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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创新工作方法 提高执行能力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王龙江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注重执行管理模式的创新，试行以员额法官为主导的扁平化编队
管理模式，组建专业化执行团队和执行警务保障大队，提高执行队伍战斗力，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加大联合惩戒力度，深化信息
技术运用，专项行动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深化改革明权责 提高队伍战斗力 深化信息技术运用 拓展财产查找渠道

面对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新困难，蚌埠中院创新举措，攻坚克
难。通过对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数
据进行全面梳理，及时分析辖区内案
件特点，蚌埠中院建立关联案件台账，
遵循最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有利于被执行人财产变现、最有利
于实现财产价值的原则，对分布在全
市 8 家基层法院的涉及 5 名主要被执
行人的 82 件、申请标的额为 6 亿余元
的关联案件，分别采取了提级执行和
指定执行措施，由蚌埠中院和 3家基层
法院集中管辖。

这 3 家基层法院组成专业执行团
队，对有财产的案件尽快实施评估、拍
卖等处置工作，尽快执结一批；对无财
产的案件强化财产调查程序，符合终本
的及时终本一批；对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企业法人及时移
送破产审理部门进行审查，符合移送条
件的及时审查一批；对符合破产条件的
及时受理一批。目前，已对怀远县兴达
蔬菜有限公司等 3 名被执行人的 70 件
执行案件，移送至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
法院进行破产审查，其中涉及蚌埠中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11 件案件已宣
告破产终结。

蚌埠市两级法院全面加大执行力
度，通过把专项执行行动转化为基本解
决执行难常态化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了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涉民生
案件集中执行、涉金融机构案件集中执
行、涉党政机关案件集中清理等一系列
专项行动。龙子湖、禹会、怀远、固镇等
基层法院结合辖区案件的特点，以及当
地生产生活实际，开展“春季风暴”“午收
行动”“凌晨行动”“百日会战”等执行行
动，顺利执结 1009 件“骨头案”，执行到
位 1亿余元，有力地推动了全市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进程。

在执行攻坚过程中，全市法院凸显
执行强制力。针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的被执行人，改变以往力促和解协
商的工作方法，惩戒与谦抑并重，强制
与灵活紧密结合，通过把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罚款、拘留、拘传等惩戒措施
靠前实施，不断加大对涉嫌拒执犯罪的
移送力度，对凡是符合司法惩戒条件的
被执行人，一律惩戒在先。自 2016 年
以来，全市法院共采取拘留措施 650
次，向公安机关移送协助查找、控制 11
案 12人，限制出境 22人次，以涉嫌拒执
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 27 案 31 人，已判
处 18案 18人。

据介绍，从 2016 年 1 月到今年 9 月
底，全市法院新收执行案件19306件，结
案15604件，结案率达80.82%，实际执结
案件标的到位率达75.96%。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倒计时，时
间紧、任务重，全市法院必须苦干、实干、
巧干，坚决打赢这场硬仗。”朱昌锐表示。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安徽省首批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在探索法官员
额制改革中，该院注重执行管理模式的
创新，在原有职责明晰的内设机构基础
上，在全省法院率先试行以员额法官为
主导的扁平化编队管理模式，构建起由
员额法官、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
法警组成的“1+N+1+1+1”模式的专业
化执行团队，全市法院执行局的40名员
额法官编队组建了 13 个执行裁决团队
和执行实施团队。

“打造专业化执行团队，形成紧凑、
高效的执行裁决团队和执行实施团队，
就是为了有效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构建
起决策高效、反应快速的案件执行绿色
通道。”蚌埠中院院长朱昌锐说，在内部
管理上，实行审执分离，执行辅助事项由
专人负责，强化执行综合保障能力，使员
额法官和执行员彻底摆脱繁杂的日常事
务，全身心投入到案件执行、裁决之中，
确保执行案件每个流程节点紧密衔接。

蚌埠中院专门成立执行警务保障大
队协助执行，并在全市基层法院推广。
目前，全市法院有 28名身体素质好、具
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司法警察派驻执
行局助力执行，由执行机构统一调度，安
排日常工作，形成了快速反应、执警一体

