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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今天下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国内首例马拉松替跑猝
死索赔案，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6年12月10日，海沧半程马拉
松开赛，吴某佩戴李某 F12530 的号码
布进入赛道参跑。吴某在通过终点后不
远处摔倒，于当天上午经抢救无效死
亡。

死者吴某与尤某是公司同事，尤某
与李某是朋友关系。尤某、李某通过网
上报名获得海沧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
吴某经尤某介绍、取得李某转让的参赛
资格并领取参赛包后，最终通过检录参
跑。

赛事官网公布有赛事规程、报名须
知、参赛人员人身保险说明书等资料，
选手报名需按流程阅读前述资料。此
外，赛事规程规定参赛者自行购买保
险，组委会另外为每位参赛者提供一份
人身意外保险，保单以报名信息为准。
保险说明书载明，有“冒名顶替参加比
赛”等情形，保险机构免责。正式报名
参赛选手会签署一份声明，载明参赛者
承诺以本人名义报名参赛，如因本人原
因未能参赛，不得将号码布转让给他
人；参赛者全面理解参赛可能出现的风
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厦门
某体育公司是上述赛事的运营机构。事
发第二天，厦门某体育公司与吴某妻子
就该事件的善后处理达成协议，约定厦
门某体育公司自愿支付吴妻 10 万元人
道主义费用。该款项已实际履行。

今年2月，死者吴某的家属以侵权
之诉向海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二被告
赔偿相关损失12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厦门某体育公司
在参赛包发放及赛中没有制止吴某方面
不存在过失，但其检录行为可认定存在
过失；李某违规转让号码布，存在过
错。第三人尤某报名了案涉赛事，其对
于号码布不得转让的规定也是明知的，
但其仍然居间促成号码布违规转让，也
存在过错。虽然三原告明确放弃要求尤

某承担责任，但尤某的相应行为也应受
到否定评价。吴某本人，其明知号码布
不能转让却仍然受让，并通过检录参
跑，属于自甘风险。

吴某在倒地之后得到了及时的救
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吴某受到了外在
或环境方面的加害，或者由于外在或环
境方面的原因导致其损害扩大，吴某死
亡可以认定为自身因素导致。

虽然厦门某体育公司就案涉赛事的
检录管理存在过失，李某违规转让号码

布让他人替跑存在过错，但其比赛检录
方面的过失与吴某的死亡结果之间不能
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理，李
某违规转让号码布虽然存在明显过错，
但不能得出若吴某佩戴李某的号码布参
跑马拉松必然会导致其死亡的结论，故
也不能认定李某的过错与吴某的死亡结
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
两被告无须对吴某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本报厦门9月21日电）

国内首例马拉松替跑猝死索赔案宣判
死者家属诉求赔偿123万元未获支持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陈基周 郑冬梅

由于厦门马拉松赛所具有的品牌溢
出效应，该案从发生到法院审理，一直
受到媒体和社会广泛的关注。因此，该
案的判决结果就不只是影响到诉讼当事
人的胜负和利益得失，也必然对包括马
拉松运动在内的体育运动产生一定的社
会影响，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办好体育赛事，尤其是办好马拉松
赛这样公众参与度高的体育赛事，不仅
需要体育赛事组织者严格遵守法律和体
育赛事规范，精心规划和组织，而且更
需要包括参赛选手在内的全体参与人员

对赛事规则的自觉遵守。
本案的悲剧发生在一个“替跑者”

的身上，而“替跑”则为赛事规则所不
许。在规则之治的社会，违背规则是需
要付出代价的。虽然本案中“替跑者”
的猝死与其未能遵守赛事规则没有必然
的因果关系，但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则与“替跑者”未能遵守赛事
规则有关。因此，该案的判决对包括群
众性选手在内的参赛人员等无疑具有警
示的作用。

