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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
条件。司法权威在诉讼活动中通常表
现为法庭的权威，法庭安全与法庭秩
序是司法权威在审判领域的重要体
现；诉讼活动的参与者以及广大民众
遵守法庭秩序是敬畏司法权威的应有
之义，也是守法意识的重要体现。

一、维护法庭安全与秩序是树立
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
乱”。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司法权威，那
么社会秩序则会缺少法律的规范和维
系，整个社会将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
态。实践经验表明，公正的裁判不一
定带来公正的评价，不一定能树立司
法的公正与权威，因为司法公正的评
价标准具有客观性不足的局限性。因
此，对司法公正的评价不能简单套用
一般公正的标准。它作为一种理想和
评价，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因评价主
体而异，评判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和难
以把握的一面，在实现公正的操作方
面更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克服司
法公正先天局限性的基本出路，除了
不断完善立法，还要强化司法权威，以
获取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对判决的遵
从，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秩序
的目的。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社会控
制来说，造就法律权威就显得非常有
效和经济。因为一个社会一旦树立起
了权威，那就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需
要太多的社会压力，就会趋向于理性
的社会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
会控制的核心问题就是营造一个现实
的司法权威。而维护法庭安全与法庭
秩序是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
条件，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

《法庭规则》将彰显司法权威作为一项
重要立法价值，对实现法治中国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

维护法庭秩序就是维护司法权
威。“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如
果法庭秩序受到肆意地破坏，那么受
损害的不仅是司法权威，而且正常的
诉讼程序也会遭到严重干扰，最终司
法公正也难以在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得
以实现。近年来，法官的人身权利遭受
侵害的现象明显增多，尤其是基层法院
的法官成为遭受侵害的主要对象。部
分当事人情绪失控、对抗激烈，在庭审
中哄闹法庭、损毁公物，辱骂、威胁法
官，当庭辱骂、殴打对方当事人和诉讼
代理人、辩护人；一些旁听人员尤其是
当事人家属、亲朋无视庭审纪律的情况
屡见不鲜，有的拉横幅，大肆喧哗、哄闹

法庭；有的冲击法庭警戒，毁坏法庭设
施，导致庭审无法顺利进行；甚至极个
别者蓄意在法庭上实施杀人行为。

危害法庭安全、扰乱法庭秩序的
行为反映出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淡
薄、诉讼心理不良。他们肆意妄为，将
个人的不满情绪转嫁给法官和法院，
试图施压，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不闹难解决、胡闹胡解
决”。这种言行和思维方式与法治精
神相悖，是不讲规矩、无视规则、缺失
法治信仰的表现。法庭及其诉讼活动
是神圣而庄严的，在法庭上辱骂、污蔑
司法工作人员或对方当事人、诉讼代
理人、辩护人，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和对
法庭的藐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定了规矩就要照
着办”，要求“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
纪律”。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法庭和
诉讼活动的参与者。

二、依法依规维护法庭安全与法
庭秩序

《法庭规则》完善了对危害法庭安
全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罚规定，
能够有效威慑和制止法庭内的违纪、
违法行为，保障庭审活动顺利进行，维
护司法权威。当然，将“侮辱、诽谤、威
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
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
为入罪后，一方面要坚持平等对待的
原则，公正适用；另一方面，对于何为
侮辱行为、诽谤行为、威胁行为，应当
坚持体系解释和实质解释，从严把握。

依照规定做好法庭安检工作。相
较事后的惩治，事前的预防更为重
要。依据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规则》，
司法警察对参加庭审活动的诉讼参与
人、第三人和参加旁听的人员，在进行
证件查验和登记的同时，还应进行人
身安全检查、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检
查。但是，也有民众存在误解，认为法
院多此一举，故意设置障碍，对安检工
作不理解、不配合。实际情况是，各地
法院在安检中均从当事人身上和随身
携带的物品中检出数量不少的匕首等
管制刀具以及汽油、农药等危险物品，
这充分证明安检是必要的。尤其是对
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主义犯罪

