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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司法为民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吴 辉

重庆市奉节县地处长江三峡库区腹地，辖区面积 4087 平方公里，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88.3%，人
口 107 万人，具有典型的“大库区、大山区、大农村”特点。近年来，奉节县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县情区
位，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妥善审理涉农案件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发扬“溜索法官”精神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园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自古
以来，奉节县便以甘美的脐橙闻名天
下，有着“中国橙都”的美誉。2017
年，奉节脐橙种植规模达 32 万亩，产
量突破30万吨，产值达到20亿元，“生
态产业支撑”战略成效凸显，实现了从

“一棵树养活 30万人”到“一棵树致富
30万人”。

“奉节是一个农业大县，服务农业
农村发展，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动绿色发
展，人民法院责无旁贷。”奉节县人民
法院院长陈显明表示。

奉节法院大力支持脐橙等生态产
业发展，依法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助推绿色生态产业项目有序实
施；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最大限度
缓、减、免诉讼费；开设涉农案件处
理绿色通道，依法快审速执特色效益
农业领域因种植、营销而产生的纠纷
案件，同时要求三个人民法庭加大巡
回审判力度，在农忙时节组织“春耕
巡回法庭”，适时开展“假日法庭”、

“夜间法庭”、“赶集法庭”等审理方
式，方便群众诉讼。

“这下可以安心过个好年了，感谢
法官！”拿到工资的申请执行人孙某激
动地表示。

2017 年初，为了让群众过一个安
心祥和的春节，奉节法院启动了“暖冬
执行”涉农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对近两
年受理但未执结的追索农民工工资等涉
农案件优先执行，实行定案件、定人
员、定方案、定时间的执行方式，用足
用好执行举措，提高执行兑现率。在两
个月时间里，该院共为300余名农民工
兑现执行案款1000多万元。

据统计，2017 年，该院还依法妥
善审理了破坏农村社会秩序、扰乱农业
市场秩序等刑事案件 17 件，审理涉及
农村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
业保护等民商事案件336件，审理涉及
农地征收征用、乡村规划建设等行政案
件 23 件，为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
26 万元，追索农民工工资、工伤保障
待遇3200余万元。

“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是提升全县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的现实需要和重要举措。奉节法
院以法院机关为中心，以人民法庭
为辐射点，构建起从县级部门到乡
村组织的上下对接、横向互补、纵
深推进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陈
显明说。

奉节法院针对辖区实际情况，结
合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探索构建了

“中心辐射、平台支撑、站点补充、
多方共建、多元共治”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新格局。依托法庭诉讼服务
中心，借助乡镇综治办或人民调解组
织推进“诉调对接中心”建设，建立
集诉讼服务、诉前联调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诉讼服务中心
与诉调对接中心的深度融合，整体推
进。

奉节法院搭建了案件速审速裁平
台，通过建立立案登记繁简分流制
度、构建调解与速裁衔接机制、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多措并举加快审判进
度，缩短审理期限，减轻当事人诉
累。对涉及家事纠纷、相邻关系、小
额债务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适宜
调解的简易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登
记立案前调解程序，或在立案后交由
诉调对接中心委派给非诉调解组织调
解，有效破解以往诉讼与非诉讼解决
方式衔接不畅、对接不力等问题，最
大限度科学合理配置解决纠纷的资

源，及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
阶段，消融在萌芽状态。

奉节法院还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
网络调解平台，建立远程视频调解
室、微信群、QQ群，实现与综治专
干、人民调解员等人员的“多方、实
时、移动”视频连线调解，借助网络
达到诉前纠纷联合先行调处、诉中矛
盾联动妥善化解、诉后争议联系稳控
解决的良好成效。

