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6年8月23日 星期二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陈 冰 实习编辑 陆茜坤 新闻热线（010）67550779 电子信箱:caifeng@rmfyb.cn[ /山东版]

临沂：多元联动化解纠纷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万晓岩

为切实提高办案效率，从源头上化解纠纷，缓解审判工作压力，山东省临沂市两级人民法院积极拓
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有机结合，构建“大调解”格局，推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平台多元促联动

力量多元强保障

手段多元求实效

近年来临沂市商贸物流飞速发
展，各类民商事案件也随之大幅增
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渐突出，审
判压力不断增大。面对此种情况，
兰山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员在诉前、诉中依法高效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的作用，以减轻审判压
力，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经司法
局考察推荐，该院选派了 17 名人民
调解员派驻法院及基层法庭，在诉
讼服务窗口设立办公地点，对同意
诉讼外调解的当事人进行调解。同
时，加大指导力度，通过定期组织
业务培训、随时提供个案解答等多元
方式加强业务指导，不断提高人民调
解员对法律的理解、运用能力，保障
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当事人调解协议
的合法性，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双丰收。

兰山法院南坊法庭在受理褚某诉
卫某交通事故一案后，因双方当事人
均有采用人民调解方式处理纠纷的意
愿，根据相关规定，该院在开庭前将
该案委托给驻庭人民调解员组织进行
调解。经调查人民调解员了解到，案
件发生时，褚某骑自行车与卫某驾驶
的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褚某受伤
后，卫某急于将褚某送往医院，双方
均未报警，也未保护事故现场。褚某
住院治疗十余天后出院，并起诉要求
卫某支付各项损失两万余元。在调解
过程中，卫某提出，该案的责任无法
确定，只同意支付一半的费用。对
此，人民调解员对责任事故的认定及

相应的责任后果如何划分没有十足把
握，便向法官请求指导。南坊法庭的
杨法官向调解员提供了相关法律依
据，并作出两点指导意见：一是当无
法查明事故发生经过，无法确定责任
时，需要专业鉴定机构进行痕迹鉴
定，以明确双方责任；二是摩托车
属于机动车，车主未按照法律规定
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应按照相应的
赔偿方法进行赔偿。调解员了解了
相关的法律依据，便有针对性地向
双方当事人提出几点意见：卫某属
无证驾驶未缴纳交强险的机动车，
承担赔偿责任是必须的；如果委托
鉴定机构去区分责任的大小，鉴定费
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本案标的额共
两万余元，无论主要责任、次要责任
如何划分，赔偿额的差异都不是很
大。双方当事人听了调解员的意见后
均对此表示认可，最终达成了调解协
议，并当场履行完毕。

今年 1至 6月，兰山法院共审结
民商事案件 7705 件，人民调解员参
与调解1350件，占17.5%。兰山法院
与区委、区政府积极协调，把人民调
解员补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进行
绩效评估，实行优胜劣汰。在与行政
机关对接方面，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
关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促进完善行政
复议制度，同时还积极邀请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派员参与矛
盾调处工作，并及时提供法律程序上
的支持和保障，更加有力地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7 月 6 日 10 时 03 分，刘女士和前
夫行色匆匆地走进山东省临沭县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见到导诉员的第
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们院有个办案又
好又快的法官工作室，我有急事要解
决。”

原来，四年前刘女士与前夫协议离
婚，女儿由前夫抚养。但因孩子年龄尚
小，便一直随刘女士在临沂市兰山区生
活。现在孩子准备读小学，将于近日进
行网上择校，而孩子却因为户口一直随
父在临沭县，没有择校资格。为了方便
女儿就近入学，刘女士便和前夫商量变
更女儿的抚养权，并匆匆赶到法院寻求
高晓法官工作室的帮助。

工作室的法官助理快速审查了他们
的诉讼材料，认为该案符合速裁条件，
且原、被告均到场，并自愿放弃答辩
期，可以组织庭前调解。于是在高晓法
官的主持下，双方很快达成了变更抚养
权的调解协议。10时 30分，当场拿到
调解书的刘女士高兴地说：“法官半个
小时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高晓工作
室名不虚传！”

