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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中院关于毒品犯罪的调研报告
一、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
况及特点
1.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重大毒品犯
罪案件不断增多
2011 年至 2016 年 5 月，景德镇市
两级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 724 件，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31% ， 涉 案 被 告 人 895
人，年均增长率为 32%。（见图一） 案
件数及被告人数均呈逐年增长态势，毒
品案件数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由 2011
年的 5%逐年上升至 2015 年的 18%。毒
品犯罪大要案增多，毒品犯罪案件在景
德镇市中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案由占比呈
递增态势，由 2011 年的 9%上升至 2015
年的 51%，平均占比 36%。（见图二）
涉案毒品数量也从以前的一百余克上升
为几百克、几千克，甚至几十千克之
多。
2.以贩毒案件为主，犯罪手段隐蔽
性强
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罪案件 551 件，占比 76%，
非法持有毒品罪案件 51 件，占比 7%，容
留他人吸毒罪案件 110 件，占比 15%，其
他毒品犯罪案件 12 件，占比 2%。审结
的毒品罪犯中以贩养吸较多，占七成以
上。毒品犯罪分子将购得的大宗毒品分
成小包后，再行转手交易牟利的零星贩
毒案件较为常见。
3.毒品贩运主要线路明晰，贩毒重
点区域集中，同时向城乡结合部、农村
等周边蔓延
毒品来源地主要为广东，吸毒人员
主要集中在市区。近年来出现新的趋
势，即吸毒人员已扩散至城乡结合部和
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大、交通的便利，
城市周边农村进城极为便利，获取毒品
也较为容易，特别是农村青年容易受到
不良习惯的影响，走上吸毒、贩毒的犯
罪道路。
4.新型毒品成为市场主导，危害性
更大
2011 年 以 来 ， 涉 案 毒 品 中 鸦 片 、
海洛因等过去常见的毒品越来越少，冰
毒、K 粉等新类型毒品占九成以上。吸
毒者大多为无业人员，以贩养吸、以盗
窃等其他违法犯罪养吸的占了绝大多
数。吸食冰毒、K 粉等新型毒品者，症
状表现为：反应性精神障碍、精神混
乱、重度焦虑、被害幻想等，吸毒者出
现上述症状后，容易导致杀人、放火等
极端暴力行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对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的威
胁。
5.复吸率和累犯、再犯率高，且部
分涉案人员难以收押
由于毒瘾的顽固性，吸毒人员很难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完全戒除，往往是戒
而复吸，吸而再贩，造成复吸率和再犯
率居高不下。近五年多涉案 895 名被告
人中，累犯 256 名，占 28%，再犯 135
名，占 15%。毒品犯罪被告人多为吸毒
人员，因无法承受高昂费用，往往采取
以贩养吸的方式满足自身的毒品需求。
毒品犯罪被告人因常年吸毒，患有各种
严重疾病，如肝硬化、艾滋病等，而看
守所囿于条件所限，往往对此类被告人
都难以收押。因此，诉讼期间，此类毒
品犯罪被告人往往都是被取保候审，宣
判后又因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一般都暂
予监外执行。这种惩防脱节使得有些被
告人长期脱离监管，在一定程度上纵容
了犯罪。

图一：
2011 年—2016 年 1 至 5 月景德镇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毒品案件及被告人数

图二：
景德镇市中院 2011 年—2015 年一审毒品犯罪案件案由平均占比

6.犯罪人员以青年为主，成分趋向
多元化
毒品犯罪人员以中青年居多，26
岁至 35 岁的占 50%以上；文化程度以
小学文化、初中文化比例较高；职业结
构上，无业人员占 44%，农民占 47%，
个体劳动者占 3%，工人占 2%，近年来
还出现少数公职人员参与贩卖毒品；性
别以男性为主，但近几年女性毒品犯罪
数量增长较快，女性参与比例远远高于
其他刑事案件。女性犯罪分子，多因丈
夫、男友等周围关系较亲密的人涉毒犯
罪而参与其中。大多数女性罪犯利用自
身隐蔽性较好、不容易引起周围人群关
注的特点，主要参与运输毒品和小额毒
品交易活动。

