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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连云港 9月 5日电 （记
者 张宽明 通讯员 刘楠楠 姜晓
静）今天，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宣判被告人张群华生
产销售“毒豆芽”案。

被告人张群华常年做豆芽批发零
售生意。从 2009 年开始，他学会了
生产豆芽添加药物的“手艺”，每天
在生产的豆芽中非法添加“AB粉”、

“无根豆芽素”、“920”等药物，让豆
芽生长周期缩短、外观“好看”。公
安机关当场扣押其使用AB粉等化学
添加剂生产的黄豆芽和绿豆芽 60 余
桶箱，共计 4000 斤左右。据被告人
供述，其生产的豆芽主要在连云港市
区批发零售。

据市场管理部门负责人介绍，
AB 粉与“920”（又称赤霉素） 及

“无根豆芽素”（主要成分为 6-苄基
腺嘌呤），均系卫生部门严禁作为食
品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的非法化
学添加剂。但在豆芽生产实践中，该
类化学添加剂却是屡禁不止，归根结
底是利益的驱动，因为这些添加剂通
常能够使豆芽生长周期从正常情况下
的 10天缩短为 6、7天，并且豆芽无
根须、长得快，增白、粗壮有“卖
相”。但人长期食用这种“毒豆芽”
后对身体有害。

被告人张群华在庭审中供述，自
己明知“AB 粉”、“无根豆芽素”、

“920”等药物掺入豆芽、食用后对人
体健康有害，但为了让豆芽外形美观
便于销售，仍然往豆芽中添加，且放
任这些“有毒”豆芽在批发市场上销
售。对此，被告人在法庭上数次哽
咽：“我有错，我认罪！”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群华在
生产绿豆芽、黄豆芽的过程中非法添
加国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非法食
品原料，并将以此方法生产的豆芽对
外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鉴于被告人归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
中自愿认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张群华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5万元。

生产销售毒豆芽
黑心老板获徒刑“瘾君子”仿冒最高检网站诈骗近200万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本报上海9月 5日电 “瘾君子”
刘某租用服务器，私自架设域名网站，
仿冒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实施网络诈
骗，骗取钱财共计 198.5万元。今天上
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非法持有毒品罪两罪并罚，判处刘某有
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至2013
年 10 月间，刘某应台湾从事网络犯罪
的人员阿坤 （具体姓名未知） 的要求，
租用服务器私自架设仿冒最高检网站，
并通过登录北京某科技公司网站获取多

名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和照片，在仿冒的
最高检网站上制作通缉令，冒充公安、
检察人员通过拨打电话让被害人登录仿
冒最高检网站，察看自己被通缉的照片
及资料，编造被害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
被通缉的假象，再提出需要查验银行账
户资金或交纳保释金等理由，先后骗取
十余名被害人钱财共计达 198.5 万元，
其中仅有名有姓的上海本地被害人就达
14 人，绝大多数系女性，年龄最大的
80多岁，最小的仅 20岁出头。其中一
位郑女士被骗 129.3万元。被害人被骗

的理由也各式各样，有涉及网上赌博、
用医保卡大量购置药品、制造毒品、家
中电话费超支、申请商业用电或家庭用
电存在“洗钱”嫌疑等。在短短两年时
间内，刘某获利近20万元。

2013年10月刘某被抓获时，警方从
他的暂住地查获赃款 15 万余元及甲基
苯丙胺毒品 187.08克，刘某交代自己有
吸毒行为。

庭审中，刘某对持毒事实无异议，
但对指控他诈骗犯罪持有异议，认为自
己不知道制作最高检网站是为了诈骗，

对他人实施诈骗不知情、亦未参与。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伙同他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
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又明知是
毒品而非法持有，数量为含有甲基苯
丙胺成分的毒品 187.08 克，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作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不可能委托
无资质的社会闲散人员予以制作，而
刘某按诈骗团伙要求以自己所拥有的
技能，制作仿冒最高检的网站，再将
诈骗团伙非法获取的多名被害人身份

信息和照片上传至仿冒的最高检网
站制作通缉令，并对该网站进行日常
维护，在共同犯罪中具有帮助诈骗团
伙实施诈骗的主观故意，应以诈骗罪
共犯论处。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
某与诈骗团伙共谋、积极追求诈骗所
得，仅为了能获取制作、维护该网站
的非法所得，未参与具体的诈骗被害
人钱款活动，在涉案诈骗活动中仅起
辅助作用，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法
院遂对刘某作出了上述判决。

（李鸿光）

本报汕尾9月5日电 因怀疑顾客
偷了一件衣服，服装店主在微博上求人
肉搜索，致使花季少女跳河自杀。今
天，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号称

