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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工作到庭难 网络调解化纠纷

杨卫东 欧春光 范博见 刘 剑

有了有了““在线法院在线法院””平台平台 案子也能线上办案子也能线上办
在当前诉讼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

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新挑战。据统计，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年
收案达30555件，居北京郊区法院前列。2016年4月，昌平法院率先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新浪网合
作，运用“在线法院”平台，对一起申请人行动不便的案件进行了网络司法确认。这是北京市法院首例
网络司法确认案件，开启了在线办案促进纠纷解决的新模式。当法院碰上“互联网+”，昌平法院打造
了北京市首家“在线法院”平台，以“互联网+”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昌平法院走在了前面。

■
司
法
观
察

公平正义更加可见可信

2016年，昌平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
首次在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中，
利用“在线法院”平台向身处外地的未成
年人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未
成年人学习和生活的影响。

2016 年 9 月，昌平法院未成年人审
判庭在法院“网络 e调解室”利用“在线
法院”平台，远程征求了一起变更抚养关
系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本案中的
被抚养人名叫小梅，原告赵女士是小梅
的亲生母亲，被告李女士是小梅的继
母。2000年，赵女士与杨先生生育女儿
小梅。2009 年，二人离婚，并约定小梅
由杨先生抚养。2012年，杨先生与被告

李女士再婚，小梅则一直跟随继母李女
士在老家生活。2016年，杨先生不幸溺
水身亡。原告赵女士认为，小梅的生父
已经去世，自己作为小梅的生母，应该成
为小梅的监护人，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将
小梅变更由自己抚养。

由于被告李女士及小梅远在外地，
法官多次通过电话与李女士及小梅进行
沟通，询问孩子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叮嘱小梅不要因为此次案件影响了正常
的学习和生活。考虑到小梅已经年满
16 周岁，对自己的生活、学习和教育环
境应该有充分的认知，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

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
该子女的意见。”此前，在法官与李女士
及小梅电话沟通的过程中，李女士表示
原告赵女士反复多次起诉，已经给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现在正值考试复习的关键时期，孩子更
不愿意受到原告的打扰。为了不耽误小
梅的学习和生活，法官在征得原、被告双
方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在线法院”平台
与小梅进行了视频连线。为确保小梅身
份的真实性，法官特意邀请赵女士来到
调解室，在原告赵女士核实了小梅的身
份、住址等信息后，法官首先通过摄像头
确定没有其他人干涉小梅表达自己的意

愿。随后以亲切的口吻了解了小梅在校
学习情况，并询问小梅愿意由谁抚养。
小梅向法官明确表示不愿意跟随原告赵
女士一起生活，小梅觉得自己现在的生
活过得很幸福。最终，在法官的多次调
解下，原告主动与被告达成了调解，不再
主张变更小梅的抚养权。

■法官说法

针对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路途遥
远、不方便到庭的未成年人，昌平法院
通过“在线法院”平台征求其对抚养权
问题意见，这样能够有效保障未成年人
的正常学习生活，减少来回奔波，方便
当事人解决问题，从而成功化解当事人
的矛盾，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

昌平法院坚持需求导向，依托
大数据技术支撑，加快智慧法院建
设，与新浪网于2016年4月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合力打造了全新
的昌平法院“网络e调解平台”。

自 2016 年 4 月正式上线以
来，昌平法院的“在线法院”平台
已有法官、法官助理、人民调解员
共46人注册登记，共使用该平台
办理案件47件，其中，成功在线
调解21件，为311位当事人提供
在线服务。“在线法院”平台既方
便了群众诉讼，使路途遥远和身体
不便的当事人免受奔波之苦，又降
低了案件的缺席审判率，保障了当
事人最切身的利益。

目前，法官使用“在线法院”
平台办理的案件涉及民事、刑事、
商事等多个领域，其中，婚姻家
庭、继承纠纷，合同纠纷是较为集
中的案件类型，以当事人申请、法
官审查为主要启动方式。按照申请
原因不同，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
一，当事人因身体疾病，无法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第二，当事人距离
法院路途遥远，有特殊事由无法到
庭；第三，身在外地，因特殊原因
无法到庭。

昌平法院“在线法院”平台运
行一年多来，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
的特点：

一是大数据支撑，纠纷化解全
流程。依托大数据支撑，构建了

“法官-当事人”“法官-当事人-人
民调解员”等多方联动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平台，突破了调解时间、地
域的局限性，实现了调解资源的共
享。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于
2017年2月将“网络e调解平台”
升级为“在线法院”，“在线法院”
页面布局更合理、功能更强大、操
作更便利，覆盖更全面，具有便捷
性、时效性的特点。当事人通过电
脑网页、手机APP均可登录”在线
法院”预约调解纠纷，大大缩短了
调解时间。

