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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9日（总第6226期）

黄山华澳置业有限公司、俞泉桥、俞琼：本院执行的黄山
华澳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2014） 黄中法执字第 00072-1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雷光：本院受理徐冬明申请执行（2012）邯县民初字第
996号、第 997号民事判决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3） 邯山执字第 558、第 560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纳入失信人名单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王振宇：沧州地铁物资有限公司与你、北京金证万通网

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赵洪霞、王天一合作开发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及法律规定
的义务，本院裁定拍卖已依法查封的由你出资购买的登记于
王天一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东路 2 号院 9 楼 2 单元
302号的房产 【证号：X京 918430】 及你共有的登记于你的配
偶赵洪霞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兴华路 10段兴涛园小区 38
楼 2单元 302号的房产。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 沧执字
第 26-5号执行裁定书，并公告送达拍卖通知。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次日 （节假
日顺延）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上采取网
上竞价方式对该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如本次拍卖流拍，将
间隔十五日进行不多于两次的降价竞拍，特此公告通知你届
时参加拍卖，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兆宏：本院在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隆支行（简

称中行兴隆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你公告送达
（2014）兴执字第898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给付中行兴隆支行本金30万及利息，负担
诉讼费、执行费合计7435元。在履行期限届满后5日内向本院
报告当前以及公告送达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
或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兴隆县人民法院

岳志坚：本院受理董郑华与骆章、闫翠、李志勇及你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5年 4月
1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公
室 309房间，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机构报名名单中选定本案鉴
定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 [河北]宁晋县人民法院

冯辉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河北友和饲料有限公司与你
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5
年4月11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办
公室 309房屋，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机构报名名单中选定本案
拍卖机构，逾期则视为放弃权利。 [河北]宁晋县人民法院

刘爱峰、李颖：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
分行申请执行你们 【河南省安阳市豫安公证处（2013）安豫证
经字第1148号公证债权文书】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4）殷执字第 43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七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赵爱民：本院受理王振勇申请执行你（2012）殷民二初字
第 488号民事判决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安阳广达资产评估
事务所评估你名下位于安阳市北关区红旗路街道办事处自由路
3号楼 1单元 2层 202号住宅房 （面积 94.91平方米，地下室面
积 17.18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安阳市北关区字第私
1331035395号。） 价值 301，529，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广
达评报字 【2014】 第120号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期
满，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前向本
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则视为放弃，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依法拍卖。

[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刘礼国、马凤英：本院受理柴黎俊诉刘礼国、马凤英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柴黎俊申请执行[2014]鄂樊城
民三初字第 00154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鄂樊城执字第00067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季玲、万国富：本院执行的肖光全、龚菊英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鄂孝南执字第00498
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
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毕志明：本院执行的邓诗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 鄂房县执字第 00039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偿还所欠申请执行人邓诗新借款200000元，负担案件受理
费 2200元、执行费 2900元。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房县人民法院
天门市恒泰米业有限公司、张德安、陈海霞：本院受理执

行的申请执行人湖北天门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天门
执字第 00388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3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同时，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天门执字第
00388-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陈海霞所有的位于天门市
新城水岸颐景湾北区 （二十六号楼） 26栋 2单元 3楼 302单元
的房屋。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天门市人民法院
刘志军、罗金顺、敖梅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赖春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 广执字第 11号执行通知书，限你们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执行款120000元及利息和加倍迟延履行利息、案
件受理费2700元、公告费560元，执行费4960元及公告费，如
逾期未交纳上诉款项，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闫金堂：本院执行李洪燕，张有利与你民间借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履行义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具体数额为：
欠李洪燕本金 2834200元，案件受理费 29200元，保全费 5000
元，执行费 30742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欠张有利本金
2884600 元，案件受理费 29600 元，保全费 5000 元，执行费
31246元及迟延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兴城市人民法院

