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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离婚后继父还能看望继子吗？
法院：尽了抚养义务有权探望

为寻刺激专扎女性臀部大腿
西安一男子寻衅滋事一审获刑两年

中国留美女大学生被杀案宣判
前男友被判无期徒刑

警惕孕期哺乳期女性涉毒犯罪增多

本报讯 离婚后，继父去探望
抚养了七年的继子，却遭到孩子生
母的百般阻挠。一怒之下，继父将
生母告上了法庭。近日，四川省米
易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探望权纠
纷，依法判决原告郑某有权于每月
第二个星期六和最后一个星期六探
望被告李女士的孩子，李女士有义
务予以协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 1
月，李女士与前夫张某因感情不和
离婚，婚生子与李女士共同生活。
同年 5 月，郑某与李女士登记结
婚。婚后，郑某在外挣钱养家，李
女士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二人
共同生活期间，郑某与李女士未生
育子女。2014 年 10 月，郑某与李
女士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对婚
后财产进行了分割，李女士与其子
共同生活，郑某不负担孩子的抚养
费。

离婚初期，郑某偶尔去看孩
子，李女士未反对。后来，郑某去
看孩子，李女士就以种种理由阻
挠，拒绝郑某探望孩子，双方为此

还发生过抓扯。今年4月，郑某将
李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每月探望
孩子两次。

被告李女士辩称，孩子并不是
郑某亲生的，郑某与孩子没有血缘
关系。离婚后，双方对财产进行了
分割，李女士没有要求郑某负担孩
子的抚养费，李女士和孩子与郑某
之间的夫妻和父子关系已经了断，
因而郑某无权再探望孩子。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婚姻法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离婚后不直接
抚养子女，不能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一方，享有对其抚养的未成年子女
定期探望、联系交往、短期共同生
活的权利。该条确立的探望权赋予
了非直接抚养方与其子女沟通联
系、言传身教的机会，既满足了子
女对父爱或母爱的渴望，也满足了
父母期望与其子女亲近、接触的愿
望。根据法律规定，这里的探望权
人既包括亲生父母、养父母，也包
括尽了抚养义务的继父母。本案原
告郑某主张探望的子女虽然不是自
己的亲生子女，但是，郑某对孩子
尽了7年的抚养义务，双方之间形
成了抚养关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
致的原则，郑某当然享有对自己抚
养的继子女的探望权。据此，法院
作出了上述判决。

（王锡怀）

本报讯 （记者 贺雪丽 通讯
员 蒋 莹） 为了寻求刺激，27 岁
的男子化某自制锥子，骑一辆电动
车，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扎伤 21 名
年轻女子的臀部、大腿。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审理，被告人化某犯寻衅滋事罪，
一审获刑两年。

多名女性臀部大腿被扎 一
女子竟被扎伤两次

2014年11月27日，孙女士报警
称，她在西安市灞桥区西韩路行走
时，被一骑红色踏板电动车的男子扎
伤臀部；2015 年 1 月 17 日，张女士
沿港务大道行走时，也被骑红色电动
车的男子用什么东西在臀部打了一
下，她回家发现有轻微出血，随后报
警。此后，类似案件不断发生。受害
人均是女性，事发时，有的女性只是
感到臀部、腿部被扎，回家才发现裤
子破了洞，被扎处出血。

汤女士则两次遇袭。2014 年 12
月的一天，她在西安市六十四中附近
散步，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从身后赶
上，在她左大腿后侧打了一下，逃窜
约 50 米后又返回来问她，“要紧不，
不好意思，我心情不好。”她活动了
一下，看能走路，就让对方走了，过
了半个多月才好。2015 年 3 月 6 日
晚，在同一地方散步时，骑电动车男
子从她身边经过，她感觉膝盖内侧被
钝器击中，汤女士称，能确定两次是
同一个男的！

2015年4月11日下午5时，白女
士骑自行车在陆东村村口附近，被骑
电动车男子用尖锐物在左大腿扎了一
下，之后经过一段路程，男子骑电动
车追上来，又在她左大腿扎了一下，