二是平台功能丰富，适用范围
广泛。“在线法院”主要有三方面
功能：第一，法官远程视频调解和
释明。对于身体不便、路途遥远等
有特殊需求的当事人，如果案件事
实较为清楚、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明

确，可申请互联网在线调解。调解
不成，可及时向当事人做好相关释
明工作。第二，在线司法确认。
建立法院与各人民调解组织的网
络互联，纠纷经人民调解组织调
解成功后，昌平法院可在线完成
司法确认的申请、审查和确认。
第三，纠纷调解成功后，电子版
司法文书及时生成，线下制作书
面文书并送达，方便当事人诉
讼，提高审判效率。

三是综合保障加大，确保运行
顺畅。依托诉讼服务、便民服务、
法治宣传服务、文化涵养服务“四
位一体”的诉讼服务大厅，以及传
统媒体和自媒体阵营，昌平法院不
断加大“在线法院”的宣传，提高
群众的了解和认知度。同时，在院
机关和5个派出法庭均建立专门的
互联网调解室，配备PC终端、手
机移动办公终端等电子设备，搭建
专用网络，组建了专门的技术团
队，以使平台运行顺畅，确保当事
人提出申请后，第一时间进行审
查，第一时间启动运行。

四是强化多方联动，突出平台
共享。加大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的

“在线法院”平台共享，以派出法
庭为辐射点与辖区内的镇、街道基
层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合作，
积极推广应用，借助各方力量开展
网络调解工作。开展网络调解培训
专项培训工作，建立起互联网调解
工作微信群、QQ群，为流村镇北
流村、南流村等12个村庄的15名
大学生村官赠送摄像头、耳麦、音
箱等互联网调解设备，强化多方联
动，加大对基层调解组织的远程指
导和司法确认。目前，可以实现与
辖区内司法所的“在线法院”平台
共享。

“在线法院”平台推动了司法
的网络化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依
托，以网络平台和传输设备为载
体，利用网络空间进行诉讼、调解
等活动，可以为当事人及法院提供
极大便利，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提
升诉讼效率、降低维权难度，有助
于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说这是一次互联网技术在司法
中的深度应用，让公平正义更加可
见可信。

2016年4月，昌平法院南口法庭利
用“在线法院”平台成功调解了一起离
婚纠纷案件，这是北京法院系统首例网
络调解案件。

原告陈先生起诉要求与被告张女
士解除婚姻关系。法院受理后，向张
女士送达了起诉书和开庭传票，后张

女士打电话告诉法官同意与陈先生离
婚，但自己工作性质特殊，常年在外
地，路途遥远，且身体状况不佳，无
法到庭参加诉讼，并向法院邮寄了书
面答辩状。鉴于被告张女士的特殊情
况，经其申请，并征求原告陈先生的
意见后，法官尝试利用“在线法院”

平台对该案进行远程开庭。开庭当
天，法官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后，通
过视频进行当庭调解，最终，双方自
愿离婚，并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
题达成一致。随后，法官通过视频向
原告宣读了调解笔录的内容，并由原
告对调解内容进行确认。

■法官说法

“在线法院”是新型的互联网纠纷
解决平台，包含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
认、在线审判等功能，面向纠纷的所有
参与方。

“在线法院”平台使路途遥远、行
动不便等特定情形的当事人免于奔波之
苦，为当事人多元化解决纠纷提供便
利，降低了案件的缺席审判率。

因家暴拒到庭 远程视频终化解
2016年5月，昌平法院南口法庭利

用“在线法院”平台成功对一起矛盾冲
突激烈的离婚案件进行了网络调解，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原告田先生将黄女士起诉至法
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法院受理
后，向黄女士邮寄了起诉书和开庭传
票。黄女士在收到传票后，未按照指

定时间到庭参加诉讼。经法官询问，
黄女士表示，因田先生有家庭暴力倾
向，不敢到庭参加诉讼。考虑到本案
的特殊情况，承办法官在与当事人多
次沟通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
下，利用“在线法院”平台对该案进
行调解。开庭时，双方均认可婚后无
子女且无夫妻共同财产，但情绪仍旧

十分激动，矛盾非常激烈。最终经过
法官的悉心调解，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
系。法官通过视频向黄女士宣读了调解
协议的内容，确认了该调解协议是黄女
士的真实意愿表示。庭后，田先生仍然
对黄女士表示不满，法官耐心对其进
行了心理疏导，田先生最终消除了不
满，并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感谢。

■法官说法

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法官舒
缓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避免了恶
性事件的发生。同时，通过视频开
庭，黄女士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真
实 意 愿 ， 诉 讼 权 益 得 到 了 有 效 保
护 。“ 在 线 法 院 ” 平 台 给 那 些 矛 盾
激烈的当事人以空间，既避免了正
面直接冲突，也及时有效地化解了
纠纷。

