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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连线法官■

本报讯 喝酒不开车已是社会的普
遍共识，可总有少部分人漠视交规，铤
而走险，在酿成大错后才悔不当初。上
海的温某在与朋友把酒言欢后，驾车在
市区连续肇事，致3辆汽车受损1人受
伤。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
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
告人温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酒驾”“逆行”“闯非机动车
道” 疯狂之举层出不穷

2015 年 1 月 30 日 18 时，温某在上
海杨浦区某饭店与朋友饮酒聚餐，酒过
三巡后已至深夜 22 时。此时，早已醉
眼迷离的温某仍坚持自行驾车离开饭
店。在他驾驶车辆行驶至吴中路时，追
尾撞击了前方的一辆丰田轿车，可温某
并未下车处理事故，而是选择加速驶离
了现场。

岂料，这仅是温某接下来一系列疯
狂驾驶行为的开始。在车辆行至吴中路
古北路路口时，温某又再次追尾撞击了
在此等红灯的一辆宝马轿车，宝马车主
还未来得及了解情况，温某又已绝尘而
去。

在行驶至红松东路一酒店附近，温
某竟径直将车辆驶入非机动车道，并将
在此拦出租车的两名行人撞倒。但其仍
不理会被撞行人的安危，又做出了一个

更为疯狂大胆的举动：一个变道，将车
辆行至逆向车道上，并与一辆正常行驶
的宝马越野车发生严重碰撞，致双方车
辆损毁严重。温某随即弃车逃逸。

当晚，公安民警在事发附近一工地
地下室将烂醉如泥的温某抓获。经鉴
定，案发时温某体内血液酒精含量高达
2.64mg／ml；被撞倒的一位行人构成
轻伤；丰田轿车维修费 1700 元；宝马
轿车物损 6000 余元；宝马越野车物损
42 万余元。交警部门认定温某负四起
事故的全部责任。

“危险驾驶罪”还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发后，温某向被撞车辆的三名车
主赔偿了所有损失，并通过法院调解向
被撞伤行人支付了赔偿款 17 万余元，
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2016 年 6 月 28 日，公诉机关以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了
公诉。

庭审中，温某一方与公诉机关关于
其犯罪罪名的认定展开了辩论。公诉机
关认为，温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
车，两次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危害公
共安全，并又造成一起人车事故及一起
两车事故，致一人轻伤，物损达 40 万
余元，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温某一方则认为，其行为未造成严

重人员伤亡，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
度，应只构成刑罚较轻的危险驾驶罪。

法院：连续冲撞行为严重危
害公共安全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温某已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其
到案后能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损
失，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决定对
其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温某有期徒刑三
年零三个月。

温某不服，以一审判决定性错误，
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温某明知酒
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
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体内血液酒
精含量高达 2.64mg／ml，其高度醉酒
后明显控车能力不足，在先后碰撞到两
辆轿车后继续驾车冲撞，驶入非机动车
道撞倒两名行人，又逆向行驶严重撞坏
一辆轿车，醉驾途中前后共造成三辆轿
车被撞，物损达 40 余万元，另造成一
人轻伤，车辆行驶路线长达 20 余公
里，给公共安全造成紧迫的高度危险。
温某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
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
行为的危险性、破坏性已与放火、决

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物质等行为相
当，远大于一般的醉驾行为，应以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不构成危
险驾驶罪。遂于近日作出二审裁定，驳
回温某上诉，维持原判。

（刘 皓 王加凤）

醉酒司机在上海市区上演“疯狂驾驶”
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

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
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
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
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
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
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
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
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
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
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

■法条链接■

本报讯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中，保证人一审被判还款300万元
及利息和一审律师费，保证人不服，
提起上诉被维持原判。因保证人未能
主动履行，申请人又将保证人告上了
法庭，请求被告承担 20 万元二审阶
段律师费和 23 万元执行阶段律师费
合计43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保证合同纠纷案作出维持一
审的终审判决，被告振某、中辰公司
给付原告保利达公司包含 23 万元执
行阶段律师费在内的律师费合计 43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2013年9月3日，借款人徐某与
保利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
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4日
起至2013年12月3日止，利息为月利
率25‰，借款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
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及实现债权
的其他一切费用。振某、中辰公司作
为保证人与保利达公司及借款人徐某
均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对徐某与保利
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保
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
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
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及实现债
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保证合同的方式
为连带责任保证。中辰公司、振某在
保证合同上盖章、签名。

