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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游戏币，能定盗窃罪吗？
付想兵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鹿 轩

网购艾灸仪 收货两天后投诉“受欺诈”

网购索赔网购索赔 投诉也有投诉也有““规矩规矩””

■
法
官
提
醒

网购平台应加强
用户产品监管

被告人杨灿强于 2013 年 6 月至 10
月间，在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东园一小区
内，利用北京新娱兄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娱公司）的51wan游戏
充值平台漏洞，自主编写充值平台接口
程序，多次生成虚假支付反馈信息，获
取新娱公司运营的《神仙道》游戏虚拟
货币“元宝”110余万个，致使新娱公
司向该游戏的联合运营公司结算“充值
收益分成”共计人民币33984元。被告
人杨灿强后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被抓获
归案。

案发后，被告人杨灿强的亲属代为
退赔了新娱公司的上述结算损失，取得
了新娱公司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灿强的犯罪对
象为“游戏虚拟财产”，该对象缺乏现
实财物的一般属性，不符合公众认知的
一般意义上的公私财物，而“游戏虚拟
财产”的法律属性实为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杨灿强通过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而获取“游戏虚拟财产”，实质上属于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行为，因
此，公诉机关指控犯盗窃罪罪名有误，
法院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杨灿强能够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态度较
好，其亲属已代为退赔被害公司的经济
损失，取得了被害公司的谅解，故一审
法院对被告人杨灿强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被告人杨灿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
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法官说法

网络虚拟财产不具有盗窃罪中
“财物”的法律属性

在目前司法环境下，网络虚拟财产
不宜纳入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
窃罪中“财物”的范畴，盗窃网络虚拟
财产不认定为盗窃罪，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其他犯罪处罚，如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从我国刑法来看，作为盗窃罪的
“财物”不仅限于有体物，还包括无形
财物，如电力、燃气等。不论是有体物
还是无形物，都存在共同的特征，即一
般社会公众均认同其具有价值，且价值
能够被客观衡量。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2009
年6月4日施行的《文化部、商务部关
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通
知》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作出了界定：
由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游戏用户使
用法定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间接购

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外，以电磁记录
方式存储于网络游戏运营企业提供的服
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位表现的一种
虚拟兑换工具。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用于
兑换发行企业所提供的指定范围、指定
时间内的网络游戏服务，表现为网络游
戏的预付充值卡、预付金额或点数等形
式，但不包括游戏活动中获得的游戏道
具。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网络虚拟
财产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价值特定
性，一定的网络虚拟财产只能存在于
特定服务器运行的游戏中，不能置于
其他游戏中，脱离特定的游戏即无任
何价值；价值虚拟性，没有实体物，
其经济价值是否存在依托于玩家主观
上是否认定其具有使用价值及实际是
否能在同一游戏的不同玩家之间实现
交易；价值差异性，对不同玩家而言
其价值大小不一，对非玩家而言并无
价值。

从我国刑法来看，虽然作为盗窃
罪的“财物”不仅限于有体物，还包
括无形财物，如电力、燃气等。但不
论是有体物还是无形物，它们都存在
共同的特征，即一般社会公众均认同

其具有价值，且价值能够被客观衡
量。相比而言，网络虚拟财产明显不
同于我国刑法盗窃罪中的“财物”，其
不符合公众认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公私
财物的概念。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
性实则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一种
虚拟的兑换工具，不能成为盗窃罪的
犯罪对象。

此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有
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能作为犯罪处
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对象的
不能成为犯罪对象。目前，我国刑法
及历次关于盗窃罪相关的司法解释均
对“公私财物”作出明确规定，但并
未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盗窃罪的对
象。

再从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和属性
看，网络虚拟财产的实质法律属性是电
磁记录，即电子数据。盗窃网络虚拟财
产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
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的犯罪构成，适用该罪名足以客观、全
面评价该行为的性质。

据此，笔者认为，盗窃网络虚拟财
产不能认定为盗窃罪，而应认定为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司法观察