2014年6月16日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东方支行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本院提出恢复
(2011)大海锦商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本院予以准
许。在恢复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4年7月7日作出(2014)大海
执恢字第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上述被执行人的银
行存款或等额财产共计人民币60，695，476.86元，并于2014年
7月9日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连山大街证券营业部进
行了送达，要求其协助本院冻结了徐雪松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
（证券账号 A224291874）及孳息，冻结期限自2014年7月9日起
至2015年1月8日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0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将徐雪
松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证券账号 A224291874）及孳息（指通
过你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按本院送达之日的股
票市值变价后与该账户的全部余款一并划拨至大连海事法院执行
账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支行 2120 1501
2000 5301 7820。（具体明细如下：证券代码600611的大众交通
1000股、证券代码600886的国投电力4800股、证券代码601106
的中国一重2000股、证券代码601899的紫金矿业1500股、证券
代码601919的中国远洋1000股。） 大连海事法院

2014年6月16日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东方支行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向本院提出恢复
(2011)大海锦商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程序，本院予以准
许。在恢复执行过程中，本院划拨了被执行人徐雪松持有的无
限售流通股 （证券账号 A224291874） 及孳息共计人民币
76721.7元，续行查封了被执行人葫芦岛希瑞粮贸有限公司名
下的已为案外人设定抵押权而无法优先处置的土地共计90471
平方米及被执行人杨希利、李凤艳名下的房屋两处，最大限度
地保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经查，上述被执行人现已暂无可

供执行财产，2014年12月17日申请人以上述被执行人暂无财
产可供执行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
查实上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继续申请恢复执行程
序。经审查，申请人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五
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2011)大海锦商初字第
19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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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设立深圳前海
合作区人民法院的批复》，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已经成立并将履行法定职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 2015年 2月 2日
起受理案件。

二、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案件：（一）
前海合作区辖区内应由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
事案件、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二）按照《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集中管辖深圳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的批复》，集中管辖深圳市辖区应由其他基层法院
管辖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

三、全市其他基层人民法院自2015年2月2日起
不再受理上述第二条规定之案件。2015年2月1日前，
当事人已经向相关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相关基层人民
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但尚未审结的案件，继续审理；当
事人已经向相关基层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但尚未立
案的，由相关基层人民法院继续审查、立案并审理。

四、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临时办公场所为前海
合作区万科企业公馆13A。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履职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5年1月
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2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1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0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5〕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依法及时公正审理跨行政区域重

大行政和民商事等案件，推动审判工作
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
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及
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工作实际，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简称巡回法庭） 审理案件等问题规定
如下。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
庭，受理巡回区内相关案件。第一巡回
法庭设在广东省深圳市，巡回区为广
东、广西、海南三省区。第二巡回法庭
设在辽宁省沈阳市，巡回区为辽宁、吉
林、黑龙江三省。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和审判
工作需要，可以增设巡回法庭，并调整
巡回法庭的巡回区和案件受理范围。

第二条 巡回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
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
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三条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

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以下
案件：

（一） 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
一审行政案件；

（二）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
民商事案件；

（三） 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
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裁定提起上
诉的案件；

（四） 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或者民商事判决、
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案件；

（五）刑事申诉案件；
（六）依法定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
（七） 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罚

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案件；
（八） 高级人民法院因管辖权问题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决定的案
件；

（九） 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批准延长
审限的案件；

（十） 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
协助案件；

（十一）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
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的其他案件。

巡回法庭依法办理巡回区内向最高
人民法院提出的来信来访事项。

第四条 知识产权、涉外商事、海
事海商、死刑复核、国家赔偿、执行案
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暂由最
高人民法院本部审理或者办理。

第五条 巡回法庭设立诉讼服务中
心，接受并登记属于巡回法庭受案范围

的案件材料，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
对于依照本规定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本
部受理案件的材料，当事人要求巡回法
庭转交的，巡回法庭应当转交。

巡回法庭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案
件，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信息平台
统一编号立案。

第六条 当事人不服巡回区内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或者民商事
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上诉状应当通
过原审人民法院向巡回法庭提出。当事
人直接向巡回法庭上诉的，巡回法庭应

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
院。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
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
据，报送巡回法庭。

第七条 当事人对巡回区内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申请再审或者申诉的，应
当向巡回法庭提交再审申请书、申诉
书等材料。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巡回
法庭受理的案件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
大指导意义的，可以决定由本部审
理。

巡回法庭对于已经受理的案件，
认为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
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审
理。