的执行警务化专业执行团队，有效提高
执行强制威慑力。

“队伍战斗力提高后，我们在创新工
作方法上下功夫。”蚌埠中院执行局局长
朱超说。全市法院根据辖区执行案件的
特点，在对新收执行案件通过司法查控网
集中查控财产的基础上，对查获财产线索
按照银行存款、动产、不动产分类统筹规
划，分别交由不同的执行团队实施，建立

“简案快执、繁案精执”的工作模式，实现
“一二三”工作法，确定执行工作时间表：
案件进入执行一个月内，司法查控员将网
络查控财产情况及时随案件移送承办人，
由案件承办人对被执行人有无财产、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和下一步案件流程及时向
当事人告知，并对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依
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件进入执行
两个月内，对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调
查情况和财产查控及处置情况再次告知，
并征求是否进行悬赏执行；案件进入执行
三个月后，在依法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向
申请执行人两次执行回告后，由承办人对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提交合议庭讨论决
定。案件终本后，由综合管理科单独建立
台账，并由司法查控员定期对被执行人财
产进行查控，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线索的及
时恢复执行。

综合治理成共识 联合惩戒有力度
蚌埠市及时成立了攻克执行难工作

领导小组，为全市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
了强有力的组织和机制保障。目前，党
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
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全市法院认真落实安徽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法院民事
执行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全面加强法院
执行工作的决议》精神，将临时个案协调
提升为信息全面共享的常态化运行机制，
积极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接
受人大监督，寻求人大支持，先后邀请137
位人大代表参与、见证执行，监督执行工
作，合力解决执行难。2016年，蚌埠市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全市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取得了全票通过的
优异成绩。蚌埠市人大常委会经审议后
形成了对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的审议意见，进一步完善全市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联动机制建设。

为有效推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形成齐
抓共管新局面，在蚌埠市政府的牵头下，蚌
埠中院与蚌埠市信用办联合制定了《政府
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蚌埠中院先后与蚌埠市信用办、市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局、人民银行蚌埠中心支行、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等部门，就失信信息
共享、实施联合惩戒措施会签了文件，完善
了联合惩戒制度，对被执行人在办理融资
信贷、参与招投标、出国等方面实施严厉限

制，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从2016年1月到9月底，全市法院累计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9530人次。通
过蚌埠日报、蚌埠电视台、“信用蚌埠”网、
法院官方微博和微信、广场屏幕、银行网点
等渠道向人民银行蚌埠中心支行、市银监
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等成员单位
和社会推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21期2492
人次，促使816件案件主动履行或执行和
解，顺利执结了一批案件。

五河县小圩镇杨某因没有履行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案的生效判决，法官苦寻他
两年无果，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今年5月17日，杨某突然主动到五河县人
民法院履行债务。原来，杨某这两年一直
在非洲的坦桑尼亚经营餐饮生意，回家探
亲后要回坦桑尼亚，在机场被告知限制出
境了。今年年初，五河法院和五河县公安
局出入境部门联手，对失信被执行人出境
进行严格限制，杨某是第一个“落网”的
人。国外的生意亟须回去打理，杨某凑足
4万元，主动来法院履行了债务。

蚌埠市两级法院还充分发挥执行联络
员的作用，在797名执行联络员的积极协
助配合下，加强了执行案件和解力度，并借
助其威望高、人头熟、地头熟、当事人易接
受的特点，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有效降低
了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助推案结事了。

今年 9 月，蚌埠中院还与人保财险
蚌埠市分公司就开展悬赏执行保险协作
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执行悬赏保险，
帮助申请执行人以较低的代价启动申请
悬赏工作，助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15 岁的小乐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情况下，驾驶两轮摩托车将一村
民撞伤，其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被判
承担赔偿责任，但他们始终不履行生效
判决。

今年 5 月，五河法院在与支付宝公
司和蚂蚁金服公司进行账号筛查时，发
现小乐母亲的两个手机号开通了两个支
付宝账户，其中一个账户有资金流动记
录。于是，法院通过支付宝公司，将这一
账户冻结后，案件顺利执结。