二、毒品犯罪增多的主要
缘由
1.监管缺位
毒品的成瘾性使人一旦接触毒品，
往往难以摆脱，毒品的高价，又使很多
人难以承受，因此，吸毒者为吸食毒
品，便走上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禁吸
戒毒本是遏制毒品犯罪的重要举措。但
因各种原因，实际吸毒人员远多于在册
的吸毒人员，而戒毒所关押的吸毒人员
数量又远远少于在册的吸毒人员。可以
想象，有大量的吸毒人员处于监管之
外。另外，未建立健全对吸毒人员排
查、登记、戒治、康复等监控环节一体
化的平台，对吸毒人员数量和分布未能
全面掌握。
2.源头治理缺失
从审结的毒品案件可以看出，大多
数案件的被告人为贩卖毒品的中间环
节，除极少部分案件外，在案的被告人
均非贩卖毒品网络的最上线。据公安机
关反映，贩毒案件幕后真正的老板往往
非常隐蔽，追查困难，幕后组织者大都
采用遥控指挥，不与毒品直接接触，不
与携毒者直接接触，不告知真实的身
份，因此被查获的贩毒人员，对毒品上
线知情较少，客观上，公安机关查清案
情难度大，延伸破案困难。当然，也有

少数侦查单位对毒品案件满足于就案办
案，在发现毒品上线犯罪分子的线索后
不进行深挖彻查，对毒品案件的处理简
单粗糙，没有尽全力摧毁贩毒销售网
络、从源头上堵截毒品来源。此外，有
些公安机关内部对源头犯罪查处缺乏配
合，对查处的质效缺乏监管，与其他部
门之间协调联动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源头治理的效果。
3.禁戒措施缺乏
据课题组了解，缉毒工作中存在以
罚代刑、代管现象。有些涉毒人员无力
支付罚款，为缴纳罚款，便从事盗窃、
抢劫等犯罪活动，反而形成了更大的隐
患。戒毒上存在管理手段和措施落后，
戒毒所缺乏医疗设施和人才，戒毒措施
只有强戒，没有诸如药物治疗、心理干
预等其他戒毒措施。迫于此，戒毒所存
在有选择性接受吸毒人员的问题。进入
戒毒所的人员一般为被公安机关抓获，
无力缴纳罚金或亲属亲自送过来的身体
条件较好、易于管教的吸毒人员。一部
分吸毒人员仍然游离在戒毒所门外，给
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

