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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震惊！当事人竟携汽油桶恐吓法官
三被告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获刑

高档紫砂壶托运途中部分破损，怎么赔？
法院：按保价金额全额赔偿

离婚期间转移财产
本想多占却变少分

三十天内未申请工伤认定
期间发生费用由单位承担

本报讯 （记者 陈 凤） 10 月
11 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因威胁恐吓法官而引发的寻衅滋事
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陈某、何某、

王某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免
予刑事处罚。

陈某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起
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为了向承办法官施
压，2015年1月的一天，陈某携带一个
装有汽油桶的无纺布袋，纠集儿媳王某
及王某的表哥何某，三人一起前往法官
住所进行威胁。陈某先指使何某以送快
递为由，骗得法官开门，随后陈某拎着
汽油桶欲直闯法官家中，遭法官阻拦

后，陈某叫嚣着要与法官同归于尽，期
间王某、何某在法官住宅楼的楼梯拐角
处负责观望。后法官妻子及时报警，经
查，陈某所携带的汽油桶内所装液体为
自来水。

2016年6月1日，上海静安检察院
向静安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陈某承认表达诉求的方式
不当，也确实给法官及其家人造成不良
影响，自己法制观念意识不强，请求法
院对其从轻处罚。三名被告人均表示对

过激行为的悔过及对法官本人、家庭的
歉意，并保证今后加强法制观念、通过
合法合规途径反映诉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
王某、何某共同恐吓他人、情节严重，
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考虑到陈某年逾六十，患癌症多年，而
王某案发时尚在哺乳期，法院根据三名
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案件中所处的作用
地位以及身体情况等，根据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近年来，侵害法官权益、损害法院
形象、毁损司法公信力的事件屡有发
生，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正式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
行法定职责的规定》，该规定旨在保障
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司法的权威和
公正。

记者从上海高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
会（以下简称法官权益保障委）了解到，
2014 年至今，上海高院成立法官权益
保障委共受理法官权益受侵案件100余
起，这些非法行为严重侵害了法官权
益，法院依法予以严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

立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保障法官权
益、维护法院司法公信力是我们工作的
底线，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上海高院
副院长郭伟清表示。

据介绍，上海高院党组对法官权益保
护工作高度重视，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多
次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今年年
初，上海高院党组明确把建立法官合法权

益保护机制作为上海法院司改的第117个
项目，同时也作为上海法院全年司改17个
重点项目之一。5月，上海高院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开通法官权益保障信息化平台，
运用科技手段第一时间全力保障法官合
法权益。该平台开设了“法官维权热线”
以及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法官权益动态
等9个栏目，全市各法院均安排专人负责

平台信息跟踪和督办。
目前，法官权益保障委会根据法官

遭遇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将侵权事件
区分为轻微、较严重、重大侵害等不同级
别，对侵权人进行处置，如果触犯了刑
法，法院还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进一步畅通法官权益保障渠道，
上海高院还定期组织司法警察执法安全
培训，探索与公安部门建立“点对点”
联动机制。“下一阶段，我们还将建立
和完善法官心理健康咨询和预防保健机
制，为法官依法履职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确保法官群体公正司法、安心办
案。”郭伟清表示。

■记者观察■

法官权益不容侵犯

本报讯 为惩戒离婚诉讼中的
不诚信行为，法律规定对存在转移
财产行为的一方，在判决时少分、甚
至不分。近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案。因男方在
离婚期间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法院
判决其只能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四
成。

原告徐某诉称，其经人介绍与
罗某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小徐。结婚
两年后，罗某开始怀疑徐某有第三
者，双方经常发生争吵。期间，徐某
对罗某亦时有家暴发生。2014年10
月，夫妻两人开始分居，女儿跟随罗
某一起生活。罗某以丈夫已有外遇，
夫妻感情难以继续维持为由，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

被告徐某认为，他与罗某的争
吵仅为了一些生活琐事，自己并没
有出轨，只是妻子疑心过重，家暴一
说更是子虚乌有，不同意离婚。

在离婚期间，罗某发现徐某擅
自把本应属于夫妻财产的理财账户
内数额较大的现金支取，且支取款
项的时间点为离婚诉讼期前后。

庭审中，徐某辩称，支取该款
项是为了还清之前装修房屋所借
他人的债务。在没有证据证实其所
说的事实后，徐某又辩称该款项是
用于其日常生活开支。

法院审理认为，徐某在该案
起诉前后较为集中的时间段内在
其名下账户共计提取了 16 万元的
款项，对此其先后作出过不同解
释，但均无法提供有关证据。其
次，其购买的房子早在 2012 年期
间便已装修完成并已入住，即使
徐某曾经为此借款，在此后数年
期间也有充足机会进行偿还，不
至于在准备离婚期间才匆忙还
款。至于徐某所提及日常开支导
致上述支出款项消耗殆尽的主
张，徐某本身具有较为稳定的收
入，日常开支在客观上不属于大
额支出，更不可能集中在诉讼前
后发生。

