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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勿扰” 网络安保的边界观察 思考

安全软件本应“奉公尽职”，全心全力为网络用户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然而一些安全软件却“夹带私货”，借安全保障
之名“打击”竞争对手，搭车推广自己的产品。

近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奇虎公司的 360 安全卫士软件选择性地对百度搜索结果网页标注警示图标
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专家表示，该案的意义在于确立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厘清了互联网竞争行为的边界。

□ 本报记者 赵 刚新闻纵深

□ 本报记者 赵 刚

依法解除强制医疗
实施程序有待细化

反馈 追踪

□ 朱云妹 张 静

近日，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
民法院在常州市武进第三人民医院

对江苏省首个被强制医疗人潘某依

法作出解除强制医疗决定。 新刑事
诉讼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实行至今， 全国有近百人
被强制医疗。

据了解， 有些被强制医疗人的
病情有所缓解 ， 甚至症状完全消
失， 需解除强制医疗， 但新刑诉法
关于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仅有框架

性规定， 可操作性较弱， 法律层面
适用标准不一， 这给解除程序的具
体实践带来一定影响。

哪些被强制医疗人可以解除强

制医疗？ 理论上， 被强制医疗人无
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解除强制

医疗的主要条件， 而我国关于 “有
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 的规定为开
放性表述， 具体的适用标准和评估
主体都未予以明确规定。 许多国家
的法律规定， 只能对有严重违法行
为且有高度再犯可能性的人进行强

制医疗， 若虽有严重危害但只有极
小的现实危险， 或虽有极高的现实
危险但只有轻度的危害， 都不属于
具有重大威胁。

司法实践中， 为准确判断被强
制医疗人是否具有 “继续危害社会
的可能性”， 合议庭应听取医疗从
业人员的专业意见。

哪些单位和个人可以启动解除

强制医疗程序？新刑诉法明确规定，
强制医疗机构、 被强制医疗人及其
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在
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浙江省新昌县
人民法院、 武进法院等法院审查的
解除强制医疗案件， 均由被强制医
疗人所在的医疗机构出具评估意

见， 同时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
申请，从而启动解除程序。对依法作
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法院、 同级检察
院等司法机关是否能够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的评估或监督， 并依职权启
动解除程序，法律未予规定。

如何组织安排合议庭组成人

员 ？ 由于法官缺乏精神病医学知
识， 实践中不得不对鉴定人员出具
的鉴定意见照单接受， 不做实质性
审查。 为了有效保障法律结果的科
学性，合议庭中需要具有心理学、精
神病学、 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民
陪审员参加。 相关专家学者在庭审
中可以结合精神病医师的医学诊

断， 对行为人治疗后的病情等进行
综合分析。

如何保障对被解除强制医疗人

的看管和后续医疗？ 虽经过治疗，
被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病性症状得到

缓解或消除， 暂无社会危害性， 但
若回归社会后采取关押、 禁闭等方
式看管， 疏于细心照顾， 可能会出
现病情反复的情况。 所以， 被解除
强制医疗人有赖于家庭的持续治

疗。 如武进法院审查的潘某解除强
制医疗案中， 潘某的唯一监护人表
示， 愿意按照鉴定意见书的要求做
好对潘某的看管和医疗， 并联系到
潘某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及社区

机构， 由其对潘某后续康复情况予
以密切关注。

用户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那些”时，会自动弹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的女孩”等下拉提示词，正常情况下，下拉提示词应当将用户的搜索请求引导至百度
的搜索结果页面。但用户在 360网址导航中点击百度搜索框的下拉提示词时，并非进
入百度的搜索结果页面，而是被引导至 360视频服务中。

2013 年 9 月 4 日 ， 该案在北京高
院开庭审理 ， 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
在： 奇虎公司与百度公司是否存在竞争
关系； 奇虎公司是否存在插标行为， 该
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而构成不

正当竞争； 奇虎公司是否修改了百度搜
索框中的下拉提示词， 是否因此劫持了
百度搜索的流量 ， 构成不正当竞争行
为。

2013 年 12 月 17 日 ， 北京高院经
审理认为 ，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
定：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 应当遵循
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
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
当竞争， 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损
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社会经
济秩序的行为。” 根据该规定， 互联网
经营者在经营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过程

中， 应当遵守公平竞争原则、 和平共处
原则、 自愿选择原则、 公益优先原则和
诚实信用原则。

在遵守上述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

上， 虽然确实出于保护网络用户等社会
公众的利益的需要， 网络服务经营者在
特定情况下不经其他互联网产品或服务

提供者同意， 也可干扰他人互联网产品
或服务的运行， 但是， 应当确保干扰手
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否则， 应当认定
其违反了自愿、 平等、 公平、 诚实信用
和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违反了互联网产
品或服务竞争应当遵守的基本商业道

