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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选登于某某诉高某某离
婚后财产纠纷案

——离婚协议约定将共
同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单
方是否有权反悔？

（一）基本案情
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

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
子高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
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
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 59 号
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
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
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
某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称：
59 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
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
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
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
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
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 59号
房屋。

高某某则认为：离婚时双方已经将
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是因为于某某同
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
中其他加重我义务的条款，例如在离婚
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我
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
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
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

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
59 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
房屋的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
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
即双方约定将 59 号房屋赠与其子是建
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
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
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的处理约定，并
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
据不足，亦有违诚信。故对于某某的诉
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 院 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 作 出
（2013） 东 民 初 字 第 02551 号 民 事 判
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
于某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作出 （2013） 二中民
终字第097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

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
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
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
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
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
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
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
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
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
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

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
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
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
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
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
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
单方撤销赠与。

王某诉江某离婚案
——因家暴导致的离婚

案件中无过错方能否要求精
神赔偿？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江某系经人介绍相识并登记

结婚，婚后无子女。由于双方相识时间
短，相互了解较少，结婚较为仓促，感
情基础薄弱。婚后由于江某酗酒，对原
告有家庭暴力，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对原
告拳脚相加。2009 年，江某无缘无故
将原告毒打一顿并致其离家出走。后王
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判决：1.解除双
方的婚姻关系；2.江某给付精神损失费
5万元；3.依法分割共同财产。该案诉
讼费由江某承担。王某提供江某书写的
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
江某对其施加家庭暴力。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男女

一方要求离婚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如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该案
中，双方均同意离婚，表明双方感情已
彻底破裂，故对王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
求，法院予以准许。王某要求江某支付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因江某在
婚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情
形，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
法予以酌定。为此，法院判决王某与江
某离婚 （财产分割略），江某支付王某
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但

遗憾的是，夫妻之间实施暴力给其中一
方造成人身伤害和精神痛苦的现象仍然
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作为离婚案件的重
要诱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
的稳定与和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
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
待。根据北京法院对 2013 年度东城法
院、丰台法院、通州法院结案的620件
离婚案件抽样统计显示，涉家庭暴力类
的离婚案件占选取离婚案件总数的
9%，数量比例虽不高，但涉家暴案件
大多矛盾激烈、调解率低、最终离异率
高。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
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

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
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正在全国人大审议中的

《反家暴法》也通过规定了一系列制度
安排，以期保护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对
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遏制。本案就是典型
的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人民法
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婚请求和赔偿
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违反法律和社
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旗帜鲜明地给予否
定性评价。

陈 某 与 陈 甲 、 徐
乙、徐丙赡养纠纷案

——继子女对继父母是
否应承担赡养义务？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与朱某于 1986 年登记结

婚，朱某系再婚。1987 年，朱某带徐
乙（1975年6月8日出生）、徐丙（1978
年2月10日出生）到临沂市莒南县文疃
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某共同生活。
1990 年 5 月 13 日，陈某、朱某生育一
子陈甲。1991 年被告徐乙离家外出打
工，1993 年被告徐丙离家外出打工。
2012年2月，朱某去世。原告陈某由于
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
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
告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
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
子女关系一致。被告徐乙、徐丙随其母
朱某与原告陈某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
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
子女关系，对原告陈某负有赡养义务。
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
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
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
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
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
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乙、徐丙与原
告陈某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
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法院酌定被告徐
乙、徐丙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
1500 元为宜。被告陈甲系原告陈某的
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某负有当然的赡
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
3600 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法院予以
确认。最后，法院判决被告陈甲自
2014年起，于每年的 6月 1日前支付给
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 3600 元。被告
徐乙、徐丙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
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
费1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
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
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
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
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
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
赡养义务。针对赡养继父母这一特殊群
体，需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
形成正确认识，及时维护农村老人合法
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
结事了人和。

王某与张某变更抚
养关系案

——共同生活人虐待子
女的，离婚另一方可要求变
更抚养关系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于 2002 年结

