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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推进司法公正亲和认同
本报记者 梅贤明

年度指引
坚持正确方向 坚定法治道路
【新闻回放】

2014年新年伊始，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决定把2月作为院机关集中学
习月。要求坚持学以致用，把开展学习
活动与谋划新一年工作、提升队伍素质、
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促进执法
办案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广大干警的思
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有力推动
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法院、学习型法官
建设的深化拓展。
【工作亮点】

全省法院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紧抓好。坚持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中
央、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通过党组会、党组中心组学习会、全
院干警大会、专题辅导、交流座谈等，加强
学习、加深理解，力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特别是近一时期，福建全省法院把
抓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在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分层次、多形
式地开展学习活动，领导带头学，带着责
任学、带着信仰学、带着问题学、结合实际
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切实统一思想和
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法院工作。
【数字链接】

福建高院召开党组会、党组中心组
学习会近60场次，举办辅导讲座9场、研
讨班和培训班6期培训793人、专题交流
会和座谈会4场。

年度主线
坚持公正司法 坚守公平正义
【新闻回放】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妥善审
理历时8年、各方关注、高度敏感、疑难
复杂的平潭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依法
宣判被告人无罪。福建高院积极加强人
权保障，坚决贯彻疑罪从无、证据裁判、
程序法治、庭审中心等理念和原则，稳妥
做好艰巨艰难的审理、宣判、善后工作，
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
领导的充分肯定。该案依法公正审判具
有标志标杆意义。
【工作亮点】

2014 年，福建全省法院把严格司
法、公正司法贯穿司法活动始终，坚持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确保宪法法律
正确实施，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和司法公
信力。依法公正审理刑事案件，严厉打
击严重暴力刑事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人
权，维护公平正义。依法公正审理民事
案件，正确运用调解与判决方式，在调解
中坚持贯彻合法自愿原则，对法律规定
不够明确、简单处理可能失之公平的纠
纷等加强调解。依法有效化解行政争
议，着力提升和拓展司法与行政良性互
动，完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机制，积极促
成实质性化解。依法加强审判监督和管

理，有效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
【数字链接】

2014 年共审结刑事案件 49974 件，
判处罪犯 56041人，依法宣判 30名被告
人无罪。共办结减刑、假释案件 26673
件。共审结民商事案件 326198件，标的
总额 1022.86亿元。共审结行政和国家
赔偿案件4970件，发挥审判监督依法纠
错功能，共审结当事人申诉和申请再审
案件4529件，审结再审案件1009件。

年度核心
履行审判职能 保障福建发展
【新闻回放】

2014年5月23日，福建高院生态环境
审判庭获批正式亮相。福建成为国内首
个设立省级生态环境审判庭的省份。同
日，一批来自省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
权威环保专家，从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的
手中接过聘书，组成全省法院生态环境审
判技术咨询“智库”。“这不仅仅是对原林
业审判庭的简单更名，而是有更深层次的
现实意义。”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叶知年
认为，生态环境审判庭的成立，是健全和
完善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创新之举。
【工作亮点】

福建高院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

《行动计划》和加快生态省建设的《实施
意见》，依法保障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
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福建高院积极
争取最高人民法院对福建加快发展的司
法政策支持，及时梳理、研判和回应我省
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和提出的司
法需求。制定出台《关于为推进金融持
续健康发展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依法规范
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若干意见（试
行）》，成立领导小组和专门合议庭。加
强和创新涉台审判工作，创新涉台案件
调解、陪审制度，举办首期涉台案件调解
员、台胞陪审员培训班。围绕生态建设
大局，制定《为加快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
见》。加强反暴恐工作，加强重大敏感案
件处置监督指导，注重“民转刑”案件预
防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弘扬

“枫桥经验”，落实与台、侨、军、工、青、妇
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的诉调对接意见，
推进大调解体系建设。全面实施案件审
判效果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开展
轻微刑事案件非监禁刑试点，加强少年
审判、社区矫正、回访帮教等工作，对未
成年被告人实行轻罪犯罪记录封存。
【数字链接】

2014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案件 53
万余件，其中审结民事案件 32万余件，
审结涉港澳、涉外民商事案件 4437 件，
海事海商案件 777 件，办结各类涉台案
件 2217 件。全省法院聘请台胞调解员
139名、台胞陪审员 88名。全省法院已
设立生态审判庭 59 个、专门合议庭 17
个，审结生态环境案件2264件。

年度看点
坚持司法为民 回应社会关切
【新闻回放】

近年来，福建高院积极完善远程立

案、语音查询、网上办案、在线服务等，大
力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努力实现全面公
开可知情、全媒体参与可互动、全程留痕
可监督，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表
达权和监督权。福建高院围绕着让当事
人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的官司，积
极拓展网上庭审直播、网上信访、网上立
案，推动审判流程公开建设提速增效。
为加强对审判流程的监督管理，2014年
年初，福建高院司法信息集控管理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只要进入数据库便可查
询全省法院，每个案件审理流程，再现每
个法官办案情况。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
重要环节，庭审活动的全程留痕也可轻
松实现。
【工作亮点】

