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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打造出彩新媒体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安士勇

1月27日是鸡年除夕。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当许多人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一起收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的编辑薛永松没有回信阳老家陪年迈的父母过年，他依然在编发郑州法院的微信报道。

为宣传报道好郑州两级法院执行干警的感人故事和丰硕成果，薛永松每天都沉浸在构思、选题、稿撰写件、图片处理中，
在星星月亮的陪伴中度过了7天假期。7天编发微信18条，做到了春节假期官微不“打烊”，累计阅读量50万人次。

几年来，郑州中院认真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规律，深刻把握新媒体环境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需要、新要
求，主动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各界了解和监督司法的新特点、新动向，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打造了@郑州中院这张亮丽的
新媒体名片。

让司法公开跃然“指”上

构建司法为民新平台

早在 2014年 3月，当很多人还痴
迷于微博的魅力而对微信不屑一顾
时，郑州中院党组准确看到了微信爆
发的巨大潜能，果断开通了郑州中院
官方微信@郑州中院。至此，郑州中
院形成了微信、微博相互协同，相互补
充的两位一体的新媒体布局。经过
几年快速发展，郑州中院官微，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截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已拥有近 5 万粉丝，单篇
最高阅读量 30 余万人次；编排数量
由初创时的每周一至两期，发展到现
在一年 365 天不断档，节假日不打
烊，累计发布 785 期，推转文章 3926
篇；稿件由依托转载、鼓励原创，向原
创为主、转载为辅发展。

2015 年以来，郑州中院官微在
法制网、检察日报、人民网三大平台
发布的微信排行榜中，同时稳居全国
法院前8名，26次全国法院第一，48
次全国法院第二，在全国法院叫响

了郑州中院微信品牌。与此同时，
郑州中院微博也快速发展，影响力、
粉丝数也节节攀升，在人民网发布
的双微排行榜中，稳居全国法院前
列。全国法院宣传先进单位、全国法
院庭审微博视频直播最佳组织奖、河
南省十大政务微信影响力奖、河南省
政务微博创新应用奖、河南省政务微
博最具亲民风范奖等一个又一个奖
项纷至沓来。

郑州中院官微面向基层，服务群
众，一年365天不休，每天都创造性
地开展着互动交流、法律普及、司法
宣传等工作，展示着人民法院“为大
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良好形象和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具体行动，实
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盛赞。“有问题@郑州
中院，有困难@郑州中院”已成广大
网友共识。

郑州中院院长于东辉早在2014年8
月就适时提出郑州两级法院要以信息化
为引领、专业化为支撑、规范化为基础的
现代化法院建设目标，为郑州法院各项
工作注入创新的基因。郑州中院在司法
公开上更是首当其冲，郑州中院官方微
信专门在首页定制开发了开庭公告、执
行信息公开、减刑假释案件公示、裁判文
书公开专栏、投诉举报专栏，让司法公开
跃然“指”上。

与此同时，郑州中院微博也不甘落
后，在开设法院动态、案例报道等专栏的
基础上大胆创新。2015 年 6 月 26 日世
界禁毒日，通过新浪微博@郑州中院视
频直播了张某等5人走私运输毒品案庭
审全过程，成功开创河南全省中级法院
通过微博视频直播庭审实况的先河。不
同以往的微博图文直播和网站视频直
播，郑州中院此次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司
法 公 开 路 径 ——“ 庭 审 微 博 视 频 直
播”。广大网友只需进入新浪微博关注

“郑州中院”，点击“司法公开”栏目就可
以直接时时观看庭审进展，在案件审理

的时间段内，通过法官区、公诉人区、被
告人区、辩护人区和旁听席等同步画面
传送，就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实时观看法
庭内部庭审同步音频视频。庭审微博视
频直播让微博司法公开在原有静态图文
信息直播的基础上，强化了庭审动态感、
现场感，保障了社会公众对案件审理的
知情权，指尖上看庭审成为了真真切切
的现实。首次视频直播当天，30多万人
时时通过微博视频直播观看了庭审，当
天话题讨论量达300万人次。

尝到甜头的郑州中院乘势而上，迅
速联动郑州两级 14 家法院策划了 3 期

“郑州法院阳光司法宣传周，百万网友看
庭审”活动，微博视频直播了较敏感、社
会关注度高、与群众息息相关并具有普
法教育意义的57件案件庭审全过程，累
计观看人数近 4000 万人次。网友“满
恩”在评论时说：“郑州中院庭审微博视
频直播的创举不仅仅让我能足不出户看
庭审，更重要的是只要手机在手，无论身
在何处观看庭审都无忧，真心为郑州中
院的创新精神点赞。”

