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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被控受贿200多万元
安徽广电集团副总受审

本报讯 云南省彝良县一男子谎称
可以让高考落榜生入读三本院校，骗取
两名考生家长现金11万余元。近日，
彝良县人民法院以蔺加其犯诈骗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害人刘某与被告
人蔺加其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刘某告知
蔺其子高考落榜，想进大学深造。蔺加
其便谎称认识昆明市教育局的相关领
导，通过关系可以让未达录取分数线的
高考落榜生入读昆明市范围内的三本院
校。刘某请求蔺加其帮助为其子办理入
学事宜，并将此信息告知了也因女儿高
考落榜的被害人李某。李某便委托刘联
系蔺加其帮助办理其女入读云南大学滇

池学院。蔺加其称办理一个落榜生入校
就读需交6万元的关系费、1.67万余元的
报名费。二被害人随即向蔺加其提供的
账户中存入现金11.3万元。后二被害人
因迟迟未得到子女的入学通知，意识到
被骗，遂要求蔺加其退款，蔺加其仍继续

编造各种理由对二被害人进行推诿搪
塞，拒不退款。无奈之下，二人向公安
机关报案。到案后，被告人蔺加其委
托亲属将所骗款项全部退还被害人。

法院审理认为，蔺加其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以帮助考生上大学为名诈
骗他人财物，已经构成诈骗罪。鉴于
被告人家属已将诈骗款项赔偿被害
人，使被害人经济损失得以弥补，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刘高云 邱征燕）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黟县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案，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叶某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五年。

自2011年起，被告人叶某开始信
奉邪教“全能神”，并从事该组织的相
关活动，保管该组织内部的“奉献
款”收据、收条等物品。2012年以
来，叶某先后数次收到“全能神”邪
教组织其他人员送来的白皮书等宣传
资料，并多次前往该县山区农村，向
村民发放白皮书等宣传品，宣扬信奉
“全能神”可以治病、躲避灾难等歪理

邪说。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叶某处查
扣尚未被其传播出去的白皮书307本、
宣传单页87张、光盘40张及光盘播放
器等多种邪教宣传品。

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某明知“全
能神”系邪教组织，仍积极从事“全
能神”邪教活动，散布谣言，向他人
传播“全能神”白皮书及用于传播而
持有的白皮书数量达300余册，破坏法
律法规的实施，其行为已构成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胡志勇）

本报安庆6月12日电 今天上
午，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胡传道（副厅级）
涉嫌受贿案。检方指控，胡传道在任
舒城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收
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00多万元。

出生于1959年的胡传道，硕士研
究生学历，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
案发，任安徽省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安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胡传道
在2003年8月至2012年11月担任舒
城县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
人在承建工程、生产经营、申报项目、
争取资金、工作协调等方面谋取利益，
收受舒城通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解某某、
海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等人200多
万元人民币、22000美元、95000元购
物卡。

在胡传道的14起犯罪事实中，
仅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解某某就送给
他589600元人民币、20000美元。
2005年至2011年间，胡传道受解某
某之托，先后帮助通达公司协调自建
办公楼缓交部分办理房产证的费用并
提前拿到房产证；在通达公司停产整
改期限届满前，向公安部门打招呼，
提前为其公司审批购买炸药的计划；
协调舒城县政府应支付解某某的安徽
省路通建材有限公司88万多元的赔
偿款；并先后三次帮助解某某的公司
成功申报了六安市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国家生猪标准化示范场等项目，因此
其公司获得80万元的项目扶持资
金。海汇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为感谢
胡传道帮助该公司将舒城县作为金融
新产品试点，以赞助其女儿在合肥买
房为由，送给他50万元人民币。

2013年7月26日，中纪委向胡
传道核实他人违纪事实过程中，其主
动供述了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
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的事实。案发
后，胡传道退缴人民币151万余元、
购物卡88张（有效面值65500元）。