全省法院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宗旨
意识，不断创新完善司法服务群众新机
制。出台司法便民利民机制25条措施，
完善诉讼服务中心、12368 司法信息服
务平台等便民举措，加强法官工作室、便
民服务站等建设。建立网上诉讼服务中
心，推进网上预约立案、网上全程调解、
网上申诉信访、远程视频接访。探索创
新执行模式，大力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
设，全面建成“点对点”执行查控、远程指
挥调度等系统。全面启动网络司法拍卖
会同文明办、人行、工商等部门建立社会
信用信息共享和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使
失信者寸步难行。开展涉民生等专项集
中执行，执结涉民生案件量和执行到位
标的额均居全国法院前列。
【数字链接】

福 建 全 省 法 院 执 结 各 类 案 件
103156 件，标的总额 113.47 亿元，共有
15.1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进入“黑名单”上
网公布，有 12186 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了义务。2014 年上半年涉诉进京
访“案访比”列全国法院第29位，多年来

持续处于最低位。

年度亮点
推进司法改革 提升司法公信
【新闻回放】

2014 年 9 月，福建高院分 4 个调研
小组，由院领导牵头，分专题开展调查摸
底和测算研究，积极协商福州、厦门、南
平、泉州、宁德市确定了8个基层人民法
院进行改革试点。反复研究论证开展改
革试点工作的初步意见，加强对试点法
院的指导。
【工作亮点】

全省法院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
探索涉诉信访终结移交、刑事案件速裁
程序、裁判文书说理、庭审同步录音录像
以及行政诉讼、知识产权案件、涉台案件
集中管辖等机制改革。特别是2014年8
月福建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以
来，福建高院高度重视，围绕完善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
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
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4 个重点专
题，组织全省法院做好摸底研究论证工
作。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落实并完成

“倍增计划”。2014 年省、市、县（区）人
大常委会采取三级联动的方式，听取和
审议本级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专项报
告，有力推动了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
作的开展。着力深化司法品牌建设，制
定新一轮深化意见、开展评选活动、召开
推进会，许多做法经验得到了省委、省人
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有的在法
院系统得到推广。
【数字链接】

2014年，全省人民陪审员参审一审
普通程序案件 79660 件，占普通程序审
理案件总数的 94.3％。福建高院首次

邀请陪审员参加审理了 6 起案情复
杂、社会关注度高的一审案件。在政
务网、微博、微信等 7 类载体上公开
34 类司法信息，裁判文书上网 26 万
余篇，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14 场，举
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12 场，累计 1156
名公众代表参加。全省 96 个法院全
部开通互联网站，创建了 9 个“全国
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创新形成了涉
台、涉生态、“三全”（全面、全程、全
员）调解等 25 个全省法院司法品牌
和 110个全省法院司法品牌项目。

年度关键
坚持从严治院 打造过硬队伍
【新闻回放】

2014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隆重召开“最美基层法官”颁奖大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黄志丽
等 10 名法官当选为“最美基层法
官”。2014年9月，黄志丽被最高人民
法院授予“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10 月，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确
定为“最美基层干部”宣传对象并组织
中央各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工作亮点】

福建高院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
院、从严管队，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狠抓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后续工作。坚持衔接带动，加强
对第二批开展活动的系统指导，高院
领导深入各地指导 199 人次，上下联
动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坚持“三严
三实”，持续开展违反八项规定精神专
项整治，深化“马上就办”行动，开展整
改“回头看”和“反四风、树形象、真承
诺”活动，全体干警作出作风纪律“十

严”承诺，持之以恒反对“四风”。采取
5个方面 33条措施下力整治“六难三
案”，并组织对 37 个法院进行专项检
查。切实发挥“1263”机关党建工作机
制作用，加强典型引领，弘扬法院正
气，激发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詹
红荔、黄志丽、张嵘同志作为省委教育
实践活动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到全省
作巡回报告。
【数字链接】

2014 年，福建高院先后制定的 7
批整改落实方案和提出的232条整改
项目已全部完成，并建立了21项长效
机制。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岗位
练兵、以老带新、干警双向挂职交流
等，落实高等院校与法院人员互聘“双
千计划”，与厦门大学等省内5所高校
共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督查服务窗
口、庭审、会议等1784场次，整改解决
问题245个。2014年全省法院集体受
省级以上表彰 312 个次，个人受省级
以上表彰515人次。

年度精彩
自觉接受监督 不断改进工作
【新闻回放】

2014年10月18日，部分在闽全国
人大代表及福建省人大代表视察福建
高院。代表们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
福建法院展览厅、司法信息集控管理
中心等，对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思维推
进司法公开，规范审判流程，创新执行
方式，拓宽监督渠道，积极回应和满足
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所取得的成效予以
充分肯定。
【工作亮点】

