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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人肉搜索”的法律风险不容小觑

■案后余思■

青年人心态失衡应予关注

本报梅州10月13日电 妻子出轨
后，与丈夫演“双簧”，频频向情夫勒
索钱财。今天，罗某和幸某因犯敲诈勒
索罪，分别被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和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2013年 6月，幸某通过QQ交友平
台认识了被害人陈某。之后，两人多次
相约在酒店里偷情。罗某隐隐感到老婆
不对劲，便在网上注册了一个QQ号化
名“伍雄”与幸某联系，称他是罗某的
朋友，已破解了幸某的聊天记录，掌握
了幸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
据，并发了一张幸某聊天的半裸图给幸
某。幸某信以为真，坦承了事实，还认

“伍雄”作哥哥。
罗某确定幸某与陈某的关系后，

向幸某要了陈某的 QQ 和手机号码等
信息，在 2014 年 1 月 29 日，用幸某的
QQ 发信息要挟陈某，称是幸某的哥
哥，要将他们的事情在陈某居住的小
区及附近喷漆写字。陈某提出用钱私
了，陈某通过银行转账付给幸某 3.5万
元。

2014 年春节后，罗某、幸某相互
配合威胁、恐吓陈某，陈某只好再次
拿出 8.8 万元给幸某，双方还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约定双方不再干扰对
方了。

2月24日，罗某又以“伍雄”身份
发信息给陈某说害得他“妹妹”离婚，
还要再拿 26 万元给幸某，否则有陈某
好看的。陈某遂报警，在罗某和幸某到
达约定地点拿钱时被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两被告人罗某和
幸某采用要挟方法，强行索要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应依法分别惩处。鉴于被害
人对本案的发生有过错，且两名被告
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已追回部
分赃款赃物返还给被害人，对两名被
告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黄义涛 曾志谦）

本报温州 10 月 13 日电 （记
者 孟焕良 通讯员 鹿 轩）明知
拖欠工人工资，不给任何“交代”便
关闭手机，玩起失踪。今天，浙江省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集中对6起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作出宣判，其中刑
期最重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1万元，最轻的被判处拘役五个
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据了解，这 6起案件共有 633名
员工被欠薪，欠薪总金额达282.32万
余元。经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
8日，33岁的江苏盐城人卢某和其32
岁的前妻陈某在温州依法经工商登记
成立一家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陈某，实际负责人为卢某。卢某负
责公司业务，陈某负责财务和生产管
理。2012年 10月至 12月初，该公司
拖 欠 311 名 员 工 工 资 合 计 人 民 币
128.6万余元。当年12月14日，鹿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公司、
陈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
令书》，限该公司于同月25日前发放
员工工资。12月 24日，卢某、陈某
在明知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
未对员工工资发放作任何安排而逃
匿，并关闭手机。12月 28日，鹿城
区欠薪应急周转金垫付274名员工工
资116万余元。2013年1月28日，该
公司设备被处置后，所得款 60 万元
用于支付员工工资。2013 年 3 月 11
日、2014年 7月 9日，卢某、陈某分
别到公安机关投案。

涉案 6家企业 633名员工被拖欠
工资，事件发生后，通过拍卖企业设
备、变卖股份等方式，大部分员工的
欠薪已被追回。

本报上海10月13日电 今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浙江
省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罗
地亚经营管理公司、索尔维投资有限
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索赔金
额达1800万元。

据原告向法院递交的诉状显示，
香兰素系一种广泛使用的可食用香
料，可用于蛋糕、冷饮、巧克力、香
皂、牙膏等产品上。嘉兴中华化工公
司始建于1976年，为中国化工500强
企业和中国香兰素生产基地，其生产
的久珠牌香兰素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上深受用户青睐。

罗地亚公司是在法国巴黎注册的
一家主营精制化学品、合成纤维以及
聚合物的跨国公司，为全球主要的香
兰素生产企业之一。索尔维公司系罗
地亚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并负责协
调罗地亚公司在亚太区的整体业务。

今年8月，嘉兴中华化工公司在其
他诉讼中发现，罗地亚公司递交的证据
材料，向包括嘉兴中华化工公司竞争对
手在内的对象，披露了包含嘉兴中华化
工公司技术秘密及经营秘密的内容。

嘉兴中华化工公司认为，罗地亚
公司与索尔维公司以不正当手段非法
获取了其商业秘密，罗地亚公司将非
法获取到的商业秘密披露给他人，严
重侵犯了其商业秘密，并且造成了无
法挽回的后果。

嘉兴中华化工公司诉至上海一中
院，要求罗地亚公司与索尔维公司立
即停止一切侵害其商业秘密的行为，
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共
计1800万元。 （潘静波）