三、对禁毒工作的建议
1.建立健全以源头查办质效为考查
重点的案件诉讼流程监管考核机制，搭
建整治毒源的平台，切实提升整治水平
公、检、法、工商等部门加强联
动，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健全打击毒品
犯罪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安机关要加强
跨地区协调作战，从源头打击，切断毒
品来源。一是要尝试建立毒品犯罪源头
整治成效评价考核机制，以源头犯罪处
理成果作为查办毒品犯罪案件成效的重
要考核评价内容之一。二是对容易滋生
“黄、赌、毒”的公共娱乐场所应采取
定期检查、突击抽查、设立治安耳目和
群众举报箱、举报电话等，多管齐下强
化管理。检察机关对移送起诉案件，应
把毒品犯罪源头的处理情况作为审查起
诉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公诉质量的重
要依据。就法院审判工作来讲，严把案
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准确定罪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中元电子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光大银行厦
上海华阜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了(2015)郑仲
案字第 590 号申请人河南人民置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的销 门 分 行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0300051
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 22981319，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9
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举证通知书、 月 1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9028.01 元，出票人为厦门乾泰坤华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仲裁选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中元电子有限公司，最后持
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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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郑州市淮河东路 53 号，邮编 450007，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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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71-56710633。
郑州仲裁委员会
王忠：本会已受理申请人青岛中之信工贸有限公司与你方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16）第 81 号。现向你方
申请人深圳市伏特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仲裁答辩通知书》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
《仲裁庭组成约定书》。本 3140005126718066、金额为 16986.98 元(大写：壹万陆仟玖佰捌
案适用普通程序。你方的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拾陆元玖角捌分)、付款人为江门市佰利光电有限公司、付款行
内，仲裁庭组成约定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上述期 为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宁市得意
限届满后，本会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裁委 电子有限公司、签发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付款日期为 2016
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上述事项自本公告 年 9 月 16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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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青岛仲裁委员会
黄孝掌：本委受理的（2015）杭仲字第 323 号申请人叶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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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被申请人黄孝掌之间的合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
告送达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准予证人出庭作证通知书、出庭通知 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支票权利的行为无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上述期限届满 效。
申请人隆回县华益河砂开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 14:
30 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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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10500053/23335305，金额为 1000000 元，出票
356 号锦绣大厦 6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84235）。
人为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隆回县华益河砂开采有
杭州仲裁委员会
限公司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申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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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桐乡市紫风铃纺织有限公司因票据丢失，向本院申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请 公 示 催 告 ，本 院 决 定 受 理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申 请 人 鼎 丰 家 具 ( 苏 州) 有 限 公 司 因 编 号 为 00100041/
4020005128136828，票面金额 100000 元整，出票日 2016 年 1 月
26 日，到期日 2016 年 7 月 26 日，付款行为芜湖扬子农商行，出票 24468462、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日期 2016 年 1 月 27 日、付款
人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中联重机南陵有限公司。依次 日期 2016 年 2 月 27 日、出票人鼎丰家具(苏州)有限公司、出票行
背书转让给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桐乡市紫风铃 中国银行苏州科技城支行、收款人苏州捷信招投标咨询有限公
纺织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司、持票人鼎丰家具(苏州)有限公司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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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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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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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加强对毒品案件源头处理情况的
调研，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审判信息沟
通，在办案中及时总结经验，提出建
议，及时发现涉毒案件的新特点和审理
中遇到的新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还要加强与工商等部门的联动，对
涉及制售、容留吸食毒品、买卖毒品的
经营场所，应及时建议工商等部门依法
予以取缔关闭。
2.建立健全以吸毒人员监管禁戒成
效为考查重心的监管禁戒机制，搭建整
治吸毒人群平台，彻底清除毒品消费市
场
吸毒人员众多，市场需求量就大，
衍生的毒品犯罪案件自然也就多，因
此，对吸毒人员治理要落实强制隔离、
强戒措施，摧毁毒品市场。这就要求党
委政府重视禁毒工作，要加大对禁毒工
作的资金投入，完善戒毒场所的基础设
施建设，为戒毒工作打好物质基础。要
建立吸毒人员资料数据库，建立健全以
吸毒人员监管禁戒成效为考查重心的监
管禁戒机制，确保防控到人，责任到
人，问效到人，让每一个吸毒的人员均
能得到有效监管和强戒。吸毒人员减
少，毒品市场空间就萎缩，这样才能从
源头上减少毒品犯罪。
3.建立健全以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和
有侧重防范的防控机制，搭建全民参与
的防控平台
犯罪后的严厉惩罚固然重要，但未
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更能够事半功倍。
从调研情况来看，提高群众的禁毒意
识，打造预防犯罪的金汤可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一是定期开展毒品危害性和禁
毒形势的教育活动，对于中小学生等容
易沾染新型毒品的人群，有针对性地开
展宣传活动。二是对社会无业人员、外
来务工人员和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高危
人群，要增强他们自觉抵制毒品的能
力，努力减少新吸毒人员的滋生。三是
深入社区、广大农村进行禁毒教育活
动，提高广大市民和农民的禁毒意识，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抵制毒品、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的健康理念。四是建立多
层次、多纵深的禁毒防控机制，加大对
禁毒形势的研判、分析与处理力度。
4.建立社区涉毒服刑人员管控机
制，搭建矫正帮教平台，加强社区矫正
及安置帮教工作
整合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机构，全
面建立社区涉毒服刑人员管控系统，健
全人员的移转交接手续，做到刑释人员
回归社会后有人移、有人接、有人管。同
时，
还要积极协调民政、人力社保等有关
部门，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人员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整合社会资源
和力量，为该类人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
及就业指导，
提高其就业谋生能力，
从而
有效降低此类人群的重新犯罪率。
5.加强立法、司法及相关解释等工
作，解决取证难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
目前，公、检、法等机关在侦查、
审查起诉、审判毒品犯罪过程中，面临
着诸如证据提取、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等方面难题，如出卖目的的认定、贩卖
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分、技侦
证据如何转化使用等问题，由于立法、
司法及相关解释未能及时跟进，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处理，同时让毒品
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不利于毒品犯罪的
打击。建议及时完善相关法律，以有效
应对新形势下的毒品防控。
（课题组成员：黄卫民 徐晓明 罗
明华）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23日（总第6700期）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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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永大电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 3140005128072978，票面金额 10000 元，出票日期 2016
年 3 月 29 日，票到期日 2016 年 9 月 29 日，出票人张家港市永大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沃立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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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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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张家港市金浩淳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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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052/26189225，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6 月 3 日，出
票人为江苏国泰汉帛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张家港市万源毛
纺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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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执行文书
惠州山力电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弘亿实业有限公
司、黄建明、蔡真珠：申请执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
恺科技园支行与被执行人惠州山力电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惠
州市弘亿实业有限公司、黄建明、蔡真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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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研 精 粹
近年来，毒品犯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为全面了解近年来辖区毒品犯罪的基本情况，湖南省嘉
禾县人民法院对 2011 年至 2016 年 5 月期间的辖区毒品
犯罪情况作了调研分析，
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控对策，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有效遏制毒品的蔓延。

