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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层法官职业化建设
田成有

基层法院不仅面临着人员流失、断层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基层法院的
队伍结构中职业法官的欠缺。职业法官的欠缺使法院的审判工作无法上升
到规则之治的高度，制约法院的职业化进程。观点

法治时评 ▷▷

权力不受约束，谋私就有新招
魏文彪

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政府
的自我革命，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
放权的必然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餐具消毒不能走过场
8月5日，记者应聘到温州康洁餐具

消毒服务部当包装工人，打工3天，揭开
餐具清洗消毒黑幕。每副餐具至少经过
9双手，工人上班前无需洗手，不用穿戴
手套、帽子和工作服，直接徒手包装消毒
后的餐具，掉地上的筷子捡起后继续包
装，消毒两三秒后仍有污迹的用抹布擦。

推行统一消毒餐具，初衷是好的，既
降低餐馆消毒成本，又保证了顾客用餐
安全。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样变形。卧
底记者揭开的内幕，让人作呕。

实际上，在统一消毒餐具推广中，有
两个问题一直如影随形。一是消毒餐具
是否应该收费。二是消毒餐具是否真的
是“放心碗”“放心筷”。现实是，消毒碗
筷收了费，却没让消费者放心。关键的
是，目前国家还未对餐具消毒行业制定
详细的行业规范，消毒企业注册无需卫
生许可前置，管理制度存在部分缺失。

食品安全，重如泰山。有关部门除
了注重食品本身的安全监管，让餐具消
毒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一方面，要尽
快对不达标的中小餐饮器具消毒企业及
小作坊进行整治，进一步规范市场秩
序。另一方面，制定出台地方性的行业
标准，将餐具消毒行业纳入标准化、制度
化的轨道。

——王成艳

快递业“泄密”漏洞亟须亡羊补牢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显示，今年

3月份，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的
一家快递公司的负责人发现，有人在网上
公开买卖他们公司快递单上的信息，而且
销售量还很大。经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名
在校学生在做网络安全测试时发现快递
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一些安全漏洞，从
中提取个人信息并进行了网络售卖。

网购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被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运用。随之而来，
大量的快递包裹逐渐开始与每个消费者
打交道。我们知道，快递作为物流的一
个重要分支，与狭义的物流有着明显的
不同。尤其在收寄递方面，快递客户的
信息填写相对于物流单要更详细，由此，
快递客户的信息安全也显得更为重要。
一旦客户的快递单号泄漏，也即意味着
消费者个人的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将
在网上“裸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
天，信息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权，更
与个人的人身安全等息息相关。

但现实的困境在于，由于电子商务
立法缺失，消费者维权亦非常艰难，导致
网购消费侵权行为屡见不鲜，公开买卖
客户信息也时有发生。杭州快递单号泄
露事件再次吹响了客户个人信息保卫战
的号角，相关方面应尽快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亡羊补牢。

首先，快递电商企业作为契约的缔
结者，必须真正履行和承担起契约的责
任和义务，及时纠正和完善管理，自觉
修补由来已久的行业漏洞，提高快递单
据的保密性能，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保密
机制。其次，消费者应提高私人信息的
保护意识，对快递单据做好妥善处理，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及时举报。此
外，相关部门要加大立法，加强对泄露
客户信息行为的监管和惩处力度，以此
对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
息行为予以震慑。如此多管齐下，才能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何 旭

如果国家沦陷，民族衰弱，个
人纵使才高八斗，也免不了“国破
山河在”的辛酸；纵使位高权重，
也脱不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嗟
叹；纵然梦想再美丽，到头来也是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哀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国梦时谈
到，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
萍”。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
运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
连。万涓细流归大海，每个公民个人的
梦想，汇聚成国家梦，离开国家和民族
谈个人梦想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回顾个人的成长历程，笔者出生的年
代，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二十年，千疮百
孔，积贫积弱的烂摊子经历了诸多的风
风雨雨，开始慢慢走向繁荣富强。小时
候，尽管没有大鱼大肉，但基本上已是
衣食无忧，阳光下度过美好的童年。该
上大学时，又赶上了不分南北贵贱选人
才的高考。大学毕业又有了艰辛但充
实的工作。笔者那个年代的人现在在
不同的岗位上都是骨干。可以说，我们
成长的每一步，无不是与党和国家的发
展进步同步而行。我们应幸运并感恩
出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试想，如果国家沦陷，民族衰弱，
个人纵使才高八斗，也免不了“国破山
河在”的辛酸；纵使位高权重，也脱不
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嗟叹；纵然梦
想再美丽，到头来也是“此恨绵绵无绝
期”的哀怨！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梦的实质，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身处这个伟大时
代，我们都是受益者。当然，我们的制
度不是完美无瑕，我们的生活常有缺
憾，我们还有种种困难艰险！幸福不会
从天降，美好梦想等不来。我们还没有
资格坐享其成，没有理由坐吃山空，中
华民族还要凝神聚力，勇于创新，积极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让
中华巨轮乘风破浪，奋力前行！我们每
个党员干部都应解开思想扣子，迈开改
革步子，积极投身到时代洪流中，成为
参与这改革大潮的弄潮儿！