作为拥有几十万粉丝数量的微信、
微博，郑州中院始终创新开展普法教育、
新闻宣传、网民互动等工作的新路径，逐
步成为法院司法便民、司法利民、司法为
民的新载体、新窗口、新阵地、新桥梁。

普法宣传，打造学法用法的加油
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家
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加
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
普法实效。”郑州中院根据网友反馈和
统计结果分析，精心设计了法律讲堂、
法官说法、新法速递、以案说法、诉讼
指南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普法栏
目。同时，针对群众工作、生活不同领
域涉法问题及社会热点，适时发布消费
者3 · 15如何依法维权等专题；结合网
友法律素养不高的特点开设图说法治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专题，将群众急需
的婚姻家庭继承、民间借贷、交通事
故、赡养、劳动争议、合同的等法律常
识时时传送到读者的手机上。网友“幸
运草”评价说：“@郑州中院发布的法
律常识，实用，通俗易懂，每天浏览已
成为习惯，看后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普
法课。”

用户至上，打造便民利民的连心
桥。@郑州中院在首页开设了网上诉讼
服务大厅、预约立案、开庭公告等便民
利民专栏，定期发布档案卷宗查询须
知、法官办公室场所及联系电话，诉讼
费电子计算器、诉讼所需材料、诉讼风
险提示等便民利民信息，让人民群众诉
讼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律师黄先生由
衷感叹：“郑州中院将司法便民切实落实

到行动上，在官微上开设专栏，公布所有
办案法官的办公电话，让我们律师少跑
了很多腿，确实方便多了。”

不得不提的是，@郑州中院 2015年
6 月推出的“法官制服您穿对了吗”，对
法官夏装着装要求、文件依据、着装示
范，以图文并茂、幽默风趣的语言进行权
威详细解读，在法律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被法眼观察等近 100 家微信公众号转
发，累计阅读 40余万人次，有效解决了
法官夏装着装不规范问题。

有求必应，打造为民惠民的服务
点。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
有所为。@郑州中院不仅是一个便民的
平台，更是一个惠民的窗口。郑州中院
官方微信在首页开设了投诉举报、法官
判后答疑等解决群众问题的惠民专栏，
每天安排专人接收和处理网友投诉、举
报及咨询，建立了“受理、登记、交
办、督察、反馈、回访”等一整套工作
机制。一天，一位网友在微信后台留言
反映不知道她想见的主管院长哪一天到
信访接待室接访，希望编辑帮忙。官微
编辑立即协调有关庭室将当月院领导信
访值班日程表发布到了官微上，让群众
明明白白依法信访。半个月后该网友后
台留言称赞说：“你们的速度，真的让
我意外又感动！从来没有一个单位以这
么快的速度回复和处理一个信访刺头的
问题！对贵院的开明、包容、努力、真
诚和效率，我真的非常感谢。”截至目
前，郑州中院官微网友留言达 38244
条，回复 38328 条，做到了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落实。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郑州中院
官方微博已经成为传播法院好声音，
讲述法治好故事，弘扬司法正能量的
官方大V，在树立法官和法官良好形
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报道法院动态，树立公开透明形
象。郑州中院官微紧密围绕院党组决
策部署，开展重大活动宣传，及时发
布重大工作部署、人事任免、人民群
众广泛关切的重大案件进展情况
等， 把自己在“做什么、怎么做、
为何做”等群众关切的信息通过官微
公开，有效弥补了传统沟通渠道不及
时、不通畅和信息面窄等不足的问
题，充分展示了郑州法院公开透明的
形象。2016 年以来，微博直播了破
解执行难的“百日风暴”、“春雷行
动”、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人身安
全保护令、家事审判、刑事速裁、小
额诉讼、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等重大事
项 20余次，发布信息 1768条，让社
会各界第一时间了解郑州法院动态。
微信以突破案多人少、破解执行难为
题，先后推送干警加班加点图片
3583 张，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 1.6万余条，总阅读量达 1000万人
次，在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先后
有近 100 名“老赖”迫于曝光的压
力，主动到当地法院履行义务，履行
金额达300余万元。特别是在2016年
郑州市两会期间，该院官方微信推出
了 32 期微信，以“H5”、图文、图
表等对该院人大工作报告进行立体剖
析解读，受到代表、委员的一致好
评，纷纷称赞其形式新颖，是审议法
院工作报告的“有力帮手”。代表委