借款到期后，因借款人及保证人
未能偿还借款本息，保利达公司向如
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证人
中辰公司、振某承担保证责任，偿还
借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律师代理
费。

如东法院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作

出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振某、中辰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律师代理
费。振某、中辰公司不服，向二审法
院提起上诉，被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后因振某、中辰公司未能自觉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保利
达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6 日向法院申
请执行。保利达公司为上述二审及执
行案件分别与江苏李华律师事务所签
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分别支付律师费
20万元和23万元，上述律师费已实
际支付。保利达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
振某、中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二审中另
行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的行为仍属于追
索原债权的行为，原告支出的相关费
用如律师代理费等按双方签订的借款
合同、保证合同，仍属于合同约定的
保证责任范围。同理，因原一审判决
生效后主债务人及各保证人未能自觉
履行，原告在申请法院执行过程中支
付的律师费也属于上述合同约定的保
证责任范围。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
20万元二审阶段律师和23万元执行
阶段律师费合计 43 万元，并承担本
案诉讼费。

被告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称，双方在该案执行阶段已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其已履行和解协议内容，
不应再承担执行阶段保利达公司支付
的律师费。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能
举证证明原告在执行和解中已明确放
弃另行主张二审及执行阶段律师费的
权利，故被告认为其不应负担执行阶
段律师费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遂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建兵 李晓晴）

本报讯 本想让自己变得更帅
气，没想到最终事与愿违。江苏省苏
州市的小伙子丁某，因对缩唇手术效
果不满意，将某美容医院告上了法
庭，并索赔 10 万元。日前，苏州市
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丁某是一名“80 后”男子，长
期以来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他觉
得自己的嘴唇长得太厚。于是就在去
年，他下定决心要通过美容手术改变
现状。可是第一次手术结果并不如他
所愿：“感觉完全看不出变化，效果
不怎么理想。”抱着一定要追求完美
的决心，丁某于今年年初来到苏州，
选择了苏州某家新开业的美容医院做
第二次上下唇改薄手术。

谁料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了。手术完成后，他自认为自己上唇
的唇足被留偏了，嘴上遗留了许多瘢
痕疙瘩，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按照
丁某的说法，目前他的嘴唇明显不对

称，讲话时口型有点歪，还有严重跑
风，吃饭喝水时饭渣和水也会漏出
来，讲话时间长了嘴唇会发麻。

丁某一纸状书把该美容医院告上
了虎丘区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整形费、
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营养费、
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及后续治疗费共
计10万元。

在法院调解过程中，被告指出其
具备手术资质，手术诊疗过程符合规
范，且手术前告知了手术风险，因此
不存在医疗过错。针对原告的术后情
况，被告认为，原告进行的是美容手
术，每个人的评价标准不同，而且第
一次的手术经验正说明原告在嘴唇改
薄方面存在经验的，他是明知存在风
险的。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
请。

经法庭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协议：被告就本案所涉纠纷补
偿原告8000元。 （艾家静）

本报讯 吴某在河南省许昌市某医
院进行剖宫取胎手术，一年后出现间歇
腹痛，到郑州一家医院检查后，竟然在
吴某腹内发现了纱布。吴某将许昌这家
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自己损失 60
余万元。近日，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判 决 该 医 院 赔 偿 吴 某 各 项 损 失
265955.04元。

2014年9月，吴某入住许昌市某医
院行剖宫取胎术，术后一年多来，一直
出现间歇 性 腹 痛 、 发 热 。 2016 年 3
月，吴某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腹腔异物、腹腔
脓肿、腹腔脓肿乙状结肠瘘，在全麻
下行“腹腔异物取出术+回肠造瘘术+
肠粘连松解术”。术后发现腹腔一肿

物，经病理学检查，于肠管周围直径
4.5cm 囊腔内见一纱布。8 月，吴某再
次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回
肠造瘘还纳术+肠粘连松解术”，两次
住院费用共计 83980.47 元。2017 年 3
月，吴某经鉴定腹部损伤属于 7 级伤
残，鉴定中心认定吴某腹腔异物存留
应系许昌该医院过失行为所致，此过
失行为与吴某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建议参与度 60%至 90%，供参考）。
吴某支出鉴定费 5000 元。吴某认为，
自己所受损害因许昌该医院工作极端
不负责任，把一大块止血纱布遗留在
自己腹部内所致，遂将该医院告上法
庭，请求判令赔偿自己医疗费、伤残赔
偿 金 、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等 共 计