涉嫌侵害商业秘密

一法国公司被索赔1800万

拖欠工资玩失踪
九名老板被判刑

张某向阿巧购买一辆二手车，可在
张某付款后，阿巧未将车辆交付给张
某，并玩起了“人间蒸发”。张某在网
络上发起了“人肉搜索”，找到了阿
巧，此举却将自己送上了被告席。近
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定
张某因为发帖侮辱阿巧，构成侵权，判
定其赔偿阿巧精神损失费1000元。

2012年5月，张某向阿巧购买一辆
二手车，张某支付了近9万元购车款给
阿巧。但是，阿巧收钱后，却没有及时
交付车辆。此后，张某发现阿巧联系不
上了，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动用
各种通讯手段，都找不到阿巧。

张某疑心阿巧是个骗子，骗走了自
己的购车款。于是，他开始在猫扑网等
网站上发帖“悬赏缉拿”，公布了阿巧
的籍贯、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电话、
车辆等个人信息，甚至还将阿巧的照片
公诸于众。同时他还发帖称阿巧是“无
耻的女人”，使用了“无耻”、“悬赏缉
拿”等侮辱性语言。

在帖子发布了一个月后，阿巧出
现了，并将车辆交付给了张某。但是
张某在网络上发布的帖子继续在传
播。很多人误以为阿巧是骗子，不少
朋友对她产生了误解，原来的单位也
辞退了她。网络上的帖子也给她的生
活造成极大困扰。为此，阿巧将张某
告上法庭，要求张某立即删除其发布

在猫扑网上诋毁她名誉的网帖，同时
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此，张某辩解说，他所发的帖子
是事实，而且发帖是自己在联络不上阿
巧的情况下的私力救济行为，要不是他
上网发帖，让阿巧感受到压力，或许他
至今讨不回车。

而阿巧说，自己延迟交车，并非想

诈骗钱财，仅仅是因为收到购车款后，
工作过于繁忙，才没有办法及时交车。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张某在猫扑
网上发布网帖，不仅公布了阿巧的个
人信息，同时使用了“无耻”、“悬赏缉
拿”等侮辱性语言，在一定范围内确对
阿巧的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张某主

张因阿巧拒不交付车辆，其在猫扑网
上发布相关网帖系私力救济，但在
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阿巧拒不交付
车辆之事实；另，私力救济也应在
法律允许限度内通过合法手段行
使，张某通过在网络上披露阿巧个
人信息、发起“人肉搜索”之方式
要求阿巧履行合同义务，显属不
当，且张某在取得所购车辆后近两
年时间里也未及时删除上述网帖。

因此，法院认定张某的行为已
构成对阿巧名誉权的侵害。考虑张
某在庭审期间已经删除了网帖，故
对阿巧要求张某删除该网帖之诉求
不再支持。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要求张某赔偿 1000 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并支付阿巧为取证所花费的
相关费用。

误以为对方骗钱

发帖“悬赏缉拿”被判侵权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杨长平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通过信息
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
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
益而引发的纠纷案件日益增多。

本案一审主审法官王瑛告诉记者，
近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互
联网时代背景下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
范围作了较明确的界定，从法律层面上
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人肉搜索”行为
进行了约束，也对合法公布个人信息作
了规范。

本案中，张某在点击率颇高的论坛

网站上所发布的网帖，不仅详细披露阿
巧的照片、电话、住址、工作单位等大
量个人信息，同时还使用了“无耻”、

“悬赏缉拿”等侮辱性语言，其发帖行
为违法公开了阿巧的大量个人信息，并
也因使用贬义词句在一定范围内对阿巧
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张某的行为侵害

了阿巧隐私权和名誉权，应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王瑛认为，本案中，张某虽然抗
辩其发帖是因阿巧拒不交付交易车
辆，为促使其继续履行双方的交易行
为而采取的私力救济，但并无证据证
明阿巧存在拒不交付车辆的事实；另
外，私力救济也应在法律允许限度内
通过合法手段行使，张某采取在网络
上披露原告个人信息、发起“人肉搜
索”的方式要求原告履行合同义务，
不仅没有法律依据，反而侵犯了阿巧
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本报讯 近日，上海某高校女研究
生唐某涉嫌妨害公务一案在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进行公开开庭，法庭当庭宣判，
被告人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公安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
罪，法院依法判处其拘役五个月，缓刑
六个月。

今年 5 月，急于赶路的唐某在轨道
交通16号线某站进站时被要求安检，唐
某觉得“我的双肩包里都是书，又没有携
带违禁品，警察凭什么查我”，拒绝接受
例行安检并欲强行通过闸机进站。

