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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司法接地气 群众得实惠
2015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优秀法院”的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地处上党革命老区，辖区人口28万，每年

受案2600多件。2011年以来，该院结合当地实际，紧紧围绕“公正司法、司法为民”这条主线，先后出台了多项便民、利
民、惠民举措，使司法为民成为新常态。

本报记者 陈 伟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为民举措的不
断创新？

答：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我当过
20 多年乡镇领导，深知百姓疾苦，熟
知解决群众矛盾的方式方法；二是我县
为半山区农业县，农民的法律意识比较
淡薄，小纠纷层出不穷，加上路途遥
远，群众诉多、诉难；三是“公正司
法、司法为民”的人民法院工作主题的
要求。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司法的高
效便捷，一直是院党组思考的问题。近
年来，我院结合实际，针对群众司法需
求，创新为民举措。为提升案件质量和
源头治理信访案件，成立了案件质效考
核办公室、公信局、保障局、监督局等
机构。为促进司法公开和提高司法效
率，开通了案件网上流程管理、实行电
子签章、装置科技法庭。为妥善、高效
解决农村的抚养、赡养纠纷和农民工劳
资纠纷，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等。

问：如何看待人民法庭工作？
答：我认为，派出法庭在解决群众

诉难、诉累以及法制宣传、法律咨询、
锻炼法官能力、提升法官司法素质等方
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011 年我
到襄垣法院后，推动出台了《关于加强
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强化了法庭的
职能作用，法庭成了襄垣法院人才培养
的摇篮。三所法庭均有其特点，王桥法
庭离县城较近，属于“城郊型”法庭；
夏店法庭辖区企业较多，属于“工矿
型”法庭；下良法庭所辖系山区，属于

“山区型”法庭。三所法庭辐射了全县
70%的土地面积，所审理化解的案件均
占总案件数60%以上，矛盾纠纷均能在
所在村和乡镇化解，大大减轻群众诉讼
负担和成本。

问：开展便民“111”司法服务工
程的想法是什么？

答：就是让法官牢固树立为民理
念，方便群众诉讼。对乡村的群众来
说，一生可能就打一次官司，虽然设立
了法庭，但群众的出行还存在着困难。
为就地化解纠纷，让法官多跑路，群众
少行走，便民“111”司法服务工程便
应运而生。我到襄垣法院工作后，总结
以前的经验，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便民

“111”工程的内涵和功能，使其不只是
单一的工作方式，更转变了法官的办案
理念，实现了方法与理念的统一。

优化法庭建设 筑牢为民基础

2011年5月，襄垣法院新一届院
党组成立当天，院长姚江平便和班子
成员到下良、王桥、夏店三个基层法
庭检查工作。检查中，他们发现这三
个法庭主体已经完工近一年，却尚未
启用。探究其原因，发现是由两个方
面的问题造成的，一是由于欠账太多
以致基础设施不齐备；二是由于法官
不愿下基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姚江平院长向
县政府争取到了法庭后续建设经费
400余万元，并出台了《关于加强人
民法庭建设的意见》，突出了四个倾
斜：政治待遇向基层倾斜、物质装备
向基层倾斜、人才培养向基层倾斜、
经费保障向基层倾斜。

政治倾斜是指将符合条件的基层
法庭庭长向县委推荐并任命其为副科
级。物质倾斜是指为每一个法庭配备
独立的灶房、巡回审判车、摄像机、
照相机、投影仪，为每位干警配备电
脑，以及开通互联网和局域网等。人
才倾斜是指将工作时间长的基层法庭
庭长优先推荐进院领导班子，将工作
出色的副庭长优先提拔为中层正职，
将工作优秀的普通干警优先提拔为中
层副职。经费倾斜是指每年为各法庭
拨 15 万元经费，用于为法庭干警提
供免费餐饮。

下良、王桥、夏店这三所法庭运
行四年来，打造了三个矛盾纠纷网络
平台。一是建立以辖区乡镇党委牵头
的矛盾纠纷联席会议，用以解决群体
性或普遍性矛盾。设立巡回审理接待
站9个，接待点37个，就近立案就地
化解，方便诉讼，聘用特邀调解员
37 个，收集信息，接受委托参与调
解或单独调；二是建立司法公开平
台。开通电子签章系统，实现法律文
书审核后立即签章，开通局域网，实
现与法院信息互通共享，开通案件管
理网络平台，实现网上管理案件；三
是建成以特色文化为核心的法制宣传
教育平台。下良法庭形成了“漫画文
化”，以漫画形象生动地诠释典型案
例的法理和情理；王桥法庭形成了

