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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徐治平） 低价收购来的病死猪，
加工后价格翻番出售，后又被加工成
腌肉、火腿、香肠，流向老百姓的菜
篮子，上了餐桌。近日，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这起案
件，15 名不法商人最终受到了法律
的严厉制裁。

2010 年 4、5 月份开始，被告人
沈某在家中私设无证屠宰点，先后雇
佣其他9名被告人加工病死猪肉。沈
某等人先是从他人处以3元左右一公
斤的价格收购病死猪，在其屠宰点加
工成病死猪肉后，再以 10 元左右一
公斤的价格销售。至案发时，共计收
购病死猪 18 万余公斤，销售金额达
84万余元。

2012 年 3 月 31 日，执法人员先
后在沈某开设的屠宰加工点和租用
的冰库内查获病死猪肉共计 12622公
斤。这些病死猪肉一旦食用，足以
导致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
性疾病。

被告人蒋某和姚某在杭州农贸市
场经营腌腊食品店。2011 年 11 月份
开始，蒋某从沈某处先后购买了约
9000 公斤的病死猪肉；又先后购买
了 10000多公斤用盐简单腌制过的火
腿。被告人蒋某租用两个仓库做腌肉
加工点，将病死猪肉用盐腌制成腌
肉；被告人公某、谢某先后受被告人
蒋某、姚某雇佣，帮忙腌制病死猪肉
和火腿。

在腌制过程中，蒋某、谢某使用
农药敌敌畏喷洒在腌肉、火腿肉周围
空气中来杀蛆虫和防止蝇虫叮咬。姚
某、公某明知腌肉是病死猪肉加工而
成且在腌制过程中喷洒农药敌敌畏，
仍然予以销售。

执法人员在蒋某租用的两个仓库
里共查获正在腌制的腌肉和火腿肉共
计 19442.9 公斤，涉案金额 59 万余
元。经鉴定，抽查的 10 个批次的腌
肉和火腿肉均为严重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其中有8个批次检测出含有
农药敌敌畏。

2011 年以来，被告人黄某明知
被告人沈某销售的是病死猪肉，先后
从沈某处购买 13000 公斤病死猪肉，
并在经营的食品厂内全部加工成香肠
后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8.9万余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沈某等
10 名被告人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均
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系共同犯
罪，分别判处沈某等 10 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八年，罚金 90 万元至有期徒
刑一年零十个月，罚金 1.5万元不等
的刑罚。

被告人蒋某、姚某、谢某、公某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并在生产、销售
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
料，生产、销售金额在 50 万元以
上，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
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系共同犯罪，两罪并罚分别判
处蒋某等 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
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138万
元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罚金
11万元不等的刑罚。

被告人黄某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黄
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40万元。

制售病死猪肉
15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徐 俐）机动车所有人投保车辆
损失险，并同时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
及玻璃单独破碎险，却由保险公司在
保险条款中约定，出险将按照事故责
任比例赔付，这样若发生交通事故，
驾驶员不是全责，能否在责任限额内
得到全额赔付？

近日，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审
结这样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法
院一审认为被告保险公司违背最大诚
信原则，并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中排
除投保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按照事故
责任比例赔付的条款约定无效，故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某汽车运输公司
修车费30415元、施救费3350元。

2012年 7月 24日，原告汽车运输
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保险
合同，车辆损失保险金为15.2万元，同
时原告还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及玻璃

单独破碎险，保险期间为一年。当年 12
月底，原告驾驶员周某驾驶的大型客车
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剐蹭，后当地
交警大队认定周某与张某承担事故同等
责任。该起事故，原告共支付修车费
30415 元、施救费 3350 元。之后，原告要

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而保险公司则
称，因周某与张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故
依照合同约定，应按投保方的责任比例
赔付，即只赔付原告请求的50%的金额。

该案被告保险公司对修车费、施救
费金额并无异议。法院一审认为，即使保

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和玻璃单独破碎险
的保险条款中约定了按照事故责任比例
赔付，但该条款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而
且依照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公
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也排除了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主要权利，即充

分地获得保险赔付的权利，故该条款无
效，保险公司应全额赔付。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在法定期限
内均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违背最大诚信原则 排除投保人合法权利

保险公司约定按事故责任赔付的条款被判无效

邛崃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彭诗文告
诉记者，该案争议的焦点，是约定按照
事故责任比例赔付的保险条款是否有
效。

据彭诗文介绍，最大诚信原则是现
代保险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其指保
险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及在合同有效
期内，应依法向对方提供足以影响对
方作出订约与履约决定的全部实质性
重要事实，同时绝对信守合同订立的
约定与承诺。而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