“广东人肉搜索第一案”的蔡晓青犯侮
辱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维持原一审以
侮辱罪判处被告人蔡晓青有期徒刑一年
的判决。

2013 年 12 月 2 日，被告人蔡晓青
因怀疑徐某在陆丰市东海镇金碣路 32
号其“格仔店”服装店试衣服时偷了一
件衣服，于 18 时许将徐某在该店的视
频截图配上“穿花花绿绿衣服的是小
偷，求人肉，经常带只博美小狗逛街，

麻烦帮忙转发”的字幕后，上传到其新
浪微博上。人肉偷衣服的微博发出仅一
个多小时，迅即展开的人肉搜索就将徐
某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学校、
家庭住址和个人照片全部曝光，并且这
些信息也被服装店主蔡某用微博发出。
一时间，在网络上对徐某的各种批评甚

至辱骂开始蔓延，也引起了很多徐某同
校同学和社会上很多人对她的非议。两
日后，徐某在陆丰市东海镇茫洋河跳河
自杀。同日 12 时许，徐某的父亲向公
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徐某因被他人在
微博上诽谤是小偷，造成恶劣影响而自
杀。南堤派出所民警到陆丰市东海镇金

碣路服装店对蔡晓青进行盘问，并将其
抓获归案。

案发后，蔡晓青的父母与徐某父母
达成和解协议书：蔡晓青一次性赔偿徐
某父母12万元。

汕尾市城区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
蔡晓青因怀疑徐某在其经营的服装店试

衣服时偷了一件衣服，竟在该店的视
频截图中配上“穿花花绿绿衣服的是
小偷”等字幕后，上传到其新浪微博
上，公然对他人进行侮辱，致徐某因不
堪受辱跳河自杀，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侮辱罪，应依法惩处。鉴于案发
后被告人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
协议，被告人亲属对被害人的亲属赔
偿了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
解，被告人当庭认罪，确有悔罪表现，
法院依法给予从轻处罚，以侮辱罪判
处被告人蔡晓青有期徒刑一年。

蔡晓青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黄立靖）

2014年 9月 5日，备受社会关注
的周军辉、秦星强迫、组织卖淫案二
审重审宣判，两被告人由此前的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无期徒刑，此判
决为终审判决。

今年7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最高人民法
院发回重审的此案。在庭审过程中，
法庭重点就秦星是否制止同监人员周
某某自杀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调查、
辩论。对于两被告人强迫卖淫等犯罪
事实部分，由于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裁定所确认，法庭因此依法不开庭
审理。

自杀真相：
各方说法不一

秦星在庭审中供述，2007年6月
12日下午5点多，自己正和同监室的
汪某聊天，突然听到厕所里有凳子发
出的声音，随后和汪某跑到厕所。发
现周某某用囚衣挂在钢筋上，头部挂
在囚衣里，脚已经离地了。她便进去
就抱着周某某的腿往上推，同时解开
囚衣，紧跟着进来很多人，大家一起
把她抬了出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派出的检察人
员围绕秦星是否有阻止周某某自杀的
行为，当庭出示了包括看守所监控视

频、秦星同监人员、看守所工作人员、
驻所检察员证言等多组证据。

本案关键证人周某某在出庭作证时
坚称自己没有自杀。

当庭出庭作证的其他多位证人对周
某某是否实施上吊自杀这一事实的证言
存在诸多出入。当天负责巡逻的看守所
民警唐某出庭作证时称“看到有人在钢
丝上解绳子”。而冷水滩检察院驻看守
所检察员杨某出庭作证时则称上吊的情
况不是很明显，当时还没有挂起来。

诉辩焦点：
是否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

庭审中，控辩双方就秦星事发当天
的行为是否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
进行了激烈辩论。

秦星的辩护人徐天桥、王利平均认
为，秦星存在制止周某某自杀的行为，
这种制止行为应当具有“有利于国家和

社会”的性质，因此应当适用刑法第六
十八条的规定。

对此观点，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斯
伟江、吴布达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即

使周某某有自杀行为，从录像中看，秦
星并不是像在看守所报告中说的一直
在紧密关注周某某的情况。而且，她
是跟着汪某后面冲进厕所的，并不是

辩方所讲的“舍己救人”。秦星将周
某某抬出厕所的行为没有达到“有
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程
度，所以对秦星的行为不能适用刑
法第六十八条，但周某某应该感谢秦
星把她抬出厕所。

终审判决：
有自杀事实但不构成立功

湖南高院审理认为，秦星跟随汪
某之后对周某某自杀行为进行制止，
与同监人员共同实施解救，其行为应
当予以肯定，但尚不足以认定为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秦星参与
制止周某某自杀的事实客观存在，但
不宜认定具有立功表现。

鉴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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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对其以强迫卖淫
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湖南