“民谣文化”，以劝和谣为代表，更顺
口更直接地来说明案件中的道理；夏
店法庭形成了“故事文化”，以故事
和真实的历史，让当事人更好地来对
照比较。

这三个法庭还创新了多种办案举
措。下良法庭推行“一人负责到底”
的工作方法；王桥法庭总结实施“三
员说事、法官说法”的工作模式；夏
店法庭总结推行“一月结案工作
法”。四年来法庭共审理案件1300多
件，服判息诉率达到 92%，无一上
访，案件回访时，90%的当事人表示
满意。

便民“111” 创新为民举措

襄垣县面积 1178 平方公里，属
半山丘陵地区，辖 8镇 3乡，最远的

地方离县城达 50 公里以上。为让偏
远山区民众和老弱病残能享受到便利
诉讼，该院于 2011 年下半年创新了
便民“111”服务工程。

这里的“111”，不仅是一种方
法，更是一种观念，可以概括为三个

“要”：要在司法理念上亲民，法官要
深入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要
在服务方法上便民，该院和三个法庭
都开通了一条后三位为“1”的热
线，配置了一辆印有“便民 111”字
样的巡回审判车，作为流动法庭，并
聘用 37 名特邀调解员开展点对点、
一对一服务；要在执行结果上利民，
穷尽一切法律措施，开展温暖救助等
执行行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打通司
法为民“最后一公里”。

通过三年多实践，便民“111”
司法服务工程使法官面对面接触群
众、点对点调查案情、心贴心服务群
众，在全县形成了矛盾在基层化解，
纠纷在当地解决的办案机制。针对邻
里、婚姻、抚养赡养等纠纷，法官采
取诉前上门征求调解意见、就地开展
巡回审判、辖区公布判决结果、判后
回访跟踪等方法，收到了法官下乡办
案接地气，群众工作能力均提高的效
果，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
的。

据悉，该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中刑
事、行政、执行案仅占500余件，大
部分为民商事案件，而审结率和执结
率均在95%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就
得益于便民“111”司法服务工程。

2011 年以来，“便民 111”流动
法庭走进了辖区的千家万户，上门立
案 435件，进村入户调解 679次，流
动开庭 739 次，化解矛盾纠纷 1536
件。

“一村一干警” 拉近为民距离

为进一步深入群众，充分发挥司
法职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将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2014 年初，襄
垣法院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了以“知民情、解民忧、护民
安”为主题的“一村一干警”联系走
访活动。

活动中，法院派出 46 名干警分
赴全县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46 个行政
村和其他自然村和社区、学校、企业
开展工作。活动方案要求干警平均每
半个月就要入村驻村一次，并认真调
研村里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做到三个
统一：一是进村有日志，记录所发现
隐患和入户情况，达到记录与活动的
统一；二是召开座谈会与个别家庭成
员面对面谈，实现矛盾纠纷双方背对
背调解等相统一；三是宣传法律知识
与发现问题、征求意见建议、以及形
成系统思路的统一。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襄垣法院采
用四种方法解决：一是针对群众反映
的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由工作组
汇总后向所在乡镇的党委和纪检部门
报告线索，并建议该党委反馈查处情

况；二是针对涉诉矛盾纠纷，则当场进
行调解，未能调解的安排法官上门立
案，对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则巡回
开庭审理；三是针对村集体或困难户的
帮扶需要，根据情况由片区长协调解
决，对一些贫困户开展慰问活动；四是
针对村民普遍关注的外出打工劳动权益
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如何维护等问题
进行集中讲解。同时，针对村务管理、
财务管理、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提出
建议，提高了村委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
平。

活动开展一年来，干警共入村驻
村、入校入企 1120 余人次，宣讲法律
知识 35 场次，发放法律资料 5800 余
份，现场解答法律问题139个，调解矛
盾纠纷227件，上门立案51件，巡回开
庭 13次，帮扶贫困户 8户，帮助制定、
完善规章制度 75项，协调解决问题 17
件，代表县委工作组解决煤矿采空塌陷
治理村1个，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好
评。