鉴于徐某在诉讼前后有转移
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根据婚姻
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一
方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夫
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
分，故法院在准予徐某、罗某二人
离婚的同时，判决在夫妻财产分割
中徐某只占四成份额。

（潘玲娜 黄海磊）

本报讯 号称 100%纯山羊绒的
羊绒衫，网购回家才发现羊绒含量仅
21%。近日，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
对一起跨区域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一
审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河北省清河县
某绒毛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绒
毛制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 10 日内退还原告彭先生购买
纯羊绒衫金额368元，赔偿1500元，
并支付原告检验费500元。

2015年11月19日，彭先生在浙
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交易
平台上的某旗舰店（系某绒毛制品有
限公司开设的店铺）购买了纯羊绒衫
一件，价款共计人民币368元。

随 后 ， 彭 先 生 发 现 该 店 所 用
“100%纯山羊绒，权威质检，假一罚
万”、“你检测，我付费”、“历史最低
价，错过今天，一惠无期”等宣传口
号疑似虚假宣传，怀疑其销售假货。

于12月23日将该羊绒衫送至国家棉
花及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检验。经检验，该羊绒衫羊绒含
量只有21%，不符合国家纯羊绒的规
定。于是，彭先生要求被告退款赔
偿，却遭到拒绝。

今年2月，彭先生一纸诉状将被告
某绒毛制品有限公司和浙江天猫网络
有限公司起诉至淅川县人民法院厚坡
法庭，并提供了相关交易截图和资料，
要求两被告退还购买该羊绒衫所付的
368元，支付约定赔偿金10000元，检验
费500元，误工费、邮寄费32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绒毛制
品有限公司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
虚假宣传标语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
定，应由被告某绒毛制品有限公司
按 500 元的 3 倍承担赔偿责任，即
1500元为宜，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长海 张玉锋）

淘宝旗舰店虚假宣传 买家跨省维权获支持

本报讯 高档紫砂茶壶在运输途中
破损，究竟谁来担责？日前，江苏省宜
兴市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的运输合同纠
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物流公司按
照保价全额赔偿3.9万元。

原告毕某是一位经营紫砂工艺品的
商家。2015年5月份，毕某售出一把高
档西瓜紫砂壶，由于客户杜某家住内蒙
古，毕某便委托某物流公司将紫砂壶运
送到内蒙古。托运时，毕某在物流公司
提供的货运单保价声明价值栏内注明，
其托运的紫砂壶价值为 4 万元。数日
后，杜某收到了寄送的紫砂壶，但仔细
查验却发现，由于长途运输，该壶的壶
钮部分出现了破损，于是立即通知了毕
某。毕某于是重新委托原来的物流公司
运送另一茶壶至内蒙古客户杜某处，同

时约定，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收取杜某
茶壶款39000元，另外的1000元则作为
运费交付物流公司。之后，毕某与物流
公司交涉，要求物流公司按照其注明的
价格对第一次托运时破损的紫砂壶予以
赔偿。

“我们公司运输茶壶是事实，可是
茶壶只是壶钮部分破损，破损部分可以
修复，并不是全损，我们只能按照实际
损失进行赔偿。”物流公司不同意按照
保价价格赔偿。“紫砂壶是艺术品，一
旦破损，即使经过修复，也会失去原有
的艺术性和美观性。”毕某坚持要求物
流公司照双方当初约定的保价额4万元
赔偿，并最终诉诸法院。庭审中，毕某
将主张的茶壶款赔偿额变更为 39000
元。

审理中，法官就茶壶壶钮修复问题
专程咨询了从事紫砂工艺的专业人士。
专家表示，破损的茶壶壶钮通过先进仪
器的确可以检测修复，但修复后的紫砂

壶已无价值，不能在工艺品市场上流
通，除非标明系修复茶壶。原被告双方
均认可此咨询意见。最终，宜兴法院认
为：紫砂壶是紫砂艺术的集中体现，既
有本身严谨完美的整体，又有与壶身相
辅相成的和谐完美整体的附件，是具有
高度艺术的工艺品。紫砂壶一旦受损，
从技术上虽可以对此修复，但已不能在
工艺品市场上流通。综上，遂判决物流
公司赔偿毕某茶壶款39000元。

（潘永强 钱 晨）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用工
单位因未在 30 日内为员工申报工伤，
被判承担在此期间员工发生的医疗费和
住院伙食补助费。