案件的法庭，严格进行安检工作更是
必不可少的。

安检设施到位，并不意味着安检
工作到位。法庭安检可能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或者不够专业，这给法庭安
全造成了隐患。如在吴某当庭杀妻案
中，吴某带着准备好的自制爆炸物、
水果刀，装在手提袋中，安检发出警
报，吴某从手提袋中拿出一小束铁
线，上交安检人员从而混过安检，得
以进入法庭实施报复行为。安检的
疏漏给吴某实施报复行为提供了可
乘之机，血的教训值得记取。为了把
好安全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安检人员
应当加强与审判人员的联系和沟通，
及时掌握重点案件和人员的相关信
息；应当加强与值庭人员的联动，做
到重点防范。

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比较突出的
问题是关于出庭律师是否需要接受人
身安全检查、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检
查的问题。《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
查规则》只是规定司法警察执行安全检
查时，对公诉人、律师等依法出庭履行
职务的人员，应进行有效证件查验和登
记。而原《法庭规则》对此并无规定。
因此，依其规则，对出庭律师不应进行
人身检查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检
查。这就容易造成纷争。此次《法庭规
则》的修改，一方面要求进入法庭的人
员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接受人身
及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最大限度地保
障法庭安全和秩序；另一方面特别规
定，持有效工作证件和出庭通知履行职
务的检察人员、律师可以通过专门通道
进入法庭。需要安全检查的，人民法
院对检察人员和律师平等对待，既给
予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律师相
应的司法礼遇，体现司法礼仪，展现司
法自信，同时又表明人民法院对检察
人员、律师平等对待的态度，也使法庭
安检更有规范性和针对性。

三、树立司法权威需要更为全面
地保障审判秩序与安全

需要全面保障审判人员的安全。
法官是纠纷的裁判者与矛盾的化解
者，直接面对双方当事人或被告人，他
们的裁决关涉各方的利益。因此，基
于这种特殊的地位，法官极易成为当
事人迁怒的对象。法官没有安全感，
不被尊重，尤其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被调侃、被辱骂、被殴打，不仅损害了法
庭秩序和司法权威，而且也亵渎了民众
的法治信仰。民众对法官的监督方式是
多样的，是有法可依的，绝不可容忍以粗
暴的、非法的方式向法官施压，这是维护
审判秩序与安全的底线。《法庭规则》规
定，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认为审判人
员、书记员、司法警察违反本规则的，可
以在庭审活动结束后向人民法院反映。
一方面为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表达对
庭审活动的诉求敞开了渠道，另一方面
也为他们通过正确方式表达诉求，维护
法庭正常秩序，维护法官的权利和尊严
划定了界限。

需要保障包括法庭秩序在内的审判
秩序。法庭可分为现实的空间和虚拟的
空间。所谓现实的空间，是指在一定的
空间内，有特定的设施以及不同的角色所
组成的机构；而所谓虚拟的空间，是指在
现实空间之上，由法律程序的展开、控辩
活动的推进以及法官对案件实体的认定
等要素构成，即所谓“法的空间”。从这个
意义上讲，法庭内外皆有安全与秩序的问
题，法庭安全与秩序只是审判秩序与安全
的组成部分。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不仅发
生在法庭上，也可能是在法院其他办公场
所、在执行场所、在送达场合，还可能是在
社会上、网络上对法官个人人格和法院声
誉的间接藐视。因此，不仅要重视法庭这
一空间和组织机构的安全和庭审秩序，
也要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构建对审判秩序
和安全的保障体系。《法庭规则》规定，除
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媒体记者外，其他人
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
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就
是为了维护这一“法的空间”。

法律职业者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随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律师辩护权的
行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随之而来的是，
法庭上的各方交锋和言词将更为激烈，
维护良好的法庭秩序更为迫切和重要。
但是，维护法庭安全与法庭秩序不是为
了安全而安全、为了秩序而秩序，其最终
目的还是要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合法的
程序进程中查清事实，以实现司法公
正。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法律职业
者，有别于普通民众，面对矛盾纠纷应更
为专业、更为理性。法律和规则不可能
顾及所有冲突的情形，但是，规则之外还
有法律规范，法律之外还有法治理念。
作为法律职业者，应以法治精神为引领，
不为一己之私，而是共同营造良好的审
判秩序，共同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
信仰，这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

信访工作要坚持三个“区别对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做好信访工作，妥善
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
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
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信访工作是一块“硬骨头”，尤其是
在基层，信访问题层出不穷，新情旧案相
互交织，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成为威胁地
区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各地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在具体工作中
应坚持三个“区别对待”。