婚，2004 年 6 月 13 日生一男孩王甲，
后双方于 2007 年协议离婚，约定王甲
由王某抚养。2010年9月，王某与王乙
另行组成家庭，王甲随父及王乙共同生
活期间，受到继母王乙体罚、饥饿、精
神虐待。2011 年 11 月，张某探视过程
中，发现孩子身体存有受伤情形，遂向
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王甲身体存有
十几处伤，已构成轻微伤。2011 年 11
月 21 日，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抚
养关系，并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用。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夫妻双方离婚后，针对婚生子女的抚养
问题，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本案中，王某与张某协议离婚后，
虽协议约定婚生子王甲由王某抚养，但
在其抚养过程中，根据张某方举证以及
涉案未成年人王甲当庭陈述、证人证
言、法医鉴定，能够证明自 2010 年起
与王甲共同生活人员对其存有体罚、饥
饿、精神虐待等情形，对其今后健康成
长明显不利，其抚养关系应当予以变
更，并依法由王某支付抚养费用。王某
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
的情形，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的，应予支持。离婚是自由的，但孩子
是无辜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
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双
方再婚时，均要客观的、现实的考虑到

孩子的实际情况和感情，均应从有利
于孩子生活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给孩
子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这
样，孩子的幸福才不会因为父母的分
离而削减。

余某诉余某望抚养
费纠纷案

——抚养费标准是否能
随物价上涨而提高？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的母亲和父亲 2008 年

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余
某由母亲抚养，其父亲余某望当庭一
次性给付抚养费23000元。2013年余
某在某双语实验学校上小学二年级，
年学费 3600 元，其母亲无固定收
入，主要收入来源为打工。后余某诉
至法院请求其父余某望每月给付抚养
费 1000 元，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其满
18岁止。

（二）裁判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
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
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
或判决原定的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第十八条规定，原定抚育费数额
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子
女可以要求增加抚育费。本案中原告
余某父母离婚时间是 2008 年，当时
双方协议余某父亲当庭一次性给付子
女抚养费23000元，而2012年度河南
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5032.14 元，平均每月 419 元。根据
上述情况，余某父亲原来给付的抚养
费目前显然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
水平，因此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判
决支持了原告余某要求增加抚养费的
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

法立法时都遵循“儿童利益优先原
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目
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
法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的原则。“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
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应当成为我国婚姻家事立法的基本
原则，尽可能预防和减少由于父母
的离婚，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的生活
环境上的影响及未成年子女性格养
成、思想变化、学习成长等不利因
素。

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人民法院
在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进行判决、
调解时，抚养费标准一般是依据当时

当地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确定。但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
物价上涨等因素，法院原先所判决、
调解的抚养费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或发
生很大改变，再依据当时的条件和标
准支付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未成年
人基本的生活要求，不能保障未成年
子女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因此，法律
和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子女有权基于
法定情形，向抚养义务人要求增加抚
养费。本案正是基于最大限度保障未
成年子女利益的考量，在原审调解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准予未
成年子女余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
讼，依法支持其请求其父增加抚养费
的主张。该判决契合了我们中华民族
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周某诉张某离婚后
损害责任纠纷案

——是否可请求出轨者
支付精神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03 年原告周某与被告张某登

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
年 7 月，张某提起与周某离婚之诉，
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主要内
容为，双方自愿离婚，张某一次性给
付周某人民币38000元，双方互不再
追究。而2013年5月，张某与案外某
女生育一女。周某诉称离婚后才发现
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
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
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四十六条规
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
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被告
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
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
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应当支持原告提出损
害赔偿请求，即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
告周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 15000
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夫妻互相忠实，不背叛爱情，不

