。

唱好健全规章曲

为了使接受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该院修订了一系列规章 ，补充完善
了对人大代表建议和意见的登记 、拟
办 、审批 、交办 、转办 、催办等措施 ，明
确院党组成员和各庭 （科室队 ）负责人

是接受人大监督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
把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纳入院党

组的议事日程和岗位责任制考核内

容 ， 促使相关人员不断增强工作责任
心。

该院还就向人大报告工作、邀请代
表视察、向人大报送信息等工作 ，作了
具体规定，基本形成了制度化 、规范化
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工作机

制。

唱好主动报告曲

该院实行重要事项报告制度，对工
作中遇到的涉诉信访等难题，也主动向
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依靠人大的支持解
决；对社会影响大、解决难度大的案件，
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争取人

大的支持，妥善化解矛盾。
5月29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

凌云带领有关人员，专门到法院进行涉
诉信访问题调研， 并与法院领导一起，
来到上访户家中， 做好法律释明工作，
促其息诉罢访。

今年1至7月，市人大召开专题会议
两次，组织常委、代表观摩庭审6次 ，派
员监督执行活动四起，协助化解信访积
案8起，有力地支持了法院工作，促进了
社会的和谐稳定。

唱好联络沟通曲

为了拓宽联络沟通渠道，实现人大代
表与法院的良性互动，该院设立了人大工
作联络室和人大代表之家，明确监察室专
门负责人大代表和法院的日常交流、信息

沟通和落实反馈，及时向人大常委会及其
专门委员会报送法院信息、 工作简报、信
访通报、枣阳审讯等专刊。 每季度邀请人
大代表来院视察专项工作，主动邀请人大
领导对执行、信访等工作难题进行专题调
研；院领导带队上门走访并向代表通报法
院工作情况， 定期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
等，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加强、改善
与市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联络和沟

通，改善了人民法院的司法环境；邀请市
人大常委会领导来院为法官作专题讲座，
强化干警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理
念。

唱好接受监督曲

在每年人代会审议法院工作报告期

间，该院都会派出庭（科室队）负责人，到

各代表团，虚心听取审议意见；对依法须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 及时报
告并请市人大常委会派员考察； 邀请人
大代表旁听案件庭审和参与案件执行，
促进司法的公开、公正和透明；聘请25名
人大代表担任特约监督员， 全面监督法
院队伍和审判执行工作情况； 征求人大
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并针对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有人大代表建议法院加强司法便

民工作，该院就借助开展巡回审判进千
村的时机， 在乡村设立了46个联络点，
配备了92名联络员 ， 购置了巡回审判
车，让巡回办案成为司法便民新窗口。

据悉 ，去年以来 ，该院共承办市人
大交办的代表建议 、信访件 、督办件40
余件，办结回复率达100%。

□ 梁 军

晒在网上的执行：
让在押当事人感知法律的温情

这是一起特殊的执行案， 之所以
说特殊， 是因为被执行人因涉嫌犯罪
仍羁押在看守所。基于案件的特殊性，
为确保公平公正和执行程序的阳光透

明，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在全市首
次启动执行指挥中心 3G 网络执法系
统平台，在代表、委员的监督下，进行
远程指挥执行。

“报告执行指挥中心，我是执行局
副局长赵海亮，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虞
城县站集镇工业园区，10 名执行干警
及受邀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当地
的基层组织代表已经到达被执行人朱

某开设的工厂， 待命执行申请人宋某
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朱某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
“我是执行指挥中心指挥长马锁

亭，你们在现场同步传来的图像清晰，
声音清楚，效果很好。请你们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下，严格按照执行
程序和执行方案，依法执行，全程做好
影像传输！ ”10 月 31 日上午 9 时 10
分，随着虞城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
长马锁亭的一声令下，远在 30 公里之
外的执行干警， 在代表、 委员的见证
下， 对在看守所在押的被执行人朱某
的财产开始采取强制执行。

院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 可以清
晰地看到执行法官在厂房内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一边沟通交流，一边清点
搬运机器设备，并张贴封条。