付的保险条款，在现实生活中将会导
致下列后果：保险车辆的驾驶员责任
越重，则保险公司赔付越多；责任越
轻，反而赔付越少；全责则全陪，无
责则不赔。这样就会出现当投保车辆
的驾驶员合理地避免或尽力减小交通

事故责任发生时，却不能从投保了财
产险的保险公司得到赔付或得到很少
的赔付，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
就不能实现，因此该条款违背了最大诚
信原则，应为无效条款。

同时，我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
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 免除
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
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 排除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
权利的。”而被告保险公司与原告方签
订的为格式条款合同，按照事故责任
比例赔付的保险条款明显排除了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充分获得
保险赔付的权利，因此该条款也应认
定为无效。

保障投保人充分获得保险赔付的权利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陈嘉进 杨 郁）保洁公司的清
扫车在路面作业时被物流公司的牵引
车追尾，保险公司与保洁公司就车辆
定损产生了争执，导致车辆迟迟无法
维修，保洁公司只能从其他企业租用
车辆作业。保洁公司据此起诉物流公
司和保险公司，要求物流公司赔偿各
项损失 16 万余元。近日，福建省厦
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判决
保险公司承担清扫车超过合理维修时
间造成的一半损失。

2014年3月，厦门欣荣保洁公司
所有的一辆清扫车正常行驶在道路
上，被厦门祥茂通物流公司所有的一
辆牵引车追尾，造成清扫车损坏。后
交警部门认定，牵引车司机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牵引车投保的平安
保险对清扫车损失进行了评估，就该
车尾门是否需要更换与保洁公司发生
了争执。保洁公司遂将物流公司和平
安保险告上法庭。

保洁公司诉称，由于平安保险
迟迟无法定损，车辆无法维修，为
了保证日常作业，原告只能向其他
企业租用一辆清扫车代替作业，该

清扫车日租金 2760元，满 10个工作日
后租金为 2576 元，实际租赁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3 日至 2014 年 5 月 14 日，
租赁费用共计 13.5 万多元。因此，物
流公司应赔偿原告包括车辆维修费在
内的各项损失共计 16 万余元，平安保
险作为肇事车辆的保险人应当在交强
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赔偿限额内承担
先予赔付的责任。

物流公司辩称，牵引车在平安保险
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公司应当
依据保险合同之约定予以理赔。保险公
司延迟定损违反了勤勉义务，原告损失
扩大的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平安保险辩称，保险公司的定损行
为只是确定保险车辆的损失金额，并不
影响保险车辆的及时维修。原告因为在
定损金额问题上与保险公司存在分歧而
推迟维修日期，应当对其推迟维修而产
生的损失扩大部分自行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平安保险作为肇事
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承保公司，应
当知道清扫车属于特种车辆，如未能及
时修复将给原告造成损失，但保险公司
未能及时定损，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
原告超过合理维修时间造成的租金损失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作为清扫车所
有人和使用人，未能及时对清扫车进行
维修，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清扫车该次损害修复所需时间
和原告租用的清扫车通常日租金价格，
法院调查汽车维修企业后认定，该车辆

正常维修工时应不超过 15 日；参考当
前汽车租赁市场上车辆价值与租赁费用
之间的比例及清扫车的价值，法院酌情
认定该型清扫车的日租金为600元。因
此，原告租赁替代作业用车的合理租金
应为 9000 元，该部分损失由物流公司
承担。

清扫车从被损坏到完成修复工作共
用时 53 天，扣除合理修车时间 15 天，
超过合理维修时间 38 天，超过合理维
修时间造成的租金损失共计 22800 元，
该部分损失由原告和平安保险各承担
50%。

本案承办法官林春治在接受采访时
向记者分析，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承
保肇事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对损
失依法理赔，而保险理赔的前提是对于
损失的大小予以确定，也即通常所说的
定损。对事故损失及时予以确定是保险

公司的法定义务。
在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肇事

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承保公司，应当
知道受损清扫车属于特种作业车辆，如
未能及时修复将给原告造成损失，而保
险公司与原告就损失的金额产生了争
议，双方争执不下，保险公司因此未能

及时定损，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延长
受损车辆的合理维修时间所造成的租金
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另一个方
面分析，原告作为受损清扫车的所有人
和使用人，在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就定
损金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暂时搁
置争议，先行及时维修受损车辆，尽快
恢复生产作业，而不是因此赌气拖延维
修时间，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对于
维修时间不当延长所造成的损失，原告
方亦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