执勤民警闻讯赶至站厅，劝说唐某
接受安检。唐某不予配合，仍然想要强
行进站，民警再次将其拦下，唐某突然
甩手挥打民警脸部并踢其腿部。此后，
在被强制带离现场接受调查的途中，唐
某又将增援民警的警用电台摔在地上。
事发当时，现场有大量乘客滞留，严重
影响了轨道交通正常运营秩序。

9月 5日，公诉机关以唐某涉嫌妨
害公务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
诉。

据统计，自今年3月起，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已受理发生在轨道交通运营场
所内的妨害公务案件 13 件，涉案被告
人17人；审结12件12人，均以妨害公
务罪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罚。这类
案件显示出三大特点：

第一，妨害公务的起因均由拒绝地
铁安检而引发。在审结的 12 起案件
中，各被告人对地铁工作人员或公安民
警依法进行的安检工作均报以抗拒态

度，几经劝说仍拒绝配合，继而采取过
激行为对抗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并对
正常运营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拒绝配合安检的理由都是认
为安检“没必要”、“太麻烦”。据被告人
供述，其拒绝配合安检的心理动机都是
感到自己“没携带违禁品或做坏事，为什
么要查我”、“警察就是没事找事，为啥不
查其他人”等，在此心态下，其往往对自
身行为的失当性缺乏正确认识，导致情

绪激动、行为失控而触犯法律。
第三，被告人均实施了暴力行

为，并致公安人员受伤。12 起案件
中的被告人都是采取以暴力行为阻碍
公安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而且多是在
公安民警劝说其配合安检的情形下，
从行为拒绝到言语辱骂、威胁再升级
至推搡、掌掴、拳击民警，甚至追打
民警，情节较为恶劣，且都导致执法
人员受伤。 （尚铁法）

妻子红杏出墙后
与夫合谋诈情夫

本报讯 1136 万余元家产有 817
万余元来源不明；78 起受贿事实，受
贿款达257万余元，行贿者中大多是申
报或复审省级龙头企业、国家级龙头
企业的农业产业化企业。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安徽省农委原农业产业化指导处
处长金树芳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一案。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4

年至 2013 年期间，被告人金树芳利用
担任安徽省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处副处
长、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安徽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申报、评审、复
审，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推荐
申报、监测及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项目扶
持资金的申报、评审等方面为他人提供
帮助、关照，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
17.2万元；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
币 223.2万元、美元 3900元、台币 5万

元及价值13.4万元的购物卡等财物。
检察机关还指控，截至 2013 年，

被告人金树芳个人及其家庭现有财产共
计人民币 1136 万余元，累计消费性支
出共计人民币 73 万余元，除去其能够
说明来源且经查实的合法工资收入 120
万余元，房屋租金收入13.2万元以及受
贿犯罪所得257万余元，被告人金树芳
对其财产、支出与收入的差额部分仍有
817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金树芳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他人贿赂，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财产、支
出超过收入共计817万余元，差额特
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法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有关证
据，被告人金树芳当庭表示认罪，其
委托的律师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

鉴于案情重大，法庭宣布此案将
择日宣判。

（周瑞平 张 敏）

利用龙头企业敛财 千万家产八成来源不明

安徽省农委原农业产业化指导处处长受审

女研究生拒绝安检掌掴民警获刑
轨道交通场所妨害公务行为案件增多

在已结案件中，被告人犯罪时年龄
都在40岁以下，其中30岁以下的多达
9人，占涉案总人数的75%。在人生的
黄金年华，这些青年人因一时失控、行
为冲动而触犯法律，这些行为不仅妨害
了民警执行公务，影响了地铁正常的运
营秩序，其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

价，教训深刻。
涉案人员中，有6名被告人拥有大

专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50%；8名被
告人有正当工作，其中不乏高收入者，
但良好的教育、职业背景却反衬出这些
被告人在公民素质、法律意识及行为道
德等方面的不足。案发后，多名被告人

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失控表示后悔莫
及，甚至对其当时行为感到不可理
喻，这种“知行反差”的现象令人深
思。

在涉案的被告人中，乘坐轨道交
通并非偶尔为之，但却对安检报以抵
触情绪，除情绪管理、情绪控制不够
等主观因素外，还提示相关部门要加
强对轨道交通安检必要性、重要性的
宣传。轨道交通运营事关人民群众日
常出行的安全，必须将安全有序放在
首要位置。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4日（总第6121期）

2014年 7月 1日，李晋昭以重庆市元森实业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重庆市元森实业有限公司进行
破产清算，本院于2014年7月11日裁定受理。本院认为，经管
理人对债务人资产核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核查，重庆市
元森实业有限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形，并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
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9月
30日裁定宣告重庆市元森实业有限公司破产。

[重庆]荣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14年8月14日依法裁定受理尚义县煤炭工业公

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河北杨正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
点：尚义县商务局，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债权人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尚义县煤炭工业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 2014年 12月 5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届时各债权人应携带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准时参加。

