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评论部主办 责任编辑 杨建文 联系电话：（010）67550746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新闻·评论］

《 公 司 法 司 法 解 释 （ 四 ） 》 专 家 系 列 谈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执行攻坚的“四个关键”
周陈华

打赢这场攻坚战，必须抓住
领导班子、评估指标、执行强制以
及改革创新等四个关键，确保如
期交出圆满答卷。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后，全国
各级法院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责任同
力，敢啃硬骨、勇挑重担，自身的执行
力不断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稳步攀升、
诚信的引领力大幅跃升。在形势持续
向好的当下，笔者认为，要打赢这场攻
坚战，就必须抓住领导班子、评估指
标、执行强制以及改革创新等四个关
键，确保如期交出圆满答卷。

要突出领导班子这一“关键少
数”。基本解决执行难，对外，不仅是法
院一家的事，更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对内，不仅是执行
局一部门的事，更是全院整体工作中
的重要一环。这就需要突出领导班子导
航指向、以上率下的作用，从全局视野，
凝聚共识、集聚资源、汇聚力量。班子成
员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对
涉执行的重要法规要集体学习、重要制
度要集体研究、重点案件要集体会办。
对外要沟通协调，在党委领导下，畅通
工作机制、贯通协作责任；对内要立足
分管部门，强化立审执衔接，通过多元
解纷、强化调解，为执行减负加油。

要突出评估指标这一“关键目
标”。第三方考核评估体系系最高法院
委托中国社科院等第三方制定，具有
高度的公开性、科学性和权威性。这既
是任务书，也是指挥棒，要对照考核评
估体系的各项指标，在吃透精神的基础
上，定人、定任务、定责任、定期限，做到
聚好焦、发准力、施巧劲。一方面，要“扬
长”。要从动态的角度看待自身的优势，
在巩固“基本盘”上多打问号，在拓展

“新空间”上多打逗号，不停顿、不懈怠、
不自满，持续加压，不断加码。另一方
面，要“避短”。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对
短板不回避，对不足不遮掩，对发现的
问题要从深层反思、剖析、整改，列出
清单、靶向施策，确保达标。

要突出执行强制这一“关键抓
手”。执行工作正是由于被执行人消极
乃至逃避法律确定的义务而产生。要
旗帜鲜明维护申请执行人权益，就必
须对存在失信行为的人施铁腕、出重
拳，要使得当局者“得不偿失”，观望者

“以儆效尤”。要综合运用失信黑名单、
司法拘留、拒执犯罪等强制措施，并因
案制宜地推出如执行悬赏、在失信被
执行人村居社区张贴相关信息等措
施，全力击中痛点。特别是要加强集中
执行力度，常态化开展“凌晨行动”、

“假日执行”，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状态提高查人找物水平，
造浓失信必严惩的氛围。

要狠抓改革创新这一“关键动
力”。具体到执行领域，一要善用信息
化手段。要以建设法院信息化3.0版为
契机，不仅要在硬件上升级，更要从软
件上提质，让执行干警会用、善用、乐
用，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要开展
多元化宣传。要借助传统媒体、自媒体
等多元介质，针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
人、社会公众等多元群体，分类别、分
层次、分时段地对执行不能、失信后
果、工作战果等开展宣传，提升宣传的
传播力和感染力。三要构筑常态化机
制。除对顶层设计不折不扣落实外，对
执行团队构建、司法网拍等实务问题，
在权限范围内要鼓励微创新、支持微
革命、展现微成果，为从体制机制上破
解执行难添砖加瓦。

新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以下简称《解释（四）》）所制定的规
则，开篇就是公司决议，这是标准的集
体决策活动的司法规则。《解释（四）》
的制定，遵循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主线
是股东的泛集体性权利。《解释（四）》
针对公司决议的六条规定，虽然用笔
不多，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大的意
义。简而言之，就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针
对集体决策机制进行司法审查作出系
统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理论上章法严谨、实践上张弛有度
的规则体系。

