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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比特币在中国高
速发展。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
首次币发行）市场上的暴利融资模式吸
引了大量追随者。然而，比特币投资也
存在种种乱象，使其饱受诟病。比如
涉嫌洗钱、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
销等。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比特币玩家起诉火币网要求
赔偿损失的案件。因用户协议中约定了
仲裁条款，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
诉。

原告陈先生诉称，2013年11月21
日他在火币网注册账号，2014年9月通
过火币网上的链接图标进入www.bitvc.
com网站并注册账号。2013 年11月至
2016年6月期间，陈先生累计向火币网
付款 321966 元，自火币网提现 104772

元，亏损 217194 元。亏损的部分均是
通过bitvc网站上的账号进行20倍杠杆
的比特币、莱特币交易所致。因 bitvc
网站不接受人民币充值，只接受虚拟货
币充值，故其在该网站上的交易均是
通过在火币网上充值现金购买比特
币、莱特币，然后将购买的虚拟货币
转移到 bitvc 网站的账户中进行的。火
币网明知虚拟期货交易违法，但仍通
过开办 bitvc 网站并在火币网上设置链
接，以高杠杆引诱及电话邀约等方
式，诱使火币网的注册用户进入 bitvc
网站进行高达 20 倍杠杆的虚拟货币期
货交易。火币网又进一步通过控制后台
数据、虚假交易等方式进行欺诈，导致
陈先生受损，故其要求火币网赔偿损失
的比特币 52.8567 个、莱特币 815.9731

个。
诉讼中，火币公司主张，2013 年

11月21日，陈先生在火币公司提供的
互联网服务平台 www.huobi.com 点击
阅读并同意《火币用户协议》，注册成
为用户。《火币用户协议》约定，用户
与火币公司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
的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
成的，任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
裁委员会依据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根据双方的仲裁协议，本案纠纷
应通过仲裁解决，海淀法院对此案无
主管权。陈先生则主张上述仲裁协议
无效。双方对仲裁条款的效力存有异
议。

海淀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当事人
申请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裁

定的，应由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2017 年 7 月 13 日，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向火币公司出具
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火币公司申请
确认与陈先生之间的仲裁协议效力案
件。上述仲裁协议效力纠纷的处理结
果决定着法院是否对本案享有主管
权，是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故法院
于7月21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9月13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
定书，确认上述仲裁条款有效。10
月，火币公司向海淀法院提交该裁定
书。

鉴于陈先生与火币公司约定的仲裁
条款已经生效裁定书确认有效，海淀法
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海 宣）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
讯 员 刘 云 钱 聪） 12 月 12
日，一起非法跨界倾倒印染污泥的
污染环境案二审在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湖州中院院长李
章军担任审判长，湖州市检察院检
察长孙颖出庭履行职务。湖州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局工作人
员等30余人旁听庭审。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
一辆货车反复在绍兴和长兴之间跑
动，将共计32619余吨的印染污泥
非法倾倒在长兴县某墙体公司外的
土坑里，造成倾倒点附近镉超标。

法院经审理查明，安吉人张某
二、罗某经人介绍认识了长兴的张
某生，谈妥从绍兴某公司污泥处理
中心运输印染污泥提供给长兴某墙
体材料公司使用。被告人张某二安
排人前往安吉（北）高速路口接运
输污泥的货车到长兴某墙体材料公
司，以及从货车驾驶员处接收污泥
利用处置转移联单，被告人张某生
负责接收污泥并在现场指挥倾倒。
在长兴某墙体材料公司无法继续接
收印染污泥的情况下，被告人张某
二、张某生、罗某将从绍兴某公司
污泥处理中心运输出的印染污泥倾
倒在长兴某墙体材料公司外的土坑
中，共计32619余吨。

经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
究院鉴定，长兴某墙体材料公司东
面的土坑污泥倾倒点附近水体、土
壤的监测指标远高于基线值，造成
环境污染。截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这批污泥的清运基本完成，花
费1200余万元。

一审判决中， 6 名被告人因
污染环境罪获刑。其中被告人张某
生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40 万元；被告人罗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之后被告人张某生和罗某提起
上诉。张某生上诉称，自己对于污
泥的性质一无所知，只知道这些污
泥均已经过处理，无毒无害，一审
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判决。罗某上
诉称，自己不是整个事件的主要负
责人，只是给人打工，不清楚自己
的工作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且有悔
罪和立功表现，请求从轻或减轻处
罚。

对此，公诉机关认为，上诉人
张某生和罗某二人明知印染污泥会
造成环境污染，仍实施倾倒印染污
泥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从犯。并
且二人到案后存在串供的行为。一
审判决定性准确、量刑正确，建议
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控辩双方围绕倾倒污泥的数量
及公司财产损失、倾倒印染污泥的
性质、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了激
烈辩论。