当事人年逾八旬 化解纠纷不出门
2016 年 8 月，昌平法院南口法庭与

昌平区南口镇司法所通过“在线法院”平
台联动快速解决了一起司法确认案件。

年近 60 岁的董某家住昌平区南口
镇某村，他与穆女士结婚后生下女儿小
董。穆女士所在单位曾分给她一套公有
住房，穆女士对房屋享有使用收益的权
利。后穆女士去世。因穆女士的父亲早
年身故，穆女士的母亲邓奶奶、丈夫董
某、女儿小董作为穆女士的继承人，享有

继承权。三人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如何继
承有了初步的调解意向，遂向南口镇司
法所提起了申请。考虑到邓奶奶与小董
祖孙二人住在距离南口镇 60 公里外的
朝阳区，且邓奶奶已年逾八旬，行动极为
不便。南口镇司法所通过昌平法院的

“在线法院”平台，对这起纠纷进行了调
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三人一致同意，
房屋由穆女士的丈夫董某继续租赁使
用。后法院又通过该平台对这起案件进

行了审查。庭审中，董某出具了结婚申
请书、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等证据，邓奶奶
和小董也通过镜头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和
意见。最终法院确认了该人民调解协议
的效力。庭后，年逾八旬的邓奶奶对法
院快速帮其解决问题表示了感谢。

■法官说法

2016 年起，昌平法院南口法庭与
辖区内的司法所逐步建立起“远程人民

调解+远程司法确认”快速化解纠纷模
式。一年多来，南口法庭依托“在线法
院”平台，打造“互联网+诉讼”审判
服务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
求。而且南口法庭注重强化多方联
动，完善诉调对接，加强与辖区乡镇
司法所、村基层调解组织的沟通与联
动，制定调解规则，以信息化手段促
进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
的对接，形成覆盖全面的多层级纠纷
化解体系，逐步实现在线办案资源共
享，让当事人不出家门就能进行司法确
认、解决纠纷。

为被告人异地开庭 实现远程辩护
2017 年 5 月，昌平法院刑一庭异地

开庭审理了一起盗窃案，在庭审中，利用
“在线法院”平台，实现辩护人远程提供
法律援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7年3月，被告人杜某在昌平区一
辆行驶的公交车上，趁乘车人不备，从其
左肩的单肩背包内窃取化妆包一个，被便
衣民警当场抓获。被告人杜某因患病被

取保候审，一直在老家治病，因生活困难
且患病无法到北京接受审判。昌平法院
了解到被告人相关情况后，远赴被告人居
住地异地开庭，并依法为其指定了辩护
人，庭前辩护人到法院进行现场阅卷。5
月，在核实被告人居住地后，法院在当地
法院进行了开庭。开庭当日，辩护人来到
昌平法院，并在法院技术人员的支持下，

通过“在线法院”平台发表了辩护词，为被
告人提供了远程的法律援助。最终，昌平
法院判处被告人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法官说法

通过“在线法院”远程视频的形式，昌
平法院为远在异地开庭的被告人提供了

法律援助，实现了远程辩护，充分保障了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昌平法院还在
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在看守所建立速裁法
庭，对羁押的被告人完成审判程序，并通
过数字法庭同步直播庭审，既降低提押被
告人风险，提高审判效率，又能实现旁听
人员在院内旁听，确保审判公开，这是该
院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建设智慧
法院相结合的创新举措之一。从多维度
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进
一步推动智慧法院的建设。

在线征求意见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图为昌平法院在线调解现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13日（总第7094期）

宣告孙姣死亡一案，于2016年7月9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
出寻找孙姣的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7年7月31日依法作
出（2016）甘 0102民特 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孙姣死亡。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侯海霞申请宣告毕德生死亡一案，于2017年5月4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7年 8月 6日依法作出
（2017）辽 72民特 4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毕德生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连和、单秀珍申请王世成死亡一案，于2016年7
月4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7年7月14日依法作
出（2016）新0102民特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世成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贺守志申请宣告贺
永失踪一案，申请人贺守志称，贺守志与贺永系父子关系，贺永
因不明原因于2013年10月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街里出走，至今
已下落不明满两年。下落不明人贺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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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贺永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贺永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贺永的情
况，向本院报告。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永沾申请宣告陈
绮文失踪一案，申请人陈永沾称，陈绮文患有精神分裂症，因病
情恶化，逃家出走，于2000年6月5日上午9时左右，在下塘南约
直街附近走失。下落不明人陈绮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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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陈绮文将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绮文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绮文的
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宗词、宋桂莲申请
宣告李如昭失踪一案。申请人李宗词、宋桂莲称，李如昭于 2012
年10月18日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李如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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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李如昭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如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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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昭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全德申请宣告李英失踪一案，经查：李英，
女，生于1962年1月12日，汉族，住唐河县城郊乡秦冲村张西组，
身份证号码：412929196201120808。于1991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希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宣告李
英失踪。联系电话0377—68958788。 [河南]唐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根柱申请宣告李慧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李慧明 1981年 5月 13日生，汉族，于 2008年 5月份走失，下落不
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李慧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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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家勇申请宣告阮班能失踪一案，经查：阮班能，
女，1984年6月3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420682198406032582。于2005年4月走失，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阮班能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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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阮班能失踪。 [湖北]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文余、周爱珍（二
人系夫妻关系）申请宣告陈应亮死亡一案。申请人称，其子陈应
亮（男，汉族，1991年5月5日出生，湖北省麻城市人，住麻城市顺
河镇陈家河村一组17号，公民身份号码421181199105056275，精
神病患者）于2010年因精神病病发外出，至今下落不明，故特向
贵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陈应亮死亡。下落不明人陈应亮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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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应亮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陈应亮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陈应亮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8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世忠申请宣告公
民死亡一案。申请人李世忠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李选文、李选
旺是父子关系，李选文于 1993 年农历正月初四（1993 年 1月 26
日）离家出走，李选旺于1995年失踪。至今两被申请人未与家人
有任何联系，经多方寻找，被申请人李选文、李选旺没有任何音
讯，一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李选文、李选旺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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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选文、李选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李选文、李选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李选文、李选旺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水红申请宣告殷利兵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殷