同时，体育运动的宗旨是“增强人

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体育
法第一条），体育赛事虽然不免因参赛
选手的肢体接触或运动过量等而发生
伤亡事件，但是如何防止和避免发生
伤亡事件则是赛事组织者应负的责
任。虽然本案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但并不意味着被告厦门某
体育公司的赛事组织活动已臻至完善，
判决也指出被告厦门某体育公司未能
防止“替跑”现象存在过失。因此，此项
判决对于包括被告厦门某体育公司在
内的体育赛事组织者来说，在未来的
体育赛事组织活动中，加强管理，防
范伤亡悲剧的发生，也具有积极的警
示意义。

诚如判决书所言，“替跑者”之死
“令人遗憾”，然而，“逝者已矣，愿生
者节哀，各方引以为鉴”。这正是本案
判决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本案判决的警示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柳经纬

■专家点评■

本报讯 未满试用期却遭公司辞
退，孙先生拿着劳动合同状告公司未足
额发放工资，要求赔偿两个多月的工资
差额 21 万余元。原来，公司在与员工
签署的劳动合同中将试用期月工资
9700元写成了97000元。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定，工资书写系公司笔误，驳回
了孙先生要求赔偿工资差额的诉请。同
时，公司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孙
先生10230元。

孙先生于2015年7月6日进入上海
市浦东新区一家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
作，双方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合同

中写明：“试用期三个月内工资 97000
元/月，转正后工资9700元/月”。

入职两个多月后，公司向孙先生发
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
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

几天后，孙先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
求公司支付两个多月的工资差额 21 万
余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0 万元。经裁决，公司支付孙先生近
8000元的工资差额和1万余元的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
公司认为，合同中写明试用期工资

97000 元/月系笔误，之前两个多月一
直按9700元/月的标准发放工资，孙先
生从未提出异议，故不存在差额。

此外，公司认为孙先生隐瞒了自己的
真实学历。其实际为技校毕业，但简历上
学历填写为本科，员工登记表填写为大
专。同时，孙先生在试用期表现不符合录
用条件，公司曾与其进行过沟通，双方在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了劳动合同，故无
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孙先生
则辩称，公司并未按合同足额发放两个多
月的工资，且自己不存在提交虚假学历、
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形，劳动合同
为公司单方解除，并未协商一致。

针对双方试用期工资标准存在的争
议，法院认为，根据常理，试用期工资
标准一般小于或等于转正后的工资，本
案合同中载明的试用期工资为转正后的
10 倍，显然有违一般社会认知。故公
司 97000 元/月系笔误的解释具有一定
合理性，不存在差额。

针对劳动合同是否为双方协商一致
后解除的争议，法院认为，孙先生虽不
符合公司招聘广告中的学历要求，且前
后登记的学历不一，但其入职时曾提交
了真实学历证书，公司也确认知晓孙先
生的学历情况并决定予以录用，可见其
并没有故意隐瞒学历。公司虽提供了孙
先生试用期间的工作认定，但并未提供
证据证明双方曾对岗位的录用条件进行
过明确约定，也未证明该岗位相应的考
核标准等具体情形。故公司解除与孙先
生的劳动合同并无依据，系违法解除。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田思倩）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虚假诉
讼不仅扰乱妨害司法正常活动，损害司
法公正权威形象，而且严重侵害案外人
的利益。为打击虚假诉讼行为，近日，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对2起原
审认定为民间借贷的案件实行再审纠
错，并决定对虚假诉讼参与人实行罚
款。

徐某林系徐某辉公司员工。2013
年年底，徐某辉与徐某林、林某三人一
起入股铅山县篁碧畲族乡开源矿业有限
公司。徐某林、林某以每股 20 万元和

每股另支付1万元启动资金的价格，各
自入2股和4股到铅山县篁碧畲族乡开
源矿业有限公司，二人将购买股份的钱
款汇入徐某辉账户，并挂名在徐某辉名
下做隐名股东。之后，徐某辉从案外人
姜某坤、姜某琴处购买铅山县篁碧畲族
乡开源矿业有限公司36%的股份，在支
付部分钱款后，还欠姜施琴300万元的
购股款，于是徐某辉向姜施琴出具了
一份300万元欠条。由于徐某辉不能归
还姜某琴欠款，姜某琴向信州区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徐某辉还款，并