“1+2”模式 提升为民效果

2014年4月，为了推进司法公开和
司法民主，让群众直接参与司法，襄垣
法院出台一系列新的举措。

实行“1+2”的审判模式和“1+
2”的评议监督模式，前者为 1 名审判
长加2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
件，后者为 1名院领导加 2名司法监督
员组成评议监督组。评议程序是在判决
书完成后3日内交评议监督组评议，评
议结果有三种情形：一是如评议监督组
在3日内未做出评议结果，合议庭或独
任法官则依法做出判决；二是评议监督
组做出评议意见，无论意见和判决结果
是否一致，均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裁
判；三是如在评议中发现严重地违反程
序或实体方面的情况而双方又分歧较大
的，则由评议组组长提请院长提交审判
委员会来决定。审判委员会针对不同情
况形成三种意见：一是对一些案件认为
不需要由审委会决定的则给予合议庭和
评议组书面答复，由合议庭裁判；二是
对案件提出处理的思路和办法，由合议
庭裁判；三是由审委会对案件进行讨论
决定，合议庭无条件执行。双“1+2”
模式运行一年多来，该院审理的案件办
案周期同比平均减少 25 天，案件的服
判息诉率提高 8%，无一上访，质效明
显提升。

除上述举措外，该院还实施了院长
包案化解疑难案件、“两养 （赡养和抚
养）一资（涉及农民工工资）”专项工
作、集中解决大要案专项工作、诉讼服
务中心全方位服务等为民举措。

为民举措的实施和效果的显现，得
到了群众的赞扬、领导的好评和社会的
肯定。2011 年以来，襄垣法院被最高
人民法院表彰为“全国优秀法院”、“全
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
法院后勤工作先进集体”，下良法庭被
评为“全国优秀法庭”，被确定为“全
国法院第二批法官现场教学培训基
地”；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下荣誉
30余项。

【人物访谈】

心 怀 民 本 思 想
夯 实 为 民 举 措
——访山西省襄垣县
人民法院院长姚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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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倾斜：政治待遇向基层倾斜、
物质装备向基层倾斜、人才培养向
基层倾斜、经费保障向基层倾斜。

三个矛盾纠纷网络平台：一是建立以辖区乡镇党委牵
头的矛盾纠纷联席会议；二是建立司法公开平台；三
是建成以特色文化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平台。

创新了多种办案举措：下良法庭推行“一人负责到底”的
工作方法；王桥法庭总结实施“三员说事、法官说法”的
工作模式；夏店法庭总结推行“一月结案工作法”

“111”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观念，可以概括为三个“要”

要在司法理念
上亲民

要在服务方法
上便民

要在执行结果
上利民

要求干警平均每半个月就要入村驻村一次，并认真调研村里
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做到三个统一：

一 是 进 村 有 日
志，记录所发现
的问题隐患和入
户情况，达到记
录与活动的统一

二是召开座谈会
与个别家庭成员
面对面谈，矛盾
纠纷双方背对背

调解等相统一

三是宣传法律知
识与发现问题、
征求意见建议，
以及形成系统思

路的统一

“1+2”的审判模式：1名审判长加2名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

“1+2”评议监督模式：1名院领导加2名司法监督
员组成评议监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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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嘉兴市昭图电器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汇票记载：票号为1030005220844748，票面金额为壹拾伍万元
整，出票人为天水永盛五交货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兰州瑞辰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年 4月 14日，到期日为 2015年
10月14日，付款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有限公司天水陇昌
路支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哲宏机电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苏州昆