员纷纷议论：“通过小小手机就能简
便、快捷地了解到郑州法院系统过去
一年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做出的
不懈努力和大量辛勤付出，他们是好
样的。”

展示法官风采，树立公正廉洁形
象。郑州中院官微始终以展示法官风
采，树立法官公正廉洁形象为己任。
先后策划了党员法官、军转法官、女
法官、民事法官、刑事法官、执行法
官、法官故事等大型法官风采专题
35 期，推出文章、“H5”共计 194
篇，全方位全视角立体化展示不同岗
位不同经历法官的工作学习生活。
2016年6月，该院党组专题研究如何
在微信上展示两级法院优秀干警的风
采，最终策划了郑州法院 2015 年度

“十大杰出法官”、“十大优秀法官”、
“十大基层法官”评选活动，将所有
候选人的事迹在官方微信上展示，由
粉丝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占评比权重
的 40%，该期微信阅读量突破 30 万
人次，大大提升了法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2015 年国家宪法日，在与
新浪微博联合策划的“大力弘扬法
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大型宣传
活动中开设法官风采宣传专题，以
3D形式立体展示了郑州两级法院的
134名优秀法官风采，互动观看人数
累计近 1.1 亿人次。网友纷纷留言：

“没想到郑州法官这么多才多艺；以
前真不知道法官这么辛苦、待遇这么
低，郑州法官好样的，简直吃的是
草，吐的是奶。”不知不觉间， 廉
洁、文明、高效、专业、可敬的法官
形象悄然树立。

树立司法公正新形象

递交人民满意的答卷

盛方奇 制图

让司法公开跃然“指”上

根据网友反馈和统计结果分析，精心设计了
法律讲堂、法官说法、新法速递、以案说法、诉
讼指南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普法栏目

开设了网上诉讼服务大厅、预约立案、开庭
公告等便民利民专栏，定期发布档案卷宗查询须
知、法官办公室场所及联系电话，诉讼费电子计
算器、诉讼所需材料、诉讼风险提示等便民利民
信息

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司法公开路径——“庭审
微博视频直播”。庭审微博视频直播让微博司法
公开在原有静态图文信息直播的基础上，强化了
庭审动态感、现场感，保障了社会公众对案件审
理的知情权，指尖上看庭审成为了真真切切的现
实

构建司法为民新平台

树立司法公正新形象

及时发布重大工作部署、人事任免、人民群
众广泛关切的重大案件进展情况等，把自己在

“做什么、怎么做、为何做”等群众关切的信息
通过官微公开，有效弥补了传统沟通渠道不及
时、不通畅和信息面窄等不足的问题

先后策划了党员法官、军转法官、女法官、
民事法官、刑事法官、执行法官、法官故事等大
型法官风采专题 35期，推出文章、“H5”共计
194篇，全方位全视角立体化展示不同岗位不同
经历法官的工作学习生活

递交人民满意的答卷

形成了微信、微博相互协同，相互补充的两
位一体的新媒体布局。经过几年快速发展，郑州
中院官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截
至2017年2月12日已拥有近5万粉丝，单篇最高
阅读量30余万人次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永仁申请宣告王彦琴失踪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甘1022民特8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甘肃]环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林宁申请宣告鞠立伟失踪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湘0528民特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宣告鞠立伟失踪。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湖南]新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春九申请宣告陈春富死亡一案，经查：陈春富，
男，1958年4月8日出生，汉族，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5
栋 31号,公民身份号码 110107580408031。陈春富于 1992年 2月
1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陈春富本人应在公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其
他知悉陈春富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内将陈春富情况向
本院报告。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春富死亡。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3月 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兵辉申请宣告

胡桂秀失踪一案。申请人周兵辉称，被申请人胡桂秀于 2014年
10月 29日起下落不明，现已满 2年以上。下落不明人胡桂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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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胡桂秀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胡桂秀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胡桂秀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织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雪怡、曾欣怡、曾佳怡申请宣告王冬梅失踪一

案，经查：王冬梅，女，生于 1990年 12月 26日，汉族，农民，身份
证编号为：411381199012267929，住河南省邓州市白牛乡鄢陵村
曾李洼10号，系申请人曾雪怡、曾欣怡、曾佳怡的母亲，其于2013
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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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王冬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月、刘子鑫申请宣告刘荣华失踪一案，经查：刘

荣华，女，生于 1980 年 5 月 5 日，汉族，农民，身份证编号为：
412931198005052183，住河南省邓州市汲滩镇张桥村，系申请人
刘月、刘子鑫的母亲，其于2011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荣华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在康、周琦、周婉晴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周