还试图将她逼停。她气愤地骂了对
方，结果男子嚣张地还拉住她让她道
歉，因当时只有她一人，感到害怕的
白女士只能给男子道歉。

为寻求刺激自制锥子 专扎
独行女性

2015年5月11日下午1时，该男
子又扎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性，一小
时后，蹲守的民警在西安市港务大道
将男子抓获。

经查，该男子姓化，27 岁。据
其供述，有一次他和母亲、妻子吵
架后，外出找人喝酒，晚上他在路
边用树枝在一个女的腿上扎了一
下。“后来没事干，感觉扎人挺好
玩的，就自己做了一个锥子，出门
的时候带着。”看见独行的女性，
他就用锥子扎女性的大腿或臀部，

“扎完后感觉心里很高兴、刺激、
好玩。”具体扎了多少女性，他说
记不清了。

法院认定被告人犯寻衅滋
事罪 获刑两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11 月
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化某为寻求刺
激，骑电动摩托车在西安市灞桥区港
务大道附近、西韩路、港兴路等地，
用自制锥子扎刺过路的孙某等女性大
腿和臀部等部位，造成 21 名女性不
同程度受伤。法庭告知诉权，被害人
均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化某为寻
求精神刺激，随意持械刺伤多名女性
的臀部或大腿部，情节恶劣，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两
年，作案所用的电动车、自制锥子予
以没收。

本报温州 6 月 22 日电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温 萱） 今天上午，
轰动一时的留美女大学生被杀案，在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
告人李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 某 ， 男 ， 1991 年 9 月 16 日 出
生，浙江乐清人，留美大学生。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与被
害人邵某于 2011 年在北京相识。2012
年3月、8月，李某、邵某分别就读于
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美国爱荷华
州立大学，之后二人发展成为男女朋
友。2013 年 5 月，李某为方便与邵某
见面，从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转学到爱

荷华州立大学。
2014 年 9 月 3 日 （美国当地时间，

下同），李某拨打邵某电话，邵某无意
中接通电话，致使李某在电话里听到
邵某贬低他的言语。同月5日下午4时
30 分许，李某与邵某入住美国爱荷华
州爱荷华市某旅馆。当晚两人因感情
问题发生争执，后李某通过他人预定
了回中国的单程机票。次日下午 5 时
许，李某乘邵某返校做小组作业之
机，到爱荷华州埃姆斯市格兰德大道
2801 号麦克斯折扣店及格兰德大道
3015 号沃尔玛超市分别购买一只行李
箱 和 两 只 哑 铃 （分 别 重 15 磅 、 20
磅），藏放于其驾驶的丰田凯美瑞轿车

后备厢内。7日凌晨1时许，二人在旅
馆房间内再次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
李某扼颈掐死了邵某。

为隐瞒犯罪事实并能及时逃离美
国，李某将尸体装入所购行李箱，箱内
放入一只重 20 磅的哑铃，然后将行李
箱藏于丰田凯美瑞轿车后备厢。后因故
没有沉尸河中，李某直接驾车回到爱荷
华州爱荷华市自己居住的公寓，将车停
放在其住处附近的停车场。

期间李某以邵某的名义发短信给邵
某室友，谎称邵某要离开一周前往明尼
苏达州看望朋友。8日凌晨，李某乘坐
预定的航班，辗转飞机回国。经鉴定，
邵某系遭受暴力致窒息死亡。2015年5

月13日（北京时间），李某自动到温州
市公安局投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因
感情纠葛掐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虽然李某畏罪潜逃8 个月， 归案
后避重就轻，社会影响恶劣，但本案
在起因和性质上属于恋爱矛盾激化引
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李某有自首情
节，在法庭上有强烈悔罪表现；其家
属积极代为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
失，被害人家属表示谅解并撤回附带
民事诉讼。综上，对李某可予从轻处
罚，故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本报讯 毒品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更是造成生活悲剧的元凶，近年来，女
性毒品犯罪案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今
年上半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审结各类毒品犯罪案件180件，涉案被
告人共计197人，其中女性涉毒案件18
件，共 18 人，约为案件总数的 10%，
而孕妇、哺乳期妇女进行的毒品犯罪活
动也逐步凸显。

“以贩养吸”陷入毒海

2014 年 6 月 26 日，阿珊以其租住
的中山市黄圃镇一出租屋为据点，向吸
毒人员陈某贩卖毒品海洛因0.07克，随
后，公安人员在出租房将阿珊抓获，当
场从该房内缴获毒品海洛因1.29克、人
民币50元、手机1部及吸毒工具1批。