高院遂依法作出了改判。
案件由于涉及到未成年人——

唐慧女儿乐乐（化名）被强迫卖淫
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庭审当
天，当事人亲属、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20 余家媒体记者及各
界群众等100余人在审案法庭参加
旁听。除审案法庭外，湖南高院还
开辟了两个视频直播室，以满足其
他人员旁听。整个庭审历时8个多
小时。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湖南高
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通过官方
微博实行全程直播，对庭审各个
环节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展
示，引来 3 万多名网友的在线围
观和跟帖评论。

“越是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
越要做到公开透明，因为只有充分
相信民众的辨识能力，才能获得民
众的更多信任和支持，我为湖南高
院微博直播点个赞。”网友“@懒
猫妈妈”这样评价。参与旁听的多
位人大代表也称赞道：“微博直播
公开透明，庭审笔录当场公开，这
样的庭审很养眼！”

图为周军辉、秦星强迫、组织
卖淫案二审重审宣判现场。

刘姣丽 摄

本报长沙9月5日电 （记者 曾
妍） 今天，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对备
受关注的“镇政府告县政府案”作出
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和
南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给南县三仙湖镇
三渔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并判
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重新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

该案缘于三仙湖镇人民政府和三渔
场之间一起土地所有权纠纷 。 2005
年，南县国土局向三渔场颁发集体土
地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三渔场村民

集体。但三仙湖镇政府认为渔场一直
是镇政府的资产，要求县国土局重新
确定土地为镇集体所有并颁发新证。
并以“主体不具法人资格”和“未进
行公示”为由，将南县国土局和南县人
民政府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南县三仙湖镇
政府从 1958 年起，即以投工投劳等形
式对三渔场进行管理和开发。 2004
年，南县启动全县 20 个乡镇辖区内的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被
告南县国土局为此次登记发证工作的具

体实施部门。同年12月7日，作为该案
第三人的三渔场递交该渔场负责人的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向两被告提出集
体土地所有权的初始登记申请。2005
年 3月 25日，两被告根据第三人申请，
颁发了土地所有权人为三渔场村民集体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并未对该宗土
地予以公告，该证颁发后也没有告知
原告。法院据此认定被告违反了法定
程序。

法院同时认为，两被告的颁证行
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两被告在申请
人既未提供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又未
提供土地附着物权属证明的情况下，
便将讼争土地确权颁证，违反了原国
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规则》第十
条的规定。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广东人肉搜索第一案”终审宣判
店主因侮辱罪获刑一年

国土局将镇集体土地确认为村集体土地

镇政府不服告县政府一审胜诉

阳 光 下 的 诉 辩 交 锋
——周军辉、秦星强迫、组织卖淫案二审重审侧记

本报记者 禹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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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李金平申请宣告李立忠死亡一案，经查：李立忠于
2004年10月2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一年。希望李立忠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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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立忠死亡。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母宇阳申请宣告王芳失踪一案，经查：郭芳，女，38

岁，汉族，住址安徽省蒙城县坛城镇陈坛城社区三区 97 号。从
2000年 1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13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王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厉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蒙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俊志申请宣告安春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安春霞，女，197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甘肃省镇原县人，住镇
原县南川乡和平行政村上贾自然村，于2004年8月离家出走至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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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春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安春霞失踪。 [甘肃]镇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小娟申请宣告郑建华死亡一案，经查：郑建华
（男 ，汉 族 ，1960 年 8 月 16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2501196008164013，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南新路
7号。）于2000年7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郑建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0752-2566581，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偏凤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彭辉祥死亡一
案，经查：彭辉祥，男，1937年 3月 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虎
门镇怀德深巷二巷16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2527193703161674，
于2003年离家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彭辉祥本
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本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娣申请宣告彭达成死亡一案，经查：彭达成，男，
1981年 7月 1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化州市人，户籍地址为化州
市鉴江区橘城北路 12号，公民身份号码 44098219810716629X，
于 2008年失踪至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彭
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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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化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月秋申请宣告岑忠平失踪一案，经查，岑忠平，
公民身份证号码：452624196412083815，男，1964 年 12 月 8 日出
生，壮族，原系广西平果县凤梧镇计生站职工，广西平果县人，住
广西平果县凤梧镇梧圩南街 25号，于 2012年 3月 2日外出后至
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岑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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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西]平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秀荣申请宣告邱玉升死亡一案，经查：邱玉升，
男，1956年 10月 22日，身份证号码 230103195610220335，汉族，
住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保健新区 9栋 1单元 6层 1号，于 2008
年1月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邱玉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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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豆凤云申请宣告王运峰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王