为获得更好的实践效果，奉节
法院进一步制定实施办法、完善操
作规程。畅通对接渠道，推动建立
与辖区乡镇职能部门、村社基层组
织等各方主体的联系沟通机制，着
力强化与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的工
作沟通、业务指导和信息互动，注
重厘清各主体在多元化解纠纷工作
中的职能定位。通过召开联席会
议、建立信息专报等形式，注重协
调配合，强化对解决纠纷的路径指
引，较好地发挥各方化解矛盾纠纷
的职能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提高
矛盾纠纷综合调处的实效。 2017
年，共培训人民调解员、综治专
干、村社干部等 150余人（次）。

2017 年，奉节法院共受理各类
案件 11218 件，审结 10337 件，结案
率92.15%，诉前化解矛盾纠纷400余
件，其中 62 件涉及侵权赔偿、土地
流转等矛盾尖锐的纠纷通过协同各方
力量得到了有效化解。

三年前，几位身着法官制服的年轻
小伙抱着国徽坐着溜索过河的照片被发
到了网上。一群年轻人，一条河，因为一
次美丽的邂逅，被山外的人所熟知。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
先后实地采访报道“溜索法官”。

“溜索法官”来自奉节法院第三人民
法庭。法庭驻地位于兴隆镇，管辖 5 个
乡镇，辖区面积 950 平方公里，海拔从
200多米到2100多米，辖区山大坡陡、谷
深路遥、气候多变。长期在大山深处办
案的5名法庭干警，坚持送法下乡、巡回
审判，常年蹚河越岭为山村群众提供司
法服务。从海拔200余米的沟谷到1900
多米的大山之巅，布满他们的便民足
迹。“溜索法官”用艰辛和坚守构筑一道
消弭矛盾纠纷的“和谐屏障”，也为生活
在重峦叠嶂中的 10 万群众平安发展夯
实法治根基。

“在我看来，‘溜索法官’精神实质就
是‘植根基层重实干、心系群众讲奉献、
不畏艰辛勇担当’。荣誉代表过去，司法
为民永远在路上，要努力想办法为群众
提供更为优质的司法服务。”第三法庭庭
长唐华强表示。

“溜索法官”成名的背后，是奉节法
院狠抓人民法庭建设的付出与努力，凝
聚着全院干警践行司法为民的辛勤汗
水。

奉节幅员辽阔、山区居多，村民居住
地相对分散，广大山区群众到法庭路途
遥远、诉讼成本较高。为方便群众诉讼，
奉节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桥头堡作
用，构建“完善一个中心、健全一个网络、
拓展一个平台、夯实一个基地、打造一个

网点”的“五个一”人民法庭建设格局。
依托“诉讼站点遍及乡镇、诉讼联络员覆
盖村社”的便民诉讼网络，针对不方便的
当事人上门立案、巡回审理、就地调解，
缩短当事人奔波的空间距离，努力实现

“法官多跑路、群众少受累”的目标。三
个人民法庭2017年共审结案件2111件，
巡回办案率达32%，指导、协助便民诉讼
联络员化解矛盾纠纷 340 余件，并均被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命名为“民生法
庭”。第三人民法庭更获得“全国法院先
进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首届重庆
市十大法治人物特别贡献奖”、“2015年
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特别奖”等多
项殊荣，入选全国“政法英模榜”，“溜索
法官”获评“2016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亮
点人物”。

奉节法院也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加大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设施、设备的
投入。建设数字化法庭，配备数字化巡
回审判包，为网上办公、办案提供坚实的
物质保障。结合辖区地域特点，建立远
程视频调解室，实现院机关与法庭的视
频连线，声像同步开展业务指导、诉讼调
解、法制宣传等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更为
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2017年，该院通
过网上立案21件，电子送达司法文书356
件。2018年年初，第三法庭还开通了公
众微信号，并把微信二维码公示在辖区
每个便民诉讼联络点及旅游巡回法庭
点，方便群众咨询及办理相关事务。该
院还改造升级了线上线下诉讼服务中心
功能，巩固提升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探
索试点全市法院“全域立案”，保障人民
群众共享司法进步的成果。“全域立案”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已成功立案16件。