要区别对待合法诉求与无理取闹。
对于群众合理合法利益诉求必须加以维
护，通过综合施策下大力气解决好。对于
无理取闹、企图通过非访手段威胁政府，
从而获取不当利益之人必须严词拒绝，
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处理信访问题，杜绝

“破财免灾”、“息事宁人”式处理方法，否
则就会助长社会不正之风，遗患无穷。

要区别对待正常上访与非法上访。
对于符合程序规定的信访者，要确保有
人接、有人管、有人办理，做到高效快捷。
对于越级上访等违反信访程序的上访
者，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其依法
逐级走访;对于屡教不改、寻衅滋事者，
要动用法律武器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要区别对待群众满意与程序完结。
信访问题是否解决好不应以程序是否完
结为标准，应以群众是否满意为准绳。信
访工作是不是取得成效，关键还是群众
说了算，这就要求广大的信访干部必须
站在信访者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多换
位思考，多将心比心。同时，还要将群众
满意度评价纳入绩效考核，以此倒逼工
作改进。 ——焦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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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公益诉讼火起来
张智全 邓昭国

维护法庭秩序 树立司法权威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贾 宇

维护法庭安全与秩序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依法依规维护法庭
安全与法庭秩序，树立司法权威需要更为全面地保障审判秩序与安全。

法治时评 ▷▷
小区广告收益归业主，是堂普法课

李方向

从劳模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奋发向上的
精神引领和令人感奋的创造激情。“五一”
国际劳动节将至，人们把致敬的目光投向
那些默默耕耘在各个领域的新老劳模、先
进人物。他们以无私的拼搏奉献、不竭的
创造激情，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

多年来，广大劳动者用汗水和智慧
为国家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
们当中不断涌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所创造的劳模精神，成为推动时代前行
的精神动力。从新中国建设时期的“铁人”
王进喜、革新能手王崇伦、纺织女强人赵梦
桃，到改革开放后的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
工人窦铁成等，他们身上体现的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淡泊名利的特质，
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价值判断多元的当下，一些先进
人物也许并不吸引眼球，但他们自有力
量和魅力。航天科工三院工人王阳，长年
坚守在数控加工的生产一线，先后参与
完成神舟飞船、探月工程关键装置的研
制和加工任务。中航工业哈飞集团的青
年工人秦世俊，痴迷于创新，多年来“小
改小革”为企业生产降本创效约 500 万
元。他们都是值得大家尊敬和学习的人。

作为各个行业领域的杰出代表,劳
模一直以来是人们仿效的对象。随着社
会的发展变化，在少数人眼里，默默无闻
的“老黄牛”形象、踏实肯干的劳动精神
似乎黯淡了，但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劳动
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道理不会改
变。当前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使命和任务离不了广大劳动者奉献
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

今天我们弘扬劳模精神，将进一步
激励群众开拓进取，凝聚各方力量，激发
创造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接力奋斗。

——新华社记者 强 勇 潘 强

司法解释明确了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原告资格、适用范围等问
题，以期进一步推进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度落地。

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
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6年5月1
日起施行。消费公益诉讼是新消法的
一大亮点，曾被广大消费者寄予厚望。
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对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制度内涵等规定尚不明确，消费
公益诉讼自诞生以来，一直难以落地
生根，各级消协对提起公益诉讼心有
余而力不足。此次最高法院出台司法
解释，就司法实践中困扰消费公益诉
讼的相关问题逐一明确，这对助力消
费公益诉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司法解释明确了提起消费
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有效解决了消
费公益诉讼的准入问题。设置必要的
诉讼条件是依法提起诉讼的前提。此
前，因没有统一的案件受理标准，各级
消协对如何提起公益诉讼莫衷一是。
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将社会公共
利益受损作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必
要条件，同时规定诉讼不以实际损害
为前提，只要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或者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
缺陷，不论是否发生了实际损害，各级
消协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从而有效清
除了各级消协提起公益诉讼的门槛障
碍，无疑为消费公益诉讼的提起奠定
了制度的兜底保障。