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法定义务。对婚
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它
不仅破坏了夫妻关系，拆散了家庭，
也伤及无辜的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
风气，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
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
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
正和道德力量。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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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杨家园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宣告
张小发失踪一案，经查，张小发，男，195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
籍地：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杨家园村 121 号，身份证号：
110227195108210333。张小发系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杨家园村村
民，张小发无配偶、无子女。张小发于2013年3月29日从怀柔区桥梓
镇峪口村10号离开未归。申请人于2015年7月16日向本院申请宣
告张小发失踪，并申请指定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杨家园村村民委员
会为张小发的财产代管人。本院于2015年8月9日发出寻找张小发
的公告，现公告期已满三个月，张小发仍然下落不明。本院于2015年
11月11日作出（2015）怀民特字第0446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小发
失踪，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杨家园村村民委员会为张小发的财产代
管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银英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郑德良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郑德良（男，汉族，1954年1月26日出生，户籍
地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花路南巷10号，系申请人黄银英的丈
夫，身份证号码 440401195401260018）于 2007 年 12 月期间离开
原住处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福安花园2栋C单元702房后，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郑德
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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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陈美金申请宣告李洪操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李洪操，男，193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江门市江
海 区 礼 乐 街 道 办 事 处 文 昌 沙 8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701193810010017，于2010年6月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5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洪操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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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沾成申请宣告林龙燎死亡一案，经查：林龙燎，
男，1974 年 10 月 30 日出生，广东省英德市人，身份证号码
441822197410300214，于2009年6月6日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林龙燎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惠文申请宣告刘厚业死亡一案，经查：刘厚业，
男，1980 年 6 月 27 日出生，广东省英德市人，身份证号码
441822198006273714，于2011年7月2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厚业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洁申请宣告黄岩公民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黄岩，男，汉族，1979年7月12日出生，原住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
路39号院2号楼1单元1102号，系申请人丁洁之夫，于2012年7
月26日在西藏自治区然乌至波密段失踪，年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一年。希望黄岩本人或者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宣告黄岩死亡。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世俊、董佳鑫申请宣告刘丹失踪一案，经查：刘

丹，女，1990年3月4日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东荆街东荆南村6
号。身份证号码：42011319900304062X。其于 2013 年 7 月 5 日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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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艳菊申请宣告袁富长失踪一案，经查：袁富长，
男，1971年 2月 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兰考县城关乡李寨村三
组。身份证号码：410225197102011058。其于 2013年 1月 15日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袁富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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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永秀申请宣告曾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曾
丽，女，汉族，1971年9月22日出生，其于1999年出外务工后，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曾丽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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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罗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蒋兰申请余文奇死亡一案，经查：余文奇，男，
1983年 9月 17日出生，汉族，原住址武汉市江汉区燕马新村 102
号，于1995年离开住所，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余文
奇本人或知下落的有关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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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邱亿申请邱新国死亡一案，经查：邱新国，男，
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20103195501222812，

原住址武汉市江汉区民意四路天一巷附36号，于2011年离开住
所，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邱新国本人或知下落的有
关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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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亚霖申请宣告唐彬彬失踪一案，经审查：被申请
人唐彬彬，女，1994年 8月 10日出生，汉族，永州市人，住湖南省
衡南县车江镇神龙村灯蕊组，系申请人母亲，于2013年8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唐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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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辉、胡湘申请宣告黄玲玲失踪一案，经查：黄玲玲，
女，1988年3月16日生，汉族，安徽省定远县人，原住址：湖南省常
宁市洋泉镇石枧村胡家组。身份证号码：341125198803165369。于
2012年12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黄玲玲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为三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院受理张慧美、张耀阳申请宣告张召丽失踪一案，经查：

张召丽，女，1991年9月19日生，汉族，河南省新野县人，原住址：
湖 南 省 常 宁 市 宜 潭 乡 大 堰 村 邓 塘 组 。身 份 证 号 码 ：
411328199109197769。于 2013 年 9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张召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院受理龚伦喜申请宣告龚明生失踪一案，经查：龚明生，
男，汉族，1943年10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安乡县安丰乡五合剅
村三组，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希望龚明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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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毅诚、张迪、尹隆年申请宣告聂小凡、钱红英、陈扬
招失踪一案，经查：聂小凡，女，197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
住祁阳县白水镇小湖村6组；钱红英，女，1977年10月20日出生，
汉族，农民，住祁阳县肖家村镇尹清村；陈扬招，女，1992年1月1日
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进宝塘镇枫梓塘村。三被申请人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聂小凡、钱
红英、陈扬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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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建军申请宣告周友英死亡一案，经查：周友英，
女，194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原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四
化建居委会四化建公司宿舍，于 1992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周友英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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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殴艳群申请宣告殴春发死亡一案，经查：殴春发，
男，1968年 2月 28日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原住址：湖南省
常 宁 市 大 堡 乡 枫 树 村 三 岭 组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2519680228927x。于2011年10月18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殴春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曾林香、曾望龙申请宣告李云艳失踪一案，
经查：李云艳，女，1974年 4月 4日出生，汉族，农民，公民身份号
码：432624197404049327，住洞口县杨林乡坪阳村 14组，系两申
请人之母。李云艳自 2012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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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李云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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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云鹏、李秀珍申请宣告黄永明失踪一案，经查，