网络虚拟财产价值认定难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价值如何认定
的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没有
统一的、能够被普遍认可的计算标
准。

首先，目前司法解释并未有规定
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如何认定，司法
实践中缺乏明确的认定依据，无论如
何认定其价值都会存在争议；其次，
在客观意义上而言，网络虚拟财产本
身并没有价值，其价值大小只能于玩
家交易时商定，难以从一个客观的
角度加以认定；再次，网络虚拟财
产的价值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服务器
与特定的玩家中，脱离了特定的服
务器并失去了所谓的价值，对不同
玩家其价值存在不同，难以有统一
的计算标准；最后，如按照服务器
运营商因盗窃行为支付的修复费用
或者预期收益作为价值认定的依据，
并不能做到客观。

因此，将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
为界定为盗窃罪将会给数额的认定带

来一系列问题，在目前尚没有统一、
客观的数额计算方法而又可以以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的情
况下，不宜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盗
窃罪中的“财物”。

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
有将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
罪论处。意大利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
践均不承认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构成

《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盗窃罪，其
遵循体例解释的原则，禁止对“财
产”进行扩张解释包含信息数据。对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意大利
刑法典》在传统犯罪后设立了分条。
虽然日本刑事司法实务中存在对骗取
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使用电子计算机
诈骗罪的判例，但其是通过在传统的
诈骗罪后规定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
骗罪”这一特殊罪名，日本刑法的通
说也认为虚拟财物不属于《日本刑法
典》规定的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法典在 2003
年修正时删除了 1997 年将电磁记录
设为动产的规定，对窃取电磁记录的
行为规定适用专门的获取计算机信息
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来处理。

综上，根据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
性质，其并不具有刑法意义上财产的
属性，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盗窃网络
虚拟财产的不能认定为盗窃罪，而按
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
理，能做到罚当其罪。

90后男生小姚是温州龙湾人。
2015 年 8 月 15 日，小姚通过天猫

商城向某服装旗舰店购买“大码连衣裙
秋装新款世界中年气质女装妈妈装蕾丝
连衣裙”1件，单价为488元。

连衣裙标识的商品成分为：“面
料：锦纶 80%、PVC 镀膜纤维 100%、
聚 酯 纤 维 100% ； 里 料 ： 聚 酯 纤 维
100%；配料：聚酯纤维100%”。

8月17日，卖家通过快递将连衣裙
送至买家小姚手中。但是小姚感觉连衣
裙的面料成分并非像标签所述。

收货后第三天，小姚就把连衣裙送
到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测，并
支出检验费300元。

明明对连衣裙的面料产生怀疑的小
姚，在8月23日再次下单，购买同款连
衣裙 20 件。8 月 24 日，检测院出具

《检测报告》，认定送检连衣裙的纤维含
量不符合样品明示的成分要求。

凭着这份《检测报告》，小姚认为
卖家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

10 月 8 日，小姚将天猫商城、衣
服卖家告到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卖
家退还购物款 10248 元，并要求卖家
根据网页载明的“退一赔四”承诺赔
偿四倍购物款 40992 元、检测费 300

元，但他没有要求天猫商城承担赔偿
责任。

■法官说法

送检测后再次网购
属主观故意

2015年11月18日，鹿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查明，小姚在8月17日收
到单件连衣裙后对服饰材质成分产生质
疑，于8月19日提交检测院质检，但在

该检测报告未出具之前，却仍继续向卖
家购买同款服饰 20 件，该行为已超出
作为一般消费者所具有的理性，也和常
理不符。法院认为，小姚第二次网购的
行为存有主观恶意，并非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其要求卖家
就上述 20 件服饰赔偿四倍货款，法院
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虽然天猫商城在网上作
出“正品保障”的赔偿承诺，也就是说
商家承诺当消费者购买到非“正品”商
品时，除解除交易合同外，还可对消费

者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实际交付
商品价款的四倍，但是小姚提供的证
据并不足以证明卖家提供的商品非