合议庭评议后认为，张某生负
责接收污泥，并收取好处费，其在
污泥倾倒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
罗某参与策划污泥生意，并代表安
吉某公司签订《印染干污泥处置合
同》，共同指挥倾倒，参与了整个
犯罪活动。其虽领取固定工资，但
远高于正常劳务收入，依法不能认
定为从犯。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比特币玩家玩亏，怨谁？
起诉平台 因之前约定仲裁被法院驳回

有媒体报道，在七部委发布《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后，国
内各大比特币交易平台纷纷作出回应，
限期关停人民币与比特币交易业务。与
此同时，不少比特币理财平台还在正常
运营并继续宣称高收益率。这些理财平
台一般主张，七部委叫停的是代币融资
行为，而其从事的是理财，是虚拟币与
虚拟币之间的交易，而非虚拟币与人民

币之间的交易，没有触碰红线。目前，
对于比特币基金等理财产品的法律属
性，尚无明确定性；其操控者、资金
池、风控等情况，投资者也很难看清，
蕴藏着较大风险。投资者应保持充分警
惕，切不可盲目跟风。各国对虚拟货币
的监管模式虽不同，但加强监管已是大
势所趋，虚拟货币理应被纳入规范化的
发展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
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
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
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
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
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
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
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

确的，由仲裁协议签订地或者被申请人
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
一十六条：“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
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
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
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
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
的；（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
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
（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
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
的。”

■法条链接■■法官提醒■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杨陆平）一个仅有小学文化、年逾六旬
的无业男子谎称自己是“活佛转世”、
有通古知今的法术，打着帮人消灾除
祸的幌子对数十名女信徒实施猥亵、
强奸，并诈骗钱财20余万元。2016年
3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强奸罪、强
制猥亵妇女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
主犯杨某无期徒刑，以诈骗罪分别判
处两名从犯有期徒刑四年零四个月和
二年零一个月。近日，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的生效裁
定。

2010 年以来，被告人杨某对外谎
称其在峨眉山修炼多年，系活佛，能知
道人的前世今生，能帮人治病、消灾、
辟邪、转运等，并在厦门市同安区租赁
了几处民宅从事迷信活动。被告人苏

某、陈某明知杨某捏造事实，仍帮助杨
某向社会公众不断宣传介绍，吸引了众
多女性被害人前去找杨某转运、治
病，被杨某接纳为“信徒”。杨某等人
通过安排观看佛学传统文化视频、拜
佛、要求被害人书写以自身两性关系
史为内容的忏悔书、自我吹嘘等手
段，达到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控制的目
的。尔后，杨某夸大各被害人生活不
顺或身体疾病等方面的原因，使其产
生恐惧心理，并以为被害人治病、转运
等虚假理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多次与
多名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或者对被害人
进行猥亵。经查，2010 年至 2014 年 6
月期间，杨某通过上述手段，多次对
29 名被害人实施奸淫、猥亵，致其中
三人怀孕堕胎。

与此同时，杨某伙同苏某、陈某，
利用对“信徒”的精神控制，采用捏造

事实、实施精神压力、引诱等迷信手
段，骗取各被害人的财物。其中杨某冒
充活佛为主实施诈骗，苏某负责收受、
保管骗取的财物及管理日常事务，陈某
参与以“请佛”手段实施的诈骗犯
罪。杨某佯装给各被害人看病、算
命，趁机要求各被害人佩戴吊坠、手
镯等饰品以保平安，骗取被害人信任
后，指使苏某向各被害人提供吊坠、
手镯等，并以远超过物品实际价值的
标准向各被害人收取钱款。通过上述方
式，杨某、苏某共计骗取 24 名被害人
钱财10.8万余元。

杨某在安排被害人拜完佛后，谎称
被害人与某些佛像有缘，要求被害人将
佛像请回家里供奉，以保平安。骗取被
害人信任后，杨某指使陈某将苏某购
进的佛像、佛具提供给被害人，并以
远超过物品实际价值的标准向被害人

收取款项。通过上述方式，杨某、苏
某、陈某共计骗取 16 名被害人钱财
16.6万余元。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
利用迷信手段，奸淫、强制猥亵多名妇
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强制猥亵妇
女罪。杨某强奸妇女致其中二被害人怀
孕，数次或多次强奸其中部分被害人，
给被害人造成极大心理创伤，系强奸妇
女情节恶劣。被告人杨某、苏某、陈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迷信手段，结
伙诈骗他人财物，其中杨某、苏某参与
诈骗财物数额23.4万余元，陈某参与诈
骗财物数额 14.4 万余元，均属数额巨
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
罪。在共同诈骗犯罪中，杨某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苏某、陈某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杨某一人犯三罪，应数罪并
罚。据此，厦门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杨某、苏某不
服，向福建高院提出上诉。福建高院经
二审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
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诉辩理
由均不能成立，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
判决。

