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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2016年9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3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16〕23号

为确保依法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
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狱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结合
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
造的刑罚制度，减刑、假释的适用应当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
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第二条 对于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刑”条件的案
件，在办理时应当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
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
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
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

第三条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罪悔罪；
（二） 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
（三） 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

技术教育；
（四） 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

动任务。
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

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
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
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
赔偿损失，或者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
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意图获得减
刑、假释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
现”。

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
当依法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
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第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一）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的；
（二） 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

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
属实的；

（三）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
嫌疑人的；

（四） 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
新，成绩突出的；

（五） 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
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

（六）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较大贡
献的。

第（四）项、第（六）项中的技术
革新或者其他较大贡献应当由罪犯在刑
罚执行期间独立或者为主完成，并经省
级主管部门确认。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一） 阻止他人实施重大犯罪活动
的；

（二） 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
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
犯罪嫌疑人的；

（四） 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
新的；

（五）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
人的；

（六） 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
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七）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
献的。

第（四）项中的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
术革新应当是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独立
或者为主完成并经国家主管部门确认的
发明专利，且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第（七）项中的其他重大贡
献应当由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独立或者
为主完成，并经国家主管部门确认。

第六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减
刑起始时间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
应当执行一年以上方可减刑；五年以上
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执行一年六
个月以上方可减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应当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有期
徒刑减刑的起始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
计算。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一次减刑不超过九个月有期徒刑；确有

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
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
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六个月有期徒
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功表现
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二年有期徒刑。

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
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被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
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六个月。减刑间
隔时间不得低于上次减刑减去的刑期。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
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七条 对符合减刑条件的职务犯
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
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罪犯，恐怖活动犯罪罪犯，
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毒品再犯，
累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
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
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二年
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当比照本规
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减刑不超过一
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一
年以上。

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前款
罪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
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的罪犯，数罪并罚且其中两罪以
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执
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当比
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减刑不
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
间隔一年六个月以上。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
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八条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
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
二年以上，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
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
为二十二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
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一年以上
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
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
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九年以上二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
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依照本规定
第六条的规定执行。两次减刑间隔时间
不得少于二年。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
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九条 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职务
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
骗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
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恐怖活动犯罪罪
犯，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毒品再
犯，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
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罪犯，确有
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
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数罪并罚被
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
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
应当比照本规定第八条从严掌握，减刑
后的刑期最低不得少于二十年有期徒
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
度比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不
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
间隔二年以上。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
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十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

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
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为：
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
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
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以
上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
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三年以上二十四
年以下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
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以上
二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有
期徒刑后再减刑时，比照本规定第八条
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的职务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
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
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
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恐怖活动
犯罪罪犯，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
毒品再犯，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
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
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罪犯，
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
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数罪并
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无
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
上方可减刑，一般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
刑，有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可
以比照本规定第十条减为二十三年以上
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六
条从严掌握，一次不超过一年有期徒
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第十二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
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
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
不服从监管、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
的，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应当适
当从严。

第十三条 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
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
条件的，执行五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
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依照本规定第九条
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
执行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
一次减刑不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两次
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二年。有重大立
功表现的，间隔时间可以适当缩短，但
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

第十五条 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
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确终身监禁，不
得再减刑或者假释。

第十六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
犯，以及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满二年
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可
以酌情减刑，减刑起始时间可以适当缩
短，但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
期的二分之一。

第十七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罪犯减
刑时，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
酌减。酌减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不

得少于一年。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

罪犯减为有期徒刑时，应当将附加剥夺
政治权利的期限减为七年以上十年以
下，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最终剥
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第十八条 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
不适用减刑。

前款规定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有
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
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应当依法缩
减其缓刑考验期。缩减后，拘役的缓刑
考验期限不得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
缓刑考验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第十九条 对在报请减刑前的服刑
期间不满十八周岁，且所犯罪行不属于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罪
犯，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
积极参加学习、劳动，应当视为确有悔
改表现。

对上述罪犯减刑时，减刑幅度可以
适当放宽，或者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
间可以适当缩短，但放宽的幅度和缩短
的时间不得超过本规定中相应幅度、时
间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条 老年罪犯、患严重疾病
罪犯或者身体残疾罪犯减刑时，应当主
要考察其认罪悔罪的实际表现。