其次，司法解释适度开放了原告
的主体资格，有利于更多的主体提起
消费公益诉讼。2014年3月15日实施的
新消法将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限定为中
消协及省级分支机构，这一限制性规定
排除了消协以外的其他原告，其范围明
显过窄，不利于多方力量参与消费者的
维权。同时，从司法实践来看，仅将消费
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局限于中消协
及省级分支机构，让其独家支撑起消费
公益诉讼，显然不现实。此次发布的司法
解释坚持适度开放性原则，将消费公益
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扩展到法律规定或
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
社会组织，能够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提
起消费公益诉讼，对依法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善莫大焉。

再次，司法解释新规定明确了行
政权与司法权的合力互动，更有利于
全方位维护消费市场的公平竞争秩
序。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归根
到底，是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消费市
场秩序。众所周知，构建公平有序的消
费市场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仅凭某方面
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需要社会的共
治，让司法和消费主管行政部门之间良
性互动，实乃题中之义。此次出台的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了法院在受理案件和
裁判生效后，分别于立案之日起和裁判
生效后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并可发出司法建议。这一规定，
有效强化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
能够形成监管合力，必将助力消费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积极构建。

此外，司法解释还对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霸王条款”、私益诉讼搭
乘公益诉讼“便车”等一系列问题予以
明确，从而织密了消费公益诉讼的司
法保护网，也为消费公益诉讼的斩关
夺隘铺平了道路。

物业服务企业(物管)无权
自主决定小区公共部分如何使
用，必须经业主大会或业主委
员会讨论决定并征得相关业主
同意。

3月15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布 2015 年十大经典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称，当地一小区物管私
自占用 26 万余元小区广告收入，法
院最终依法判决 26 万元广告费归全
体业主共有。每天回家，你注意过电
梯里的那些广告吗？有记者日前走访
了广东省广州市内多个居民小区，对

于这些电梯广告的收益与支出，多数市
民表示“毫不知情”。

现在，广告真可谓是无孔不入。小
区外墙面、电梯、楼道等比比皆是，而
广告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对小区业主来
说一般都不会过问这些事，至于广告收入
多少、如何使用对于业主来说更是以事不
关己的态度对待。小区广告收入归业主的

案例，让小区业主们惊讶的是，原来小区
广告收益也有我一份。这恐怕让很多业主
对小区内的广告不再视而不见。

这个判决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根据物权法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
分以外的共有部分(电梯、外墙面、共有
绿地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以，物
业服务企业(物管)无权自主决定小区公共

部分如何使用，必须经业主大会或业主
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征得相关业主同意。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
人”是一句古希腊的法律谚语,意思是
法律不保护那些自己拥有权利却疏于维
护和管理的人。

小区广告收益归业主这个判例无异
于给全国的小区业主普了一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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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司有龙申请宣告司友涛死亡一案，经查：司友涛
（曾用名：司友清），男，195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
山 市 含 山 县 环 峰 镇 望 梅 社 区 科 协 46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262519510702003X。含山县公安局环峰派出所、含山县林头镇
双井村民委员会均证明司友涛于 2008年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司友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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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含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建申请宣告韩国荣死亡一案，经查：韩国荣（系
胡建之母），女，1969年 8月 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长
阳镇水碾屯二村，于2000年12月3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韩国荣本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
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韩国荣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案件承办
人：周法官；联系电话 010-80381430）。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韩国荣死亡。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云申请宣告孙永广死亡一案，经查：孙永广，男，
197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安街
8-7号 1-13-1，于 2012年 3月，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孙永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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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飞响申请宣告周日笑失踪一案，经查，周日笑，

女，汉族，身份证号 44162419750319052X，广东省和平县阳明镇
人，原住址为阳明镇均通村委会李屋村22号，于2007年5月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周日笑本人应当
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住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周日笑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周日笑的情况向
本院报告，联系电话 0762-5668311。期间届满仍未周日笑音信，
本院将依法裁判宣告周日笑失踪。 [广东]和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曹桂平申请宣告蒋宗义失踪一案，本院已经受理。依
照法律规定，特发出寻找蒋宗义（蒋宗义，男，1966年 9月 9日出
生，满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邵府镇岗子屯村。身
份证号：132629196609097011）的公告。希蒋宗义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

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静申请宣告赵淑彦失踪、宣告死亡一案，经查：
赵 淑 彦 ，女 ，1965 年 1 月 1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804196501010043，于 1992 年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淑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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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萌涵、王森涵申请宣告冯少华失踪一案，经查：