山 支 行 出 具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票 号 为 30500053 /
25590729，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江苏宏鑫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江苏盛达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现上海哲宏机电有
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晟信工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市支行签发的票面号码 10300052/
26303040（出票日期贰零壹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票面金额五万
元整，出票人红河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晟信工业自动化仪
表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无
效。 [云南]蒙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因持中信银行湖州支行
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编码 30200053/22774163、票面金额
18万元、出票人为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恒瑞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11月28日，到期日2015年
5月 28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1月 15日受理的阿尔斯通电网企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5年 6月 5日作出（2015）闵民二(商)破字
第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阿尔斯通电网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破产。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2014年2月28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4
年12月31日，本院根据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
申请裁定受理唐山市宝新第一轧钢厂、唐山市税后轧钢一厂、唐山
兴业工贸集团鼎新钢铁有限公司、唐山市开平区兴业轧制厂、唐山
市源和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泰昌线材有限公司、唐山富兴热电有限
公司并入债务人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查明，
唐山正大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20日做出审计报告，载明截至
2015年4月20日，破产企业资产总额556 489 617.51元，负债总额
3 466 304 213.14元，净资产-2 909 814 595.63元，企业资产负债
率为622.8%。本院认为：债务人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无重整、和解的法定情形，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裁定
宣告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市税后轧钢一厂、唐山市宝
新第一轧钢厂、唐山市开平区兴业轧制厂、唐山兴业工贸集团鼎新
钢铁有限公司、唐山市源和贸易有限公司、唐山泰昌线材有限公司、
唐山富兴热电有限公司破产。 [河北]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2014）常破字第2—16号 因债务人湖南省丰康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身无启动资金，管理
人寻求新的投资进行重整未果，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
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管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也未能提
交重整计划草案，根据湖南省丰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湖南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6
月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项、
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止湖南省丰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湖南省
丰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崎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侯马市裕丰油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侯马
市裕丰油脂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于2015年1
月8日裁定终结侯马市裕丰油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山西]侯马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5月4日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元通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5年5月25日指定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元通
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杭州元通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5年7月15日前向杭州元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地
点：杭州市中山北路 607 号现代城建大厦十六楼，联系电话：
18758201439、13004280757，联系人：石碧蕾律师、李敏娇律师]。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杭州元通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杭州元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5年7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冯田保、陆爱琼申请宣告冯华失踪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冯华，女，1990年 11月 10日出生，壮族，小学文化，农民，
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寨沙镇寨沙村拉甫屯11

号，与申请人系父女、母女关系，自2011年6月外出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冯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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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冯华失踪。 [广西]鹿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友谊申请宣告王小清失踪一案，经查：王小清，
女，198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衡阳市石鼓区
松木乡桎木村王冲村民组 18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小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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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小
清失踪。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梅安阳申请宣告王当莹失踪一案，经查：王当莹，
女，1988年 1月 2日出生，汉族，陕西威阳市人，原住江西省高安
市杨圩镇新建行政村西梅村，身份证号：610423198801023023，
于 2012年 3月起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限为3个月。希望王当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向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高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家珍申请宣告顾阿根死亡一案，经查：顾阿根（男，

1942年1月1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211194201195514，汉族，
户籍在江苏省无锡市马山朝霞新村104号403室）于2003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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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阿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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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邢国山申请邢文泰宣告死亡一案，经查：邢文泰，
男，1928年2月27日生，汉族，长春市人，原住吉林省长春市农大
委 46组。于 2003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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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齐振忠申请宣告杜锡英死亡一案，经查，杜锡英（女，

1947年 6月 1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古塔区良安里 11组 183-6
号，身份证号码21070219470610429）系聋哑残疾人，于1989年冬
季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杜锡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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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爱英申请宣告徐显阳死亡一案，于 2014年 5月
19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5年 5月 21日依法作

出（2014）城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徐显阳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维军宣告张雷死亡一案，经查：张雷，男，汉族，
1986年10月12日出生，户籍地成都市高新区新乐中街2号3栋2
单元 8号。于 1993年 8月 26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张雷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晓芬申请宣告梁其林海上事故公民死亡

死亡一案，经查：梁其林，男，1963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荷里路 35号 402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903196305315815，于 2014年 12月 6日，“浙普渔 68183”船船
员梁其林在拖航时坠海，至今下落不明。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
不明，经有关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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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梁其林海上事故公民死亡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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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邹军申请宣告邹正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邹正（男，
汉族，1973年12月31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果堰村2组）于
1999年起，下落不明已满1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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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刘强申请宣告刘家华死亡一案，经查：刘家华于2008
年4月1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刘家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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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段学珍申请宣告柳德贵死亡一案，经查柳德贵（男，
1924年11月16日出生），于1990年8月4日走失与家人失去联系，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望柳德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一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永旺申请宣告许建本失踪一案，于 2015年 2月
1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5年 5月 18日依法作
出（2015）六民特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许建本失踪。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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