对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
理的上述罪犯减刑时，减刑幅度可以适
当放宽，或者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
可以适当缩短，但放宽的幅度和缩短的
时间不得超过本规定中相应幅度、时间
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故意犯
罪，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自新罪判
决确定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减刑；新罪被
判处无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
起四年内不予减刑。

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又故意犯
罪，未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
期间重新计算，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
内不予减刑。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刑后，
在刑罚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的，依照第
一款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办理假释案件，认定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除符合刑法第八
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应当根据犯罪
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在刑罚执
行中的一贯表现，罪犯的年龄、身体状
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
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第二十三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
犯假释时，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的时
间，应当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时，刑
法中关于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十三年
的时间，应当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
判决生效以前先行羁押的时间不予折
抵。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
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实际执行
十五年以上，方可假释，该实际执行
时间应当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
计算。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
内，判决确定以前先行羁押的时间不
予折抵。

第二十四条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特殊情况”，是指有国
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
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
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

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的罪犯，被减为无期徒刑、有
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释。

第二十六条 对下列罪犯适用假
释时可以依法从宽掌握：

（一） 过失犯罪的罪犯、中止犯
罪的罪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罪犯；

（二） 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
过当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
犯；

（三） 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罪
犯；

（四） 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
难以自理，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老
年罪犯、患严重疾病罪犯或者身体残
疾罪犯；

（五） 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特别突
出的罪犯；

（六） 具有其他可以从宽假释情
形的罪犯。

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
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
释。

第二十七条 对于生效裁判中有
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
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予假释。

第二十八条 罪犯减刑后又假释
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对一次
减去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后，决定假释
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六个月。

罪犯减刑后余刑不足二年，决定
假释的，可以适当缩短间隔时间。

第二十九条 罪犯在假释考验期
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
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
作出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
到报请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撤销假释建
议书后及时审查，作出是否撤销假释
的裁定，并送达报请机关，同时抄送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原刑罚执行
机关。

罪犯在逃的，撤销假释裁定书可
以作为对罪犯进行追捕的依据。

第三十条 依照刑法第八十六条
规定被撤销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再
假释。但依照该条第二款被撤销假释
的罪犯，如果罪犯对漏罪曾作如实供
述但原判未予认定，或者漏罪系其自
首，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再假释。

被撤销假释的罪犯，收监后符合
减刑条件的，可以减刑，但减刑起始
时间自收监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一条 年满八十周岁、身
患疾病或者生活难以自理、没有再犯
罪危险的罪犯，既符合减刑条件，又
符合假释条件的，优先适用假释；不
符合假释条件的，参照本规定第二十
条有关的规定从宽处理。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裁定维持
原判决、裁定的，原减刑、假释裁定
继续有效。

再审裁判改变原判决、裁定的，
原减刑、假释裁定自动失效，执行机
关应当及时报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重新作出是否减刑、假释的裁定。重
新作出减刑裁定时，不受本规定有关
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
的限制。重新裁定时应综合考虑各方
面因素，减刑幅度不得超过原裁定减
去的刑期总和。

再审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
期徒刑的，在新判决减为有期徒刑之
时，原判决已经实际执行的刑期一并
扣减。

再审裁判宣告无罪的，原减刑、
假释裁定自动失效。

第三十三条 罪犯被裁定减刑
后，刑罚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而数罪
并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
入已经执行的刑期。原判死刑缓期执
行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裁定继续有效。

第三十四条 罪犯被裁定减刑
后，刑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而数罪
并罚的，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如漏
罪系罪犯主动交代的，对其原减去的
刑期，由执行机关报请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裁定，予以确
认；如漏罪系有关机关发现或者他人
检举揭发的，由执行机关报请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在原减刑裁定减去的
刑期总和之内，酌情重新裁定。

第三十五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
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内被发
现漏罪，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的，死
刑缓期执行期间自新判决确定之日起
计算，已经执行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计入新判决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内，
但漏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
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后被
发现漏罪，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的，
交付执行时对罪犯实际执行无期徒
刑，死缓考验期不再执行，但漏罪被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除外。