德， 由此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 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前述规则可以简称为 “非公益必
要不干扰原则”。 在本案中， 360 安全
卫士被诉的插标行为和修改搜索框下拉

提示词的行为干扰了百度搜索的正常运

行， 而且奇虎公司并未证明上述行为确
系保护网络用户的安全所必需， 因此上
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终， 北京高院终审判决，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结局：
百度笑到了最后

不安全的“安全卫士”

蹊跷的“危险网页”

小王是一名安全意识强烈的网

民， 每当遇到杀毒软件提示打开的网
页含有危险内容时， 便立刻点击关闭
按钮。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
能受到了某些杀毒软件的误导。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2012 年 3 月
2 日出具的 （2012）京长安内经证字
第 1136 号公证书证实了这样的事
情。

该份公证书显示， 访问奇虎公司
主办的 360 网， 在该网站主页上点击
“360 安全卫士 v8.5”， 进入相关页面
后下载并安装运行 “360 安全卫士
v8.6Beta2”。 然后 ， 在百度网 （www.
baidu.com）搜索关键字 “魔兽大脚插
件”，搜索结果包含“魔兽大脚┃魔兽
世界大脚插件 bigfoot 官方网站 ”，对
应的网址为 www.bigfoot178.com，并
标注了红底白色感叹号图标。 点击该
感叹号,弹出的对话框显示内容包括：
“360 安全中心”、“包括危险下载链接
的网站”、“该网页存在危险的下载链
接，这些链接常伪装成电子书、电影、
视频、软件等诈骗您下载，您可能会误
点击下载导致电脑中病毒， 请谨慎访
问当前页面含有大量未经证实的广告

信息， 虚假广告可能给您造成财产损
失，请您谨慎访问”。

然而， 通过谷歌网 (www.google.
com) 搜索同一关键字 “魔兽大脚插
件”，搜索结果中包括 “大脚 （bigfoot）
插件官方网站”， 对应的网址同样为
www.bigfoot178.com， 但是 360 安全
软件并未给该网址标注任何警示图

标。
360 安全卫士这种“差别对待”的

做法在 2012 年 3 月引起了百度网的
注意。 经调查，百度公司发现，360 安
全卫士软件选择性地对百度搜索引擎

上的搜索结果网页标注红底白色的警

示性图标（简称插标）。

不动声色的“劫流”

除了恶意“插标”，百度公司还发
现，360 安全浏览器还有“劫流”的嫌
疑。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 2012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 （2012）京中信内经证字
第 04447 号公证书显示，用 IE 浏览器

在百度网搜索关键词“那些”，第一页搜
索结果没有 360 影视或网址为 v.360.cn
的网站。

但是 ，访问 www.360.cn，安装 “360
安全浏览器 4.1 正式版”后，运行桌面上
360 安全浏览器的快捷方式， 弹出页面
进入网站 hao.360.cn。 在该网站提供的
百度搜索框中输入“那些”，自动出现下
拉提示框，其中第一位显示“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 电影”、“主演：
柯震东 陈妍希”、“免费观看”，且该条下
拉提示词采用与其他提示词不同的背景

颜色。 点击该下拉提示词，弹出页面网址
为 so.v.360.cn，该页面上有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介绍、图片及播放
按钮等， 并显示 “360影视”、“v.360.cn”、
“影视搜索”等内容。

百度与奇虎的“各自道理”

在掌握了上述情况后 ，2012 年 4
月， 百度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称，被告奇虎公司、奇智软件公司
篡改百度搜索结果页面，造成混淆。利用
360 浏览器捆绑其网址导航站， 故意仿
冒、混淆搜索结果，劫持百度流量。 两被
告的上述行为是对原告的商标权侵权和

不正当竞争行为， 违背了基本商业道德
和诚信原则。故请求法院判令：立即停止
侵权，刊登道歉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
15 万元。

2013 年 4 月 27 日,北京一中院对该
案进行一审宣判， 认定奇虎公司的相关
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判决被告
奇虎公司立即停止涉案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 连续十五日在网站 www.360.cn 首
页显著位置刊载消除影响的声明， 并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45 万元。

奇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高
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为：第一，百度
公司经营搜索引擎服务， 奇虎公司经营
网络安全服务，二者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第二， 奇虎公司并不特定地针对百度搜
索结果网页进行插标，360 安全卫士的
插标是保障网络安全的必要的正当的行