检察机关认为，胡传道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周瑞平）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一幼儿园没有为员工缴纳失业保险
金，员工韦某离职后将幼儿园告上法
庭。近日，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判令该幼儿
园赔偿韦某失业金损失8778元。

韦某在某幼儿园工作2年多，该
幼儿园一直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
险。2013年7月，幼儿园以劳动合同
到期为由终止与韦某的劳动合同，但
未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此后，韦某未到该幼儿园上班，并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幼儿园赔偿失业
金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某幼儿园作为用
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致使韦某与该幼儿园解除劳
动关系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给韦某造成了损失，某幼儿园存在过
错，故判决该幼儿园赔偿韦某失业金
损失8778元。 （李 文）

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在被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之前可谓一波三
折，其曾历经三次一审、三次二审，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度将案件发回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在此过程
中，被害人父母等人多次到中央及地方
人大、政法委、公检法等部门上访，诉
求之一即为判处本案的七名被告人死
刑。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裁定维持一审对本案两名被告人死
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如何对待被害人父母要求
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诉求，无疑
是本案死刑复核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本案的一审、二审过程中，被害

人父母强烈要求判处本案七名被告人死
刑，这表明本案的被告人没有得到被害
方的宽恕。而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
被害人宽恕已成为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
的酌定量刑情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被害方强烈要求判处死刑就应该相应地
成为判处被告人极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
的酌定量刑情节呢？

法院是否判处极刑，是一个法律问

题。这就决定了对被告人能否适用死刑，
关键取决于被告人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
的判处死刑的条件。在被告人罪不至死
的情况下，不能因为被害方强烈要求法院
判处被告人死刑，法院就对被告人适用死
刑，这是死刑案件中坚守法治精神的体
现。具体就强迫幼女卖淫的案件而言，根
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只有在情
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可以判处死刑。

而且，即使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也
并非只能够判处死刑，而是既可以判处无
期徒刑，也可以判处死刑。即便判处死
刑，也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
死缓同样属于判处死刑。就此而言，对本
案的被告人能否判处死刑，最终还是要由
法律说了算。至于被害方判处被告人死
刑的强烈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关键还是要
看这种要求在法律上能否站得住脚。一

旦站不住脚，法院顶不住被害方的压
力，判处了被告人死刑，就会在司法实
践中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
法律的严肃性便荡然无存了。

应该看到的是，坚守法治曾经造
福于被害方。在湖南省有关部门处理
唐慧（被害人母亲）事件的过程中，
唐慧劳教决定被依法撤销曾被网友评
价为闪耀着法治的光辉，既赢得了民
意，也是一堂生动的法治示范课。既
然被害方曾经受惠于法治，其所提出
的对本案处理的诉求当然也就应该在
法律的范围内。对于那些不合乎法律
的诉求，被害人当然就无权要求法院
予以满足。

单位未缴纳失业保险费
劳动者获赔失业金损失

6月12日，就备受关注的被告人周
军辉、秦星强迫卖淫等死刑复核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
的专访，并回答了相关问题。

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最高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周军辉、秦星案的审查过
程。

答：最高人民法院受理被告人周军
辉、秦星强迫卖淫等死刑复核一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审阅了全部案卷材
料，讯问了周军辉、秦星及陈刚等多名
同案被告人，听取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
见和被告人、被害人亲属意见，并赴当
地调查核实证据，对一、二审认定的事
实证据、适用法律、审判程序进行了全
面审查。经合议庭评议，依法作出了不
核准死刑的裁定。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复核确
认的事实是怎样的？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2006
年，被告人秦星伙同其男友陈刚（同案
被告人，已判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
区潇湘中路柳子大酒店旁租房经营“柳
情缘休闲屋”（以下简称“柳情缘”），
并采取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蔡某某、
陈某某、王某某等多名女性在该店内或
前往宾馆等处卖淫。