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前
罪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之日起
至新判决生效之日止已经实际执行的
刑期，应当计算在减刑裁定决定执行
的刑期以内。

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依照本规
定第三十四条处理。

第三十七条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罪犯在减为有期徒刑后因发现漏罪，
依据刑法第七十条规定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无期徒刑的，前罪无期徒刑生
效之日起至新判决生效之日止已经实
际执行的刑期，应当在新判决的无期
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在减刑裁定决
定执行的刑期内扣减。

无期徒刑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因
发现漏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的，
在新判决生效后执行一年以上，符合
减刑条件的，可以减为有期徒刑，减
刑幅度依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
规定执行。

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依照本规
定第三十四条处理。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刑
事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在依
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
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将罪犯交付执行刑
罚时，如果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
项，人民法院应当将反映财产性判项
执行、履行情况的有关材料一并随案
移送刑罚执行机关。罪犯在服刑期间
本人履行或者其亲属代为履行生效裁
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应当及时向刑罚
执行机关报告。刑罚执行机关报请减
刑时应随案移送以上材料。

⇨⇨下转第四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办 理 减
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 已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93 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16日（总第6837期）

云南亿兴达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我行与深圳市信得乐电子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我 行 已 经 将 编 号 为
KM061072120018、KM061072120019 的两份《委托贷款借款合
同》项下、经（2013）昆民四初字第394、3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
现已进入（2014）昆民执字第 501、502号执行程序的我行对贵司
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深圳市信得乐电子有限公司。该债权的抵
押权一并转让。在收到本通知之后，请贵司向深圳市信得乐电子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债权转让方（盖章）：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高新支行 负责人（签字）：债权受让方（盖
章）: 深圳市信得乐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16年10月10日
宜昌金翔贸易有限公司、刘虎城、王觉、王乐爱、王慈爱、王慈

艳、王阿双、王永顺、沈瑞钗：依据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宜
昌中民一初字第 00087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鄂宜昌中执字第
00274号执行裁定书规定，本人依法享有对贵方的债权本金1090
万元及对应利息，前述债权已经到期，且本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现本人自愿将对贵方的前述债权中的90万元本金及对应
利息（利息从2014年12月1日起计，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支付至债务清偿之日止）转让至杨波（身份号
码420500196607181817），并向宜昌市中级法院申请增加杨波为
（2015）鄂宜昌中执字第00274号案件执行申请人。现通知贵方自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杨波履行前述债务。 通知人：冯发强

2016年11月12日

本院受理周娥申请宣告谭桂嫦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谭桂嫦，女，
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于1993年开始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谭桂嫦本人或知其下落者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间为十
二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鲁瑞琼申请宣告陈柔之死亡一案，经审查，陈柔
之，女，1966 年 2 月 2 日出生，原住江门市蓬江区侨苑坊 10 号
504，身份证号码：440701196602020329。于 1997年 3月起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柔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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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崔莲花申请宣告张
春美失踪一案。申请人崔莲花称，与张春美系母女关系，其母张春
美因1998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春美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春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
春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张春美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北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阳倩、欧阳瑞鹏、欧阳瑞琴申请宣告龚秋章失踪
一案，经查：龚秋章，女，汉族，1979年6月22日出生，湖南省宁远
县人，农民，住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柑子园村 5 组，身份证号：
432924197906226027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龚秋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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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国鑫申请宣告李小梅失踪一案，经查：李小梅，