为。第三，百度搜索框不同于百度搜索引
擎， 百度搜索引擎本身没有自动显示下
拉提示词， 奇虎公司因此在百度搜索框
设置了下拉提示词。 下拉提示词并不能
决定用户访问行为， 制作下拉提示词不
属于搭便车， 也不构成对百度搜索流量
的劫持，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电脑病毒四处传播、 钓鱼网站泛
滥成灾的网络环境中， 网民非常欢迎网
络安全软件， 希望得到全面的保护。 但
是， 为什么 360 安全卫士的插标行为会
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呢？
安全软件可以做什么“保护”行为，又不
能做什么呢？

不得不进行插标吗

据 12321 举报中心、 中国互联网协
会反垃圾信息中心和光芒网联合进行的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显示，2013 年中
国网民在网上的损失约为 1491.5 亿元，

54.8%的网民损失在 100 元以内， 约有
13.4%的网民损失在 600 元以上。 其中，
诱骗是最主要的侵害方式， 网络购物则
是权益损失的高危“行当”。

另一项调查显示， 搜索引擎成为网
络欺诈发生的重灾区，像医药购销、家电
维修、快递、职业中介、机票买卖等欺诈
信息有 80%来自搜索引擎。 其中，“打折
机票”、“网络兼职”、“话费充值”、“投资
理财”、“降糖降压”已成为搜索引擎中钓
鱼网站链接的五大关键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奇虎公司辩称，
360 安全卫士向用户提供插标功能，以
争取在第一时间、 在最醒目处就风险网
站对用户进行提示。 涉案搜索结果网页
可能为挂马网站的链接， 上面的电话号

码本身即可能为欺诈信息， 不以插标的
方式难以警示网络用户。

公心还是私心

然而，北京高院认为，在该案中，奇
虎公司既未能证明涉案搜索结果上的电

话号码会损害网络用户利益， 也未能证
明插标是保护网络用户免受挂马网站侵

害的必要手段。
相反， 涉案插标行为不仅选择性地

针对百度搜索结果网页进行， 而且引导
用户安装 360 安全浏览器等等。 这些行
为并非为了保护公共利益， 而是为了奇
虎公司的经营利益。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

究员陈杰人认为， 互联网服务商帮助消

费者对搜索引擎的不良信息进行甄别，
应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公共利益，
而不是借此达到商业竞争的目的。

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划定边界

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于

国富认为， 该案判决书中的一个重要亮
点是北京高院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

条的原则性规定， 推导出网络服务提供
者在经营过程中所应当遵守的 “五项基
本原则”，即公平竞争原则、和平共处原
则、自愿选择原则、公益优先原则、诚实
信用原则。

“难能可贵的是，法院在上述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非公益必要
不干扰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网络经营

者如果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

要， 不得在未经用户选择和同意的情况
下干扰其他经营者的产品和服务。 并且
其必须举证证明其干扰行为具有必要性

和合理性，否则即使出于公益目的，也构
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于国富说。

专家表示， 由于十多年前制定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并无规范互联网竞争行为

的相应条款， 而且互联网竞争行为边界
尚未厘清， 导致部分网络经营者屡屡通
过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扩大其市场，侵
害其他网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高
院通过对百度诉奇虎不正当竞争案件的

判决给行业厘清了竞争行为的边界， 给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树立起明确的审

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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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下午
14:00 在宜兴市宜城街道沧浦社区服务中心四楼司法拍卖中心
2 号厅举行下列标的第二次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江苏金牛车辆配件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徐舍镇
长福村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施等资产。 房产总建筑面
积约 27489.64■，无证房产建筑面积约 348.81■；工业出让土地
使用权面积约 66671.6■(详见评估报告)。 第一次拍卖保留价为
4342.9 万元。 二、看样时间：即日起接受咨询预约，并组织集中
看样。 三、参拍方法：凡有意参拍者须在 2014 年 2 月 17 日 15：
00 前请携有效证件及 400 万元保证金的法院收款凭据到拍
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保证金缴至宜兴市人民法院账户
（ 开 户 行 ： 江 苏 宜 兴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32022301012010001000142）。 四、特别说明 ：标的过户及移交
时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及标的所涉及的欠费等费用均由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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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宝汇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
支行申请执行连云港市宝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宝汇
担保有限公司、江苏宝汇物流有限公司、叶德景、潘邦华、陈庆
树、魏裕桂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江苏
宝汇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灌南县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南侧

的房产（产权证号：连房权证灌字第 G00126828、G00126828-1-
8号，丘号：56420001）和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灌国用（2011）第
01-7195号] 委托江苏省首佳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进行评估