延忠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周延忠，男，汉族，1974年 1月 18
日 生 ，住 河 南 省 辉 县 市 峪 河 镇 六 街 村 ，身 份 证 号 ：
41078219740118245X，于2013年2月25日鑫阳88号货船在连云
港1号锚地抛锚时发现其失踪，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周
延忠自即日起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或知悉周延忠生
存现状的人将其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宣告周延忠死亡。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云龙申请宣告
赵海文死亡一案。申请人赵云龙称，被申请人于 2012年 6月 23
日因病自家中走失，被申请人赵海文现下落不明已满五年，至今
未归。故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被申请人赵海文死亡。下落不明人赵
海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海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赵海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海文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呼玛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天茹申请宣告许艳红失踪一案，经查许艳红，

女，1983年 2月 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肇源县新站
镇巴彦村，身份证号码：152202198302100627。于 2013年离家出
走，至今下落不明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艳红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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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单国云申请宣告徐

志凡死亡一案。申请人单国云称，2011年10月30日徐志凡因抑郁
症出走后下落不明，至今无音信，历时近五年。下落不明人徐志凡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徐志凡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徐志凡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人徐志凡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余春莲申请宣告余汉华死亡一案，经查：余汉华，
男，196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黄金
五村 138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5196008263618，于 2004年 12
月27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十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余汉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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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斌申请宣告罗桂芳死亡一案，经查：罗桂芳，女，

197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七里庙碧溪苑一
期 4 栋 1 单元 701 室，公民身份号码：420123197011161126，于
2012年11月1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罗桂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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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2月 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艳申请宣告陈

健婆死亡一案，申请人陈艳称：陈健婆，男，1973年10月5日生，
与申请人陈艳系叔侄关系，于 1999年至今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下落不明人陈健婆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法，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健婆将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健婆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健婆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2月 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清平申请宣告夏

建斌死亡一案。申请人杨清平称，申请人杨清平与被申请人夏建斌
系母子关系，被申请人夏建斌于1996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满四年，遂申请宣告夏建斌死亡。下落不明人夏建斌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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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夏建斌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夏建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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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斌
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晓莹申请宣告李元翠失踪一案，经查：李元翠，
女，1974年 4月 29日生，汉族，洞口县人，农民，公民身份证号：
430527197404294244，原住洞口县又兰镇风溪村2组15号，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元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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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付乔申请宣告陈
利举死亡一案。申请人陈付乔称，下落不明人陈利举系申请人陈
付乔的儿子，陈利举因精神疾病于 2002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2005年 3月 3日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许家桥派出所注销
陈利举户口。下落不明人陈利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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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利举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利举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利举情况，向
本院报告。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葛仁高申请宣告葛便芳死亡一案，经查：葛便芳，女，
汉族，1965年2月23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3196502236763，
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石浦计家台7-5号，于1980年离
家出走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葛便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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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冯明申请宣告王雪萍死亡一案，经查：王雪萍，女，
汉 族 ，1958 年 6 月 6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23195806060221，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于 1990 年离
家出走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王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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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崔文学申请宣告康义杰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刃义杰，女，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洼
县 清 水 镇 清 河 村 三 组 223，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21112119560308008X。自 2011 年 11 月份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康义杰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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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何红申请宣告郇庆江死亡一案，经查：郇庆
江，男，1964年 10月 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将
军派出所十委十七组柳河街 5 号楼 1 单元 402 号，身份证号：

210402196410050918，自 1997年 11月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郇庆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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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1月 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孟宪芬申请宣告孟

显明死亡一案。申请人孟宪芬称，其与被申请人孟显明系同胞兄
妹。孟显明于1998年无故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故申请人民法院宣
告被申请人孟显明死亡。下落不明人孟显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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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孟显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孟显明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孟显明情
况，向本院告知。 [内蒙古]巴林右旗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向丽申请宣告曹阳失踪一案，经查：曹阳，男，1975年9月
25日出生，汉族，于2014年8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曹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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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风娥申请宣告李兴海失
踪一案。申请人王风娥称2014年5月24日李兴海从山西省大同市到山西
省阳泉市后，于2014年5月26日电话关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人李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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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兴海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兴
海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兴
海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家瑞申请宣告高长品死亡一案，经查：高长品于
2009年2月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1年。希望高长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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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永富申请宣告朱亚雄死亡一案，经查：朱亚雄于
2006年 3月 1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年。希望朱亚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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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兴智申请宣告周天安死亡一案，经查：周天安，男，
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632弄
112号，身份证号码：31010619630516203X，于 2004 年 1月 7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周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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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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