清扫车被撞后因定损延误产生损失
法院判定保险公司赔偿一半

及时定损是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

■连线法官■

城镇化进程中，建桥修路、基础
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商业开发
等项目均涉及土地房屋征收补偿问
题，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矛盾纠纷。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
山区人民法院先后审结了两起土地承
包纠纷案件。两起案件表面上看很类
似，但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李某系红山区某镇甲村村民。
1996年1月，李某与甲村签订了土地
承包合同：承包土地面积为 10.5亩，

承包户人口的6人分别为李某、李某的
妻子、两名子女以及李某的父母，该户
口粮田使用期限至 2025 年。2007 年前
后，李某父母相继去世。2012 年，李
某土地承包合同内的土地被政府征占，

征地补偿款合计约 85 万元，甲村村委
会为代征单位。2013年1月，李某领取
了补偿款56.5万元，剩余约28.5万元被
甲村村委会扣留。李某索要未果，遂以
甲村村委会扣留上述补偿款为由，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甲村村委会返还土地补
偿款28.5万元。该诉请得到法院支持。

张老汉系红山区某镇乙村村民。
2000年 3月，乙村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
会议，决定将乙村所有的38亩“河滩地”

承包给张老汉，承包期限为 25年，承包
费总计5万元，一次性交清，双方签订了
承包合同。张老汉承包后，对“河滩地”进
行了平整和改良，打了机电井，栽上了果
树，建起了蔬菜大棚。2012年，张老汉因
病去世，“河滩地”由其三个儿子继续管
理耕种。2013 年底，乙村村委会以张老
汉去世、承包合同终止履行为由，欲收回

“河滩地”，张家三兄弟拒绝。乙村村委会
遂将三兄弟告上法庭，要求停止耕种，返
还土地。该诉讼请求被法院判决驳回。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
的类型分为耕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
用于农业的土地，将农村土地承包分
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类。家
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
农户，承包的是耕地，也称“口粮田”，案
例一就属于此类承包。其他方式承包
是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
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
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承包，承
包方的主体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案例二中的张老汉承

包河滩地就属于此。
我国土地承包法确定对耕地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即家庭承包。这种承包经
营方式是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
单位。因此，家庭成员对于土地承包权
在性质上是财产的共有关系，即用益物
权的共有。这种用益物权是农户基于本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合同方

式无偿取得的一种财产权。耕地的所有
权归集体所有，在此限制下，明确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严格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
织农户享有，这种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
身属性，不具有可继承性。所以，家庭
中部分成员死亡，只要作为承包方的
户还在，就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而由家
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

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方则不受户和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限制，既可以是
个人，也可以是单位，所取得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也有着特殊性质。承包人为了
获取更好的收益往往要先期投入、进行
改良等等，为了维护承包合同的长期稳
定性，保护承包方的利益，也为了鼓励
对荒地的治理，充分利用土地，法律规

定承包人死亡后，在承包期内，其继承
人可以继续承包。值得强调的是，这里
的继承人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继承法所
规定的继承。

上述案件李某所在的户中其父母虽
然死亡，但户内还有4名家庭成员，所
以该户原来承包的耕地应由剩余成员继
续承包下去，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费也
全部归其所有，所以法院支持了李某的
诉讼请求。张老汉的承包方式不属于家
庭承包，明显属于后者，按照土地承包
法的规定，承包期内，由其继承人继续
承包经营。

征地补偿款不是遗产
赵颜锋

都是“土地”惹的祸

■案外评点■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8日（总第6084期）

本院受理李元状申请宣告赵金花失踪一案，经查：赵金花
（女，195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
王平地区南涧村 76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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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赵金花失踪。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牟奇申请宣告陈小娟失踪一案，经查：陈小娟，女，

1954 年 1月 29日出生，汉族，原住天津市河北区天泰路东悦里
5-20-401号，于 2005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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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陈小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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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建华申请宣告孙阿芳死亡一案，经查：孙阿芳于

2004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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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良国申请宣告蒋大平死亡一案，经查：蒋大平，

女，1973年12月20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礼嘉镇平场村
14 组，公民身份号码：510224197312201367。于 1992 年 9 月外出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蒋大平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
67188987）。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远才申请宣告孟隆生失踪一案，经查：孟隆

生，男，1953 年 5 月 16 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双湖路
500 号附 10 号，公民身份号码：510224195305161636。于 199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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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孟隆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987）。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侯树维宣告侯耀宗死亡一案，经查：侯耀宗，男，

1932年7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六坊长
塘大街 4 号，公民身份号码 440620193207155717，于 2000 年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侯耀宗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宇申请宣告赵大春死亡一案，经查：赵大春，女，
1940年 5月 5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让胡路区龙岗 1-10号楼 1
单元101室，于2009年4月13日起，下落不明满5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赵大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佘雪飞申请宣告彭家言死亡一案，经查：彭家言，