2006年10月1日下午，被告人周
军辉到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市职业技术学
院医学院对面东方红超市负一层“快乐
溜吧”溜冰，结识了被害人张某某
（女，时年10岁），后周军辉返回医学

院附近的“漂亮宝贝”理发店上班。之
后，张某某来到“漂亮宝贝”理发店，
与周军辉一起吃晚饭。当晚，周军辉将
张某某带至永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对面的“蓝色吧”出租屋内看碟、留宿
并发生了性行为。次日上午，周军辉带
张某某离开了“蓝色吧”出租屋，在前
往“漂亮宝贝”理发店的途中，张某某
被其舅母发现带回家。

2006年10月3日下午，张某某再
次到“漂亮宝贝”理发店找被告人周军
辉，周军辉通过朋友“魏勇”与陈刚联
系后，将张某某带至“柳情缘”，交由
被告人秦星安排张某某卖淫。此后，周
军辉多次从秦星处领取张某某卖淫所得
款共1000余元，外出打工后又委托朋
友魏治敏（绰号“韦剑”）继续领取张
某某的卖淫所得款。其间，张某某因不
服从卖淫安排，与秦星发生争吵并朝秦
星脸部打了一巴掌。陈刚见状朝张某某
脸部打了一下，周军辉闻讯赶来亦打了
张某某脸部一下，要张某某尊重老板、
听从安排。

2006年12月下旬，张某某被刘
润、蒋军军、兰小强、秦某（均系同案
被告人，已判刑）接出饮酒并被采取暴
力手段强行奸淫。同月30日，张某某
被其亲属找到并带离“柳情缘”。经鉴
定，张某某患生殖器疱疹及创伤后应激
障碍。

两被告人构成强迫卖淫罪

记者：网上和一些报刊对此案定性
有一些议论和疑问，最高人民法院认定

被告人周军辉、秦星等人构成强迫卖淫
罪的理由是什么？

答：强迫卖淫罪，是指违背他人意
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迫
使他人卖淫的行为，是一种以侵犯公民
人身权利尤其是性自主权为主要客体的
严重犯罪。判断被告人周军辉、秦星等
人是否构成强迫卖淫罪，主要取决于两
方面：一是被告人是否对被害人实施了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行为；二是被
害人张某某卖淫是否违背其本人意愿。
根据我院复核确认的事实和证据，足以
认定周军辉、秦星等人构成强迫卖淫
罪。

第一，被告人周军辉、秦星等人为
迫使被害人张某某卖淫，实施了暴力、
胁迫行为。根据张某某的陈述、证人陈
某某的证言和周军辉、秦星、同案被告
人陈刚的供述可以证实，张某某因不服
从卖淫安排，与秦星发生争执时，被周
军辉、陈刚各打脸部一下。虽然周军
辉、陈刚实施的暴力程度较轻，但被告
人是成年人，且系多人，而被害人年仅
10岁，孤身年幼、身心脆弱、易受伤
害，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此情形足以对
被害人形成较强的精神强制，迫使其不
敢反抗。

第二，被害人张某某卖淫明显违背
其本人意愿。案发时张某某是年仅10
岁的幼女，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性行
为的性质、后果缺乏认知和判断能力，
不具有性的自主权，缺乏自愿卖淫的基
础。张某某本人亦始终陈述，其系被迫
卖淫。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认定，张某
某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该病的发生与

被强迫卖淫所受的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
关系”。被害人的陈述与司法精神病鉴
定意见一致，说明卖淫违背被害人的意
愿，给其心理造成伤害。

被告人周军辉、秦星违背被害人张
某某的意愿，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迫使
张某某卖淫，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
的规定，已构成强迫卖淫罪。