“正品”商品或假冒材质成分产品，
故而小姚作为消费者不能获得 70 件
服装款的四倍赔偿。

同时，因为小姚没有对天猫商城
主张权利，鹿城法院一审判决小姚退
还卖家 21 件连衣裙，卖家退还小姚
购买的21件连衣裙货款10248元、鉴
定费300元，并赔偿第一次网购连衣
裙的价款的三倍即1464元。

当前网络交易空前繁荣，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众多，与此同
时产生的网购纠纷也不少。

结合网购纠纷案件的审理情
况，鹿城法院法官介绍，曾有消
费者因为支付了6.5万元价款网
购罗汉床，因为产品质量不符合
约定产生纠纷，也有消费者通过
网络购物平台购买到的产品不符
合自身期望而产生纠纷。其中部
分原因是由于互联网交易平台只
重视为平台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持，而没有加强对用户产品的
质量、合法性及广告宣传用语的
监管，这些问题，都亟待网购平
台提供者们进一步改善，切实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浙江省温州市市民何先生注册成为
京东商城网站会员。广州某艾灸仪器公
司系该商城的授权经销商。

2015 年 7 月 11 日，何先生的妻子
黄女士以何先生的账户通过京东商城向
广州某艾灸仪器公司购买了一套艾灸仪
器，交易金额为3928元。

7 月 15 日，黄女士收到上述艾灸
仪。收货后两天，也就是7月17日，黄
女士就向北京市12315热线投诉，认为
网站宣传使用了绝对化用语“最佳、首
台”字样，要求退一赔三。

黄女士在庭审时表示，收货后，她
一共使用了三次涉案的艾灸仪器，她认

为并不像网页、产品宣传册宣传的那样
功效了得。

黄女士说，广告法中明确规定，商
品广告中不得使用“最佳”、“最有
效”、“全球首台”等绝对性的用语，她
认为涉案的艾灸仪器并非“全球首
台”，该涉案艾灸仪器的转轴并非如商
品宣传册中所述可以360°旋转，她认为
卖家这是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而京
东商城作为网络运营商，没有尽到监管
义务，对卖家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没有采
取措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黄女士与京东商城之间无法
调解，7 月 22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作出 《终止
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告知书》，决定终
止调解。

因为之前在京东商城网购时收货人

一栏填的是“何先生”，2015年 9月 16
日，何先生将京东商城、广州某艾灸仪
器公司起诉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要求卖家广东某贸易公司退还交易金额
3928 元，并要求该第三方卖家与京东
商城连带向其赔偿三倍购货款即 11784
元。

■法官说法

商家的绝对性用语
并未涉及产品功效

2015年11月11日，鹿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

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黄女士通过
京东商城向广州某艾灸仪器公司购买艾
灸仪，支付了货款，双方形成了买卖合
同关系。

消费者主张卖家提供的艾灸仪达不
到描述的使用效果，但是根据其提供的
网购页面商品介绍中没有出现使用效果
的明确描述。

根据网页显示，该“商品介绍”项
下注明的是：“艾灸仪控制温度采用智
能电子芯片，模拟传统艾灸燃烧时产生
的远红外线和近红外线。让艾绒在最有
效的温度散发药性，达到最佳效果”、

“全球首台采用转轴艾灸仪”。
这段描述是说明涉案艾灸仪器是根

据传统艾灸的原理，结合了现代化的技
术和方法，通过一定的疗程达到治疗和
保健的目的。

但是，黄女士在收货后的2天之内
就主张商品功能与描述不符，显然有悖
常理。

而且，法院认为，黄女士向相关部

门投诉主张退赔的理由，是卖家在网
站宣传中使用了绝对性用语，并没有
涉及到产品的功效问题。黄女士并不
能举证证明涉案的艾灸仪不符合约定
的质量要求，故其主张退货的诉讼请
求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黄女士主张的卖家在网页中
使用了“最佳”、“最有效”、“全球首
台”等绝对性的用语涉嫌虚假宣传，
欺骗消费者，根据法律规定主张卖家
赔偿三倍价款的诉讼请求，法院认
为，根据卖家在商品网页中表述为