2013 年 11 月，程某与某公司签订
了为期二年的劳动合同，公司为程某办
理了工伤保险。2014年4月，程某因工
作原因不慎受伤并住院治疗 13 天，花
去医疗费3万余元。事发后，公司未在
30 天内为程某申请工伤认定，而是由
程某自行于2014年6月进行申请。在工
伤认定和伤残鉴定完毕后，程某向社保
基金申请支付医疗费、伙食补助费等费
用，但被告知因公司未在 30 天内申请
工伤认定，社保基金不予支付医疗费、
伙食补助费。

程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未予

受理。程某遂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
承担相关费用。

庭审中，该公司辩称，其已为程某
办理了工伤保险，上述费用应当由社保

基金支付。社保基金拒绝支付，程某应
当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治疗工伤的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国家规定
应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但被告公
司未在程某发生事故伤害之日起 30 日
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亦未报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申请延长申报时限，此期
间发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应
由被告公司负担。

（杨帅民）

本报讯 利用伪基站发送广告，不
但扰民，也给正常通信造成严重危害。
日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这样
一起案件，操控伪基站者李奇 （化名）
因犯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2014 年 3 月 16 日至 2014 年 4 月 4
日，李奇伙同他人（另案处理）驾驶租赁
的轿车，车载1台笔记本电脑、1台伪基
站、1 根天线，先后在北京市市区、房山
区长阳镇等地，非法占用移动通信使用
频率，强行与有限范围内的不特定移动
用户手机建立连接，迫使手机用户和移
动通信网络连接中断，并发送广告短信
牟利，共造成131102个用户通信中断。

法院审理认为，李奇违反国家规
定，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
通讯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扰
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邢文娟）

该案承办法官说，依照合同法第
312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
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
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
61 条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
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因此，在签订快递运输合同时，尤其是
邮寄贵重物品，当事人应特别留意保价
金额等相关格式条款内容，对托运物品
价格作出约定，如无特殊情况，该约定
可视作双方合意，作为毁损、灭失的赔
偿额考量因素。

■法官提醒■

邮寄贵重物品应留意保价金额

非法占用通信使用频率
操控伪基站者获刑一年

该案承办法官说，《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
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
起 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
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时限
可以适当延长；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申
请工伤认定，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
等有关费用由单位负担。

工伤保险费是国家向用人单位征收

的一种社会保险费，是为了保障工伤职
工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分
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七条规定看似是对劳动者权益
的维护，实质上也是对企业自身合法权
益的保护。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主要的
治疗费用都会发生在受伤首月，如果不
及时申请工伤认定，用人单位将承担高
额的医疗费用，该责任不会因企业办理
了工伤保险而免除。只有企业按照规定
及时向社保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治
疗工伤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才能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法官说法■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15日（总第6805期）

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潘平健申请邢淑红
死亡一案。申请人潘平健称，其母亲邢淑红外出务工失踪，2004
年 7月 14日向池州市贵池区齐山派出所报案查找后仍无消息，
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2年。下落不明人邢淑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邢淑红将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邢淑红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邢淑红情
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斌申请宣告李余禄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李
余 禄 ，男 ，1986 年 6 月 16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626198606160379，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白桥镇西梁山社
区西梁山化肥厂巷8幢310室。被申请人李余禄于1997年离家出
走后至今已下落不明满四年。下落不明人李余禄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下落不明人李余禄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余禄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李余禄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邱乐乐申请宣告邱克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邱 克 好 ，男 ，1968 年 8 月 13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626196808132510，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白桥镇后巷社区
老邱自然村1号。被申请人李余禄于1998年8月25日外出，后失
踪，至今已下落不明满四年。下落不明人邱克好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下落不明人邱克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邱克好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邱
克好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于荣贞申请宣告陈熙强死亡一案，经查：陈熙强，
男，196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原住福建省尤溪
县西城镇团结村8号，原尤溪县团结供销社职工，于1997年4月间从
家中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望陈熙
强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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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 [福建]尤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陈爱萍申请宣告郑长招死亡一案，经查：郑长
招，男，1947年 5月 2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原住福建

省尤溪县新阳镇建新村高彰 52 号，于 1995 年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望郑长招本人或者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于
公告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并依法判决。 [福建]尤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罗爱春申请宣告郑振培死亡一案，经查：郑振培，
男，1953年 9月 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环城路
12 号，于 2012 年 7 月 4 日晚在泉州钟楼附近走失，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郑振培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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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

(2016)粤0114民特字31号 本院受理黄锦潘申请宣告黄锦良死
亡一案，经查，黄锦良，男，汉族，1962年6月27日出生，于1959年9
月17日因车祸死亡，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望黄锦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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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海姣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黄海全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黄海全，男，195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雀路21号中区8栋1单元302室。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黄海全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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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璩花红申请宣告张
利利失踪一案。申请人璩花红诉称，2009年张利利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利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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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利利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利利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利利情况，
向本院报告。 [河南]博爱县人民法院