同年9月1日，阿珊在其租住出租
屋楼下被公安人员查获，公安人员当场
从上述房间内缴获毒品海洛因 11.12
克、手机1部、电子秤1台及吸毒工具
1批。

2015年6月11日，阿珊于取保候审
期间又利用手机作为贩毒联络工具，窜
至黄圃镇政府红绿灯附近路边，以人民
币150元向卢某芳贩卖毒品海洛因0.25
克，被公安人员人赃俱获，公安人员当场
缴获毒品海洛因0.25克及手机1部。

经查，阿珊平时自己就吸食毒品，

当日被抓获后尿检呈阳性，其曾因吸毒
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强制隔离戒毒两
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阿珊的行为已构
成贩卖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最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两年零三
个月，并处罚金5000千元。

无知沦为情人贩毒工具

2015年1月，被告人阿楚与被告人
诸某确立情人关系。同年 3 月 11 日晚
11 时许，诸某以手机为联络工具，向
黄某贩卖毒品氯胺酮。随后，诸某指使
阿楚携带毒品到中山市横栏镇一酒店附
近停车场内与黄某交易。

3 月 19 日晚 11 时许，公安人员以
黄某名义联系阿楚购买毒品甲基苯丙

胺。随后，阿楚将交易地点告知诸某。
诸某携带毒品至横栏镇一网吧停车场内
准备交易时，被抓获归案，公安人员当
场缴获毒品甲基苯丙胺 9 克、氯胺酮
9.41 克、咖啡因 0.28 克及手机 1 部。3
月20日0时许，公安人员在横栏镇一超
市对开路段抓获阿楚，当场缴获毒品氯
胺酮6.41克和手机1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诸某、阿
楚结伙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氯胺酮，
情节严重，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诸某是
主犯，阿楚是从犯。鉴于阿楚归案后如
实供述其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
从轻处罚。遂以被告人诸某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
7000 元；被告人阿楚犯贩卖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怀孕临产期间走险贩毒

2011年12月23日10时许，阿梅在
怀孕临产期间窜至中山市东升镇商业广
场停车场附近，向吸毒人员黄某、林某
贩卖毒品海洛因。稍后，黄某、林某在
东升镇葵兴大道76号311房吸食毒品时
被公安人员查获，从林某身上缴获毒品
海洛因0.06克。随后，民警在东升镇葵
兴大道某出租屋内抓获阿梅，在该出租
房内缴获毒品海洛因2.31克。

法院经审理以被告人阿梅犯贩卖毒
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2000元。

经公安机关调查及医院出具的诊断
证明，被告人阿梅在2011年12月23日被
抓获时怀孕临产；2013年12月14日被告
人阿梅再生育一名小孩。期间阿梅因怀
孕和哺乳期一直被取保候审。判决生效
后，安顿好小孩后阿梅才被交付执行。

（李世寅 钟春连 戴洁云）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刑一庭
副庭长吴艺明分析认为，女性参与毒品犯
罪主要呈现以下的特点：1.经济地位低下
间接助推、以贩养吸现象常规化。许多毒
品犯罪女性是因染上毒瘾后，处于失业状
态，后通过单独或结伙的方式贩卖毒品赚
取毒资或毒品。也有一小部分由于家庭
贫困而铤而走险，通过贩毒的形式养家。
2.易受婚姻家庭、感情生活影响。一般伙

同男性被告人共同实施贩卖毒品犯罪，大
多听从男性被告人的指使交易毒品，在共
同犯罪中处于次要、辅助作用。3.利用抚
养儿童的便利，给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及
以后的执行造成困难，而被抚养儿童送交
福利机构的程序、条件又有严格的限制，
案件羁押难、收监难比较突出。这类女性
被告人以外地为主，且在中山市没有其他
亲属愿意承担监护责任。4.利用法律对妇
女权益的保护，刻意制造怀孕、哺乳期等
连接点，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采取拘留、逮