女，1924年 2月 1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西牌楼
小区3栋2门302号。彭家言因患老年痴呆症，于2008年12月23
日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五年，经多方寻找仍无任何音讯，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彭家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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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美华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再中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杨再中，男，1944年 2月 4日出生，汉族，下落不明前居
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西湖渔场二管区熊家湾组，公民身份
号码：430111194402046312。被申请人杨再中于 200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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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杨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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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剑申请宣告李玉平失踪一案，经查：李玉平（女，

37岁，汉族，宁远县人，住宁远县保安乡保安村6组）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玉平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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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李玉平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甜申请宣告袁桔失踪一案，经查：袁桔（女，46

岁，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住宁远县保安乡冲高山村）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袁桔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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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袁桔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运平、陈小玉申请宣告陈绍敏失踪一案，经查：

陈绍敏，女，1982年 11月 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万源市人，农
民 ，住 宁 远 县 天 堂 镇 高 源 村 12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3002198211163363。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绍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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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绍敏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馨怡申请宣告张红丽失踪一案，经查：张红丽，

女，1981年 2月 8日出生，汉族，住宁远县禾亭镇中学宿舍。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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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张红丽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琪瑶、欧明汉申请宣告彭满红失踪一案，经查：

彭满红，女，1976年5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新田县人，住宁远
县柏家坪镇杨柳桥村4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彭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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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彭满红失
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肖兆其、杜为翠申请宣告肖桃花失踪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肖桃花，女，1978年 8月 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
新田县人，住湖南省新田县龙泉镇上车村上温塘村1组，于2010
年 4月份离家出走至今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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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肖桃
花失踪。 [湖南]新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克绍申请宣告邓三梅死亡一案，经查：邓三梅，女，
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衡南县人，户籍地湖南省衡南县柞市镇
阳兴村仑塘组12-16号，身份证号430422196210032666，于2000年
12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邓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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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凤和申请宣告佟玉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佟玉华，女，汉族，1914 年 7 月 15 日出生，住址沈阳市铁
西区光明路一段北军毯里 7 号。佟玉华于 1991 年 4 月走失，至
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佟玉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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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姚素兰申请宣告郭万庆死亡一案，经查：郭万庆，

男，1937年 3月 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泾河街 6号 3-
2-2。身份证号码：210105193703222516，下落不明已满8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郭万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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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悦申请宣告宋建军死亡一案，经查：宋建军，男，
1970年 6月 30日出生，汉族，2002年 2月 20日在沈阳市皇姑区
金山路 93-7号 732室附近走失，与家人无联系，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已 1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吴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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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桂珍申请宣告万振昌死亡一案，经查：万振

昌，男，1949 年 9 月 8 日出生，汉族，户籍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
巩洼子村 1-72，于 1996 年与单位、家属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 年，希望万振昌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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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全玉莹申请宣告王雪失踪一案，经查（王雪，女，吉

林省德惠市同太乡福来村王家屯 5组人）于 2005年离开户籍地
去向不明，2007年离开灯塔市去向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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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灯塔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邱金娜申请宣告谢文珍失踪一案，经查：谢文珍，

女，汉族，1980年6月5日出生，拉祜族，户籍地：云南省普洱市澜

沧拉祜县小新寨 25 号，身份证号 532729198006050627。于 2005
年3月20日离开住所，下落不明。希谢文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公告期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梦申请宣告潘容死亡一案，经查：潘容，
女，1965年2月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高密市密水街
道碾头社区居委会，身份证号码：370727196502031288,于 2010
年5月24日下午5时，从高密市密水街道刘戈庄社区走失，下落
不明已四年三个月。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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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密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魏紫英、魏丽萍申请宣告魏茂津死亡一案，经查：
魏茂津于2001年1月2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魏茂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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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魏茂津死
亡。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阚睿琦申请宣告贾爽失踪一案，于2014年4月9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7月 31日依法作出
（2014）公民特字第 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贾爽为失踪人。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吉林]公主岭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康义、王敏申请宣告林正梅失踪一案，于2014年

5月 7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现已届
满，林正梅仍下落不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4年8月8日
依法作出（2014）莒民一特字第 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林正梅失
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谷张萌申请张景连失踪一案，于 2014年 5月 13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现已届满，张景连仍下落不明，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4年 8月 13日依法作出（2014）巨民
特字第1号判决书，宣告张景连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巨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宁增强申请刘彩云死亡一案，于 2013年 3月 30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 年 6 月 9 日依法作出
（2013）咸渭民特字第 00002号判决书，宣告刘彩云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陕西]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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