40 分钟后，电子屏幕再次传来赵
海亮的声音：“报告指挥中心， 被执行
人朱某的相关财产已经清点查封完

毕，法律手续已送达，并已责令申请人
在财产评估拍卖前暂时看管好查封财

产……”
指挥中心的电子屏幕显示着执行

人员的一举一动， 从不同角度切换的

画面， 让执行过程一目了然。 申请人宋
某通过电子屏幕， 激动地向法院执行指
挥中心和现场的监督人员鞠躬表示感

谢。
本案的被申请人朱某是浙江省湖州

市人，2011 年来虞城县站集镇筹建服装
厂时，向宋某借款 40 万元。 由于经营不
善，服装厂倒闭。朱某在用一辆小轿车折
抵给宋某 8 万元后，便没了下文。令宋某
没有想到的是， 朱某又因为涉嫌其他犯
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在湖州市看守所。

宋某是一个农民， 眼看全家辛辛苦
苦挣下来的几十万元就要打水漂， 他痛
不欲生， 多次到相关部门信访。 今年 7
月，宋某在法官的引导下，提起诉讼。 后
在朱某羁押的看守所里， 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

由于朱某没有履行能力， 案件很快
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法官来到羁押朱某
的看守所了解情况， 朱某感到对不起宋
某， 同意将服装厂闲置的机器设备拍卖
后，偿还借款，并委托专人配合虞城法官
的执行。

为了让朱某感到法律的温情， 执行
法官向其承诺，在执行其财产时，不但要
启动 3G 网络执法系统同步录音录像，

而且要争取财产价值的最大化， 并将拍
卖过程刻录成光盘， 在案件结束时一并
送达给朱某。

法官们的尊重让朱某百感交集，他
拉着法官的手说：“虞城法官依法保障被
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公开接受监督，我信
任你们。 ”

诉求监督面对面：
阳光听证让异议人输得心服口服

今年 5 月 26 日，执一庭立案执行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执行法官通过查
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刘某的银行存款

86 万元。 存款刚刚冻结不久，刘某的母
亲王某便作为案外人， 在没有提供任何
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提出执行异议，反映
执行法官违法办案， 要求立即解除属于
自己的存款，否则将赴北京上访。

任凭执行法官怎么解释， 王某就是
听不进去，一口咬定存款是自己的。合议
庭经过合议并报请批准， 决定召开执行
案件听证会。

执行公开透明的目的，是为了彰显执
行实体和执行程序的公正。 虞城法院规
定，凡是重大疑难的案件和当事人、案外
人有异议的执行案件， 必须召开代表、委

员或社区代表参加的执行听证会，为涉
案当事人提供充分表达合理诉求的机

会。当场对案件是否继续执行或涉案当
事人提出的异议理由是否成立得出明

确答案，做到公平公正，依法依理服人。
6 月 8 日下午 ， 由 12 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加的执行听证会，如期
举行，并同步录音录像。异议人一直坚
持所冻结存款归自己所有， 但却拿不
出相关证据，面对代表、委员及听证主
持人的问询，显得理屈词穷。 在代表、
委员的见证下， 王某所提的异议被当
场驳回。

为了消除王某的抵触情绪， 法官
与代表、委员们一起做王某的工作。法
官诚恳的态度终于打动了王某， 王某
当场表示：“是我错了， 我没有想到法
官们会这么较真，还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召开听证会。我心服口服，保证
配合执行。 ”

像这样的听证会， 该院今年已经
召开了 8 次，先后邀请 68 位省、市、县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26 位社区代表
参与听证，执行工作得到了代表、委员
的理解、支持，一批执行骨头案、钉子
户案件得到了化解。

本报讯 河北省康保县人民法

院从11月1日开始，利用一个月时间，
集中开展“情暖万家大走访”活动。

这次活动共计20名副科级以上
干警参加， 深入到10个社区， 访民
情 、解民忧 、帮民富 、促和谐 ，做到
“六个有数”，即全村底子有数、社情
民意有数、致富途径有数、疑难问题
有数、 全盘工作有数、 帮扶需求有
数。 做好矛盾排查调处和情绪疏导
工作， 切实提升联系群众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坚持
群众工作路线， 把群众满意作为根
本的评判标准，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
力。 （樊利军）

虞城县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实施的一

系列监督举措， 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
影响， 执行难状况及执行环境得到了改
善， 受到代表、 委员的关注和好评。