[河北]尚义县人民法院
因河南省商丘市日用杂品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该公司

职工已经安置完毕，其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接管了相关善后工
作，破产管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裁定终
结河南省商丘市日用杂品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商丘市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该

公司职工已经安置完毕，其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接管了相关善后
工作，破产管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裁定
终结商丘市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河南省商丘市土产果品总公司已无财产可供分配，该公

司职工已经安置完毕，其上级主管部门已经接管了相关善后工
作，破产管理人的工作已经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裁定终

结河南省商丘市土产果品总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江西九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申请，于
2014年9月19日裁定受理江西九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在30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债权
人应当自公告之前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单位：江西姚建
律师事务所，地址：新余市赣西大道 819 号，邮政编码：
338000，联系人周文，联系电话：18907903958） 申报债权，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供相关证据。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4年12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或者管理人提交居民身份证
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等身份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14年 1月 3日，本院根据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电器分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长春富奥汽车机电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长春富奥汽车机电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
为 67.8%。本院认为，长春富奥汽车机电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4年9月19日裁定宣告长春富奥汽车机电有限公
司破产。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玉琼申请宣告陆淑贤死亡一案，经查：陆淑贤
（ 女 ， 1962 年 8 月 14 日 出 生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40401620814084，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鼎镇
永丰锦石村 72号） 于 1996年走失，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陆淑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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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景涛申请宣告邓燕玲失踪一案，经查，邓燕
玲 ， 女 ， 1986 年 6 月 26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码
450481198606261820，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最后
居住地：东源县康禾镇若坝村民委员会。邓燕玲于2012年3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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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邓燕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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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邓燕玲失踪。

[广东]东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任延君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曹洪程死亡一

案，经查：曹洪程，女，195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牡丹
江市爱民区通乡街 120号，于 1994年 4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被申请人曹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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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子俊申请宣告饶英失踪一案，经查：饶英，

女，汉族，1985年3月24日出生，失踪前住湖南省临湘市聂市
镇彭畈村饶家组 6号，公民身份号码 430682198503242348，于
2011年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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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饶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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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秀灵、李巧敏、李知旺申请宣告杨国玉失踪一

案，经查：杨国玉，女，1975年 7月 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
宁远县人，住宁远县水市镇杨家山村 9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杨国玉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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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杨国玉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洪节任申请宣告洪海华死亡一案，经查：洪海

华，男，1974年 11月 10日生，汉族，江西省瑞金市人，户籍
地 ： 江 西 省 瑞 金 市 瑞 林 镇 教 办 67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102197411105872，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
望洪海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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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丽琴申请宣告陈祖礼死亡一案，经查：陈祖礼
于 2005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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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陈祖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祖礼死
亡。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李衍彬申请宣告金燕失踪纠纷一案，经查：金
燕，女，1985 年 10月 4日生，身份证号 222406198510041240，
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延吉市新兴街康华委十六组。于2012年6月
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金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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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兰兰申请宣告李义死亡一案，经查：李义，

男，1946年6月25日生，汉族，工人，户籍地吉林省长春市双
阳 区 平 湖 街 道 办 事 处 博 山 委 4 组 ，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112194606250435。于 199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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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李义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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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德军申请宣告陈元泽死亡一案，经查：陈被申
请人陈元泽于2013年7月10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都
江堰市公安局中兴派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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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陈元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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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运富申请宣告李荣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李荣光于2013年7月10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都江
堰市公安局中兴派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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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李荣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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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忠根申请宣告李汉死亡一案，经查：李汉，

男 ， 汉 族 ， 1976 年 8 月 29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225197608298914，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对面山村湖礁湾
人，于 2012年 9月 5日晚 6时许在象山县渔山海域作业时发生
海难事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该事实经象山县公安局石浦边
防派出所及象山县石浦镇对面山村村民委员会证实。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满后，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神迪机电（泰州）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江苏南瑞泰
事达电气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书面通知，
被退回。现依本会仲裁规则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
裁员选定书、授权委托书、证据等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反请求、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泰州仲裁委员会
刘真奎：本委受理申请人高明、刘言言诉你合作合同纠纷

案［（2014）沈仲字第14104号］。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
选定书等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应诉。提交答
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领取组
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时间为答辩期满后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14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委第二仲裁厅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本委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一
经街39-1号，邮编110014，电话：024-22707889）。

沈阳仲裁委员会
蒋善春（413028196504013917）：本会受理申请人光山

县兴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信仲字 （2014） 第 023 号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
通知书、仲裁员选定函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函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第 5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仲裁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信阳仲裁委员会
湖南远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云南建武华天物

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昆仲受字 （2013）
04098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昆仲裁
【2014】 136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昆明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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