第九条 巡回法庭根据审判工作
需要，可以在巡回区内巡回审理案
件、接待来访。

第十条 巡回法庭按照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实行主审
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巡回法庭

主审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从办案能力
突出、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中选
派。巡回法庭的合议庭由主审法官组
成。

第十一条 巡回法庭庭长、副庭
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合议庭
审理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
担任审判长。庭长或者副庭长参加合
议庭审理案件时，自己担任审判长。
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经合议
庭成员签署后，由审判长签发。

第十二条 巡回法庭受理的案
件，统一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信息
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管理，立案信息、
审判流程、裁判文书面向当事人和社
会依法公开。

第十三条 巡回法庭设廉政监察
员，负责巡回法庭的日常廉政监督工
作。

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局通过受理举
报投诉、查处违纪案件、开展司法巡
查和审务督察等方式，对巡回法庭及
其工作人员进行廉政监督。

本报讯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
蔡某被借条主文记载为担保人，但其却
在“借款人”一栏中紧挨着实际借款人

小蔡签名。那么，蔡某究竟是担保人，
还是共同借款人呢？

1 月 26 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法院运用体系解释对此案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小蔡一次性偿还原告吴
先生借款本金 10 万元，被告蔡某作为
担保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蔡某在承担清偿责任后可依法向
小蔡追偿。

蔡某与小蔡系父子关系。2014年8
月 15 日，小蔡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好
友吴先生借款 10 万元并写下借条，该
借条主文明确载明“本人父亲蔡×作担
保，向吴××借款人民币10万元”。蔡
某在“借款人”一栏小蔡的名字后写上
了自己的名字。当日，吴先生从自己账
户中取出 10 万元现金，当着蔡某的面
交给小蔡。借期届满后，两人均未还

款。多次索要无果后，吴先生遂一纸诉
状将蔡氏父子告上法庭。

小蔡签收法院传票后拒不到庭参加
诉讼，只有蔡某出庭应诉。法庭上，吴
先生称，蔡某在“借款人”栏签名，应
为共同借款人。蔡某对借款已交付无异
议，但辩称自己只是证明人。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借条主文明确
记载“本人父亲蔡×作为担保”，而蔡
某签名的位置又在“借款人”一栏，根
据体系解释下“含义明确条款优于含义
不明确条款”的解释规则，应当认定蔡
某为“担保人”，对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遂作出上述判决。

（顾 彬 顾建兵）

本报长沙1月28日电 （记者
禹爱民 通讯员 甘 静）农村土
地被政府征收，失地农民打工受伤
应按什么标准赔偿？今天，湖南省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失地农民徐某
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获
得支持。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一
次性赔偿原告徐某82868元。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在被告
经营的苗场提供劳务，从事育
苗、种树、修剪树枝、割草等绿
化工作。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由被告安排原告等人在其苗场进
行砍削樟树树尖顶工作，当原告
砍了四五棵樟树尖时，从 2 米多
高的木楼梯上摔至地面受伤。另
查明原告徐某住所地云溪区云溪
乡东风村已纳入临港新区规划范
围，其所有的责任田已被政府征

收。自责任田被征收后，原告一
直在城镇从事小工为主要生活来
源。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徐某户籍
所在地虽在农村，但已纳入临港新
区规划范围，其责任田已被政府征
收。近年来原告主要靠在城镇从事
小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根据法律和
相关规定的精神，在确定损失时是
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还是适用农村居
民标准已不单纯以户籍为限，而应
着重考虑赔偿请求人的收入来源和
生活消费情况。原告徐某的住所地
被纳入临港新区规划范围后，该地
区已形成以工业为主导、逐步迈向
城镇化的态势，居民的收入来源和
消费水平已逐渐接近城镇居民标
准，故应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
计算原告陈某的损失。据此，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一起交通事故致人受
伤，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达成了赔偿
协议。在肇事者按约履行完毕后，
伤者将肇事者告上法庭，要求追加
赔偿款。近日，安徽省舒城县人民
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舒某的诉讼请
求。