黄永明（女，汉族，1986年12月22日出生）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黄永明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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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黄永明失踪。 [吉林]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井生申请宣告吴井才死亡一案，经查：吴井才，
男，汉族，1971年1月9日出生，住辽宁省彰武县两家子乡两家子
村六组 411号，其于 2014年 10月 29日随“辽大中渔 15101”号船
出海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吴井才向本院

申报地址及联系方式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国辉（曾用名：王国锋）申请宣告王胜成

死亡一案，经审查，王胜成，男，汉族，1963年4月13日出生，身份
证号 152221196304133051，住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科
尔沁镇水库村大新立五社099号，系“辽大中渔运15135”号渔船
船员。2015年 1月 24日 4时许，“辽大中渔运 15135”号渔船在东
经 121°02′720″、北纬 38°50′832″海域海域抛锚时，发现王胜成失
踪。经搜寻无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胜成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平申请宣告于治业死亡一案，经审查，于
治 业 ，男 ，汉 族 ，1970 年 11 月 9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210212197011093212，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中牧路1416号，
系“辽大旅渔 51477”号渔船船员。2015年 9月 2日 7时许，“辽大
旅渔51477”号渔船在旅顺铁山老头尖海域（38°43′300N、120°07′
600E）作业时，拖网作业起网时，船舶翻扣沉没造成该船员落入
海中后失踪。经搜寻无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于治业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解子芳申请宣告姜军死亡一案，经审查，姜军，
男，汉族，1966年5月11日出生，身份证号210225196605110099，住
辽宁省庄河市大营镇四家村前姜屯24号，系“辽瓦渔75289”号渔船
船员。2015年9月14日19时许，“辽瓦渔75289”号渔船在东经123°
40′、北纬35°20′海域作业时，船上船员姜军被钢丝绳打入海中后失
踪。经搜寻无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姜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卫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洪群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王洪群（男，1964年 9月 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
在地青岛市李沧区乐亭路 23 号 16 户甲，公民身份号码：
370206196409284417）于 2002 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王洪群本人应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
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王洪群
生存现状的人，应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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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桂平 11月 19日电 今天上
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平市“5 · 22”校车翻车事故案，
在桂平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事故牵涉的幼儿园责任人、教
师、校车司机等四名被告人被指控犯重
大责任事故罪。桂平法院人民陪审员、
执法监督员以及桂平市各幼儿园负责人

等200多人旁听了庭审。
公诉机关起诉称，被告人刘伟源、

李莉玲夫妇在没有取得办园资格的情况
下，在大湾镇安担村长期违规经营一幼
儿园，购买使用没有校车资格的面包车
接送学生，聘用无相应驾照的被告人梁
列兴负责开车接送学童，并安排该园教
师被告人蒙丽冰随车管理。期间，刘伟

源夫妇对司机、随车人员没有进行专门
的安全教育培训，对接送车辆也未及时
进行年检维护。

今年5月22日早7时许，被告人梁
列兴与蒙丽冰驾驶面包车接顾某、黄某
等 24 名学童回园上学，当车辆行至桂
平市大湾镇榄塘村路段时，梁列兴驾车
往左前方打方向盘避让道路积水过程中

操作不当，致使面包车滑落进左侧水
塘，造成顾某、黄某 2 名学童溺水死
亡，刘某等 22 名学童受伤的道路安全
事故。

经鉴定，被告人梁列兴负本次事故
的全部责任。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梁列兴、刘
伟源、李莉玲、蒙丽冰使用车辆接送儿
童上学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应以重大责
任事故罪追究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据悉，本案将择期宣判。
（程 君）

图为庭审现场。
桂 法 摄

桂平“5·22”校车翻车事故案开庭
四被告人被控重大责任事故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