首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系统
地明确规定集体决策机制的司法审查
规则。作为民商合一的国家，在我国法
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法律人对私人
权利的界定更为熟悉，而对集体权利
则较为陌生。商业实践也是如此，如果
放在十年前，决议行为甚至可能都只
是公司内走个过场。但是今天，“宝万
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民普及公

司法的机会，其中的焦点就是华润和
万科对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争议。公司
法兼具公与私的特点，甚至被视为是
小型民主的组织。尽管集体决策无论
在任何一个组织、集体或者国家内都
会存在，但是对决议的效力以法院提
供司法救济的方式来解决，是前所未
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对决
议行为的司法审查规则，可以说是开
辟性的。如果从未来回望，《解释（四）》
的这一尝试和努力，至少在知识上是
极具开创价值和意义的。

对决议效力的司法审查，不仅仅
对当下日益成为焦点的公司控制权力
的商业争夺，为公司的投资者、管理者
乃至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司法救济的

手段，而且对我国法院而言，也因为
《解释（四）》提供了框架并开放了诉
讼，会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强
有力的激励。《解释（四）》系统性地确
立对决议效力的司法审查规则只是一
小步，但对中国的商业界和法学界，却
是重大的一步。

其次，没有一个法律规则体系可
以穷尽组织活动的模式、方式和具体
细节，大量的细节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实践和文化。美国的标准商业公司法
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则，细节仍然有
待于具体情境下，通过人们对合议、投
票等民主规则的理解来填充。这一问
题，在中国尤其突出，缺乏先例和政治
传统，而学界的思想源泉众多，每个参

与建议者都在用自己脑海中的集体决策
“模板”来提出不同的意见。缺乏本国的
固有模式，是《解释（四）》起草和制定时
遇到的最大挑战。今天沿用的2005年公
司法规则，在当时就决议问题本身规则
的规定，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最典型的如
确认决议无效的起诉主体没有限定，但
是撤销决议的主体反而仅限于股东。理论
研究可以天马行空，但司法解释却要在现
行规则下贯彻执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解
释（四）》制定的规则，可以说是既充分地
吸收了比较法上的框架，又在现行规则和
共识下，最大限度地填补了司法裁判的标
准。比如，相关规则对最重大的几个疏漏
进行了明确回答，细化了决议无效、不成
立和撤销之诉的主体，对轻微瑕疵进行了

界定，区分了事实层面和效力层面的决议
不适格，以及决议效力认定本身的效力范
围；再比如，对不成立的规定中，也从不需
要、未召开、到数票、投出票等方面进行了
表述，可谓清晰严谨。

再次，更值得称道的是，《解释（四）》
并没有过多地在各种具体细节上纠缠，
而更多以留白的方式，抓大放小，允许各
地法院进一步自行探索。既符合这一问
题上的背景特点，更切合了这一问题在
实践中具体情形的复杂、多变。公司法的
规定本身比较粗疏，工商部门过去推行
的“标准章程”，又加剧了这种粗疏，各种
各样的章程细则、补充案、修正案、议事
规则，对公司决议的程序、形式、步骤等
有着多种多样的补充，如何在一个具体
案件中作出判断，《解释（四）》的六条虽
少，但是把握住了决议作出的关键判断
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符合
当下国情，又张弛有度，保持了开放性、
包容性和灵活性的规则体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解释（四）》决
议效力部分的六条规定，当然也包括其
他部分，所传递和表达的公司治理价值
观，也是非常清晰的：尊重公司自治，允
许通过章程探索中国式的集体决策；要求
公司尊重程序和权力分配形式，以体现集
体决策所必须的公开、透明、规范；保护公
司的集体利益和正常商业运作。这样的价
值表达，不仅符合过往数十年整个国际范
围内的公司法发展趋势，也和当下经济政
策、商业环境和需求是一致的。

