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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恶同除”培育立体社会公正
疏义红

为是非分明、不和稀泥的判决点赞
李晓亮

法治时评 ▷▷

更好呵护女童成长
黄义涛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要始终保持对性侵幼女案件
的高压打击态势，要依法快侦快
审，及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有效遏制犯罪分子对幼女及其家
人的进一步伤害。

近日，据媒体报道，广东省梅州
市丰顺县一小学男教师因涉嫌猥亵女
学生被拘留。丰顺县公安局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对这名猥亵女生的男教师
已立案侦查。近年来频发的性侵女生
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刺痛了
广大学生家长的神经，该如何呵护在
校女生的安全成长又一次摆到了公众
面前。

在校女生作为弱势群体，从智力
和体力上说，对成年男性性侵害的防
范能力不足，特别是容易对亲戚、
同学、老师或者是家人的朋友等熟
人放松警惕，使得不法之徒有机可
乘。经了解，一些山区的学校和家
庭对青少年的性知识普及教育不到
位，学校基本上没有开设相关课
程，也几乎没有对女学生开展过防
范性侵犯的专门教育，家长因为长
年外出疏于教育或对性知识羞于谈
及，导致女生缺乏对性侵害最基本的
分辨能力、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常
识，有部分女生甚至在遭到侵害后仍
不能辨识事情的性质和后果，不懂如
何向家长表达。

为避免更多脆弱无辜的女生遭受
摧残和侵害，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和
身心健康，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学
校与家长的无缝联络。如今，很多学
校通过定期召开家长会或组建家长
QQ群、微信群的形式，加强学校与
家长之间的联系，提醒部分外出务工
父母尽量将幼女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
人监管，加强与女儿及其老师、其他
监护人的沟通联系。建议家长：平时
要多关注女孩的生活动向与交友圈，
帮助幼女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减
少幼女单独外出的机会，消除身边潜
在的侵害因素。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孩子性知识
的启蒙教育。建议教育部门进行相应
的课程改革，在小学阶段就安排适度
的性安全知识课程，必要时邀请妇幼
保健院的医生或心理老师开展针对女
孩的性安全知识普及教育以及幼女在
面对性侵害时的自救、逃生等安全防
范教育，提高幼女抵制不良诱惑的能
力和灵活处理应对不法侵害事件的能
力。

最后，要建立多部门协调保护联
动机制。将教育局、学校、社区
（村） 委和妇联、公检法等部门纳入
女童联合保护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联席会议。学校、社区 （村） 委
和妇联要切实深入开展普法教育，
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
护法的宣传力度。由教育局、团委
等牵头，定期组织办案经验丰富的
警察、检察官、法官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进行法制宣传。每个
中小学可由一名资深法官、检察
官、警察挂点或选任为法制副校
长，定期为青少年上法制教育课，
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司法机
关要始终保持对性侵幼女案件的高
压打击态势，要依法快侦快审，及
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有效遏制犯
罪分子对幼女及其家人的进一步伤
害，从事前预防到事后保护，联合构
筑幼女安全防线。

司法判决就该分清是非，刑
罚相当，罪责相应，不搞不得罪
人的折中平均主义，不容丝毫暧
昧含混。如此才是严格践行不枉
不纵不错不漏，在点滴细节上筑
牢司法公信。

改判了。曾引发社会热议的郑州
电梯劝诫吸烟猝死案，终迎来二审结
果：劝诫者杨先生无责，不用赔钱
（据1月23日封面新闻）。

此案案情大致如下：2017年5月
2日，身为医生的杨某，乘小区电梯
时，遇一老人吸烟。杨某出声劝阻，
不料老人情绪反应较大，两人争辩起
来，最终闹到物业那里。两人分开不
久后，老人心脏病发，最终因抢救无
效，不幸离世。这就是电梯劝诫吸烟
猝死案始末。

在禁烟城市的禁烟区域，一方自
顾吸烟，有错在先，一方出于公义，

直言规劝。双方素昧平生，绝无宿怨私
愤，仅单纯以一个公民的道义自觉，劝
阻对方不要在电梯轿厢这种公共场所封
闭空间吞云吐雾。且事先不知对方有心
脏旧疾，装了五个支架，对随后不幸意
外并无半点预判能力，更无激怒诱发的
主观故意。全程就事论事，以理讲理，
无过激言辞和鲁莽行为……

但意外终究还是发生，老人意外
身亡。将心比心，易地而处，可能绝
大多数围观此案的网友，只能感慨世
事无常，命运多舛。死者家属，认为
杨先生对老人发病猝死，负有直接责
任，索赔数十万。一审，法院虽然认