（评估价：3012.79万元）。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苏佳房估（鉴）字
第 2013-11008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2013）连执字第 0365 号民
事裁定书（拍卖）。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
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对评估的房地产委托拍卖，拍卖所涉告知
事项，本院不再另行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立好、卞凤娥：郁正茂申请执行刘立好、卞凤娥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刘
立好、卞凤娥共有的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乡陆庄组 2 号房
产（所有权证号：H00114009，丘号：454123）进行评估，评估价：
44.09 万元。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连旺房估（鉴）字第 2013-
1208号估价报告、（2013）连执字第 0203 号民事裁定书（拍卖）。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本院将依
法对评估的房地产委托拍卖，拍卖所涉告知事项，本院不再另
行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阳春申请宣告韩光荣死亡一案，经查：韩光荣，
男，1952 年 7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所下
团山堡 32号附 12号， 于 1993 年 10 月 14日出走后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韩光荣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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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贺永芳申请宣告张淑华死亡一案，经查：张淑华，
女，1938年 2月 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腾黄路 30 号
8 幢 2 单元 2-3，于 2002 年 1 月出走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张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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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时俊、邓修瑜申请宣告熊聪失踪一案，经查：熊
聪，男，1988年 1月 18日生，苗族、贵州省普安县人，农民，住贵
州省普安县龙吟镇红旗村街上组， 于 2008 年 10 月起下落不
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熊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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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贵州]普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红艳申请马淑珍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马
淑珍，身份证号码 230505194010130029，女，1940 年 10 月 13 日
出生，汉族，于 2010 年 9月走失，下落不明已满两年。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马淑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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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时春香申请宣告仲钢军失踪一案， 经查：

仲钢军，男，汉族，户籍地址新乡市牧野区建设路 134 号 27 号
楼 3 单元 202 号 。 1958 年 10 月 10 日出生 ， 身份证号 ：
410711195810100035，于 2001年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仲钢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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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仲钢军失踪。

[河南]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嘉诚、王嘉慧、王慧敏申请宣告冯春艳

失踪一案，经查：冯春艳，女，1979 年 5 月 14 日出生，汉族，农
民，住沈丘县冯营乡金李庄行政村村民，于 2009 年 10 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
望冯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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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冯春艳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付坤申请宣告孙贺丽失踪一案， 经查：

孙贺丽，女，1976 年 6 月 10 日出生，汉族，农民，沈丘县付井镇
西李楼行政村西李楼村村民，于 2007 年 2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孙贺丽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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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孙贺丽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朋、李责、李平申请宣告王书英失踪一
案，经查：王书英，女，1972年 10 月 24 日出生，汉族，农民，沈丘
县付井镇西李楼行政村西李楼村村民， 于 2006 年 4 月离家出
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
王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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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书英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明硕、刘明浩、刘家海申请宣告张少华

失踪一案，经查：张少华，女，1966 年 9 月 13 日出生，汉族，农
民，沈丘县冯营乡双刘庄行政村前刘庄村村民，于 2008 年 7 月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
月。 希望张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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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张少华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誉晖申请宣告周冬花失踪一案，经查：周冬花，

女，1971 年 10 月 30 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祁
阳县八宝镇合力村 1 组， 公民身份号码 432930197110302423。
其于 2010 年 12月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周冬花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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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宣告周冬花失踪。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乃威、杨素珍申请宣告王乐平死亡一案，经查：
王乐平，男，1975 年 7 月 26 日生，汉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人 ， 住 永 丰 县 恩 江 镇 恩 江 北 路 38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425197507260018，下落不明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1年。 希望王乐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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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乐平死亡。

[江西]永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朋飞申请宣告谢洪杰失踪一案，经查：谢洪杰

（女，1986 年 4 月 19 日生，汉族，农民，原系舒兰市法特镇黄鱼
村十三社村民），于 2009年 8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谢洪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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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桂芝申请宣告池连忠失踪一案，经查：池连忠，
男 ，1962 年 10 月 9 日 出 生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502196210093097，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无业，户籍所在地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南兴路团山巷 5 号 5-89。 池连忠下落不
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池连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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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文志申请宣告刘文东死亡一案，经查：刘文东，
男，汉族，1977 年 10 月 3 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双城市联兴乡永
跃村五委，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来不明，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旅顺渔港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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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刘文东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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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姜峰申请宣告姜海山死亡一案， 经查： 姜海山，
男，汉族，1990 年 3 月 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双城市联兴乡永跃
村五委，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因意外事故下来不明，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旅顺渔港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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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刘文东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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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申请人段惠文 、段娇如 、段惠升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许英丽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姓名许英丽，女，1970 年
7月 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杨堡村人。于 2008年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英丽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 个月，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西]洪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夏西平申请宣告夏平安失踪一案，经查：夏平安，

男，1975年 4月 20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杨陵区杨陵街
道办事处夏家沟村一组北街北 52 号。 于 2010 年 8 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夏平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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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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