确立了商业集体决策司法审查的新规则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邓 峰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针对集体
决策机制进行司法审查作出的司法解释，确立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理论上章法严谨、实践上张弛有度的规则体
系。其所传递和表达的尊重公司自治，允许通过章程探索

中国式的集体决策；要求公司尊重程序和权力分配形式，以
体现集体决策所必须的公开、透明、规范；保护公司的集体
利益和正常商业运作等方面的公司治理价值理念，是非常
清晰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
首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批量

公开裁判文书，转变了过去文书公开
零零星星、随意性强的状况，使文书公
开走向了规范化和制度化，这对于真
正通过文书公开倒逼司法权力规范运
行、提升裁判质量、提高司法公信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其次，裁判文书公开还掀开了法
院的神秘面纱，让人们能够直观、真实
地看到个案的案情、法院的认定过程
和结论，法院不再神秘但并没有因此
而丧失权威，反倒有助于在经历质疑
的过程中赢得认可。

再次，裁判文书公开有助于发挥
司法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
越全的文书公开在网上，让社会可以从
多个角度了解和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各
类问题，不仅仅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

也有助于人们分析社会形势、预测社会发
展，为党政决策、商业活动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商机。

二、裁判文书公开的情况和变化
首先，法官在裁判文书公开上的自

由度得到了控制。以前文书是否公开，法
官有很大的裁量空间，现在制度规定的刚
性越来越强，自由裁量空间越来越小。尤
其是随着裁判文书不上网信息的逐步公
开，裁判文书的公开范围正在逐步扩大。

其次，信息化在裁判文书公开上的作
用有所体现。经过改版后的中国裁判文书
网比原来更加好用，同时移动客户端的上

线也方便了公众多渠道获取裁判文书。
再次，文书公开正在向立体化公开

迈进。一二审、再审文书逐步实现了关联
公开，这不仅方便了公众参阅，更关键是
初步实现立体化公开，为公众多视角分
析案件裁判提供了依据。

三、裁判文书公开未来发展的方向
首先，进一步提升网站的稳定性、友

好性和易用性。随着海量文书集中发布，
网站服务器承载能力将接受日益严峻的
考验，为此，应当加强网站运维、扩容，确
保不宕机、不掉线、响应速度不减慢。应
进一步优化网站检索功能，让用户较为

容易地定位需要的文书。
其次，注重推进立体式公开。在实现

了一二审、再审文书相关联公开的基础
上，还要考虑从重点案件、疑难案件、社
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等入手，推进经过必
要隐名处理的庭审笔录、起诉书、答辩
状、关键证据等的公开，让公众分析案
情、研究裁判结论有依据，让社会监督裁
判公正性、分析说理水平有凭证。对于重
大案件还应当加强主动研判舆情，主动
进行解读、释法，引导社会舆论，对于社
会负面舆情，还要积极主动做好回应。

再次，推进裁判文书数据分析。文书

公开所沉淀的大数据是分析社会形势、
评判决策成效的重要依据，是构建诚信
社会的重要参考，是发挥裁判文书等公
共数据经济效应的重要资源。目前，大量
的机构和个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抓取裁判
文书网的数据，对此，有关部门采取了严
格管控的措施，但限制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公开的目的在于让社会去使用、数
据的价值在于可以去分享。为此，应当探
索建立招投标等合规的数据外包机制，
让符合条件的机构批量分享裁判文书数
据并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利用，在允许此
类机构借助裁判文书数据再利用从事营
利活动的同时，应要求其承担将大部分
核心分析结果反馈给法院使用，并开放
给公众免费使用等的义务。在此过程中，
要防止个别商家借此形成垄断、牟取暴
利，又要防止相关部门与商家之间形成
利益输送、产生廉政风险。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
内容，也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截至
2017 年8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
判文书3000多万份，累计访问量超百
亿人次。2016 年 8 月 30 日，中国裁判
文书网APP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为
公众查询裁判文书提供了新的移动平
台。中国裁判文书网由此成为全球最
大的裁判文书数据库，也成为司法大
数据的基干内容。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
使审判权，就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依法制
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裁判文书上网
公开是深化司法公开、展现司法文明、保
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公约
数最大、阻力最小、实践效果最好的司法
改革。裁判文书不仅要向案件当事人公
开，还需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以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提升司法水平，真
正在每个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中
国裁判文书公开网，集中统一发布全
国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人民群众无
须再到案件审理法院去查询文书，直
接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即可轻松找
到所需裁判文书。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设计基本做到了栏目清晰，分类明确，
检索有效。为了保证裁判文书公开的
规范性，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对裁判
文书公开确立标准、制定规范。2016
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新
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该