冯少华，女。1979年 6月 11日出生，汉族，住郏县长桥镇坡赵村。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冯少
华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冯少华失踪。 [河南]郏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院生申请宣告苏梅英死亡一案，经查：苏梅英，
女 ，1965 年 2 月 15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410502196502152543，河南安阳人，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中道
口 2号院 1号楼 4单元 15号，自 2011年 9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苏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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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多平、李继英申请宣告王永霞失踪一案，

经查：王永霞，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为 412727198410111727，住河南省淮阳县临蔡镇赵桥行政村曹
楼村054号，于2014年3月1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永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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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王永霞失踪。 [河南]淮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素田、郑子含申请宣告黄艳娟失踪一案，经查：
黄艳娟，女，生于1985年2月8日，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渠村乡孟居村，系申请人郑子含之母，其于 2012年年初离家出
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黄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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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黄艳娟失踪。 [河南]濮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玲玲申请宣告刘振远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振远，身份证号码231027196401036837，男，1964年1月3日出
生，汉族，无职业，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刘振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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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刘振远失踪。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法院

本院受理李太玲申请宣告姚厚友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姚厚友，男，生于1958年3月10日，汉族，住宜城市汉江路34号，
身份证号码：420623195803100012。于 2014年 1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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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姚厚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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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城市人民法院
郑江：本院受理郑建才申请宣告郑江失踪一案，经查：郑江，

男，1977年11月18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磐石市明城
镇胜利街二委二组，身份证号码220223197711181177，于2013年
5月离家出走后失踪，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
郑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吉林]磐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景佑申请宣告吴永芬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 永 芬 ，女 ，汉 族 ，1955 年 8 月 12 日 出 生（身 份 证 编 号
210111550812052），原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山丹街 18号 1，
于 1996年 12月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共期间为
一年，希望吴永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共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文艳申请宣告徐文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徐文丽，女，汉族，1967年 4月 6日出生，户籍地沈阳市铁西区锦
工街 55号 8-2-2。徐文丽于 2000年 9月 10日走失，至今没有音
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徐文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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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方书杰申请宣告刘贵田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贵田，男，1938年 12月 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
铁西区南八中路70-142号。刘贵田于1990年走失，至今未归，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刘贵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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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晓丽申请宣告陈术林死亡一案，于 2016年 1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4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6）辽 72民特 1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陈术林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孙家智申请宣告孙恩全死亡一案，于 2016年 1月
1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4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6）辽72民特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孙恩全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李万杰申请宣告李朝阳死亡一案，于 2016年 1月
1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4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6）辽72民特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朝阳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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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年 1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4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6）辽 72民特 1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卢国成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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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年 1月 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6年4月21日依法作出
（2016）辽 72民特 1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赵祯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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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年 1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年 4月 21日依法
作出（2016）辽 72民特 1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霍建军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雅敏请宣告周世彬死亡一案，经查：周世彬，男，
汉族，1976年 7月 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210623197607290955，
辽宁省东港市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前阳镇平安村隋家堡组
020936号，于2012年4月2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
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世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
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周世彬死
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魏绪柱、杨秀英申请宣告魏军死亡一案，经查：魏
军，男，1964年 10月 27日生，汉族，新泰市新汶办事处新汶大街
200号7排5号，身份证号：370920196410274393。于1998年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魏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山东]新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洪达申请宣告曹永溪死亡一案，经查：下落不

明人曹永溪，男，1938 年 3 月 8 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址山
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永安南路 187 号 5 号楼 1 单元 103 号，公民
身份号码：370306193803081011。于 2005 年 10 月起走失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
曹永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联系（联系电话：0533-6181754）。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山东]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翟咸清诉被申请人丁翊兰宣告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丁翊兰，女，汉族，1959年 5月 6日出生，户籍
地平阴县榆山街道办事处翟庄村 228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370124195905060060，于 1997 年 4 月 15 日（农历 3 月初 9）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丁翊兰本人或者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平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光辉申请宣告张敬失踪一案，经查张敬、女、

1986年 5月 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办事处
双山后村107号，于2012年11月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张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0632-8811033）。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丁朝辉申请宣告丁蓉死亡一案，经查：丁蓉，女，汉
族，1971年12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650104711224078，住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31号 13号楼 1单元 202号，
于 2008年 9月 2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丁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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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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