河南省人大代表、 省高院执行监督
员、 豫东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稳在接
受采访时说： “我多次视察虞城法院，
并受邀参与疑难复杂案件的执行或参加

执行听证会。 该院在执行工作中， 自觉
接受人大代表及社会的监督， 形成了依
法执行、 和谐执行、 阳光执行的立体监
督体系， 彰显了执行公正， 代表们很满
意。”

县人大代表、 利民镇土地管理所所
长范永兴感慨地说： “我是来自基层的
人大代表， 经常与基层老百姓打交道，
以前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是很了解， 通过
应邀参与案件执行， 特别是看到虞城法
院通过 3G 网络执法系统进行远程指挥
监督执行 ， 感到很新鲜 。 同步录音录
像、 同步网络传输， 不但大大提升了执
行效率， 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 而且保
证了执行过程的公开、 透明， 也能够对
执行人员进行有效保护， 监督执行干警
的执行行为， 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市政协委员、 虞城县政协副主席范
文生一直很关心虞城法院的执行工作，
多次带领政协委员视察监督热点案件执

行， 帮助化解执行难。 在该院执行指挥
中心， 当他看到电子屏幕上从现场传来
的画面时， 激动地说： “法院在执行案
件时， 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暴力
抗法事件和法官遭围攻事件时有发生，
由于事发突然， 被当事人举报时， 往往
取不到充足的证据， 法官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保护。 执行指挥中心的建立， 在拓
展执行监督力度的同时， 可以有效地保
护执行干警， 待全省联网后， 又可以信
息共享 ， 快速查询到公安 、 银行 、 国
土、 房管、 工商、 税务等部门的信息，
执行效率会大大提高。”

今年以来 ， 虞城县法院先后邀请
48 位代表、 委员和 22 位基层干部、 社
区代表 ， 见证 11 起执行案件的执行 。
执行难在立体化的监督下， 得到了有效
化解， 执行工作群众满意度逐步提升。

代表、 委员细评说

虞城县法院党组成员 、 执行局局长马锁亭 （左二 ）
在执行指挥中心进行远程指挥。

执行现场， 法官与代表、 委员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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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王玉兰申请宣告陶希真死亡一案，经查：陶希真，男，
1933年 9月 3日出生，汉族，北京六九九厂退休工人，户籍所在地：北
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西便门内大街 97号楼 11门 601号，于 1992
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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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陶希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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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长艳申请宣告孙文光死亡一案，经查：孙文光，
男，1961 年 6 月 24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水电路 1321 弄 36
号 201 室于 2009 年 8 月 15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孙文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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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肖树华、肖国莉申请宣告肖树国死亡一案，经查：
肖树国，男，1956年 2月 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海棠
新街 40号 4单元 8-3，于 1997年出走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肖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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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彩茶申请宣告严建新死亡一案，经查：严建新，
男，1963 年 1 月 13 日出生，汉族，永泰县人，居民身份证住址 :
永 泰 县 樟 城 镇 扬 梅 路 37 号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125196301130416，于 2003年 3月 17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严建新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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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永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美珍申请宣告饶长灿死亡一案，经查：饶长灿，
男，1963年 3月 27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瓯市人，原住福建省
建瓯市东游镇金街 52号， 于 2006年 6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 7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饶长灿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0599-3852357）。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建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祖卿申请宣告左翠容死亡一案，经查：左翠容，