规定明确了不上网公开的裁判文书种类
范围，强化不上网审批管理，要求所有公
开的裁判文书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处
理，以保护公民隐私权。在不断规范和加
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的同时，新《规定》
还围绕如何就减轻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
开工作量、降低上网裁判文书出错风险、
强化对此项工作的精细化管理等增设了
一系列配套制度。为了提升网站友好性，
最高人民法院还不断在对“中国裁判文
书网”进行优化改版，增设了一键智能查
询、关联文书查询、个性化服务等功能，
并开设了少数民族语言文书公开板块。

中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意义重大，
标志着中国的司法公开进入了前所未有
的阶段。第一，裁判文书公开有助于提升
司法公信力。裁判文书公开的目的是向
公众展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
得出裁判结论的推理过程和结果，让司
法活动在阳光下进行。同时，通过提升裁
判文书说理性，在法制宣传、法学研究、
案例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等方面体现其
附加值，使裁判文书成为沟通专业和非
专业认知的桥梁。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之
后，方便了人民群众查阅和研究，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原有横亘在公众与司法机关
之间的物理隔阂，配合以立案庭审公开、

执行性信息公开等举措，使人民群众能
够较为深入地了解法院的工作状态，对
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大有裨益。

第二，裁判文书公开有助于保障各
方面的合法权益。对公民而言，裁判文书
公开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当事人
还可以通过裁判文书获取所关心的案件
信息，为诉讼提供最大的便利。对律师而
言，裁判文书的公开为律师提供了最为
经济的业务范本，方便其开展业务，比较
分析案件、作出预判。裁判文书为研究者
提供了最全的资料，使其能够更深入地
了解司法制度运行的状况、文化对司法
的影响。裁判文书更是为法官提供了最
有效的工作参考，有助于减少同案异同
判的现象，将量刑不均衡度降到最低。

第三，裁判文书公开有助于倒逼法
官提升素质和水平。司法权运行是通过
法院整体实现的，但法官个人在实现正
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司法正义是
通过个案来实现的。与其他侧重于过程
的司法信息不同，裁判文书信息侧重的
是司法结果，并从多重角度展现了法官
运用司法权的状况。裁判文书直接反映
了司法裁判的水平，一份好的裁判文书，
同时也全面展现了法官的业务素质、司
法权运行规范程度和道德水准。裁判文

书公开可以极大程度地倒逼法官在行使
裁判权时依法审慎公正，在撰写裁判文
书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然而，尽管中国
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实践如火如荼，但
在裁判文书公开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中仍
然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裁判文书实名公开不宜“一刀切”。
裁判文书包含当事人信息，涉及个人隐
私或商业秘密，因此裁判文书公开一方
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要
注重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了平
衡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要求法院在公开裁判文书时
对当事人的身份证号、详细家庭住址等
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但不得隐去当事人
的姓名。这种对裁判文书实名公开“一刀
切”的做法在现阶段需要慎重。目前，民
众对打官司仍抱有偏见，民众也不习惯
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络上，为了减少当
事人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抵触情绪，实名
公开时应该区分案件类型，如涉及人身
权益、婚姻家庭的民事案件中，自然人的
姓名等可考虑予以隐名处理。