671658.54元。
庭审中，该医院辩称对吴某人身损

害构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但
不应该是全部责任。根据《司法鉴定意
见书》的鉴定意见，医院的诊疗行为虽
然与吴某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但其参与度为 60%至 90%，并非全部，
因此就相关经济赔偿责任而言，吴某的
赔偿责任应为主要责任，而非全部责
任。参照其他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惯
例，主要责任的赔偿比例一般为70%。
赔偿比例应在60%至70%之间为宜。该
医院同时认为吴某请求的赔偿数额过
高，过高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
况，应依法不应予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相关规定，患者在诊疗
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鉴定意见认为原告腹
腔异物存留应系被告过失行为所致，
该过失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存在因果
关系。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了
过错参与度，但医疗过错参与度只是
一个法医学概念，它是医学专家从疾
病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一
个度，并不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比例
的当然标准，医疗损害责任大小，须
综合损害后果、原因力大小及医疗损
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的关系等来确
定。本案从司法鉴定结论来看，导致
原告腹腔异物存留应系被告过失行为
所致，该过失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
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法医司法鉴定结
论意见和院方的过错程度，认定被告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遂作出上述判
决。

（赵市伟 刘 辉）

本报讯 因要求退还学费未果，
小刘将培训机构诉至法院，要求培训
机构退还他培训费 16800 元。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小刘诉称，2016年3月，他向培训
机构交纳学费总计16800元。培训机构
承诺包拿到职业技能证书，由于上课之
后老师所讲他听不懂，故他多次要求培
训机构退还培训费，至今双方协商未
果。

培训机构辩称，小刘所述与实际情
况不符，不同意小刘的全部诉讼请
求。其对小刘进行了培训和指导，小
刘也已经培训完毕，且在网络线上学

习课程已经到期，因他没有参加考
试，所以无法取得职业证书。其合同
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小刘无权要求
退费。

庭审中，小刘陈述其要求退还全部
学费的依据为：他学不会，培训机构承
诺包教包会，学不会可以退费。对此，
培训机构表示：其从未向学员承诺过包
教包会，而是给学员提供网络课和面授
课，学员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学习方
式，课下老师提供答疑辅导；考试的试
题是培训方自己出的，学员如果不能通
过考试就不能取得证书，学费也不退
还；只要学员完成课程，经过学习和考

试就能取得证书。小刘是由于其自身原
因没有参加考试，导致无法取得证书。
故他无权要求退费；培训方也没有关于
退费的规定，学员在参加培训之前就已
经讲清楚了，这个是由学员自由掌控时
间的学习。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原告
表示要求被告退还全部学费的依据是
被告承诺包教包会，故在其学不会的
情况下被告应当予以退费。但原告的
上述主张明显依据不足：首先，原告
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
次，根据原告签署的《学士后学员入学
特批申请表》以及《学员承诺书》之内

容可以看出，他在报名前已经知晓自己
不符合被告的入学条件（要求大专以上
学历），其仅为高中学历，故而才申请
特批入学，并自愿承担因不符合入学
条件而带来的任何学习风险，承诺不
要求被告退费。该承诺为原告自愿作
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
合法有效，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
最后，原告当庭表示其要求退费的理
由主要是其学不会，除此之外他并未
提出任何客观原因或举证证明被告存
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故在被告
已经履行了自身义务的情况下，原告
基于其自身主观原因要求退费，没有
合同及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分析，原
告现提出要求被告退还全部学费16800
元之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倪 筠）

病人术后一年发现腹内留有纱布
法院认定医院担全责 赔偿26万余元

自己“学不会”就要退学费？没依据！
小伙因自身主观原因要求退费被法院驳回

保证人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义务
申请人再告索要律师费获法院支持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朱艳介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
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
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
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
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而

其中所指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
了律师代理费用。本案中，保证合同
中已明确振某、中辰公司对徐某与保
利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
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
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及
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且本案原
告支付的 43 万元律师费确已实际发
生，故原告的请求于法有据。