申请对徐某辉名下的店面、房产进行
财产保全。2015年11月30日，信州区
法院判决徐某辉归还姜某琴欠款300万
元及利息，姜某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同年年底，徐某辉得知该情况
后，为逃避债务，减少自己的损失，
主动联系徐某林和林某，在与两人不
存在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向两人各出
具借条一份，其中载明向徐某林借款
61 万元并月息 2 分，向林某借款 80 万
元并月息 2 分。2016 年 2 月初，徐某
林、林某先后向信州区法院提起诉讼，

后该院原审作出支持徐某林、林某本息
诉请的判决。

今年6月，徐某辉因上述案件被公
安机关调查，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并
被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徐某辉为了逃
避债务，减少损失，在与原审原告林
某、徐某林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
下，出具虚假借条并且提起虚假民间
借贷诉讼，导致原审错误认定双方存
在借贷关系，从而判决原审被告向原
审原告归还借款本息的事实，故本案
系虚假诉讼，原审判决应当予以撤
销，并驳回林某、徐某林的诉请。鉴于
林某、徐某林伙同徐某辉制造虚假诉
讼，严重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司
法权威，同时为了教育、引导群众懂
法、守法，决定对林某罚款6万元、对
徐某林罚款4万元。

本报蚌埠 9月 21 日电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王龙江）“花旗
参”“虫草”“石斛”是常见的中药
材，能否被餐厅添加到食材中对外售
卖？安徽省蚌埠市民孟先生在一家茶
餐厅消费了“花旗参炖乌鸡”“虫草
花石斛炖老鸡”，认为餐厅在食品中
违法添加中药材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向食药监部门举报投诉，在得到监管
部门认定餐厅不违法的回复后，以蚌
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履行法
定职责为由，诉至法院。今天，蚌埠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宣
判，驳回孟先生的诉讼请求。

今年1月6日，孟先生在鲁某经
营的粤港茶餐厅购买了“花旗参炖乌
鸡”“虫草花石斛炖老鸡”两道菜。
孟先生认为花旗参、虫草、石斛都是
列入国家药典的中药材，不属于普通
食品，不应添加在普通食品中给消费
者食用。这家餐厅也没有生产销售保
健品和药品的资质。事后，孟先生向
蚌埠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举报，
称鲁某出售的这两道菜品，涉嫌违反
食品安全法，要求对鲁某进行处理，
并对他进行奖励。

同年1月16日，蚌埠市食品药品
投诉举报中心将孟先生的投诉举报材
料转交蚌埠市蚌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蚌山监管局） 处理。该局
对孟先生举报的餐厅进行了现场检
查，认为餐厅不存在违法行为，然后
将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寄送给孟先
生。

孟先生认为蚌山监管局的答复没
有完全履行法律职责，将其告上蚌埠
市蚌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被告未

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且要求被
告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

庭审中，孟先生提供了一系列包
括《卫生部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普通
食品、保健食品和新资源食品原料有
关问题的说明》等在内的规定，证明
在普通食品中添加花旗参、虫草、石
斛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孟先生认为，
花旗参、虫草、石斛等不适合婴幼
儿、孕妇等食用，餐厅即使销售也应
在菜单上注明禁忌人群。

蚌山监管局工作人员则提出，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中已指出，
有传统饮食习惯的食品不包括在新资
源食品中，“花旗参炖乌鸡”“虫草花
石斛炖老鸡”是有传统饮食习惯的食
品。

案经两次公开审理，蚌山区法
院认为，被告接到原告举报投诉
后，依法对原告举报投诉的事实进
行了调查核实。因鲁某把花旗参、
石斛作为食材，在菜单中未宣传功
能主治和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被告
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
厅食药监办稽函 【2017】 47 号关于
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
的复函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认为
作为食用的中药材经营者无需取得

《药品经营许可证》。今年3月16日，
被告作出行政处理结果告知书，认定
鲁某不构成违法行为，并将该告知书
送达给原告。被告已经依法履行了法
定职责。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孟先生的
诉讼请求。

孟先生不服一审行政判决，提出
上诉。蚌埠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餐厅菜品含有中药材是否违法？
食客告监管部门不履职败诉