“这并非个案，蚌埠法院已与余额
宝基金所在的蚂蚁金服公司、人民银
行蚌埠中心支行建立被执行人财产信
息共享网络查询机制，这也是适应当
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的趋势，紧扣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析和快速反应的
优势，进行财产查找。”朱超告诉记者，
全市法院通过与支付宝平台、余额宝
平台信息共享，有效增加对自然人的
互联网理财金融产品和法人或其他组
织应收账款等财产线索的查询控制，
有力拓展了对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
财产的查找渠道。目前，蚌埠中院已
完成相关备案手续，以专邮形式对 11
名被执行人名下支付宝账户交易流水
情况进行了查询，并依法采取了冻结
措施。

早在 2011年 8月，蚌埠中院就建成

启用执行指挥中心，创建司法查控网，
与住建、公安、国土、车管、质监、招投标
等部门的数据库实时链接，可以对房
产、车辆、土地等动产、不动产进行实时
查询、查封和扣押。该院始终保持网络
执行查控的先发优势，不断推进执行信
息化建设，是安徽首家与最高人民法院

“总对总”查控系统相连接的法院，实现
查控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工商登记、组
织机构代码、车辆、户籍的全国覆盖和
查控房产、土地等项目的全市覆盖，对
所有执行实施案件一律采取网络查控
措施。全市两级法院统一建设独立的
专 用 查 控 室 ，采 取 国 家 认 证 许 可 的
VPN 访问链接技术，确保信息安全；规
范信息查控流程，实行各流程自动留
痕、全程监督，推动信息查控工作规范
有序、安全可靠。

为进一步拓展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
线索，全市法院还借助社会力量，通过报
纸、公示栏和广场屏幕向社会发布悬赏
公告，对172件案件的228名被执行人向
社会公开征集财产线索。

据统计，从 2016年 1月到今年 9月，
全 市 法 院 通 过 网 络 累 计 查 控 案 件
162010 件次，查获房产 9479 处、银行账
户 53630个、车辆 7513辆、户籍 5449户、
工商登记信息7167条、证券信息804条，
信息技术有力促进了执行工作。

关联案件集中管辖 专项行动攻克难点

盛方奇 制图

深化改革明权责 提高队伍战斗力

构建起由员额法官、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
员和法警组成的“1+N+1+1+1”模式的专业化执
行团队

建立“简案快执、繁案精执”的工作模式，实
现“一二三”工作法

先后与蚌埠市信用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局、人民银行蚌埠中心支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科等部门，就失信信息共享、实施联合惩戒措施会
签了文件，完善了联合惩戒制度

充分发挥执行联络员的作用，在797名执行联
络员的积极协助配合下，加强执行案件和解力度

综合治理成共识 联合惩戒有力度

全市法院通过与支付宝平台、余额宝平台信息
共享，有效增加对自然人的互联网理财金融产品和
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收账款等财产线索的查询控制

建成启用执行指挥中心，创建司法查控网，与
住建、公安、国土、车管、质监、招投标等部门的
数据库实时链接

深化信息技术运用 拓展财产查找渠道

通过把专项执行行动转化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常
态化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

惩戒与谦抑并重，强制与灵活紧密结合，通过
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拘传等惩
戒措施靠前实施，不断加大对涉嫌拒执犯罪的移送
力度

关联案件集中管辖 专项行动攻克难点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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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江区玉成电器贸易中心：本院受理上诉人谢文豪与被上
诉人陈玉叶、原审被告涵江区玉成电器贸易中心、原审被告莆田
市商联家电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9日
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三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小兵：本院受理原告徐文林诉被告李小兵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王建强：本院受理原告胡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赵
辉在上诉期内向本院递交了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人民法院

陈训勇：本院受理陕西通运重工有限公司诉你们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陕0323民初1079号起诉
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将于答辩期满后第2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陕西]岐山县人民法院

姚永德：本院受理宋新明诉你、杨勇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杨勇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陕西]洋县人民法院