“高晓法官工作室”是临沭法院以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该院速裁庭庭长高
晓的名字命名的速裁办案团队，与巡回
法庭、人民法庭、诉讼服务中心共同构
成“四位一体”的诉调对接平台，进一
步拓展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家事审
判、司法确认、督促履行、法制宣传等
司法职能，设有家事调解室、人民调解
室、志愿者服务室、心理疏导室等，为
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人性化的司法
审判服务。

不只是临沭法院，近年来，临沂两
级法院都在持续推进县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加强网格化
管理、社会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形成
分工合理、权责明确、优势互补、协调

联动的工作格局。
“利用法官工作室和信息化等平

台，多方位地实现诉调对接，旨在打通
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提
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司法服
务。”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亓宗宝
说。

平邑县人民法院依托全县公共安
全信息平台，在法院远程调度指挥中
心安装远程视频对接系统，在各个村
居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运用互联网
进行网络对接，实现了多部门、各层
次的视频互联互通。借助这个平台，
纵向实现与上级法院、基层法庭视频
互联，横向与县综治维稳中心、公安
局、检察院、信访局及各乡镇调解中
心等联动单位联通。对案件简单、责
任明确的买卖合同、家事纠纷等案件
能够及时开展网上调解，形成了一张
多部门配合联动，法院上下快捷互通
的调解网络。

平邑县蒙山管委会洼店村的李桂英
大娘今年已经 72 岁了，行动不便，俩
儿子却不尽赡养义务，一个女儿则嫁到
了外村，村里调解员为此多次做工作却
未能达成协议。平邑法院的法官了解情
况后，为李大娘和几个子女建立了视频
连接。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李桂英老人
虽然没有出村，也能与几个子女“面对
面”进行对话。

在视频过程中，法官对李桂英老人
的三个子女详细介绍了关于赡养老人的
法律法规，并严肃说明了拒不履行赡养
义务所须承担的后果；几位特邀人民调
解员也适时在一旁说情说理，让三个子
女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和伦理道德。经过调解，双方最终
达成了赡养协议，老人对法官激动地
说：“不出村也能打官司，真是谢谢你
们了。”

流火七月，正是桃子上市时节。在
日夜忙碌的桃乡，蒙阴县人民法院的巡
回办案“大篷车”正将司法服务送进桃
农的心里。

老秦的儿子与邻村的姑娘小苏定亲
好几年了，打算今年筹备婚礼。但小苏
进城打工后萌生了在城里买房的念头，
两个年轻人因为买房这件事产生了矛
盾，最终还是分手了。之前两家定亲
时，男方花费了彩礼6万多元，小秦便
把小苏告上了法庭，要求女方返还这笔
彩礼钱。虽然案子立案了，可老秦家的
十几亩桃园正值收获季节，父子俩吃住
在桃园忙于收桃，根本抽不出时间上法
院开庭。考虑到这个因素，蒙阴法院便
派出巡回办案车开到桃园对此案进行调
解，并当场达成调解协议，案子得到圆
满解决。老秦高兴地说：“俺这儿离县

城 60 多里地，就是到镇上也得二三十
里，眼下收桃离不开人，法院来家门口
办案，节省时间，还叫俺少跑腿，事也
给俺解决了，俺很满意！”

蒙阴法院立足于山区实际，以开
展“便民诉讼服务年”等活动为载
体，从解决群众诉讼难、诉讼累、诉
讼成本高等问题入手，积极探索矛盾
纠纷化解的新方式新方法。该院还加
强同县妇联的合作，聘请了 40 名“巾
帼调解员”和 17 名“好之姻”幸福家
庭服务团成员，进行专项培训。在诉
讼服务中心设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
解室，各法庭专门设立“温馨调解
室”，促进婚姻、家事类案件的诉前或
诉讼调解工作。

在蒙阴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案件登
记后，会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分