为杨先生劝诫与老人之死之间，无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但还是以侵权责任
法的公平责任原则，判杨先生赔偿一
万五。

杨先生当然不服，用他的话是“认
捐不认赔”，意思是无责为何要赔？出
于道义，可援助捐赠，以示慰问，但不能
以“赔偿之名”，性质不同，则声誉有
损。不料比杨先生更不服的还是对方家
属，心有不甘，继续上诉，终于这个“无
责、不赔”的二审结果，拨乱反正，定
分止争，给了所有人一个定心丸。

笔者为这种态度鲜明、敢于纠偏、
明辨是非、不和稀泥的判决叫好。一审

以公平原则判杨先生赔一万五，但正如
二审判决指出，适用该条款前提是，哪
怕双方均无过错，但行为与损害间存法
律因果关系。而杨先生劝诫吸烟和老人
病发死亡只有时间先后关系，并无司法
上因果关系，故不适用此条。

一审判决有误，二审理性纠偏，还
杨先生以公道，也给了所有期盼公义昭
彰，相信正义就算迟到也不会缺席的围
观者以信心。不要小看这个改判，绝不
是免了“一万五的不当赔偿”这么简
单，它对世道人心的慰藉作用，远超这
一特定个案范畴。

细翻案发以来相关评议可知，此案

一度与南京彭宇案或满大街的“扶不
扶”相提并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小
小的意外事故案的认真改判。无关赔偿
金多寡，也不是所谓舆论绑架，而是严
格践行不枉不纵不错不漏，在点滴细节
上筑牢司法公信，坚定民众对司法的信
心。

看似两边讨好的判决，实则因司法
态度和价值含混不明，为害甚巨。无过
错方名誉就不该蒙受丁点污损。真如此
案杨先生这种心系公益、有责任担当
的，哪怕公正判决还其清白，不用赔分
毫，他仍愿道义援赠——逝者已矣，公
平改判也不值得欣喜，不过是迟到的纠
偏，并“已通过法院向死者家属捐赠1
万元”。其实要论过错，杨先生此前受
访就表示，事后就曾遭暴力威胁、辱骂
踢打，甚至下跪受辱。

司法判决就该分清是非，刑罚相
当，罪责相应，不搞不得罪人的折中平
均主义，不容丝毫暧昧含混。

有组织暴力犯罪是合法政府和
公民社会的最危险敌人。当社会处
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之
下时，黑恶势力泛滥成灾。此时除
了暴力、苟且和屈辱，社会正义荡
然无存。正是要摆脱这种野蛮状态
以发展文明事业，人类才努力建设
合法的公共管理系统。但由于合法
政府的管理会存在缺陷和漏洞，黑
恶势力往往死灰复燃，历史上，合
法政府和黑恶势力的斗争经常处于
持续过程中。铲除黑恶势力产生的
土壤，为社会提供高水准公共服
务，是国家和民族进入高级发展阶
段必须攻克的难关。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中，取得对有组织暴力
犯罪斗争的绝对胜利是必须完成的
阶段性重要任务。

“腐恶共生”是早已发现的现
象。凡是贴近黑恶势力的政治或公
共管理权力都容易受到侵蚀。黑恶
组织必然寻求隐藏和发展空间，拉
拢、收买、渗透或胁迫基层甚至更
高公务组织是其常规手段。一旦获
得包庇或纵容，其势力增长一日千
里。“腐恶共生”造成所谓“枯叶效
应”：在社会有机体这颗大树上，每
当一个领域“腐恶共生”，该地就像
一片发病的枯叶一样，虽然挂在树
上，但已不能从大树获得正常营
养，也不能贡献光合作用的应有产
出，与大树正常关系已经断裂。因
发病而断裂的枯叶增多，必然危及
大树根本安全。对社会有机体而
言，“腐恶共生”的危害也是如此。

“腐恶同除”是打黑除恶的基本
方略之一。有智慧的政治家都努力遵
照该思路进行治理。国史上著名的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汉景帝
期待“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
寿终，幼孤得遂长”。但是“吏以货
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
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
因此要求地方主政高官严修职守履行
监管职责，否则予以治罪。现代社会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也有挖出

“保护伞”的情形。扫黑反腐相结
合、“一案双查”正是当前专项治理
行动与以前不同的重要安排。

在强有力政治意愿领导和支持
下，“腐恶同除”首先应完成的任务

就是健全刑事法律制度。因为制度
性缺陷和漏洞容易造成黑恶势力屡
打屡犯，甚至会导致“养虎为用、
随需而猎”的现象。我国当前基本
具备关于打击黑恶势力的刑法制
度。现行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
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
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三项罪名的构成要件与刑事责
任；一项刑法修正案、两项司法解
释和两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存在的司
法指导文件进一步规定其中具体细
节。但其中有两个问题会影响“腐
恶同除”、“一案双查”的具体实施：