女，1984年出生，汉族，住临湘市江南镇江南村七组，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小梅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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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玲香申请宣告何南平失踪一案，经查：何南平，男，1968
年 11 月 3 日 出 生 ，汉 族 ，湖 南 省 资 兴 市 人 ，身 份 证 号 码 ：
431081196811034658，原住湖南省资兴市白廊镇枫垅村丰垅组。2002
年何南平外出未归，至今未与家人联系，下落不明已有1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何南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政平、黄臻申请宣告李群英失踪一案，经查：李
群英，女，汉族，1974年12月3日生，住祁阳县八宝镇浦塘居委会
5组，公民身份号码 432930197412034065，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群英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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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灿明申请宣告苏辉死亡一案，经查：苏辉，男，
1954年3月1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平江县城关镇西街142号，公
民身份证号码430626195403010051。被申请人苏辉于2012年8月
14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苏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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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秀兰申请宣告金琪平失踪一案，经查金琪平，男，
1966年9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20114196609160051，汉族，
住南京市雨花台区邓府山村1幢419室，于2014年4月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金琪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于本院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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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春馥申请宣告贺务倱失踪一案，经查贺务倱，男，
195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大连市金州区振兴街15号2-4-1，
身份证号码：210221195608150571。于2014年8月前后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贺务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期限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0月 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德宝申请宣告
公民郑会民死亡一案，申请人郑德宝称，2012年9月12日郑会民
与妻子到河南省郸城县迎宾大道锦绣天下城小区 1号楼 2单元
西户大女儿家后离家出走，至今已下落不明满四年，请求人民法
院宣告郑会民死亡。下落不明人郑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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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报的，下落不
明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会民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郑会民情况，向本
院报告。 [辽宁]开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乔燕申请宣告孙敬锋死亡一案，经查孙敬锋，男，汉族，
1981年1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庄河市兴达街道小河东村六屯170
号，其于2016年9月22日随“辽庄渔81019”号渔船在海洋岛附近海域
发生事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孙敬锋向本院申报
地址及联系方式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郭鑫淼申请宣告赵倩失踪一案，经查：郭倩，女，
1985年 12月 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
镇饮合里15号，原住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甘

奎路二段 16号，于 2012年 7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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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金马、杜花眼申请宣告赵卓死亡一案，经查：赵

卓，男，蒙古族，1979年 12月 2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张铁营村丁家营西社 37号，于 2012年 9
月 3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赵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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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爱玲申请宣告金作福死亡一案，经查：金作福，
男，汉族，1943年 1月 30日出生，住宁夏平罗县前进农场十五队
65，身份证号：640221194301301510，于 2012 年 10月 30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金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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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平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可申请宣告郑百华死亡一案，经查，郑百华，女，1963
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羊头峪东沟2号1号楼402号，
身份证370102196305310827，于2008年7月22日下午3点左右与赵
学凤离开济南市北小辛庄西街6号未归，后下落不明。2014年10月20
日，其子徐可到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报案，至今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郑百华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531-81691063。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届满，
本院将依法作出裁判。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学传要求宣告徐金翠死亡一案（2016）鲁1121民特14号，
本院已经受理。经查，徐金翠，女，197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原住山东
省五莲县高泽镇邓家沟村134号，公民身份号码371121197808171528，
于2010年8月2日离家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一年。望徐金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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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山东]五莲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董立春申请宣告
公民董卫华死亡一案。申请人董立春称：董卫华，男，1969年6月1日
出生，汉族，籍贯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原太原铁路局临汾车辆段职
员，原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商会巷26-3号。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董
卫华系父子关系。2006年3月6日，被申请人董卫华去工作单位上班
后一直未归，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人董立春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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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董立春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董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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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
春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李博文申请宣告公民
郭珍珍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博文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郭珍珍系母子关
系。被申请人郭珍珍，女，196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尧
都区西关南园保险公司家属院1号楼2单元602室。被申请人郭珍珍患有
精神病，于2010年10月13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郭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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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郭珍珍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郭珍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郭珍珍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吉根申请宣告马英死亡一案，经查：马吉根向派出所
报案声称马英于1990年11月28日起即交与他人抚养，现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马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4301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电话：021-26078989*303064。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立民申请宣告徐立坤失踪
一案。申请人徐立民称，其与徐立坤系兄弟关系，徐立坤，男，1954年1月22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165弄20号101室，自2004年
7月外出后未归，经多番寻找无音讯，其曾于2014年8月29日向上海市公安
局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报案寻找未果，下落不明至今已满两年。下落不明
人徐立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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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徐立坤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徐立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徐立坤情况，向本院报告。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爱银、梁世义、梁世荣申请宣告梁富长死亡一案，
于2015年10月2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6年
10月25日依法作出(2015)矿民特字第1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梁富
长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西]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桃儿申请杨最生死亡一案，于 201年 10月 27日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依法 作出
(2015)太民特字第 3号判决书，宣告杨最生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山西]太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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