“长风破浪会有时”。当前，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的司法体制改
革，到了深水区，我们在法院工作的每
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大潮的冲击。
但无论何时，民族的脊梁，永远是那些
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
共，勇于担当，勇于接受挑战的人！

脚踏祖国大地，找准自身所长同
社会发展所需的结合点，就一定能创
造出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辉煌业绩。
让我们公平正义的梦想汇聚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梦想在祖国
大地上激情绽放！

让美好梦想
在工作岗位上绽放

王世心

基层法院的问题是人才问题。特
别是在云南这样的边疆民族省份，所
需要的人才既要是懂得民族语言的民
族法官，同时还是精通法律的职业法
官。然而这个理想在现实当中却难以
实现，作为老少边穷的民族地方的法
院，不仅人才的引进非常困难，要留住
人才就更加困难。

目前，基层法院不仅面临着人员
流失、断层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基层
法院的队伍结构中职业法官的欠缺。
基层法院的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
设受到严重的制约。制约的原因，一
方面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
的成熟；另一方面，也需要法院正确处
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法官职业必须是职业化的职业，特
别是处理复杂新型疑难案件，对法官的
知识、学识要求更高。而许多基层法
官，拥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却欠缺现代
的法学理论知识和前沿知识，对办理的
大量案件，仍停留在零散的认知上，不
会提炼、升华，不能用理论加以梳理总
结，不能进行知识迁移，举一反三。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些基层法
院受理的案件类型单一，多数案件凭
借经验可以得到较好处理，所以，法官
对于理论以及综合知识的学习缺乏客
观推动。同时还在于，基层法院长期
处于相对封闭与保守的社会环境中，
缺乏理论学习的主观需要。以云南某
国家级贫困县法院为例，该院每年的
民事案件不超过600件，90%的案件来
自农村，传统案件居多。该院的调解
率基本为60%，40%的案件能够进入到
判决。基于案件的性质，法官的精力
多用于调解，长此以往，知识的更新与
学习相对就弱化了。

未来法院的案件数量会出现大幅
度增长，案件的类型也会随着改革的
深化而发生变化，特别是涉及到土地、

农业、林业领域的案件会增多，对于这
些纠纷的处理，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
而非经验。在面对这些复杂疑难的案
件时，法官如果欠缺理论素养，只会机
械理解法条，就会在认定事实与适用
法律上思路狭窄、思路不清。

全媒体时代，已经把基层法院置于
更加复杂的网络中，案件处理稍有不慎
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而基层法院受
限于自身的层级与定位，对于案件的处
理往往缺乏宏观的考量与全局意识。
同时，基层法院处于最底层，在长期地
方化、行政化的管理模式驯化下，对地
方有依附性、对上级有依赖性，独立精
神与抗压能力远远弱于中高级法院，这
些都使得基层法院的司法能力还不足
以应对依法独立审判的要求。

基层法院受当地社会经济、自然
人文的影响，视野往往局限于当地，对
于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缺乏分析与了
解。转型时期，复杂疑难案件、社会敏
感案件中牵扯的是社会阶层相互冲突
的各种利益以及公众的各种失衡心
理，稍有不慎，冒失地作出与社会公众
价值观念相差甚远的判决就完全有可
能遭到社会的“讨伐”。比如“郭玉驰
强奸幼女案”。“官员”、“奸淫幼女”，这
些敏感词牵动着社会的不满与怨气。

“官员”挑战的是公众对于权力不满的
脆弱神经，而“奸淫幼女”挑战的则是
社会道德的基本底线。该案引发的舆
论狂潮，其背后是各种价值的相互碰
撞、是社会转型时期官民冲突日益剧
烈的社会现实、是司法公信力与政府
公信力同步低落的社会现实。审理这
样的案件，如果基层法院没有清晰的