一、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该院共审结毒品案件 87
件 96 人，占该期间刑事总结案数的 9.96%。主要呈现出
以下特点：
1.案件类型比较集中。犯罪类型主要是贩卖、运输
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其中贩卖、
运输毒品案件 36 件 45 人，持有毒品案件 24 件 24 人，容留
他人吸毒等其他类型案件 12 件 12 人，占毒品犯罪案件总
数的 82.76%。毒品种类主要包括海洛因、冰毒（含麻
古）、氯胺酮（即 K 粉）。
2.女性涉案数逐年增加。2012 年至 2015 年，从事毒
品犯罪的女性人数分别为 2 人、6 人、9 人、11 人；2016 年 1
月至 5 月，从事毒品犯罪的女性犯罪数为 6 人，女性涉案
人数增幅较大。据统计，90%以上的女性犯罪分子处于
从犯地位，多因家族血缘关系、夫妻、男友等周围关系较
亲密的人涉毒犯罪而参与其中。
3.特殊人群涉案比例上升。据统计，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残疾人、患有严重传染疾病及其他严重
疾病等特殊人群参与毒品犯罪的人数共计 36 人，占涉毒
罪犯总数的 37.50%。其中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上述
特殊人群参与毒品犯罪的人数分别为 5 人、8 人、9 人，分
别占到了当年涉毒罪犯的 25%、32%、34.62%。
4.贩毒者多为吸毒人员。毒品因其成瘾性，
容易使人
产生心理依赖。吸毒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贩卖毒品虽是高
风险但又是高利润的行当，
所以很多吸毒者便以贩养吸。
据统计，77.08%的涉毒罪犯为吸毒人员，其中吸毒成瘾罪
犯的占吸毒罪犯总数的 87.84%。为了获取毒品，此类犯
罪分子往往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
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

湖南嘉禾县法院关于毒品犯罪的调研报告
——

加强联动资源共享 依法从严打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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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营造平安和谐社会

核心提示：近年来，景德镇市已逐渐成为江西省境内毒品犯罪案件频发的地区之一。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近几年来审理的毒品
犯罪案件情况，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司法统计、走访座谈等方式进行调研，以期为进一步遏制毒品犯罪，切实提升禁毒工作质效提
供帮助。

P

二、毒品犯罪主要成因分析
1.毒品具有高额利润。毒品交易的巨额暴利，致使
许多人愿意铤而走险。加之当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一
些弱势群体因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
无法在县城谋得职业或就业未如所
愿，
为求生计而走上贩毒这一交易方式简单灵活、暴利型的犯罪道路。
2.毒品需求市场较大。据统计，截至目前，辖区公安机关在册登记的吸
毒人员为 1000 余人，
而实际吸毒人数大大超过该数字。而且大部分吸毒者为
了满足日益增加的毒资需求，
不得不“以贩养吸”
。另外，
KTV、
酒吧、
宾馆等
娱乐场所也是毒品犯罪滋生的土壤，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
加上部分娱乐场
所的经营者唯利是图，
纵容贩毒吸毒，
使娱乐场所成为了涉毒案件的高发区。
3.对毒品危害认识不够。当前，一些青少年也因较为容易接触到社会
各种不良信息，
加上本身的好奇心强、自制力较差、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够、
预防心理不强等特点，
很容易受到毒品的诱惑，
从而滋生毒品犯罪的土壤。