第一个问题是特定案件侦查主
体缺失。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是最严重的渎职犯罪之一，但
该罪名与前两项罪名列在一起“无
意”中归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的范畴，根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渎职罪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将由监察机关
侦查），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由公
安机关负责侦查。根据当前公布的
案件和新闻报道，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的最常见和最可能主
体是机关工作人员。这就会出现公
安机关“自我侦查”包庇、纵容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情形。根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6 年我国
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告人
1106 人，2015 年起诉 2027 人，但是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公开报道，
每年能够统计的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案件被告人数量却不
多。根据“腐恶共生”的犯罪学规
律，如何有效打击“保护伞”可能
是多次专项行动中隐藏的突出问
题。法律专业界呼吁将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列入渎职罪类
型，刑法修正时应该予以安排。

对于治理黑恶性质犯罪，“一案
双查”是长效工作机制。侦查黑恶
犯罪需要披荆斩棘，办理“腐恶共
生”案件更是巨大挑战，将来，国家

监察机关办理包庇和纵容黑恶案件，
公安机关办理涉黑其他类型案件，其
中线索如何移交、保密如何严格以及
侦查计划如何协作，需要专业界对其
中难点和解决机制予以认真研究与设
计。作为刑法修正前的过渡措施，当
前纪检监察机关应当承担黑恶案件中
的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调查任务，发
现可能构成犯罪的再移交给合适的公
安机关完成侦查。

第二个问题是要完善治理“恶
势力”犯罪的制度。司法界共识认
为“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
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
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犯罪团伙。“恶势力”一般为三
人以上，纠集者、骨干成员相对固
定，违法犯罪活动一般表现为敲诈
勒索、强迫交易、欺行霸市、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
伤害、抢劫、抢夺或者黄、赌、毒
等行为。“恶势力”不等于黑社会性
质组织，在刑法上应该区别对待。

但是，“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雏形。法律界学者在农村调查
发现，部分乡村“混混”形成控制
力，村霸导致乡村经济和社会事务

“灰色化”；在城镇地区，私营业主加
上若干“保安”打手，就能形成“恶
势力”。既然“恶势力”在农村和城
镇都危害巨大，并且是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源头，那么抓住治理“恶势力”
这个重点，就能有效治理黑社会的产
生问题。根据当前刑事法律，认定黑
社会性质组织需要查明其在组织、经
济、行为和危害性四个方面同时具备
一系列特征，在组织稳定性、形成非
法控制和重大影响等方面有明确要
求，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恶势
力”发展后的严重情形。但是，“恶
势力”尚未入刑，组织“恶势力”团
伙本身还不构成犯罪。前述多种违法
犯罪行为，只要“恶势力”团伙不作

出抢劫、聚众斗殴或涉毒等犯罪行为，
就不会进入刑法调整领域。而现实中的

“恶势力”在普通违法阶段，就能造成
对所在乡村、社区或领域中特定主体的
精神威胁，无人敢公开控告和报案；或
者在治安管理阶段就已经“获得”特
定公务人员包庇或纵容。这说明治理

“恶势力”犯罪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导致不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效地

“打早打小”。在当前打黑除恶专项治
理中，该问题应该通过刑法修正得到
及时解决。“扫黑除恶”必须贯彻法治
原则，本次专项行动计划期限为三
年，首先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将为后续
工作铺平道路。

刑事程序领域法治建设在本次专
项斗争中也应该取得重大进步。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启动已经
一年多，获得的改革成果在“扫黑除
恶”中应进一步应用和巩固。可以说，
该项改革迎来首次“大考”：根据多年
来专项斗争的司法经验，庭审实质化是
严把防范冤假错案的关口，这也是以审
判为中心改革的关键要求。为此，必须
严格禁止和杜绝在专项斗争中发生“未
审先定”现象。扫黑行动中，党政机
关、办案法院和部门负责人都不能事先
确定定罪量刑意见，要求员额制法官团
队遵照执行；各层次“扫黑除恶”领导
小组和办事机构应该做好扫除中的组
织和扫除后的恢复建设工作，不能替
代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职
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不得突破司
法责任制这一“红线”，必须完全落实
谁办案谁负责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需要防范各种导致
审判过程形式化的做法。当前，地方
党政主要领导非常关注的案件也不应
以案件协调会“定调”，这不符合庭审
实质化要求，并且很容易造成冤假错
案。为此，应该严格禁止以“案件协
调会”的形式替代庭审做出先前结