社会问题意识以及高度的舆情敏感
性，在案件中回应社会阶层固化、贫富
差距、道德期望等等诸多社会矛盾，就
会处于被动的危险境地。实践中，社
会敏感案件被称之为“躺着都会中枪”
的案件，当基层法官面临相互冲突的
价值、政策和利益的考量时，往往会显
得力不从心，因为基层法院在处理疑
难复杂案件、社会敏感案件时，普遍存
在着社会问题意识不足、舆情应对不
会、全局视野不够敏感等问题。

司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对社会
需求，特别是深层次的社会需求必须有
所回应，应当使司法逻辑与社会问题有
所结合。基层法院处于最底层，承办的
案件最多，承受的压力最大，我们不能
将一切问题的发生都完全归结在基层
法院身上，我们应该多给基层法院一些
同情和理解，应该在人才培养上，着力
培养基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精神，给
其信心和勇气，应该培养他们善于接受
各种新思想的开阔视野，加强基层法院
的人才培养、储备，等等。

从法院人才结构来说，需要经验丰
富擅长于调解的法官，同时也需要司法
经验与知识结构完整的职业法官。缺
了任何一方，法院的审判工作都无法适
应现实的需要。而职业法官的欠缺则
使法院的审判工作无法上升到规则之
治的高度，制约法院的职业化进程。必
须要重新认识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
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高发，单纯的判决不
能化解社会矛盾，法院转而强调调解。
然而，过多地依靠法官进行调解，势必
影响到法院的职业化建设。

在基层法院，具有法学背景的年

轻法官认为，大量的调解工作已经让法学
知识处于悬置状态，如果对裁判与规则之
治没有自觉的话，长此以往，调解思维突
出而裁判思维则被弱化了。他们不愿意
成为调解法官。而一些具有法学背景的
资深法官则认为调解有助于案结事了，且
不用写判决书，也愿意选择调解的方式。
实践中，因为案结事了的要求、调解的指
标考核奖励、内部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已
经导致了基层法院大量选择调解方式结
案，甚至一些基层法院的案件调解率达到
60%-80%以上，长此以往，裁判思维、判决
书的写作能力将不可避免被弱化，对于职
业化的进程形成了严重制约。

调解系个性化处理案件的方式，不
利于规则的确立与引导。“彭宇案”中，二
审法院基于多种原因调解了该案，案件
事实真相五年后才得以披露，法院失去
了回应社会“道德期望”的最佳时机。同
时，过度强调调解不仅影响法律的严肃
性公正性，还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
权利，因为调解的弹性与模糊性，还为法
官提供了暗箱操作的机会，为某些领导
干预个案提供了便利条件。

应该区分案件类型进行调判的适当
分离，培养一批精于裁判的专家型法官，
将用于调解的大量精力与时间用于对法
律法理以及社会知识的学习与运用。应
当对案件分类、分流，从制度上、多元化
纠纷机制上进行调解重构，将法院从繁
重的调解任务中解脱出来，法院负责对
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指导，并在多元化
纠纷中起到主导作用。

改革，就是要让法官专注于裁判思
维与技能的树立，具有法律人的法律思
维、法律信仰、法律传统，走职业化、专业
化的道路。

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制
约，掌握权力者就可能“发明创造”
出各种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

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
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
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谋取不正
当利益。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
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
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专家分析，
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
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现实当中，拥有发明专利者不在少
数。但是，一般的发明专利拥有者，其发明
专利要能得到应用、转变为经济效益，并不
容易。而武长顺作为交管部门负责人与公

安局长，却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轻易让
自己的发明专利在本系统内得到应用，产
生经济效益。如1999年，武长顺领衔发明
的“99型整屏分段交通信号灯”在天津整
体应用；2012年，武长顺发明的“12型一体
化倒计时信号灯”在天津再次推广应用，
取代“99型”信号灯。天津媒体报道，截至
今年5月，天津已有721个道路交口安装
使用“12型一体化倒计时信号灯”。

而按照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所有权
属于单位或公司的，专利推广应用后，发
明人一般可获得 2%到 3%、最多不超过
5%的报酬。据专家介绍，在具体操作过