捕等强制措施。该类被告人在取保候审
期间实施新的毒品犯罪几率较大；有些毒
品犯罪女性一边从事毒品犯罪活动，一边
怀孕哺乳，甚至出现重复的怀孕流产再怀
孕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女性被告人还
因吸毒导致腹中胎儿也染上毒瘾或感染
其他疾病。可见，女性毒品犯罪除一般
毒品犯罪的特征及危害性外，对家庭、社
会稳定，对下一代人口素质有着更直接、
显著的影响。

■法官说法■

美国警方移交的访谈报告能
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
零五条的规定：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应当对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
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等进行审
查。经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进
行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范围，主
要包括犯罪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调
查取证，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移交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等证据材
料，引渡、缉捕和递解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或者罪犯以及国家条约、协议规定的
其他刑事诉讼协助和警务合作事宜。

本案犯罪行为地在美国，中国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组成工作组按照中美司

法协助协定赴美国调查取证，美国警方
将调查收集的主要证据材料移交中方。
美国警方移交的视频资料、现场照片、
尸检报告等以及美国警官的访谈报告，
均属于刑事司法协助范围。证据材料均
经美国爱荷华州州务卿公证（证实美国
警方所移交的证据内容真实、程序合
法），并由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认
证，由我国公安部确认接收，再转交至
温州市公安局，证据来源真实、合法。
辩护人关于美国警官的访谈报告不属于
刑事司法协助范围的意见没有法律依
据，不予采纳。

访谈报告由美国警官个人出具，经
其签字确认，报告内容为警官通过访谈
了解到的相关人员对案件事实的感知情
况。访谈报告详细记录了访谈时间、地
点、方式、被访谈人身份信息和访谈内
容，且部分访谈过程有律师在场，或有录
音录像，客观真实反映访谈过程。访谈
报告所述内容，与美国警方收集的微信

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等电子数据反映的
情况相互印证，客观真实，且与本案有关
联。综上，访谈报告经法庭质证，与其他
证据能相互印证部分可以作为定案的根
据。

被告人李某杀人是否有预谋？

被告人李某辩解称是临时起意杀
人，并非有预谋杀人，购买机票系为回国
散心，行李箱系为搬家准备，哑铃系为锻
炼身体，并非准备用于杀人后使用；杀人
后用行李箱装尸体并将哑铃放入行李
箱，本意是为了沉尸不被发现，保证自己
能够及时逃离美国。经查，案发时李某
正在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距离考试时
间近，但其购买单程机票回国，又未事先
告知家人，其辩称购买机票回国散心不
符合常理。李某所谓的搬家系在所住小
区内搬到另一单元，而其房间已有行李
箱；李某购买的两只哑铃不等重，且哑铃
较重，相比李某的形体，难以采信用于健

身；在埃姆斯购买行李箱和哑铃，但其居
住于2小时车程之外的爱荷华城，购买
的行李箱大、哑铃重，舍近求远购买，也
不符合一般常理。故李某关于购买机票
系为回国散心，行李箱系为搬家准备，哑
铃系为锻炼身体所用的辩解不符合逻
辑，也有悖于情理，不予采信。被告人李
某因感情纠葛提前预定回国单程机票、
事先购买行李箱、哑铃，作案后均予以使
用，可认定李某杀人有预谋。被告人李
某及辩护人关于没有预谋的意见均不予
采信。

被告人李某是否构成自首？

虽然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后多次供
述中提到“误杀”“过失”“无意”等字眼，
并否认有杀人预谋；且尸检报告证实邵
某头皮深层左侧有紫色变色，即头部有
钝器导致的外力损伤；脸部皮肤上有撕
裂伤，脸右上部中心位置牙齿和侧部门
牙（右上颌1、2齿）缺失，证实其生前受
到外力打击。被告人李某交代仅用手掐
死邵某，与尸检报告内容不完全相符，避
重就轻。但其对自己用手掐死邵某的行
为一直供认不讳，故可认定李某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构成自首。辩护人关
于构成自首的意见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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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常州华俊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00100041/20834508，票面金额为 41042.25元，出票日期
为2015年7月13日，出票人为江苏国泰国华实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浙江汇泉染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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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敬润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
张票号00100061-20152711、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同申请
人、出票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漕宝支行、持票人常州市华强花木
专业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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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溧阳市鑫轴物资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10200052 25455778，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嘉
兴市新大陆机电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市华研富士新材料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月 25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7月 21日）
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
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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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宣告