三、毒品犯罪案件审理存在的难点
1.部分证据采信难。毒品案件除现场查获的外，基本为言词证据而且
部分证据之间存在交易时间、地点、数量不一致的矛盾，或者公安机关因购
买毒品人身份信息难以核实，导致无法找到除被告人供述之外的其他证
据。目前，
取证难、采证难和定证难已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难点问题。
2.特殊罪犯收监难。在涉毒案件中，部分犯罪分子因身患残疾或患有
严重疾病、传染病等身体健康原因，常被看守所拒绝羁押和被监狱拒绝收
监。因此，一些毒品犯罪分子就利用这些特殊群体充当同伙，进行贩卖、运
输毒品，
企图逃避打击。
3.量刑幅度不均衡。虽然刑法分则对毒品数量与量刑幅度均有明确规
定，
但由于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千差万别，
加之审判人员对量刑尺度的掌
握不一，
在自由裁量权幅度内对“度”
的掌握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因而造成量
刑上的不平衡。

四、预防、
遏制毒品犯罪的建议
1.从重从快打击毒品犯罪。要建立健全公安、法院、检察院、社区之间
的毒情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对辖区吸毒人员的底数和易涉毒、染毒高危人群
的构成、分布情况，以及毒品来源等情况进行彻底摸底排查，从源头上有效
打击毒品犯罪。要充分发挥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的作用，动员社会方方面
面的力量，
联合开展涉毒专项整治行动，
从严从重打击毒品犯罪。
2.加大禁毒宣传工作力度。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广
泛宣传毒品的危害性、国家的禁毒政策及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的禁毒意识、
提高对毒品的警惕性。要采取公开审判、庭审直播、媒体报道典型涉毒案件
等以案说法的方式震慑犯罪，教育群众，不断扩大禁毒斗争的社会效果，从
根本上预防、减少毒品犯罪的可能。
3.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要加大对社会无业人员和残疾人等特殊人
群的就业技能的培训，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
其自食其力，减少犯罪机会。同时，要加强对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下大力
气解决吸毒人员子女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努力减少吸毒人员与外
部毒品环境的接触，
努力实现“零复吸”。
4.健全预防毒品犯罪综合治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对城中村、城乡结合
部的社会综合治理，进一步加强对宾馆、各类娱乐场所的监督和管理，对宾
馆、娱乐场所的业主、从业人员进行禁毒教育培训，对有违法行为的营利性
场所和有关业主、管理人员要坚决依法处罚。
（课题组成员：
唐 红 施 云 曾 亮 李小龙）

你们（司）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6）粤 13 执 368 号执行通知书、申报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所
有执行裁定书、评估报告、拍卖公告、异议等一切涉及执行的法
律文书以及到本院办理上述执行过程中所有事宜的通知。执行
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为查封、冻结、拍卖、边控、确认拍卖等具体执
行行为。对具体执行行为有异议的可在本案执行程序终结前书
面向本院提出。上述公告内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期满视为送
达。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请到本院联系办理上述事宜或提
出异议或通过本院递交材料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
法执行本案。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其军、王璐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方国华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鄂曾都民初字第 01597 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
告令等法律文书。自发出本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宋才贵：本院受理的吕中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鄂 0505 执 120 号执行通知书，
限你在公告期满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
宋才贵：本院受理的吕邦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鄂 0505 执 121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在公告期满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
蒋昱、符毅：本院受理张志方申请执行（2015）益赫民二初字
第 107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湖南长青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田小海、田森嘉、田怀、田淑
芳：本院在执行你等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被执行
人田怀、田淑芳所有的坐落于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西路 1 栋
101-103 号商业用房进行评估，现向你们送达湘经典（2015）怀房
000211D 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
新评估。未申请重新评估，本院依法对田怀、田淑芳该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柳清、周昭勇：本院执行的李述芳与贺柳清、周昭勇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湘
1202 执字第 44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
内履行已生效的（2015）怀鹤民三初字第 8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钟建平、唐煌辉：本院受理申请人株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湘 0221 执字第（6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选择评估拍卖机构
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将对唐煌辉抵押给申请人的相关房产及
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并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5 个工作日上午
10 时在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组织当事人选择评估拍
卖机构，届时，请携带有关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准时参加，逾期
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湖南]株洲县人民法院
左友良：本院受理周海艳与你、莫文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6）湘 0304 执 242 号执行裁定书、
（2016）湘 0304 执 242 号执行
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本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立即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屈耀群、邓赛红：本院受理贺泽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6）湘 0304 执 276 号执行裁定书、
（2016）湘 0304 执 276 号执行决
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立即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