裁判文书质量有待提高。依据现行
的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裁判文书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裁判文书是否全

面归纳了诉辩双方的主张；二是裁判文书
对当事人的诉求是否均作了回应；三是对
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质证意见不统
一的，裁判文书是否说明应否采信及其理
由；四是裁判文书是否阐述了针对案件事
实适用某法律规定的理由，即是否说明了
适用的法律条文以及为什么适用该条文；
五是裁判文书是否附有所适用的法律条
文依据。这五条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裁
判文书的基本要求。虽然绝大多数裁判文
书形式规范、内容完整，部分裁判文书说
理充分、逻辑严谨，符合上述要求，但确
有部分裁判文书适用法律、证据认证方
面有待提高，部分法律文书逻辑不严谨，
说理不充分，有的裁判文书仅以符合“证
据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做简
单归纳总结，很难有说服力。

裁判文书数据的深度开发和应用不
够。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
网，作为权威的司法数据库，还应推动司
法数据的深度开发和应用。司法大数据
的运用有助于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
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裁判文书大数据
的发掘可以精确把握司法审判活动的历
史特点、规律与运行状况，帮助党政机关
了解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为社会治理的
政策研判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到目前为
止，有关部门对裁判文书的相关数据的分
析和应用尚处在初级阶段，鲜见裁判文书
数据分析服务于立法、决策的实践状况。
人民法院在做好裁判文书公开的后续工
作，最大限度发挥裁判文书在社会治理
方面的作用还需作出更大的努力。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改革重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 禾

裁判文书公开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吕艳滨

本院受理的申请宣告余才清死亡一案，于2017年4月21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7 年 8 月 3 日依法作出
（2017）新0104民特10号判决书，宣告余才清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明强、周明勇申请宣告周明生死亡一案，于
2016年7月3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7年8月
14日依法作出（2016)新0102民特7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周明生
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丹婵申请宣告潘转宋失踪一案，经查：潘转宋，
女，汉族，1972年2月6日出生，广东省开平市人，原住开平市水
口镇向阳竹溪村六巷8号，身份证号码：44072419720206046X。
潘转宋于2013年9月21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潘转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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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开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守成申请宣告王佳伟失踪一案，经查：王佳伟，

女，198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佳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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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佳
伟失踪。 [黑龙江]肇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倪伟勇申请宣告倪帅死亡一案，经查：倪帅，身份
证号230102197004012619，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
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治头道街12号1单元1楼3号。于
1994年5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倪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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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侠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刘侠称，申请人刘侠与被申请人孙仁建系夫妻
关系，被申请人孙仁建，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为420103196802212719，住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小区21-2号1楼3
号，其于2015年10月外出打工，2016年起失踪，经多方寻找，被申
请人孙仁建杳无音讯，一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孙仁建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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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孙仁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孙
仁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孙仁建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勇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李满怀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李满怀，男，汉族，1957年9月29日出生，黄冈市
人，公民身份号码42212119570929043X，与申请人李勇系父子
关系，从2011年10月7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被
申请人李满怀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计算），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唐早秀申请宣告刘莉失踪一案。经查：刘
莉，女，汉族，1986年12月7日出生，原住邵阳市大祥区雨溪镇
新冲村2组180号，身份证号：511525198612072403。下落不明已
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莉本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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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凡甫申请宣告
陈忠元失踪一案，申请人陈凡甫称，陈凡甫与陈忠元系父子关
系，陈忠元长期在外务工，自2015年2月起与家中失去联系。下
落不明人陈忠元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其他知悉陈忠元现状或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告知本院陈忠元的情况。逾期不申
报或未告知的，公告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判决。联系电话：0736-
2872359。 [湖南]汉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和娣申请宣告谢志云死亡一案，经查：谢志云
（男，1927年12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江阴市浮桥街6组谢家坊1
号）自1981年1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谢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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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云峰申请宣告胡迎春死亡一案，经查：胡迎春（男，
1976年11月10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219197611106312，汉
族，户籍地江阴市澄江街道香山村孙家弄127号）自2003年起，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胡迎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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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宁玉华申请宣告刘学平死亡一案，经查刘学平，