药食同源符合相关规定

■法官说法■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说，蚌埠市蚌
山区监管局接到报诉举报材料后，依
据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规
定，进行了受理告知、核查，现场检
查、调解，并将调查处理结论予以送
达等，已经全面履行了法定职责。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
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物质。”卫计委公布的保健
品和药食同源原料目录中载明了可用

于保健食品的中药名单，该名单中包
括“西洋参（花旗参）、石斛”，鲁某
销售的“花旗参乌鸡汤”“虫草花石
斛炖老鸡”是我国南方地区有着传统
习惯的药食同源的饮食，未进入药
用渠道，也未宣传功能主治、用法
用量等，也符合 《国家食药总局关
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
问题的复函》 中的相关规定。因
此，孟先生认为“鲁某在普通食品
中添加中药成分的行为违法”的意
见，无事实依据。

本报崇左 9月 21 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张燕燕）今天，广
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公开审理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郑
作广受贿一案。

检察机关指控，2000 年 4 月至
2006年8月，被告人郑作广利用其担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的职
务便利，为请托人王瑛、韦吴新谋取
利益，事后收受王瑛、韦吴新现金共
计42.33万元。其中，被告人郑作广
接受北京晁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王瑛的请托，为王瑛挂靠的北京
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验报告册》进
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审定的教学
用书目录提供支持和帮助，事后多次

收受王瑛现金共计33.33万元；另接
受广西新世纪教育有限公司董事长韦
吴新的请托，在发行进校书刊方面为
该公司提供支持和帮助，事后接受韦
吴新现金共计9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郑作广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
计42.33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
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
代表、人民陪审员及群众、媒体记
者、被告人亲属等现场旁听了庭审。

该案将择日宣判。

涉嫌受贿42万余元

广西教育厅原副厅长郑作广受审

劳动合同现笔误，月工资多写一个“0”
员工主张工资差额赔付被驳回

为逃避债务虚假诉讼
图谋未得逞反受处罚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22日（总第7134期）

湖北鑫宇冶金材料有限公司申请对武钢实业金源（通山）冶金
材料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8日
作出（2017）鄂1224民算1号民事裁定，立案受理了该案。通山县人
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鄂1224民算1号决定书，由
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负责人。武钢实业金源（通山）冶
金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清算组（地
址：武钢实业金源（通山）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办公楼，联系人：王新，
联系方式：15207249892）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公司债务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武钢实业金源（通山）冶金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东中人实业总公司：本会于 2017年 7月 18日受理的申请
人武汉中人瑞众汽车零部件产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争议案
[（2017）武仲受字第 000001362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0日和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杜斌（身份证号码420700197002170977）、杨建梅（身份证号
码420704197404136646）：本会于2016年8月15日受理的申请人
陈龙与你们借款合同争议案[（2016）武仲受字第000001359号]，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7日
和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许桂祥：本会于 2017年 7月 12日受理申请人青海宏腾装饰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许桂祥装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应诉通知书、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合议仲
裁意见书、仲裁员名单、仲裁规则和开庭通知。自公告发出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仲裁答辩、选定仲裁员、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西宁仲裁委员会

山西福川制铁有限公司、山西福莱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
会受理晋城经济开发区融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晋仲裁字170
号裁决书。内容为：一、山西福川制铁有限公司在本裁决送达之
日起10日内，偿还晋城经济开发区融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 799 万元、利息 5963952 元（自 2014 年 3 月 8 日起暂计至
2017年 4月 1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 799万元为基数，以月利
率 20‰为标准，自 2017 年 4 月 2 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二、晋城经济开发区融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山西福川制铁
有限公司抵押财产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山西福莱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仲裁费 90000元、公
告费2000元，晋城经济开发区融易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预交，
由山西福川制铁有限公司、山西福莱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共同
承担。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晋城仲裁委员会

李芙容、邵炜分：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344号申请人杭州
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芙容、邵炜分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
请求申请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
12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委7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
委开庭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356号锦绣大厦 7楼，邮编
310005，电话0571－88382703）。 杭州仲裁委员会