“智能电子芯片控制温度，让艾绒在
最有效的温度散发药性，达到最佳效
果”，这样的描述仅为温度的控制与
艾绒药性效力发挥程度的关联性，并
非艾灸仪的本质功能。

至于涉案的艾灸仪是否属于“全

球首台采用转轴艾灸仪”，仅仅是作
为一种辅助性吸引而存在，并非黄女
士当时买艾灸仪时的真正目的。

法院认为，卖家使用上述用语
并不足以让黄女士对艾灸仪的使用
功能产生误解，作出错误的购买意
思表示，所以不应当认定为欺诈行
为。

对于消费者主张的“退一赔三”
的诉讼请求，法院也予以驳回。

但至于卖家销售商品宣传内容是
否有所夸大或者违反相关行政管理法
规，鹿城法院认为属于行政部门管辖
范畴，在本案中不予涉及。

90后男生 买21件连衣裙要求“退一赔四”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两起网购纠纷案。两案中的消费者分别在京东商城、天猫商城购买了商品后，认为自

己被商家欺诈，要求“退一赔三”。法院根据审理后认定的事实与在案证据，认定其中一名消费者存在主观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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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兴财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春鹏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杨春鹏（男，198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原系
甘肃省武威大禹节水有限公司员工）于2009年6月起，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杨春鹏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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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永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社房申请宣告黄文锋死亡一案，经查黄文锋，
男，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出生，汉族，英德市人，于二○一一年九
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黄文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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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判决。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德荣申请宣告罗置（曾用名罗昱）死亡一案，经
查：罗置，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原住址为广西河池市金
城江区中山路512号，于1997年5月22日起外出打工，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罗置本人或知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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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继帮、周张氏、牛天宇申请宣告周艳艳失踪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周艳艳（女，1978年9月20日生，汉族，农民，
住河南省沈丘县付井镇玉帝庙行政村）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艳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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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周艳艳失踪。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上妃申请宣告胡聪勉失踪一案，经查：胡聪勉，
女，1972年12月6日生，汉族，原住河南省伊川县白沙乡孟村十
五组，居民身份证号 41032919721206512X，于 2007 年外出至今
去向不明，至今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胡聪勉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伊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殿堃申请宣告刘阳失踪一案，经查王殿堃是刘
阳的儿子，刘阳（身份证号码：230523198602113223）于2011年7
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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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起。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黑龙江]宝清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春梅申请宣告孙文格死亡一案，经审查：孙文

格，男，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系湖北省监利县人，原住湖北
省监利县容城镇容城大道68号。孙文格于2003年11月外出后失
踪，一直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孙文格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监利县人民法院

本院已受理黄少谦申请宣告黄华保失踪一案，现发出寻人
公告：黄华保，女，汉族，1976年2月29日出生，安化县大福镇人，
住湖南省安化县大福镇柳严村老屋村民组364号。自2012年12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公告期为3个月，本人或知道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可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小青申请宣告崔亮死亡一案，经查：崔亮，男，

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陕西省洋县，户籍地长沙市
岳麓区望月湖街道湘陵社区湘陵村233栋306房，公民身份号码
612323197507230912，于2011年12月2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崔亮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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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素清申请宣告徐海舟死亡一案,经查:徐海舟,男,

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原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职工，原户
籍地湘雅附三筹备处。于1993年8月31日起由其母亲张素清送
往北京国际机场后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徐海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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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钱燕芬申请宣告钱德有失踪一案，经查：钱德有，

男，1943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和失踪前住址均为吉
林省白山市东兴街，身份证号：220602194302012416，于1993年6
月25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钱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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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洪亮申请宣告张俊玲失踪一案，经查：张俊玲，
女，1985年2月2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舒兰市金马镇跃进村四
社，于2012年3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俊玲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花月、花蕊申请宣告刘丽失踪一案，经查：刘丽，