犯罪情节未达特别严重程度

记者：此案复核期间出现哪些新证
据，可能影响对被告人秦星是否构成立
功的认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本案期间，
对被告人秦星是否制止同监人员周兰兰
自杀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调取了看
守所的监控录像及在场部分同监人员的
辨认笔录等新证据，上述新证据可能影
响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由于新
证据未经当庭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
据，现已随案移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由湖南高院通过开庭审理进行核
实。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被告人
周军辉、秦星死刑的理由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
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原则，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
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贯彻特
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原则，
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强
迫他人卖淫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如大
规模强迫卖淫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强迫多名幼女卖淫的，多次在公共
场所劫持他人拘禁后强迫卖淫的，
或者强迫卖淫手段特别残忍、造成
被害人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等情形，
才可考虑判处死刑。对于情节特别
严重的认定，应结合行为人强迫卖
淫的人次规模、作案对象、犯罪手
段、强制程度、犯罪后果、社会影
响等因素综合加以判断，确保罪责
刑相适应。本案中，被告人周军
辉、秦星强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多
次卖淫，控制卖淫所得，其间被害
人又被他人轮奸，致被害人患有生
殖器疱疹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
侵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犯罪性质
恶劣，犯罪情节、犯罪后果严重，二
被告人在强迫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均起
主要作用，系主犯，均应依法惩处。
但根据被害人陈述及证人李某某、蔡
某某、陈某某等的证言，证实被害人
可与其他证人结伴外出、经常到附近
网吧上网，未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
除有一次因不服从卖淫安排，被打脸
部外，未发现被害人受到二被告人
的其他暴力侵害。鉴于周军辉、秦
星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
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
别严重，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
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此外，本案复
核期间又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
对秦星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依法
应予查明。据此，我院依法裁定不
核准二被告人死刑，将案件发回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周军辉、秦星为何未被核准死刑
——最高法院刑一庭负责人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在死刑复核中坚守法治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王志祥

黟县审结一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
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13日（总第6008期）

本院受理刘开健、颜天菊申请宣告刘露死亡一案，经查：

刘露，男，199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出生于重庆市铜梁
县，住重庆市璧山县璧渝路136号1单元2-1，公民身份号码
500224199110194215。刘露于2010年5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露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023-41702017）。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璧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冉应珍、冉应秀申请宣告冉应福死亡一案，经

查：冉应福（男，汉族，生于1946年1月14日，奉节县公路养
护二段职工，住重庆市奉节县开发所永安镇鱼复路432号，公
民身份号码512226194601140012）于2009年4月28日外出，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冉
应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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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国强申请宣告谢广辉死亡一案，经查：谢广

辉，男，1976年1月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原系
韶关冶炼厂三年制合同工，原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三公

里梨园小区35栋201房，于2000年12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谢广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维昌、张武娇、张琼香、张远昌、张琼珍申请

宣告张振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振辉，男，1934年4
月5日出生，汉族，于2000年5月失踪，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张振辉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广东］平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耀敏、孙耀灵、孙跃增、孙耀群、孙耀

众、孙耀海申请宣告李秀兰死亡一案，经查：李秀兰，女，

193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洛阳市涧西区二十
九号街坊6栋3门202号，身份证号：410305350129454。李秀
兰于2006年12月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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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大贵申请宣告蔡多多死亡一案，经查：蔡多

多，女，193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楚宝
巷63号。于1955年5月起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蔡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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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光强、王碧华、唐思琪申请宣告刘雪婷失踪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刘雪婷,女，198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
农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剑阁县城北镇红双村3组，经常居住
地为湖南省石门县易家渡镇双溪村，于2010年4月30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雪婷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本院电话0736－5323811）。期间为3个
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石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青,陈芝英,陈小鱼申请宣告周秋香，盛金云失踪
一 案 ， 经 查 ： 周 秋 香 432930197007208623,盛 金 云

43293019750119786X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秋香,盛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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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香,盛金云失踪。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拥军申请宣告王解救死亡一案，经查：王解救

（男，1953年12月15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耒阳市插
秧机厂）于1994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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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王解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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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张金玉申请宣告李培军失踪一案，经查：李培