程中，双方还可另行约定报酬。这样一
来，武长顺便可藉由在交管系统内部推
广其发明专利，“名正言顺”地谋取巨额
利益。相比于一般的贪贿行为，这样藉
由推广自身发明专利谋取利益的做法无
疑更为隐蔽，更不容易受到追查。

但其实，像武长顺这样经由在自己
管辖范围内推广自身发明专利方式获取
巨额利益，本质上依然属于以权谋私腐
败行为。而其各类发明专利所以能够畅
通无阻地在其管辖范围内得到推广应
用，显然是由于其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
力，导致其可以利用权力，让自己的各类

发明专利轻易变现谋利。
从以上意义来说，武长顺利用权

力推广自身发明专利谋取私利现象的
出现，实际上是警示如果权力不能受
到有效的制约，掌握权力者就可能发
明创造出各种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
显然，唯有通过大力健全与完善权力
制约机制，令权力行使受到有效的监
督与制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才可能杜绝包括假借推广发明
专利名义以权谋私在内的各类腐败行
为出现，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反腐败斗
争与廉政建设。

“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
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
究制度”。意味着要排除不当干预、
捍卫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
权。

四川省眉山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郑
某某在云南省大理市发生交通肇事撞死路
人后，让弟弟顶包。被交警识破后，郑某某
被检察院诉上法庭。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
跑到大理，向大理市人民法院递交了免予
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该院对郑某
某免予刑事处罚。大理市法院未理会该
局对审判的“另类干涉”，以被告人郑某某
犯交通肇事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三年。

面对自己的下属触法被捉，郑某某所
在单位领导举着单位的大旗，给法院出具公
函，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然而无独有偶，这些年来，行政干预
司法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顽疾。
譬如，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曾经发
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四川资阳
市雁江区司法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
求其所管辖的各律师事务所禁接沱江特
大污染事故索赔案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审理一起矿权纠纷官司时，陕西省政
府办公厅发函称“如高院不维持原判，将
对陕西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这些党政机关或部门为什么要出具
公函，去影响司法部门办案呢？原因有
二：一是人情因素在作祟；二是由于法院
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也就有理由
要求法院服从自己的工作。

大理市法院未理会对审判的“另类
干涉”，笔者自然要点赞。

今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提出，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
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
制度”。这就意味着要排除不当干预、
捍卫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要落实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的宪法原则，就必须防止以言
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而
司法机关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敢于
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依法办事。

为抵制“另类干涉”点赞
董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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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李凤兰申请王林珠死亡一案，于 2013年 7月 20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依法作出
(2013)梅县法民一特字第 1号判决书, 宣告王林珠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金妹申请吴俊良死亡一案，于 2013年 7月 12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7月 14日依法作出
（2013）钟民初字第15号判决书，宣告吴俊良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玉勤申请宣告赵军伟死亡一案，于 2013年 7月
1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満，并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作出
（2013）鱼民特字第 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赵军伟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山东]鱼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雨航申请宣告孟丽娜失踪一案，于 2014年 4月
24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7月 28日依法
作出（2014）西平民特字第 0000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孟丽娜失
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萌申请宣告张永强失踪一案，于 2014年 4月 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7月21日依法作出
（2014）西平民特字第 0000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永强失踪。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萌申请宣告张永强失踪一案，于 2014年 4月 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7月21日依法作出
（2014）西平民特字第 0000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永强失踪。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向礼茂申请宣告向精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向
精华，男，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华北
油田综合二处一区，公民身份号码1201097502088657。于1996年3
月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向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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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余立民、余玉芬申请宣告胡的贞死亡一案，经查：
胡的贞，女，汉族，1949年 7月 13日出生，安徽省休宁县人，原住
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前川村上东轩组，于 1982年 2月起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胡的贞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安徽]休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俊英申请宣告于小龙死亡一案，经查：于小龙，
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2700928531，汉族，原
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会宁路第一居委会定西路284号515，于
1990年10月9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于小龙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1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史清忠申请宣告张惠眉死亡一案，经查：张惠眉，
女，汉族，1973年10月19日生，原住兰州市西固区新维路196号
102室，于 2009年 7月 1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张惠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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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寻奇凤申请宣告沈伏初死亡一案，经查：沈伏初，