2017年 11月 30日，国家宪法日
来临前，奉节法院第一人民法庭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来自康乐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的
20 多名在校留守儿童走进法庭，参
加观摩庭审、模拟“小法官审案”、
听法官姐姐讲故事、了解人民司法发
展历史等活动，在“零距离”体验中
触摸法治、感悟司法。

这是奉节法院重视普法宣传，提
升青少年儿童和群众法治意识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奉节法院立足“库区、
边区、山区”的县情区位，结合乡镇
农村地区法治观念相对薄弱、农村留
守儿童较多的现状，以第三法庭为试
点平台，创建以法庭干警姓名命名的
普法栏目“威威说法”，将普法常态
化，把法律形象化，受到广大山区群
众和青少年学生欢迎。

“为了改变过去以文字为主的法
律宣传册样式，设计以法庭干警原型
为蓝本的‘威威说法’卡通形象，制
作专门针对青少年学生尤其是留守儿
童的普法宣传填涂漫画，用更加通俗
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对法
律知识进行解读，寓教于乐，让孩子

们在娱乐中就能学习到法律知识。”
卡通漫画设计者、第三人民法庭干警
王威介绍。

针对农村广播覆盖面广的特点，
第三法庭又在辖区乡镇广播站、“村村
通”广播台开设“威威说法之法律每月
谈”栏目，每月定期播放由法庭干警录
制的普法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乡镇、农
村地区易发、多发矛盾纠纷典型案例
及群众容易误解的法律常识。

奉节法院还探索巡回办案与“威
威说法”法治宣传同步的工作方法，
重点做好具有普适性案件审理的同步
宣传工作。法官在巡回办案时制作携
带法治宣传“易拉宝”、便民诉讼联
络卡等资料，对沿途居民集中区域做
好宣传，真正将法律服务送到村民家
门口，努力营造崇法、守法的法治环
境和法治氛围。

2017 年，奉节法院利用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劳动节、世界环境日等
契机，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活动共 20
余次；走进校园开展“威威说法校园
大讲堂”、法治漫画涂色等活动 8
次，累计发放“威威说法”漫画笔记
本600余册；开展上门普法宣传20余
次，接受法律咨询500余人次。

盛方奇 制图

妥善审理涉农案件

奉节法院服务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动绿色发展，
在2017年初启动的“暖冬执行”涉农案件专项执行
行动中，用两个月时间为300余名农民工兑现执行
案款1000多万元

奉节法院狠抓人民法庭建设，为方便群众诉
讼，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桥头堡作用，构建“五个
一”人民法庭建设格局，努力实现“法官多跑路、
群众少受累”的目标

发扬“溜索法官”精神

奉节法院立足“库区、边区、山区”的县情区
位，结合乡镇农村地区法治观念相对薄弱、农村留
守儿童较多的现状，以第三法庭为试点平台，创建
以法庭干警姓名命名的普法栏目“威威说法”，将普
法常态化，把法律形象化，受到广大山区群众和青
少年学生欢迎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奉节法院针对辖区实际情况，结合人民群众的
司法需求，探索构建了“中心辐射、平台支撑、站
点补充、多方共建、多元共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新格局，及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阶
段，消融在萌芽状态