利兵，男，196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市人。于2003
年11月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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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胡久刚申请宣告胡灵军失踪一案，经查：胡

灵军于2015年6月26日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胡灵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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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刘诗华申请宣告金玉秀失踪一案，经查，金玉

秀，女，生于 1981年 6月 10日，瑶族，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
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陆铺派出所，公民
身份号码：432926198106102648。申请人刘诗华与被申请人金玉
秀于 2006年 3月经人介绍相识恋爱，2006年 11月 01日，金玉秀
与刘诗华登记结婚，于 2007年 10月 9日生育一子刘鑫，于 2013
年 1月 28日生育一女刘晶媛。金玉秀于 2015年 7月出走，至今 2
年未到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镇忠营村，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金玉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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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17年8月7日

本院受理周洲瑞、周瑾瑞、周嘉瑞申请宣告邱香莉失踪一
案，经查：邱香莉，女，汉族，1984年2月10日出生，住宁远县中和
镇上街村石珠坝自然村，公民身份证号：431126198402106243，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邱
香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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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矫士博申请宣告矫继财失踪一案，经查：矫继财，
男，汉族，身份证号 220124198001241011，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
德惠市大青咀镇兴盛村太平桥屯 4社，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矫继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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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矫继财失踪。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沈阿四宣告沈福英死亡一案，经查：沈福英，女，
1964 年 1 月 19 日 出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02196401192827，住苏州市姑苏区吴门桥，于2004年离家出
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沈福英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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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日受理申请人孙晓云申请宣告孙晓红死
亡一案。申请人孙晓云称，我是孙晓红的大妹，孙晓红于2007年1
月15日中午在给父亲买饭时走失。下落不明人孙晓红应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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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孙晓红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晓红生
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孙晓
红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闫少英申请宣告弓
庆源失踪一案。申请人闫少英称，申请人闫少英与被申请人弓庆
源系夫妻关系，因其2000年9月31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
满二年。下落不明人弓庆源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弓
庆源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弓庆源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弓庆源情况，向
本院报告。 [山西]文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屈明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宋念武失踪一
案，经查，宋念武，男，汉族，1965年11月1日生，住陕西省安康市
汉滨区新城办枣阳村一组门牌号 70 号，公民身份号码：
612401196511010739。被申请人于 2013年 3月 8日离家外出，至
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宋念武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栾宝珍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叶建模死亡
一案，经查，叶建模，男，汉族，1937 年 5 月 4 日生，公民身份号
码：612421193705040532，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安铁静安小
区 51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 15 时左右被洪水
卷入江中冲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一年。希望叶建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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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赖长彬申请宣告赖永全失踪一案，经查：赖永全，

男，194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
镇万和村7组，身份证号码：510625194312090016，于2015年6月
起下落不明，至今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赖永全应当在公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否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赖永全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
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戈申请宣告张彤
死亡一案。申请人张戈称，下落不明人张彤与申请人张戈系兄弟
关系，1981年8月份，张彤因母亲有病无人照管外出走失多年至
今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张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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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彤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彤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麟寿申请宣告宋奇云（曾用名宋仙洲）死亡一

案，经查：宋奇云，出生于 1963年 7月 22日，未婚，于 2002年 6月
1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宋奇云（曾用名宋仙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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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炳增申请宣告许美颜死亡一案，经查：许美颜，

女，1983年7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万新村盘山道
倚虹中里7-1-205，公民身份号码：120102198307065346。许美颜
于 2013年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一年。希望许美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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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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