女，1962 年 5 月 19 日出生，汉族，原住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蕉城
南路 55 号选矿设备厂 307 室。 此人于 2005 年初起，下落不明
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左翠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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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怡歌、马源浩申请宣告张晓炎失踪一案，经查：
张晓炎，女，生于 1985 年 6 月 28 日，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张
得乡王集村 2组，身份证号码：411081198506282861。 张晓炎于
2009年 6月 15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张晓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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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届满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宣告张晓炎失踪。 [河南]禹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红英申请宣告欧阳小军失踪一案，经查：欧阳
小军，男，1971 年 10 月 28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农
民 ， 住 洞 口 县 竹 市 镇 车 田 村 红 渡 组 ， 身 份 证 号 ：
432624197110283513。 于 2010年 4月 5日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 希望欧阳小军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欧阳小军失踪。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宣告曾和菊失踪一案， 经查： 曾和菊， 女，
1975 年 8 月 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尚志
村山背组，身份证号：432624197508038120。 于 2008 年 6 月出
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曾和菊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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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沈雨晴申请宣告沈太平失踪一案，经查：沈太平，
男，1965年 11月 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新
冲村东头组 17号。 于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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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沈太平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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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沈洁申请宣告沈霞林失踪一案， 经查： 沈霞林，
男，1976年 4月 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金鸡
村东头组 7号。 于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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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沈霞林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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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沈佳雨申请宣告刘雪娥失踪一案，经查：刘雪娥，
1970 年 11 月 14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新冲
村西头组 10号。 于 2010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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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刘雪娥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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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沈娟申请宣告沈进保失踪一案， 经查： 沈进保，
男，1967年 8月 21日出生，汉族，临湘市人，住湖南省临湘市羊
楼司镇新冲村东头组 2号。 于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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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沈进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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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鲁卓申请宣告沈三华失踪一案， 经查： 沈三华，
女，1967年 3月 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梧桐
居委会下屋组。于 2006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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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沈三华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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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卢子瑞申请宣告余金红失踪一案，经查：余金红，
女，1980年 8月 10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县人，住
湖 南 省 慈 利 县 南 山 坪 乡 白 果 村 七 组 ， 身 份 证 号 码

452729198008100265，于 2008年 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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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余金红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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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宣告余金红失踪。 [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传湖、 周露申请宣告王田失踪一案， 经查：王
田 ， 女 ，1981 年 8 月 17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32923198108170629），汉族，湖南省道县人，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王田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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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宣告王田失踪。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春有申请宣告吴小貌死亡一案，经查吴小貌,男,汉
族，1935年 7月 11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 320113193507111654，
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敬老院摄山新村颐养院，于 2009年 3月 10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吴小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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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丽岩申请宣告单宏智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单宏智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单宏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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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车虎城申请宣告程桂芹失踪一案， 经查程桂芹，

女，1972年 11月 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延吉市进学街道娇
阳社区娇阳委 27组，公民身份号码 222426197211135221，2011
年 9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其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程桂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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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延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马素芹申请宣告其夫吴士安死亡一案本院已受理，

吴士安，男，70岁，汉族，居住地：海城市耿庄镇秦家村。 吴士安
于 1983年 6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经多方查找，皆无音讯，现
下落不明超过三十年之久，有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自 2013年 10月 21日起至 2014
年 10月 20日止，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于成云申请宣告梅洪伟死亡一案， 经查：

男 ， 汉 族 ，1979 年 10 月 30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232103197910301912，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卫国乡保家村高水饭

屯五委一组。 2013 年 9 月 6 日 9 时， 梅洪伟在 “辽大旅渔
75037”渔船上海上作业时落入海中后失踪。 经有关部门证明梅
洪伟不可能生还。 现发出寻找梅洪伟的公告，希其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吕玉美申请宣告张守伍死亡一案，经查：张守伍，
男，汉族，1965 年 10 月 5 日出生，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墨盘乡河
沿村前张屯 15 号，其于 2013 年 7 月 4 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捕鱼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
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张守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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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杜小迎申请宣告于敬安失踪一案。 经查，被申请
人于敬安，男，汉族，1972年 8月 9日出生，河南省清丰县人，户
籍所在地：陕西西安市未央区谭家文体路五龙汤小区 6 楼 2 门
5号，原住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 EE康城社区 15 号楼 3701
号。公民身份号码 410403197208090519,于 2006年 5月起下落
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于静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
系人自即日起和本院联系。 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龙宝成、成金兰申请宣告成含岗死亡一案，经查
成含岗，男，生于 1982 年 4 月 8 日，汉族，陕西省宁强县人，住
陕西省宁强县巨亭镇巨亭沟村七组，村民，于 2000 年 10 月 23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成含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宁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龚荣梅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龚复信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龚复信，男，1936 年 2 月 17 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 510216193602174012，汉族，退休工人，住四川省彭州市天
彭镇天府东路 161 路 4 栋 2 单元 2 号，患有老年痴呆症和健忘
症，于 2009年 8月 26日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被申请人龚复信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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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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