运峰，男，197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
水区，住农业路 4号附 11号，身份证号 410105197607168412。于
2010年1月11日下落不明。现发出公告，希王运峰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我院联系。公告期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柯卫国申请宣告李玉竹失踪一案，经查：李玉竹，
女，1974年 8月 19日出生，汉族，住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朱山
东村柯大成湾 22-1 号，身份证号码为 420700197108197109，系
申请人之母，自2012年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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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李玉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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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失踪。 [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建申请宣告刘巧林失踪一案，经查：刘巧林，女，
1988年 6月 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人，住新宁县
回龙镇茼蒿村 2组，于 2008年 3月出走后渺无音讯，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巧林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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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刘巧林失踪。 [湖南]新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丁博凡诉被申请人袁良英申请宣告公民失
踪一案，经查，袁良英，女，197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
回县人，身份证号码430524197303106321，原住址为隆回县山界
回族乡丛山村3组6号，袁良英于2011年2月出走，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袁良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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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裁判。 [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显兵申请宣告蒋阿林失踪一案，经查：蒋阿林，
女，1971年1月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新田县人，农民，原住湖南
省新田县龙泉镇小岗村七组，身份证号432928197101051528，于
2012年 6月离家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蒋阿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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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蒋阿林失踪。

[湖南]新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志鹏申请杨志慧失踪一案，经查:杨志慧，女，

199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农民，原住江西省
余干县九龙镇燕湖村委会廖塘村小组 27 号，身份证号码
362329199102126602。被申请人于 2012年 7月起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现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志慧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余干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水珍、朱超申请宣告朱建洲死亡一案，经查：朱
建 洲 ，男 ，1964 年 1 月 15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11196401152098，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镇龙华一村
6号402室，于1966年6月21日离家。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朱建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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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宣
告死亡的判决。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凌申请宣告邹晓峰失踪一案，经查：邹晓峰，男，
1976年8月29日，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高庄村第三十
四组16号，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1197608297339，于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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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邹晓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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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岳明、陈美红申请宣告许立新死亡一案，经查：
许 立 新 ，男 ，1966 年 2 月 8 日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21660208001，原住张家港市杨舍镇横河里村一组114号，于
2004年1月29日服刑期满释放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许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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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玉龙申请宣告阮春梅死亡一案，经查：阮春梅，

女，1960年2月17日生，汉族，吉林油田工人，住吉林省松原市宁
江区长宁街 10委，身份证号 222303196002170026。于 2009 年 11
月5日起，下落不明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阮春梅本人或知其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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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贺丽妍申请宣告杨海宁死亡一案，经查：杨
海宁，男，1971年 3月 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香港中路61号，公民身份号码370632197103026414，系申
请人贺丽妍之配偶，自 2011年 12月 26日发现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海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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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金珍申请宣告杨德实死亡一案，经查：杨德实，
男，1976年 6月 2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住安康
市汉滨区大同镇双兴村 2组，于 2002年外出，无法联系，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2个月。希望杨德实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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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伍玉水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彭秀芳失踪一
案，经查：彭秀芳（女，1972年 11月 25日生，汉族，住泸县玄滩镇
新屋村九社 218号，身份证号码：510521195503283279），下落不
明已满 10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彭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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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彭秀芳失踪。 [四川]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朱建文申请宣告朱利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朱利国系申请人朱建文的长子（朱利国，男，1983年12月1日生，汉
族，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撒营盘镇美能村委会15组23号）。朱利国于2012年8月15日起，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希望朱利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朱利菊申请宣告朱建猛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朱建猛系申请人朱利菊的父亲（朱建猛，男，1973年 7月 12日
生，汉族，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云南省禄劝彝族苗
族自治县撒营盘镇美能村委会 15组 25号）。朱建猛于 2012年 8
月 15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朱建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玉华申请宣告薛廷元死亡一案，于 2013年 8月
2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8月 22日依法
作出（2013）兴民特字第 7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薛廷元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金楼申请宣告李春花死亡一案，于 2013年 8月
2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李春花仍下落不
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4年8月29日作出（2013）金民特
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春花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刘胜乐、王凤英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刘丹

死亡一案，本院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刊登在
2013年 8月 5日《人民法院报》第六版。现公告期间届满，公告期
间无人与本院联系，被申请人刘丹仍下落不明，本院于2014年8
月13日作出判决，宣告被申请人刘丹死亡。

[湖北]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胡建江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赵桂英死亡一

案，本院于2013年8月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刊登在2013年8月
5日《人民法院报》第六版。现公告期间届满，公告期间无人与本院
联系，被申请人赵桂英仍下落不明，本院于2014年8月8日作出判
决，宣告被申请人赵桂英死亡。 [湖北]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文博申请魏春霞失踪一案，于 2014年 5
月 2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现已期满，魏春霞仍下
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4年 8月 22日依法作出(2014)
巩民特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魏春霞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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