流：适合调解的案件，法官给当事人
分析立案和调解各有的利弊，由当事
人选择是否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愿
意调解，法官便将案件转入诉调对接
中心，由综合协调处根据案件的特点
选派专业调解员进行专业对口调解，
经调解成功且需要司法确认的，立即
在司法确认室安排进行司法确认，确
保调解协议发生效力；如当事人不愿
进行调解，或者经过调解不成功的，
则案件立即转入审理程序。

在这一过程中，蒙阴法院还有一
份“法宝”。无论是驻庭调解室、巡
回办案点，还是各单位、部门派驻诉
调对接中心，调解员们都统一配发一
张法院制作的表格，并通过表格详细
记录进入大调解程序案件的情况、当
事人情绪等调解要素，由此划分出风
险评估等级，并在接下来的环节内依
靠这张表格实现调解工作“全程留
痕”。很多进入调解程序的案件无法
一次性调解结案，往往会出现多次、
多部门、多窗口的调解，而附调解案
卷的留痕表格便能在多次调解发挥作
用，为下一次调解提供参考。当案件
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后，该留痕表
格又将起到指导诉讼的作用。审判人
员可以根据表格记录的详细调解情

况，特别是风险评估等级，充分做好
繁简分流、法庭值班、安全保卫等工
作。该留痕表格还会随审判卷宗流入
执行阶段，以便执行人员有针对性地
研究执行方案，防范涉诉信访案件发
生。

调解工作“全程留痕”，不仅是
调解过程中多个节点的留痕，也是流
转至各单位、各部门、各程序过程中
的留痕，使风险评估信息不断完善。
风险评估表为各单位都能提供参考，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真正
提升了工作的效能。

蒙阴法院不断加强软硬件建设，
全面推进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形成了“党委政府主导、司法
部门推动、社会各方参与、共建共享
共赢”的工作格局，促进了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落地生根、全面开花。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效节约了司
法资源，还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
本，降低了投诉、信访率，提高了群
众满意度，实现了小纠纷不出村，大
纠纷不出镇，纠纷基本化解在基层，
多方联动共筑平安的局面。 2015
年，蒙阴法院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确定为“全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示范法院”。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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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两级法院持续推进县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加强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
务、信息化支撑，形成分工合理、权责明确、优势
互补、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利用以“高晓法官工
作室”为代表的法官工作室和具备信息化技术的公
共安全信息平台等，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
效、更便捷的司法服务

蒙阴法院立足山区实际以开展“便民诉讼服务
年”等活动为载体，从解决群众诉讼难、诉讼累、
诉讼成本高等问题入手，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的新
方式新方法，于2015年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

“全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
调解员们统一配发留痕表格，详细记录进入大调

解程序案件的情况，并依靠它实现调解工作“全程留
痕”，为各单位提供参考，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提升了工作效能

兰山法院选派17名人民调解员派驻法院及基层法
庭，并为人民调解员提供业务指导，提高业务能力，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在诉前、诉中依法高效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的作用