强奸猥亵诈骗女信徒的“转世活佛”栽了！
数罪并罚被判无期

非法跨界倾倒3万多吨污泥
六被告人因污染环境罪获刑

本报长沙12月14日电 （记
者 曾 妍 通讯员 刘 沁 彭
丁云）今天下午15时，湖南省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谭剑辉担任
审判长，对一起政府信息公开的行
政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该案原告
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胡女士，被
告为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
部。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方先
知、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行政复
议处处长莫晓辉出庭应诉。

2017年5月17日和5月26日，
胡女士先后两次就长沙市某地块项
目建设的相关政府信息向湖南省国
土资源厅提交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5月26日和6月13日，国土资源厅
分别两次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
书。两告知书认为，胡某申请公开
的内容不明确，要求其对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进行更改、补充。申请人
胡女士对此不服，于6月20日和6
月 22 日先后两次向国土资源部提
起行政复议申请并请求：依法确认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未履行政府信息
公开法定职责行为违法，并要求责
令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限期作出书面
答复。8月24日，国土资源部对两
次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两份行政复议
决定书。复议决定书认为，湖南省
国土资源厅已经在法定期限内针对
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
复，不存在行政不作为，驳回申请
人的行政复议申请。9月，胡女士

不服两次政府信息公开决定及复议
决定，向天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天心法院根据两案诉请及当事
人情况，对两案进行合并审理。在
今天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举
证、质证、辩论，方先知对原告胡
女士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法庭
将依法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方先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作为国家公权力行
使者和公民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
位是平等的，我尊重法律，尊重法
庭判决。”

谭剑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行政诉讼
法修订实施以来，天心法院对行政
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一事，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并将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向政府有
关部门通报，由政府对此进行考
核，通过督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彰显司法权威和助推依法行
政。”

据悉，为全面发挥行政审判职
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今年4月1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印发《关于支持推进全省行政应
诉工作的通知》，从坚持依法受理
和审理行政案件、积极推进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五个方面提出
了具体要求。

省国土资源厅干部，市民、媒
体记者等60余人旁听。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出庭
应诉一起政府信息公开案

本报蚌埠12月14日电 （记者 周
瑞平 通讯员 龙 江 蔡 军）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
案件处理、汽车牌照办理等方面提供帮
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取或非
法收受好处费敛财，利用职务之便插手干
预案件，12月13日至14日，被检察机关指

控有上述犯罪情节的安徽省司法厅原副
厅长程瀚，因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在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1963 年 11 月出生的被告人程瀚先
后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合肥
市公安局局长、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等职务。程瀚涉嫌

受贿、徇私枉法一案经安徽省检察院指
定管辖，由蚌埠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2006 年至2015 年2
月，被告人程瀚利用其担任上述职务上
的便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
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820万余元。
在大肆受贿同时，被告人程瀚还利

用职务上的影响插手干预案件，帮他人
“平事”。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
不使其受到追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在历时两天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在
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
程瀚在最后陈述时表示相信法庭会依法
公正判决。

鉴于案情复杂，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蚌埠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及被告人亲友等旁听了庭审。

涉嫌受贿、徇私枉法

安徽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出庭受审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15日（总第7211期）

本院受理楚红英申请宣告楚庆满死亡一案，经查：楚庆满
（男，193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大
台东桃园 3楼 1单元 602号）于 1999年 1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楚庆满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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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7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柴华申请宣告贾滨