女，年龄不详（大约45岁左右），身份证号码不详，户籍地不详（疑
似长春一带居民），患有精神病，于2005年8月，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丽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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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小龙申请宣告李启春死亡一案，经查：李启春，
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吉林省吉林市人，住吉
林市船营区日新街七委四组德胜路 6-8 号，公民身份号码：
220202196402111339。李启春于2010年7月27日下午14时在吉
林市青年园捡拾江中矿泉水瓶时，不慎坠入江中溺水且被江水
冲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启春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小凤申请宣告朱德俊死亡一案，经查明：朱德
俊 ，男 ，1984 年 7 月 19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83019840719121X，汉族，江苏省盱眙县鲍集镇人，原住址为
盱眙县鲍集镇梁集村东岗组3号，于2010年11月9日在海滩中
失踪至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朱德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申其凤申请宣告彭克强失踪一案，经查：彭
克强，男，1971年9月30日生，汉族，赣州市南康区人，住江西省
赣州市南康区泰康中路社区宝林路 7 号，居民身份证号码
36212219710930733X，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彭克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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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彭克强失踪。

[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小伢、曾东仔申请宣告吴倩死亡一案，经查：吴

倩，女，2001年3月8日出生，汉族。吴倩于2006年4月12日在晋
江市池店镇池店村公路上走失，下落不明已满9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吴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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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广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晓丽申请宣告陈术林死亡一案，经查：陈术林，

男，汉族，1969年3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西丰县钓鱼乡景华村
二组063号，其于2015年12月2日随“辽丹渔25229”号渔船在出
海作业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
存，现发出寻人公告，陈术林本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
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陈术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陈术
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共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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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高喜民申请宣告赵祯死亡一案，经查：赵祯，男，汉

族，1974年2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普兰店市鹏润小区12号1-
3-1，其于2015年12月2日随“辽丹渔25229”号渔船在出海作业
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
发出寻人公告，赵祯本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否则，赵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赵祯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在公共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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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于海燕申请宣告卢国成死亡一案，经查：卢国成，
男，汉族，1970年11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同益乡和平
村唐屯1-43号，其于2015年10月25日随“辽大甘渔55018”号
渔船在出海作业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
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卢国成本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
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卢国成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卢国成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共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
向本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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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杨春梅申请宣告霍建军死亡一案，经查：霍建军，男，

汉族，1971年7月29日出生，住黑龙江省青冈县劳动乡双礼村柳毛
屯，其于2015年12月2日随“辽丹渔25229”号渔船在出海作业时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
公告，霍建军本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否则，霍建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霍建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
公共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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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管亚利申请宣告田立军死亡一案，经查：田立军，
男，汉族，1970年8月4日出生，住辽宁省昌图县亮中桥镇仁合村
民委四组10号，其于2015年12月2日随“辽丹渔25229”号渔船
在出海作业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
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田立军本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
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田立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田立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共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
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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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的(2016)鲁1621民特1号申请人林国海申请宣告

林 在 永 失 踪 一 案 ，经 查 ：林 在 永 ，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72321197403028952，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惠民县清河镇林家村
48号。自2013年10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林在永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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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惠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粉侠申请宣告魏成全死亡一案，经查：魏成全，

男，汉族，1968年11月24日出生，家庭住址：陕西省合阳县王村
镇西坡村杨家河下巷01巷，身份证号码：612132196811241211。
于201年4月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魏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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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合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春秀申请宣告胡智伟死亡一案，经查：胡智伟，

男，汉族，1954年2月6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清溪东路2号5
幢 2 单元 11 号，公民身份号码：510103195402061912。胡智伟于
2001年6月1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胡智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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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富左、吕富厅、吕富明申请宣告赵彦美失踪一

案，经查：赵彦美，女，1981年12月2日生，彝族，云南省宣威市
人，原住宣威市阿都乡阿都村委会俄科村93号，自2007年起，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彦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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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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