票据无效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 2015年 11月 12日发出公告，
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2016年 6月 10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
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依照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宣
告出票人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青山变速器分
公司、收款人为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号
为 10500052/20421688、票面金额为 533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重庆南雁实业集团龙剑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汇票号为 31000051 22206953，出票人为重庆科渝药品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金额为 18112.5
元，出票日期为 2015年 6月 1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12月 18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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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清梅因持编码为 32000051/23179463的银行承兑

汇票（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4日，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人重
庆利川变速器有限公司，付款银行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营业
部，收款人重庆钟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应
于 2016年 11月 21日前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
依法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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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浩美申请宣告王立军死亡一案，经查：王立
军，男，1974 年 12 月 7 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
区矿南一村 11 栋 1 号，其姐姐王玉霞曾于 2009 年 10 月到淮
南市公安局毕家岗派出所求助，称王立军有精神病，离家出
走。2009 年 10 月至今王立军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 年。希望王立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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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振林申请宣告张敏失踪一案，经查张敏，女，

1987年 9月 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行流
镇赵庄行政村丁庄 57 号，身份证号码 342423198709144427。于
2014年 4月 20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望张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卫东申请宣告罗琼兴死亡一案，经查：罗琼兴，

女，193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广西合浦县人，原住广西合浦县
廉 州 镇 廉 新 路 三 巷 15 号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521193101208748，于 1998年 11月 25日离家出走，至今未与
家人联系，经家人多方查找未果，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罗琼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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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合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晓静申请宣告程丽琴失踪一案，经审查，被申请

人程丽琴，女，1973年 6月 1日出生，汉族，失踪前住康保县屯垦
镇达布沟村，身份证号码：130704197306010928，程丽琴于 2004
年离开上述住所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程丽
琴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北]康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悦生申请宣告赵金泉失踪一案，经查：赵金泉，
男，1941年 7月 15日出生，汉族，系市轻型汽车制造厂子弟学校
退休教师，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四道胡同 10 号，身份证号
410104194107152510。赵金泉患有轻度脑萎缩，于 2014年 4月 30
日离家走失，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赵金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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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雷申请吴香芝失踪一案，经查：吴香芝，女，汉

族，身份证号：412927198105252136，住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
狮子沟村二组。2012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香芝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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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淅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16）宁 0106民特 14号马青海申请宣告王淑萍
死亡一案，经查：王淑萍，女，1973年12月9日出生，回族，宁夏银
川市人，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银新苑三

区 23-3-501 室，身份证号：640111197312092721。于 2008 年 12
月 21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1年。希望王淑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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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红英申请宣告王德照失踪一案，经查：王德照，

男，192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青浦区夏阳街道夏阳
村50号，与申请人王红英系父女关系。于2009年5月13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德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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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金贵申请自章兰失踪一案，于 2015年 11月 6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依法作出
(2015)临民特字第 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你失踪。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云南]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晓菲、李晓琳申请宣告李永喜死亡一案，
本院于 2015年 5月 25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李永喜的公
告。现公告期届满，李永喜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6年5月26日依法作出(2015)麒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李永喜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成都市浩夏源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峨眉山中威鞋业有限公
司、成都智鑫鞋业有限公司、李冬梅、邱敦甫、杜晓、李春梅、邱敦
辉、尹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
行与你们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川0107执异2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苑洪艳：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区
支行与你借款纠纷一案，本院做出的（2015）辰民初字第 3626号
民事判决书已生效，由于你方拒不履行生效文书，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区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
对你名下坐落于宝坻区大口屯镇宝翔景苑6-1-401房产价值进

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次日起2日内可以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表达意见。并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3:00在本院三楼少年综合法庭选取评估机构。无故缺席，本
院将依法随机选择专业机构。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孟海洋：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新
0106 执 41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马生福：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新
0106 执 41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付关钢：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新 0106执
41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李双卯：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你分期
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新 0106执
4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郭已洪、孙学龙：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
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新 0106执 40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张计坤、张计月：本院执行的新疆军企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与

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新 0106执 40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曹永红：本院执行的杨敬如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新 0106执 1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连线法官■

美国警方移交的访谈报告经审查可作定案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