失踪一案。申请人柴华称，贾滨于年2015年1月9日凌晨在家附
近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贾滨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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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贾滨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贾滨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贾滨情
况，向本院报告。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受理许鲲申请宣告马东征死亡
一案，申请人称：马东征于2011年8月15日起，在家附近失踪，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马东征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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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马
东征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马东征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马东征情况向本院
报告。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志琪申请宣告冯
国妹死亡一案。申请人吴志琪称，冯国妹(女，汉族，1968年 12月
2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723196812261365，户籍所在地为广
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碧海路 93号二楼)于 2017年 5月 20日在钦州
市钦州港大风江海域“百祥 56”轮船作业时，轮船翻扣后落水失
踪。经钦州海上搜救中心全力组织搜寻，至今未能找到，现已无
生还可能。下落不明人冯国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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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冯国
妹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冯国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冯国妹情况，向本院报
告。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卢翠申请宣告罗梅校失踪一案，经查：罗梅校，女，
1946年2月7日出生，壮族，公民身份号码：452622196402073864，
原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城北二路 21号，于 2015年 2月份出门打
工，下落不明已满2年。下落不明人罗梅校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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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罗梅校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罗梅校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罗梅校情况，
向本院报告。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璟懋申请宣告杨璟熙死亡一案，经查：杨璟熙，
男，1978 年 7 月 28 日生，汉族，广西来宾县人，公民身份号码：
450205780728041，户籍所在地：广西柳州市柳北区跃进路四区
14-1-12号。于2013年6月26日在柳州市雅儒路住处附近走失，
至今未归，去向不明，音信全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杨璟熙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1年，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吕旭光申请宣告吕郑
华死亡一案。申请人吕旭光称，下落不明人吕郑华是其亲妹妹，其父
母均已去世。1995年，吕郑华外出后至今未归，后经多方寻找，仍未
找到。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查找，也均无音信，故依
法向本院申请宣告不明下落人吕郑华死亡。下落不明人吕郑华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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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吕郑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吕
郑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吕郑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初成玲申请宣告王丽香死亡一案，经查：王丽香，
身份号码 230102195210222888，女，1952 年 10 月 22 日出生，汉
族，户籍所在地为哈尔滨市道里区民茂街 75 号 2 栋 2 单元 303
室，其于2006年4月14日离家未归，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1年，希望王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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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淑珍申请宣告潘家为失踪一案，经审查，被申请人潘

家为，男，196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30203670111081，住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重建委30组128号。被申请人潘家为于1996年起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潘家为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焕军申请宣告刘琴失踪一案，经查：刘琴，女，1971
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解放路
21号2栋17室，公民身份号码：420321197101159447。于2005年7
月2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

刘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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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湖北]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玉洁、唐曼洁申请宣告段海雄失踪一案，经查：
段海雄，女，汉族，1979年2月6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
区长茅岭乡枫林村唐家湾组，身份证号：43070319790206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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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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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立案受理申请人吴秋云、吴子轩申请宣告赵智梅失
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赵智梅，女，1989年 11月 29日出生，汉
族，安化县人，住安化县清塘铺镇洞天村赵家组，身份证号码为
430923198911290329。赵智梅从 2014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赵智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赵
智梅失踪。 [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程天云申请宣告程天庆死亡一案，经查：程天庆，
男，194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于1981年3月26日起，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程天庆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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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八中宣告丁锡芬
失踪一案，申请人杨八中称，丁锡芬（女，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111045721）于2013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丁锡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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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丁锡芬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丁锡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
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丁锡芬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子旺申请宣告赵

婷婷失踪一案，申请人刘子旺称其母亲即被申请人赵婷婷于2015

年10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回，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人赵婷婷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婷婷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
婷婷生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赵婷婷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泗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褚全根申请宣告褚全德死亡一案，经查：褚全德，
男，195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718
弄 1号 301室，于 2012年 11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褚全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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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江磊申请宣告王迁利死亡一案，经查：王迁利于

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迁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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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江磊申请宣告王秋建死亡一案，经查：王秋建于
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秋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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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文雅申请宣告高建勋死亡一案，经查：高建勋，
男，汉族，1959年4月24日出生，于2011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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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高建勋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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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易海光申请宣告易
海晖死亡一案。申请人易海光称，其与下落不明人易海晖系兄妹
关系。2012年1月2日，易海晖与申请人失去联系，离家后一直未
归。2012年5月16日，申请人在与下落不明人易海晖联系无果后
至碱泉街派出所报案。下落不明人易海晖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易海晖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易海晖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易海晖情况，
向本院报告。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云恩申请宣告张中瑞失踪一案,经查:张中瑞,男,
1981年10月26日生,彝族,户籍地云南省宣威市虹桥街道月牙社

区 居 委 会 振 兴 南 路 700 号 附 55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530381198110266032。被申请人张中瑞于2011年1月离家出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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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张中瑞本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凡知悉张中瑞生存现状的人在公告期间内将所知到的情况向本院
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1月 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妙芬申请宣告
周伟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妙芬称：李妙芬与周伟系夫妻关系；周
伟系“浙岱渔06628”号船的船员，2017年11月5日晚11时半许，
该船在东经123度43分24秒、北纬33度5分500秒泊时，周伟不
慎落水，经多方寻找无果，至今下落不明，其已无生还可能。下落
不明人周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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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周伟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周伟的有关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
公告。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的佘志勇申请宣告胡爱莲死亡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胡爱莲在本院登报发出寻人公告一年后，仍下落不明，
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死亡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
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宣告胡爱莲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林国泰：本院受理原告陈方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2113号民事判
决书。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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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品程：本院受理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云 0702 民初 987 号民事判决书及限期交纳诉讼费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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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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