军，男，198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
县 波 洲 镇 瓦 屋 坡 村 杨 何 湾 组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3122719820124123X，于2004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培军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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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敖立刚、敖立国申请宣告于占霞死亡一案，经查

于占霞，女，1955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义
县城关乡关帝庙村。被申请人于占霞于2001年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于占霞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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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冶俊梅、马玉秀申请宣告苗春寿死亡一案，经

查，苗春寿，身份证号码为：632822710421001，男1971年4
月21日出生，回族，青海省湟源县人，原住青海省西宁市城东
区花园南街7号院551室，于1998年4月17日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苗春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青海］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玉秀申请宣告苗春贵死亡一案，经查，苗春

贵，身份证号码：632822197603140014，男，1976年3月14日
出生，回族，青海省湟源县人，工人，原住青海省西宁市城东

区花园南街7号院551室，于1998年4月17日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苗春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海］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向多珍申请宣告胡祖强失踪一案，经查：胡祖强，

公民身份证号码632121196411190077，男，1964年11月19日
生，汉族，平安县石油煤建公司职工，户籍青海省平安县平安镇

居民。被宣告失踪人胡祖强于1997年5月从平安县石油煤建公司
出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胡

祖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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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平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志凌申请宣告王社文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王社文，男、汉族，1951年1月16日出生，户籍地址为山西
省晋中市榆次区西门街32号，原住牛肉巷6号，患有精神分裂
症。该于2004年5月7日走失，至今一直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王社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民三庭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继刚、叶兴连申请宣告吕万琴宣告宣告失踪一

案，经查：吕万琴，女，汉族，1984年1月1日出生。户籍地
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乡曹坝村四组84号，身份证号
码：510504198401011827，2008年3月12日至今杳无音讯。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吕万琴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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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甘艳芬申请宣告韦万明失踪一案，经查：韦万

明，男，1963年7月14日生，壮族，云南省广南县人，城镇居
民，出走前住广南县八宝镇八宝村委会向阳街3号，公民身份
证号码：532627196307141517。于2007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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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韦万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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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爱花申请宣告徐勇死亡一案，经查：徐勇，

男，197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相符镇勤丰
小区10-3-201室，于2003年10月离家出走，在勤丰社区及相
符派出所均登记受理，失踪已达11年。因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
其死亡，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徐勇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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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阮阿仙、阮鲜花、阮狄珍申请宣告阮狄春死亡一

案，经查：阮狄春，男，1967年3月8日出生，汉族，绍兴市
上虞区人，住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沽渚村下阮24号，于2009
年12月14日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阮狄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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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小红申请宣告苏金凤失踪一案，经查：苏金

凤，女，1960年 5月 12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33080219600512242X，原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黄家街道东山
村，于1991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苏金凤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时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苏娟申请宣告陆常儿死亡一案，经查：陆常

儿，男，194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六横镇梅峙村东78号，于2014年3月27日21时30分左右，

“卫鑫11”船从定海驶向上虞方向时，陆常儿落水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陆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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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邹雪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邹卫平死亡一案，

于2013年5月1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
年5月26日依法作出（2013）丰民宣字第2号判决书，宣告邹
卫平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方勇、王业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首支行分别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3)鄂石首民初字第01494号、(2013)鄂石首民初
字第014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

樊矢勤：本院受理原告曾宪忠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石首民初字第0156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

范文辉、刘月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首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3)鄂石首民初字第0080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

罗丽萍：本院受理原告谢大玉诉你及第三人刘本德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鄂石首民初
字第01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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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能帮落榜生上大学
彝良男子诈骗11万获刑

承办此案的法官说，作为高考落
榜生的家长，能通过一定的渠道使
自己的子女进入高校就读，其初衷
无可厚非，但这必须是政策法规允
许的渠道。现在社会上类似的骗局

不在少数，考生家长屡屡受骗上
当。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家长
受了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
认为可以走“偏门”、走捷径即可
达到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一年一度的高校招生在即，在此
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莫信
“走后门”能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