论。“先入为主”思维会误导法官在庭
审证据审查中发生误判，因此办案法
官在庭审合议环节之前不得对案件嫌
疑人是否有罪做出公开判断或者发表
倾向性意见，其他主体也不得要求其
发表或者咨询其意见。只有严格防范
庭审形式化，非法证据排除、完善证
人出庭、保障辩护权、规范侦查权等
以审判为中心的其他系列改革措施才
有发挥作用的前提。司法是社会正义
最后一道正规防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必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其中的社
会公正更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只有落实司法责任制才能在专项斗争
中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只有保障庭
审实质化才能增加民众在这项斗争中
对于社会公正的“获得感”。

公正是“立体”的，其在社会各
领域、各主体和各层次都应该具备。

“腐恶同除”必须以培育“立体”社会
公正为目标。发现和惩戒黑恶人员并
弥补被害人权益损失是塑造一方面的
社会公正；包庇和纵容的公务人员是
否正常受到追责、嫌疑人及其家属合
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执法是否规
范、执法司法人员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有效保障、公众知情权是否尊重、司法
公信力是否得到提升，都是这一专项事
务中公正内涵的构成部分。扫除黑恶
势力需要同步进行严谨的基础政治建
设，受到黑恶势力侵害的区域或行业相
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否恢复建立正常
实现机制，从而防止黑恶现象再次发
生，更是本次专项行动应该追求的最重
要的公正目标。假若顾此失彼，通过

“运动式”工作方式取得一方面成绩，制
度、组织和社会凝聚力建设没有因此明
显进步，那对扫黑除恶的巨大投入而言
肯定得不偿失。为此我们应该深刻理
解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更高
要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努力健全
相关刑事和行政法治制度，严格执法和
规范司法，培育立体的更高层次的社会
公正，取得针对黑恶势力犯罪斗争的绝
对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一项关键性的法治任务。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和更高要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努力健全相关
刑事和行政法治制度，严格执法和规范司法，培育

立体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公正，取得针对黑恶势力犯罪
斗争的绝对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项
关键性的法治任务。

关于张权申请执行王喜军、李新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依法委托有关评估机构对被执行人所有登记在王亚杰名下的位
于中牟县东风路北、丰华街东侧金帝苑住宅小区2号楼3-101号的房
屋一套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房屋。现将
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中牟县东风路北、丰华街东
侧金帝苑住宅小区2号楼3-101号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王亚杰拍
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
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5日向本院提交相关
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院申请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
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
况、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
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韩健等八人与威海东方海运有限公司（WEIHAI
EAST SHIPPING CO.,LIMITED）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定于
2018年3月1日上午9时整对威海东方海运有限公司（WEIHAI
EAST SHIPPING CO.,LIMITED）所有的伯利兹籍“东阳（M.V.
East Sun）”轮（曾用名“东昆6”）公开拍卖。凡需买船者，须交纳保证
金70万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船舶基本状况、起拍价、拍卖须知等
详见相关网站信息，看船时间于登记日前截止。凡与被拍卖船舶有
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视
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开户行：农行青岛东海西路支行；
账号：38020401040000388；全称：青岛海事法院；联系人：王昊
0532-55786436，樊明清0532-55786657。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福建鸿安船务有限
公司提出的设立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
申请。申请人福建鸿安船务有限公司称：2017年11月18日，申请人
所有的“鹏安盛”轮自烟台港开往上海港途中，在上海附近海域因风
浪导致集装箱货物落水或受损。“鹏安盛”轮船籍港泉州，总吨9977
吨，系从事国内近海货物运输的钢制多用途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300
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
的规定，申请对“鹏安盛”轮就本次事故引起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为874829.50特别提款权及

自2017年11月18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
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凡与本次海事事
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如对申请人福建鸿安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福建鸿安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基金没有异议或异议被裁定驳回的，应当自公告之日的
次日起60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申请登记。逾
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 上海海事法院

各债权人：铜陵市大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已经法定程序进入清
算，根据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7强清1号”指定清算组成
员的决定，尹礼龙、朱兴华、邹韬海、周成林、朱永华组成清算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请
所有的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
权时应向清算组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清算组联系人邹韬海，联系电
话：18056280857。 铜陵市大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云南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人云南新
永丰科技有限公司、大姚县森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金美林与
被申请人云南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提交的破产申请及
相关证据材料、本院(2018)云23破申1号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被申请人云南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有异议，
应当自收到本院的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提出。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或公开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10日(如遇节假曰，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1个工
作日)下午2时40分在本院民二庭会议室就申请人云南新永丰
科技有限公司、大姚县森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金美林申请云
南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一案的相关事宜召开听证会，
通知你公司按时参加。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石仁申请认定财
产无主一案。申请人何石仁申请称：黄水清（身份证号：