天津鼎兴家具有限公司、天津蓝川木业有限公司、天津赛克
木业有限公司、二连市好时光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布瑞特工贸有
限公司、天津红枫谷家具有限公司、李振龙、李惠萍、姜文华、王
芳、李少华、张相荣：上诉人天津南大佳德药业有限公司就本院
（2017）津02民初6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理。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鼎兴家具有限公司、天津蓝川木业有限公司、天津赛克木
业有限公司、二连市好时光工贸有限公司、天津布瑞特工贸有限公
司、天津红枫谷家具有限公司、李振龙、李惠萍、姜文华、王芳、李少
华、张相荣：上诉人天津南大佳德药业有限公司就本院（2017）津02
民初6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因破产人青岛亿路发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由青岛亿
路发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本院裁定认可的《青岛亿路发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9月30日裁定终结青岛
亿路发食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许木道的申请于2017年8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米
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广泽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米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米
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1月30日前向浙江
米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衢州市衢江区东迹大
道 198 号东城华庭 1523 室；邮政编码：324000；联系电话：
18305039903,0570- 2830970；联 系 人 ：毛 毓 青 ；电 子 邮 箱:
452037321@qq.com）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
江米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
米合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12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第三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常山县人民法院

徐明海申请重庆鑫广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7年8月15日裁定受理，并指定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案
的管理人。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30日
前向重庆鑫广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
街道新南路482号天邻风景9栋-1/1-15；邮政编码:401147；联系
人:袁律师，联系电话:18502374140；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9:00-
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申报债权，并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重庆鑫
广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重庆鑫广商贸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
年1月11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八法庭报到，并于当日10:30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潍坊市寒亭区电缆厂家属院已列入2017年棚户区改造，请
四单元301室户主李有强于本公告十日内到潍坊市寒亭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办理有关手续，联系电话:0536-7251316。公告期满

后不来办理，依法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
十六条执行。 潍坊市寒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兹有我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胡谈盛（工作证号LS860）丢
失证号为LS860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其露申请宣告
方勇失踪一案。申请人李其露称，其夫方勇于2015年9月21日突
然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达二年。下落不明人方勇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方勇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方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下落不明
人方勇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艾学奎、艾学奇、艾学年、艾学圣申请宣告艾学平
死亡一案，经查，艾学平，男，汉族，1959年3月5日出生，户籍地
址：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北大街 98 号，身份证号码：
342623195903050157。因精神疾病于2009年下落不明，多方寻找
无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艾学平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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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 [安徽]无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17）粤0304民特53号申请人殷海威申请宣告被
申请人殷洪川死亡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系其兄弟，于2009年
12月18日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一年内，被
申请人应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生
存现状的人，应在此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本院联系
电话为075582928013，075582925811。逾期无人申报或报告将依
法宣告被申请人死亡。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付荣、葛易善申请
宣告葛爱一死亡一案。申请人付荣、葛易善称，2002年5月11日
被申请人葛爱一在长春市重庆胡同黑豹胡同旱冰城丢失，葛爱
一失踪后，申请人付荣、葛易善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经多方
寻找，没有任何消息，至今下落不明。现被申请人葛爱一下落不
明已经满十五年。下落不明人葛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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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葛爱一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葛爱一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葛爱一情况，
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中发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林桂玲死亡一
案，经查：林桂玲，女，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籍贯为辽宁省
瓦房店市，户籍所在地为沈阳市和平区振兴街58-1号4-5-2，
身份证号210102196309225641。林桂玲于2004年12月15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林桂
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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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申请人黄桂清申请宣告刘青娥失踪一案。申
请人黄桂清称，被申请人刘青娥于2014年7月走失，杳无音信，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青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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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刘青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青娥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侯晓梅
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顺喜申请宣告侯
晓梅失踪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侯晓梅于2010年5月离家出
走杳无音信，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侯晓梅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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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侯晓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生存现
状的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侯晓梅情
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姜淑霞申请宣告李文胶失踪一案，经查：李文胶，男，
1983年11月7日生，身份证号152104198311070914，汉族，无职业，于
2014年1月10日报案，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李文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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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平申请宣告樊小霞死亡一案。经查：樊小霞，女，
197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工业大道
西 段 393 号 3 栋 2 单 元 19 楼 2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381197910212545。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至今已满二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樊小霞应当在公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其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樊小霞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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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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