姜彦国：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齐子凤申请
宣告死亡一案，申请人齐子凤称，2012年7月23日被申请人在四
家子村北侧沙坑被淹，公安机关接警，多次打捞均未果，至今下
落不明满2年。下落不明人姜彦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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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彦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姜彦国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姜彦国的情况，
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桃清申请宣告黄吉桂失踪一案，经查：黄吉桂，女，
198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原住慈利县零溪镇楠木村5组，公民身份
证号430821198205267721，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黄吉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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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陆霞申请宣告陆永林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陆
永 林 ，男 ，1965 年 10 月 9 日 出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1196510095510，汉族，住海安县曲塘镇顾庄村4组，系申请
人陆霞父亲。2008年4月，陆永林离家出走一直未归，经申请人多
方寻找，至今杳无音信。于2015年9月4日本院依据陆霞申请发起
寻人公告，现公告期已届满一年，陆永林仍未找到，本院将依法判
决宣告陆永林死亡，并予以公告。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桂花申请宣告刘照荣死亡一案。经查，刘照荣，男，
1962年3月8日生，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住江西省信丰县嘉定镇
焦坑村土围里26号，身份证号码：362123196203080313。刘照荣于
1993年10月28日离家出走，至今已下落不明23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刘照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一年从二O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O一七年九月二
十一日，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西]信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玉平申请宣告公
民死亡一案。申请人郑玉平称2009年5月，被申请人李红在李建
伟经营的饭店打工，2009年6月12日被申请人在打工期间失踪，
申请人得知后向曲沃县公安局报案，但至今仍未找到被申请人，
其下落不明已满7年。下落不明人李红应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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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李红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红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在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红的情况，向本
院报告。 [山西]曲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琼申请宣告张龙福死亡一案，经查：张龙福，男，
1944年5月6日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10102194405065232，住上

海市浦东新区蓝村路 470弄 10号 203室于 2012年 2月 28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龙
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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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强永刚申请宣告强琳死亡一案，经查：强琳，女，
1983年 6月 19日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31011519830609322X，住
上海市浦东新区历城路 100弄 5号 204室于 2002年 8月 2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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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施德鸣申请宣告朱兰英死亡一案，经查：朱兰英
（身份证号310101061105402）于1996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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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许学琼申请宣告夏吉昌死亡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夏吉昌，男，汉，出生于1975年10月3日，原住四川省泸州市龙
马潭区双加镇凉坳村二十社14号，其于1992年6月9日出走，经各
方面寻找都无消息，至今已下落不明。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望夏吉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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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鑫申请宣告张森死亡一案，经查：张森，男，1963
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八经路新义信里5
号楼4栋701号，公民身份号码120101196311211013。于1999年1
月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张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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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海珍申请宣告李红兵死亡一案，经查：李红兵，男，
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维西县巴迪乡结义村务路龙
12组，身份证号码：533423197508101318，于2010年8月份无故外
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
红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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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显龙申请宣告蔡显泽死亡一案，经查：蔡显泽，
男，1949年 9月 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城街
道王林村492号，于2011年10月离家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蔡显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仍不知其下落的，本院将依
法裁判。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明珍申请宣告王远全失踪一案，经查：王远全，
男，汉族，1964年 12月 5日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八角井一小区 9
号6-2，公民身份号码51220119641205001X，于1991年11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2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
王远全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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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克琴申请宣告董兴国失踪一案，经查：董兴国，男，
汉族，1965年4月11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万寿街
500号附372号。被申请人董兴国自2009年1月31日起失踪不见后
至今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董兴国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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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袁中惠、郑世华申请宣告郑道明失踪一案，经查：
郑道明，男，汉族，1986年 5月 28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
礼嘉所白马花园 2号 4幢 1单元 6-2。被申请人郑道明自 1995年
4月 9日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郑道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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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申兰申请宣告韩正云死亡一案，经查韩正云，男，

1953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文峰新街22号附11
号，于2011年11月23日下午从渝北区新南路龙湖医院走出后未
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韩正云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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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黄其财、叶扬眉：本院受理颜月来申请执行（2014）思民初字第
16124号民事判决书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思执字第910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告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方自公告期满次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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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黄其财名下址在厦门
市湖里区海山路10号202室房产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并依照法律
规定确定评估机构。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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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镇江10月14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金道铭受贿案，对被告人金道
铭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金道铭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7 年上半年至
2014年初，被告人金道铭先后利用担
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
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煤矿

资源整合、职务晋升、纪检调查等事项
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1.23781389亿元。

镇江中院认为，被告人金道铭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金道铭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
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检
举他人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有立功
表现；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
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金道铭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