男，196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浏阳市集里街道
办事处神仙坳社区阳光家园，于2010年7月16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沈伏初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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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端钢、赖美玲、赖青、赖家齐申请宣告张玲艳、高
小云失踪一案，经查：张玲艳,女，1973年 3月 5日出生，汉族，农
民，住湖南省祁阳县文富市镇丁源冲村7组，于2008年12月离家
出走。高小云，女，198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祁
阳县文富市镇忠诚村5组，于2012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均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张玲艳、高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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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张玲艳、高小云失踪。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翠凤申请宣告刘声贵死亡一案，经查：刘声贵，

男，1951年 3月 9日生，汉族，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户籍所
在地：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畜牧站，公民身份号码：
432926195103093412于 2006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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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刘声贵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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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高庄申请宣告肖红飞失踪一案，经查：肖红飞，
女，1983年 7月 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三甲乡岩美村
美仁组，身份证号码：432503198307170827，于 2012年 4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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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红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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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肖红飞失踪。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段玉荣、沈腊梅、冯小林、冯丽君申请宣告冯永清

死亡一案，经查：冯永清，男，1967年 11月 24日出生，汉族，江西
省瑞昌市人，住瑞昌市码头镇码头村三组，身份证号码：
360422196711244036。冯永清于2014年4月5日21时20分，在长
江采砂过程中，船舶发生自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江武穴海事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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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冯永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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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瑞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桂文申请宣告肖岚死亡一案，经查：肖岚，男，1952
年5月23日出生，出生地：吉林省农安县，户籍登记地址：吉林省农
安县农安镇群众村1组。身份证号：220122195205231118。于1993
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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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肖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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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恩茂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陈寿辉失踪一
案，经查：陈寿辉，男，43岁，汉族，农民，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寿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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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陈寿辉失踪。 [吉林]榆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顾万民申请宣告顾万阳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顾万阳，男，1966年 11月 13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肇
工南街 98-5-341号。顾万阳于 2004年 11月走失，至今未归。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顾万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强申请宣告吕家兴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吕
家兴，男，194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沈阳市铁西区应昌
街100-1-5-1号。被申请人吕家兴于十年前失踪至今没有音讯。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吕家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齐申请宣告孙茂东、周洪霞失踪一案，经查：孙

茂东，男，1975年 4月 7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西丰县西丰镇
煤矿委九组 30号。周洪霞，女，1976年 12月 28日生，汉族，户籍
地吉林省东辽县平岗镇平安村六组。孙茂东与周洪霞系夫妻关
系，走失前居住于辽宁省西丰县陶然乡太平村，周洪霞于2005年
5月份走失，孙茂东于 2009年 8月份离家走失，二人下落不明已
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孙茂东、周洪
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孙茂东、周洪霞失踪。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振兰申请宣告关伟死亡一案，经查：关伟，男，

1969年 3月 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10682196903150813，满族，
辽宁省凤城市人，原住辽宁省凤城市凤山办事处公安委五组
112100，于 2013年 12月 31日随渔船出海后落水失踪，至今下落
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关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高红伟申请宣告杨辉死亡一案，经查：杨辉，男，

1979年 7月 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31025197907150019，汉族，
黑龙江省林口县人，原住黑龙江省林口县林口镇东街镇北四街
1104034号，于2013年12月31日随渔船出海后落水失踪，至今下
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杨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勇申请宣告王洪全死亡一案，经查：王洪全，男，

1990年 6月 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10921199006206191，汉族，
辽宁省阜新市人，原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固本镇梅力

营子村梅力营子118号，于2013年12月31日随渔船出海后落水
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洪全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光玉、张莎莎申请宣告张艺馨（曾用名张
敏、张蓉）死亡一案，经查：张艺馨，女，1994年 3月 6日生，汉族，
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高密市经济开发区荆家庄社区，身份证号
码：370785199403061825,于 2007 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艺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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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颜振荣要求宣告失踪人颜振江死亡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
定，特发出寻找失踪人颜振江（颜振江，男，71岁，汉族，系黑龙江
省密山县855农场职工，住所地：山东省肥城市边院镇姜堂村）的
公告。公告期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爱风申请宣告郭卫强失踪一案，经查：郭卫强，

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华阴市太华路街道办事处郭
家村三组。于 2003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郭卫强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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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国强、郑宪玲申请宣告王晓东死亡一案，经查：
王晓东，男，198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华阴市华山镇
电机厂社区，于 2005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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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王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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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华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顺刚申请宣告王自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王 自 连 ， 女 ， 1986 年 3 月 9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532626198603090745，户籍地云南省丘北县天星乡保黑村民委
茶花寨村。于 2005 年 11 月外出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王自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丘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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