积极邀请行政机关及各方群团组织参与矛盾调
处工作，及时提供法律程序上的支持和保障，更加有
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杨顺（公民身份号码500383198510132110）：本院受理原
告柏建波与你、吴君等（2016）渝0118民初72号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原告符志彬与你、吴君等（2016）渝 0118民初 74
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邹晓东与你、吴君等
（2016）渝0118民初80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渝 0118 民初 72、74、8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樊成英申请宣告樊家荣死亡一案，于 2015年 8月
9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 年 8月 16日作出
（2015）丰民特字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樊家荣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梦阳申请被申请人李龙死亡一案，于 2015年 8
月1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李龙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6年 8月 16日依法作出（2015）沈
铁西民特字第 2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龙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初建凤申请宣告初建利死亡一案，于 2015年 8月
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初建利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6年8月3日依法作出（2015）牟特
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初建利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光辉申请宣告张敬失踪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0406民特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张家港市良岩纺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7月29日
裁定受理泉州东海轻工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6年7月29日指
定泉州东海轻工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泉州东海轻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泉州东海轻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10月29日前，向泉州东
海轻工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通港路648号泉
州东海轻工有限公司办公楼3F；邮政编码：362000；联系人：刘律师、
粘小姐、刘先生；联系电话：0595-759280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泉州
东海轻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泉州东海轻工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
11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福建]惠安县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破169号 本院根据王呜涛的申请于2016年8月
12日裁定受理深圳市远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远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管理
人。深圳市远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1月6日前
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中心9-
10 楼;邮政编码:518038;联系人:沈凤、沈观涛;联系电话:0755-
33256830、0755-33256953;传真:0755-33206888)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远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远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
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2016年8月15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粤03民破170号 本院根据北京天地纳源科技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6年8月12日裁定受理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珊星电
脑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
年11月4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1405;邮政编码:518038;联系人:杜文乐、贾赛赛;联
系电话:0755-83499011、15899878492、13430906112;传真:0755-
88917834)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深圳市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
珊星电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
11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
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
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2016年8月15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8月16日，本院根据内蒙古兴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
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内蒙古兴业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程序。 [内蒙古]清水河县人民法院

因长兴县兴泰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最后分配已完结，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长兴县兴泰纺织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
条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裁定终结长兴县兴泰
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闻倩申请宣告马小燕失踪一案，经查：马小燕，女，

生于1986年12月3日，回族，农民，住河南省镇平县郭庄乡团中
村马庄 249号，于 2008年 8月份起，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马小燕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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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 [河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7月 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丁歧珍申请宣告
华文东失踪一案，经查：华文东在 20岁时就离家出走，一直未
归，至今已下落不明满二十多年。下落不明人华文东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华文东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华文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华文东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金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明申请宣告李锡华死亡一案，经查：李锡华，女，
1948年 10月 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70502194810100022，原
胜利油田劳动服务公司（现胜利油田鲁明油气勘探开发有限公
司）职工，住胜利油田馨苑小区 1-1-1号，于 1993年 3月走失。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锡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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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裁判。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伟、张帅、那文啟、

王英申请宣告那松失踪一案。申请人张伟、张帅、那文啟 、王英
称，2010年10月那松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人那松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那松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那松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那松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平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珠嘎玛申请宣告次仁死亡一案，经查：次仁，男，藏
族，1988 年 6 月 6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西藏林芝市波密县，于
2012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次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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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波密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嘉陵申请宣告罗大菊失踪一案，经查：罗大菊，
女，汉族，1964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龙脊路
500号附2号。被申请人罗大菊自2003年12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
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罗大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987）。公告期为
三个月，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宪田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宝失踪一案，经
查：杨宝，男，1983年1月23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德惠市
同太乡杨八郎村1社。身份证号220183198301232811。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杨宝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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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告杨宝失踪。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易依申请宣告易善开
失踪一案，经查：易善开，男，1975年12月2日生，汉族，江西省永修
县人，户籍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庄村委史家站11号，公
民身份号码360425197512024016。易善开于2011年3月18日从家
中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易善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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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海全申请宣告刘淑芹失踪一案，经查：刘淑芹，
1942年3月25日出生，女，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关辛庄村人，身份
证编号110223194203251440，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淑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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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娅清申请宣告宋双丽失踪一案，经查：宋双丽，女，

198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灵井镇岗王村1组，身
份证号411023198906145029。于2011年1月20日起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宋双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个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许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冷素红申请宣告李显军死亡一案【案号（2016）吉
0303民特1号】，经查：李显军，男，1972年7月13日生，汉族，住吉
林 省 四 平 市 铁 东 区 城 东 乡 河 夹 信 子 村 四 组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30319720713403x，已下落不明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显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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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子旭申请宣告谢洪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谢
洪妞，女，1990年2月3日生，汉族，住大城县北位乡后张村，身份证
号码：131025199002034588。于 2010 年 3 月份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谢洪妞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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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宣告谢洪妞失踪。 [河北]大城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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