2013 年 10 月的一天，王某驾
驶一辆面包车与舒某驾驶的一辆摩
托车发生碰撞，导致舒某受伤及其
摩托车损坏。舒某受伤后，经住院
治疗并诊断为：颅脑损伤、上唇贯
穿伤、右桡骨骨折和牙冠折伤。经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2014年1月，该起事故的双方
当事人经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协议
约定由王某赔偿舒某医药费、伙食
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和误工费
等共计1.8万余元，同时注明该协
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签订的，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
当事人互不纠缠。王某按约定履行
赔偿义务后，舒某认为，王某就精
神抚慰金和住宿费等方面未予赔
偿，遂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其精
神抚慰金和住宿费等共计 1 万余
元。

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原告舒
某的诉讼请求。 （朱秀玲）

失地农民务工受伤
按城镇标准获赔偿

赔偿协议已履行完毕
诉请追加赔偿被驳回

“担保人”在“借款人”栏签名引发纠纷
法院判决承担担保责任

崇川区法院速裁庭庭长黄素兵介绍
说，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双方当事人
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陈述，法庭要
探究双方的共同合意相当困难。为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
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
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
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
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款为合同法的体系
解释，即是把全部合同条款看作一个统
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的相互关

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一起进行
解释，以便明确该条款或词语的真正意
义。

黄素兵说，合同条款是合同整体的
一部分，与其他条款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合同上下文出现相互矛盾或含混不清

时，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有利于探寻
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最有可能的真实意
思。在这起案件中，借条主文明确记载

“本人父亲蔡×作为担保”，而下面仅有
借款人签名栏，无担保人签名栏，根据

“含义明确条款优于含义不明确条款”

的体系解释规则，认定蔡某为借款的
“担保人”。

黄素兵还介绍说，合同法的体系解
释还包括以下规则：基础文本优于翻译
文本、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手写条
款优于印刷条款、大写数字优于小写数
字等等。黄素兵提醒，当事人在签订合
同时，要认真阅读合同文件，尤其对涉
及自身利益的条款一定要准确理解含
义，要在合同主体对应的位置签名或盖
章，以免发生争议时，给自己带来意想
不到的法律风险。

■连线法官■

含义明确条款优于不明确条款

本报杭州 1 月 28 日电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王芳玲） 今天上午9
时，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被告人包来旭放火一案。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4年
7月5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包来旭为发
泄对社会的不满，在行驶至杭州市上城
区东坡路庆春路口的 7 路公交车上倾
倒、点燃天那水放火，致33名乘客不同
程度烧伤。经鉴定，其中有20人重伤、5
人轻伤、5人轻微伤，并造成公私财产重
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

被告人包来旭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
及事实均无异议，辩解其因旧疾复发意
欲轻生，又对社会不满，故以在公交车

上放火的方式报复社会。辩护人认为被
告人平时表现较好，并有悔罪表现，请
求法院公正判决。

因被告人包来旭大面积烧伤，法院
对其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在明确包来
旭伤情及精神状况稳定，具备出庭受审

能力的前提下，法院为包来旭准备了摇
杆式床铺，允许其躺靠受审，并依法为
其通知援助律师出庭辩护，充分体现司
法人权保障。

在持续约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控
辩双方主要围绕放火动机、作案手段、

致害后果等问题展开法庭调查与辩论。
被告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情绪平稳并流
露出悔意。

社会各界群众、被害人家属及媒体
记者旁听了庭审。

法院将择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

大火致 33 名乘客不同程度烧伤

杭州“7·5”公交车放火案一审开庭

包来旭1980年出生，甘肃省漳县石
川乡人，初中文化，年少时就分别到兰州、
广州等地打过工，并患上肺结核，回家治
疗后于2008年8月离开漳县再次到兰州
打工，此后没有回过老家，与家人基本没

有联系。据包来旭家乡的村民反映，包来
旭性格孤僻内向，与他人很少交往。

2010年，包来旭来到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但在当地短暂生活了一个月之
后，包又前往义乌市。2011年下半年，

包来旭则再次迁往东阳市暂居。一年之
后，再次迁居嵊州市，依旧短暂生活一年
左右。2013年上半年，包来旭回到义乌
市，直至案发。据包来旭的工友介绍，包
来旭是一名熟练的叉车工，干活漂亮，深
受老板好评，但是脾气暴躁，有厌世情
绪，并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
的念头。

■背景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