男子缩唇不成反“破相”
怒向美容院索赔10万元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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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震上纺织有限公司、德科（苏州）纺织有限公司、苏州
宇晨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吴金锡、杨国英、杨震、毛锦泉、钱学新、
李惠芳：原告吴江市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吴江市震上纺织有限公司、德科（苏州）纺织有限公
司、苏州宇晨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吴金锡、杨国英、杨震、毛锦泉、
钱学新、李惠芳借款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郑州元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张高锋诉被告
郑州元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苏0509民初1402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产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白银鑫鸿矿业有限公司：原告庞国军诉被告白银鑫银商贸
有限公司、白银鑫鸿矿业有限公司、魏晓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一审判决后，原告庞国军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上诉状副本，庞国军的主要上诉请求为：1、撤销白银市平川区
人民法院（2017）甘 0403民初 266号民事判决书；2、要求依法追
加陈继光为本案原审被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法院

张志忠：本院受理原告施桂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于庭审后第30日
公开宣判。限你自宣判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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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龙江县人民法院

于学军、张明武、高振利、刘钊：本院受理爱辉区财政局与爱
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黑河市宏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于学军、张明武、高振利、刘钊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纪德武：本院受理原告刘英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大兴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刘春林：本院受理王立军诉你和陶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兴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郑军：本院在审理原告王伟诉被告郑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
款 10万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2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郑军：本院在审理原告陆启军诉被告郑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被告
归还借款 10万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9 时 2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胡冬子：原告樊耀祖、樊会琴、樊纪祖诉你与校娜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
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并定于 2017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审理。 [陕西]蒲城县人民法院

高腾飞、高雄飞、何花兵、韩凯敏：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
号（2017）沪 0115民初 28927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8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
杨源路 218号西漕第 19调解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云南丰华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
6月2日，云南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我公司”】与云
南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解决协议》，将我公司代表
云南省农业系统职工参与的宝华寺项目购房款所形成的全部债
权转让给云南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5月26日

本院受理幸昊申请宣告耿德文死亡一案，经查：耿德文，男，
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5号11
号楼2门10号，身份证号：210702195512240650。耿德文于2012年

6月28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耿德文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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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5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世忠、杨世友、杨
士先申请宣告肖功兰死亡一案，经查：肖功兰，女，1941年11月7
日出生，苗族，户籍地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陶尧村五组，公民身
份号码：522634194111070908。肖功兰于 1986年 4月离家出走后
失联，下落不明至今已达31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肖功兰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贵州]雷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忙女申请宣告邹晓兵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邹晓兵(男，公民身份证号码321087196909197810，户籍地江苏省
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通溱路 39 号)于 2013 年 4 月外出，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
望邹晓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联系(联系电话 0523-88846722)。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冰生、周美珍申请宣告苏拥军失踪一案，经查：苏拥
军 ，男 ，1973 年 1 月 14 日 出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2197301145770，住如皋市江安镇六团村12组，其于2011年清
明节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苏拥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巧荣申请宣告饶承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饶
承，男，1983年6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360403198306242416，从
1999年 12月 16日起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饶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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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诗蒙、王淑华申请宣告王宇失踪一案，经查王

宇，女，1981年 8月 6日出生，汉族，辽宁省盖州市人，农民，原籍
盖州市东城办事处北山嘴村。于2007年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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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盖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连军申请宣告赵淑娟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赵淑娟，女，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本溪市人，无职业，住辽

宁 省 本 溪 市 明 山 区 武 山 街 10 组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504630812054。被申请人赵淑娟于 2002 年 5 月起下落不明，
至今已满1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赵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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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兰才申请宣告都桂丽失踪一案，经查：都桂丽，
女，1966年 12月 8日生，户籍所在地大连市沙河口区玉门街 50
号 3-2-3，公民身份号码：210202196612082220，自 2014年 12月
12日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都桂丽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士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徐刚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徐刚，男，汉族，1979年 4月 12日出生（身份证明
号210421197904120035），于2013年5月23日在外出打工期间丢
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徐刚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虞明霞申请宣告海上事故公民死亡一案，
经审查，徐引军，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高 亭 镇 园 丁 路 10 号 6 号 楼 4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921196602053519。2017年 3月 20日，被申请人徐引军与申请
人虞明霞一起乘坐“舟渡6”船由定海三江回岱山途中失去联系，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徐引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包亚伟、襄阳谕谔工具磨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文武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对你们所有的别克凯越轿车（车
牌号为鄂FCJ910号）进行公开拍卖，但多次拍卖均无人竞拍。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鄂襄新执字第431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内
容为以物抵债，将被执行人包亚伟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CJ910别
克凯越轿车作价 49601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视
为放弃，本院将依法将上述车辆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名下。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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