442523194503082911）于2014年8月27日因病死亡，黄水清早年
已与前妻离异，父母早已去世，无子女，亦无兄弟姐妹直系亲属
和旁系亲属。黄水清遗留在存于广东和平县邮政局长塘支局
（账号为：605984010220171201）的存款 10117.68 元及利息为无
主财产，请求判令该财产归其所有。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
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
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
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 [广东]和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国明申请
宣告王善英死亡一案。经查，王善英，女，1984 年 10 月 10 日
出生，住安徽省芜湖县红杨镇永平行政村里王自然村，公
民身份号码 34022119811010436X。王善英于 2005 年 6 月 9 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王
善英本人应在公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其他知悉王善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内将王善英
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善
英死亡。 [安徽]芜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美玲申请宣告张晓东死亡一案，经查，张晓东，
男，汉族，1965年10月10日出生，住黑龙江省拜泉县富强镇福胜
村3组。2017年11月5日1830时许，辽瓦渔75017号渔船在38°
48′N，122°00′E处附近海域沉没。经多方搜寻，至今仍未发现
失踪人员，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晓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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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林长青、林长山、林长勇、林长路、林长远申请宣
告林长平死亡一案，经查，林长平，男，汉族，1966年7月8日出
生，住辽宁省庄河市栗子房镇张炉村孙炉屯143号。2017年11
月5日1830时许，辽瓦渔75017号渔船在38°48′N，122°00′
E处附近海域沉没。经多方搜寻，至今仍未发现失踪人员，有关

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林长平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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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文远方申请宣告文志刚死亡一案，经查，文志刚，
男，满族，1974年2月18日出生，住内蒙古兴安蒙突泉县六户镇永
凡村。2017年11月5日1830时许，辽瓦渔75017号渔船在38°
48′N，122°00′E处附近海域沉没。经多方搜寻，至今仍未发现
失踪人员，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文志
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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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朱丹申请宣告康厚碧公民死亡一案，经查：康厚碧，
女，汉族，1958年9月17日生，身份证号：510111195809170360，户
籍所在地：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花照壁村2组。2008年11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康厚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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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官琼芬申请宣告
蔡彬死亡一案。申请人官琼芬称，被申请人蔡彬于2000年5月
出走至今未回。下落不明人蔡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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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
人蔡彬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彬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蔡彬情况，向本
院报告。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扎给要求宣告失踪人娜努死亡一案，经查：
娜努，女，1974年8月3日出生，拉祜族，云南省西盟县人，公民身
份证号码530829197408031524，户籍地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
治县翁嘎科镇班岳村民委员会三组07号，于2003年3月外出失
联，下落不明已满1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娜
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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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曾训培申请宣告陶举燕失踪一案，经查：陶
举燕，女，199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重庆市巫山县
福田镇金字村2组33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7199304292202。被
申请人陶举燕于2011年12月独自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陶举燕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大昌法庭联系（联系电话023-57891189）。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巫山县人民法院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警大队聘用制法警聂信（证件号：
111529）、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警大队聘用制法警王蓥（证件号：
112610），不慎将司法警察证丢失。特此声明作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珠海市汇龙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深圳市亚
明土工器材有限公司与你方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案号：珠仲
裁字（2017）第6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18年4月15日前。 珠海仲裁委员会

姚方（公民身份号码43022319851003481X）：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宜
昌悦诚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仲裁庭已组成，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宜仲案第210号】、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开庭
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上午9时，地点为本会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
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裁决书将于开庭后的第30日作出，请你自裁决书作出
之日起6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宜昌仲裁委员会

武汉市优房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本会于2017年8月1日受理的
申请人牟健宇与被申请人李超、武汉市优房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存
量房买卖合同争议案，案号为：2017005000091，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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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武昌分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武汉市优房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本会于2017年9月30日受理的
申请人牟健宇与被申请人武汉市优房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的存量房
买卖合同争议案，案号为：2017005000107，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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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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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武昌分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本院受理程利平申请宣告鞠坤死亡一案，于2017年9月26日发出
寻人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3个月。现公告期间已经届满，鞠坤仍然下
落不明。本院于2017年12月29日依法作出（2017）京7101民特13号判
决书，宣告鞠坤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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