福建高院党组高度重视人大代表
监督联络工作，先后建立健全了建议
提案办理、定向结对联络、代表走访调
研、司法参与监督、情况通报反馈等机
制；把人大代表联络工作作为各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抓队伍建设、党风廉政
建设和基层党建责任制的重要内容；
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新媒体资源
搭建监督平台，在福建法院政务网设
置“代表委员平台”，并设置了手机短
信、电子信箱等加强联络的方式。福
建高院依法认真及时办理关于严格依
法办案、加大对特定群体司法保护、加
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等人大代表建议
10 件。认真办理代表来信关注事项
和反映的问题，每信必复。在接受人
大监督的同时，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
督，拓宽接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监督的渠道，有
力推进法院各项工作。
【数字链接】

2014年，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新
媒体技术等各类平台向省人大代表发
送信息 130 余条，寄送《法院工作情
况》27期。加强定向结对联络代表工
作，由高院领导带头、全省三级法院联
动，共登门走访全国、省人大代表 617
人次，征求代表意见建议900余条，邀
请代表参审、调解案件 2876 件，旁听
庭审、见证执行1002件。福建高院共
办理50件代表来信，办复政协委员提
案8件。

2014年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境界的重要一年，也是福建加快发展迎接重大历史机遇的一年。福建全省法院在省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政协民主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
线，切实抓住过硬队伍建设这个关键，做好依法公正审判和释法说理取信“两篇文章”，推进公正司法、亲和司法、认同司法“三项司法”，大力深化新
一轮司法公信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等领导的肯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面向台胞台商的主题开庭日活动。 资料照片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24日（总第6273期）

瑞隆液压（徐州）有限公司、陆建林：本院受理现代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5年6月29日上午9时30
分在西漕第二十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黄俊波、吴量：本院受理冯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王峻峻、方群：本院受理程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吴相廷：本院受理原告陆永川诉你及第三人覃世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江苏飘逸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吴江市金伙伴纺织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陈浩、太仓市钜宝化纤有限公司、李彩华、太仓市奕浩纸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太仓农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5年6
月30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宜兴市大明电源有限公司、江苏大明科技有限公司、盐城市
大明化工有限公司、潘小明、禄丰江达磷化学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兴市大明电源有限公司、江苏大明科技有限公司、盐城市
大明化工有限公司、潘小明：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兴市大明电源有限公司、宜兴市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江

苏大明科技有限公司、盐城市大明化工有限公司、潘小明、禄丰
江达磷化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希明：本院受理石元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限期举证通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吉林市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国维诉你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答辩状、限期举证通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数字化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桂林瑞盛贸易有限公司、陈海波、陈军华：本院受理原告李
启岗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4）星民初字第8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厦门德利集团赣州氯碱制造有限公司、刘小辉：本院受理原
告陈细铃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4）赣中民二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昊洋物资有限公司、黄文耿、陈丽书、黄友财、巫振昊、

陈文寿、苏州华际钢铁发展有限公司、黄容玲、深圳市伟鹏建材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工业园区诚成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
姑苏商初字第01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吴灵敏、纪春玲、吴灵武：本院受理苏州顶铭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4）姑苏商初字第 01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苏州匡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吴海慧、谢友忠、周美丽：本院受

理吴江市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吴
江双恒纺织有限公司、孙金法、叶金珠、盛友集团有限公司、谢友义、
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吴江市和泰化纤织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吴江商初字
第10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朱建涛、顾彩萍、苏桂发：本院受理原告邓巧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
泰兴民初字第 20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本人胡建军，工作单位：北京泰泽宏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二级建造师，注册号：京 211050805808，注册证书编号：
00205815，执业资格证书编号：BJ0009464，注册专业建筑，上述证书
于2015年1月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人李碧燕所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的工作证（证号：穗
荔法证字／078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作贵宣告李彦失踪一案，经查：李彦，女，汉族，
1977 年 6 月 20 日出生，曾住铜陵市铜官山区世界花园 9 栋 702
室，于 2002年 11月 6日出生，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望李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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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玲霞（女，195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

老城区井胡同 18号）、张宝霞（女，1971年 1月 17日出生，汉族，
住洛阳市老城区井胡同 18号）、张运才（男，1963年 5月 21日出
生，汉族，住洛阳市老城区井胡同18号）申请宣告张聚刚死亡一
案，经查：张聚刚，男，1973年 2月 28日出生，汉族，有智力残疾，
原住洛阳市老城区井胡同 18号，于 2003年 10月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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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陈利、王陈芳申请宣告王少朋死亡一案，经

查：王少朋，男，身份证号：410603580629203，原住址鹤壁
市山城区汤河街四巷居委会汤河街五巷 13号。于 1998年 6月
10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
少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龚德兵宣告文玉兰死亡一案,经查,文玉兰，

女，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公安县人，原住公安县章
田寺乡达仁村一组 03号，系申请人龚德兵之妻，其于 2010年 11
月6日前往湖南省长沙市探望女儿时在长沙火车站失踪，下落不
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文玉兰本人或者知其下落者
与本院联系，本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公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行根申请宣告胡金梅死亡一案，经查，胡金梅，

女，1969年 10月 11日出生，汉族，进贤县人，原住进贤县钟陵乡
东溪村委会六房村，于 2008年 4月 7日离家走失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胡金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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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进贤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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