中隧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成都雅恒腾飞活
动板房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渝仲
字第 125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指）定书等仲裁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答辩期满未答辩，也不选定仲裁
员，本会主任将在答辩期满之次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仲裁庭将在组庭之次日起第10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开庭审理。请你按时参加开庭，若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
缺席裁决。 重庆仲裁委员会

本院受理邓仁志申请宣告邓明惠失踪一案，于2017年6月2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现已届满，邓明惠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7年 9月 5日依法作出（2017）鄂
0204民特 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邓明惠为失踪人，指定邓仁志
为失踪人邓明惠的财产代管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谢志芬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叶恩华死亡一

案，于 2016年 9月 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7
年9月4日依法作出(2016)川0124民特2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叶
恩华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川]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信文、汪慧琴申请宣告叶宗劼失踪一案，经查：叶
宗劼，男，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原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横
江新村 10幢 401室，身份证号码 341002198710060218。叶宗劼于
2015年2月5日从上海乘坐飞机去拉萨后一直联系不上，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叶宗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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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期间届满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叶宗劼失踪。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9月 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万华申请宣告丁杲
死亡一案，申请人万华称，丁杲于2012年2月10日外出打工一直
杳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5余年之久。下落不明人丁杲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丁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丁杲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丁杲
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9月 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留维平申请宣告留
典墙死亡一案。申请人留维平称，被申请人留典墙，男，1937年12

月 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50582193712124016），汉族，原住
福建省晋江市永和镇旦厝村，于1993年间离家后失踪，至今仍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留典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留典墙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留典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留典墙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连少平申请宣告连炜佳失踪一案，经查：连炜佳，

男，1990年 12月 25日出生，户籍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广地
花园碧湖轩四栋 301房，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9012255110。于
2013年4月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连炜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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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决。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梁金舅申请宣告谭
祐初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谭祐初，男，1944年2月21日出生，汉
族，曾是三洲氮肥厂职工，后因病提前退休在家，住广东省佛山市
高明区荷城街道赤坎村谭家65号，谭祜初因患有精神分裂症，于
2001年8月23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谭祜初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谭祐初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谭祐初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谭
祜初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锦兴申请宣告李耀死亡一案，经审查：李耀，男，
汉族，1952年 10月 1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新
江路五巷 2号，居民身份证号码：440802521011043，于 2004年起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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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广东]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建英申请宣告黄连兵死亡一案，经调查：被申请
人黄连兵，男，1969年 7月 3日生，汉族，户籍地南通市南兴公社
立新坝大队 9队。于 1992年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经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黄连兵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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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金起辉申请宣告金学伟死亡一案，经查：金

学伟于2003年12月30日离家，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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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金学伟死亡。

[辽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尹从文申请宣告尹从阳死亡一案，经查：尹从阳，男，

汉族，1949年9月2日出生，住都江堰市安龙镇卉景社区3组，于
1990年4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尹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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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艳红申请宣告刘振海死亡一案，经查：刘振海，
男，1966年 12月 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北京市房山区燕化星
城健德二里 1楼 3门 501号，于 2013年 8月 22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振海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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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汪维利申请宣告其子汪从兵死亡一案，经查：汪丛
兵，男，汉族，1985年 5月 2日出生于陕西省紫阳县，住紫阳县城
关镇大力滩村一组，身份证号码：612425198505020033。申请人
汪维利称，汪从兵于 2006年正月初九外出，至今下落不明满 11
年，经多方寻找杳无音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汪从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紫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17）京0114民特688号董其龙申请宣告段亚玲
失踪一案，经查：段亚玲，女，1979年 2月 8日出生，汉族，失踪前
住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大东流村。2014年7月11日，董其龙到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小汤山派出所报警反映其妻子段亚玲离
家，联系不上。段亚玲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段亚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及时与本
院小汤山法庭联系（联系电话010-80122426）。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向阳申请宣告刘
蒙楠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向阳称，2012年 10月 1日，其女刘蒙楠
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三马路走失，报案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人刘蒙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蒙楠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蒙楠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蒙楠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蒲城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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