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220104196509252614，汉族，
住朝阳市双塔区红旗街十二委。于2010年12月1日离家出走，
现发出公告，希望刘学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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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决。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国华申请宣告李堃死亡一案，经查：李堃，男，汉

族，1987年12月25日出生，原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文化街6号，于2013年7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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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凌楠申请宣告凌

跃荣 失 踪 一 案 。申 请 人 凌 楠 称 ：凌 跃 荣（身 份 证 号 ：
370105510623411）于 1999 年左右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
落不明人凌跃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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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凌跃荣将被宣告
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凌跃荣生存状态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凌跃荣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京花、张京霞申请宣告张京平失踪一案，经查张

京 平 ，男 ，汉 族 ，1968 年 1 月 21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70724196801213875，住山东省临朐县东城街道弥南村，申请人
称张京平于2000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张京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电
话：0536-3216114）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学峰申请宣告周敬敏死亡一案，经查：周敬敏，
男，1937年3月31日生，汉族，山西省芮城县阳城镇柏树村东组
人，退休教师，于2010年1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周敬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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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芮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汪桂萍申请宣告赵勤死亡一案，经查：赵勤，女，
1959年3月3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南大
街554号，于1980年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赵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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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四川省烟草公司

泸州市公司叙永分公司申请宣告武晓燕失踪一案。申请人四川
省烟草公司泸州市公司叙永分公司称，武晓燕于2014年4月13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大女儿家疗养不慎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人武晓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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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武晓燕将被宣告失
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武晓燕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武晓燕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叙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亮申请宣告陈道金失踪一案，经查：陈道金，男，

1956年4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0126195604224438，汉族，
农民，户籍地：四川省彭州市葛仙山镇大曲村10组，于2004年从
西藏回家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3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道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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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余祖林申请宣告余江失踪一案，经查：余江，男，

1983年4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10182198304030011，汉族，
户籍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天府中路新民路西南巷8号，于
1996年9月2日随继母外出后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1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余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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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定碧申请宣告公
民死亡一案。申请人称，其配偶李金寿（男，汉族，1952年8月7
日出生，住四川省罗江县万安镇太平路68号3栋2单元302室，
身份证号码：51060219520807741X），由于重病缠身，对生活失
去信心，于2004年6月9日离家出走，经多方查找，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李金寿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金寿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金寿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金寿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罗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郏连铭申请宣告郏连仲死亡一案，经查：郏连仲，男，

196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原住天津市河北区三义当前
胡同15号，于1986年11月2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郏连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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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冠宁申请宣告王宝竹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

本情况于 201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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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王宝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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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美仙申请宣告白世

红失踪一案。申请人李美仙称，白世红（男，1967年10月26日生，傣
族，原住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大水平社区那
路组15号）因与父母吵架于2009年以打工为由，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已超过八年，经多方查找毫无音信。下落不明人白世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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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白世红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白世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白世红情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唐世美申请宣告罗泽云死亡一案，经查：罗泽云，

男，生于1985年1月29日，云南省巧家县人，务农，2017年2月4日在
金沙江边(巧家县大寨镇境内)游玩时，失足坠入金沙江中，至今未能
找到，经巧家县公安局白鹤滩分局出具证明，罗泽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罗泽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2017年8月11日至2017年11月 11日
止)。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巧家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艳敏申请宣告杨福蕊死亡一案。经查：杨福蕊(身
份证号码532901196307180041)于1999年11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杨福蕊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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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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