徐勇：本院受理原告杨丽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渝
0108民初295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岸区茶园行政中心C区法院大楼)
317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徐勇：本院受理原告黄雪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渝
0108民初295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岸区茶园行政中心C区法院大楼)
317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秀妹申请宣告林
智敏（公民身份号码：350321199210205637，户籍所在地福建省
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铁炉村后埭 21号）失踪一案。申请人张秀
妹称，林智敏于 2010年 9月 27日在莆田第五中学读书时失踪，
未与家人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2年。下落不明人林智敏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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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林智敏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翠娥申请宣告罗桂平失踪一案，经查罗桂平，
女，1956年 3月 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
永安亨美村十一巷 11号，公民身份号码 440622195603070661，
于1998年8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罗桂平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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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敬芳（曾用名周进芬）申请宣告周进花失踪一
案，经查：周进花（女，1978年 1月 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
省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韶仁路82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进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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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进花失踪。 [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3月 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宇航申请宣告
刘宝龙失踪一案。申请人称，其父刘宝龙自2011年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经查：刘宝龙，男，1967年 12月 4日出生，汉族，身
份证号 132624196712043511，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平泉市道虎沟
乡广兴店村5组219号。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如
刘宝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看到此公告，希望及
时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宣
告被申请人刘宝龙失踪。 [河北]平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宸含、刘铠源申请宣告王军红失踪一案，经
查：王军红，女，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郏县薛店镇刘七村4
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王军
红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军红失踪。 [河南]郏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环、郭妍申请宣告郭坤
玉、郭世豪死亡纠纷一案。经查：郭坤玉，男，197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
住 沈 丘 县 周 营 乡 刘 集 行 政 村 刘 集 村 487 号 ，身 份 证 号
412728197106197230。郭世豪，男，200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丘
县周营乡刘集行政村刘集村487号，身份证号412728200202107279。
于2017年4月24日晚上20时30分，亲河999船上行至长江下游官洲水
道吉阳矶横驶区水域与下行的豫远翔5168船发生碰撞，导致豫远翔
5168船沉没，船上3人落水，其中1人救起，郭坤玉、郭世豪失踪，因意外
事故下落不明已满11个月。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郭坤
玉、郭世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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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田生、罗淑云申请宣告陈小群死亡一案，经查：
陈小群，男，197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新宁县人，身份证号码
430528197904130031，住新宁县丰田乡丰田村 2组 25号于 1996
年1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陈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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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卢晓干申请宣告传秀
英失踪一案。申请人卢晓干称，其与传秀英系夫妻关系，传秀英自
1999年春天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传秀英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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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传秀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传秀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传秀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裘婉姑申请宣告金为兵死亡一案，经查：金为兵，女，
1984年4月14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5198404146520，汉族，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龙降桥村（33）周渠浜2号，于1999年
9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金为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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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孙永喜申请法院宣告孙永斌死亡一案，本院于2015
年 5月 29日立案受理，于 2017年 3月 6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
找孙永斌的公告，在公告法定期限内无人提供孙永斌的下落信
息及孙永斌本人也未向本院报告下落信息。2018年 3月 19日，
本院依法适用特别程序进行了审理。经审理，申请人孙永喜申请
法院宣告被申请人孙永斌死亡符合法定条件，本院于同日判决
宣告孙永斌死亡，现予公告。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曹美云申请宣告唐建死
亡一案。申请人曹美云称，其与被申请人唐建系夫妻关系。唐建于
1999年12月外出打工至今未归，家人与他无法联系。申请人及亲戚曾
去打工工地寻找，至今仍无消息。为此特向法院申请宣告唐建死亡。下
落不明人唐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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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唐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唐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唐建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3日受理申请人谢明甫申请宣告谢小强死亡
一案，经查：谢小强，男，1973年 11月 1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404197311190416，汉族，户籍地常州市钟楼区清潭新村91幢601
室，于2012年6月底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下落不明人谢小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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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谢小强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谢小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谢小强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龙凤申请宣告杨启珍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杨
启 珍 ，女 ，1976 年 5 月 8 日 出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520201197605082047，汉族，户籍所在地兴化市临城镇三赵村148
号。于2016年2月离家，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杨启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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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午3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志鹏宣告被申请人
邹伟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邹伟（女，1972年3月5日出生，公民
身份证号码：210621197203050469，住辽宁省凤城市凤凰城办事处
中华委五组050219）系申请人母亲，1999年6月7日申请人的父亲
周春生与母亲邹伟离婚。离婚后被申请人离家出走，下落不明。2010
年，申请人及亲属到凤城市凤凰城分局报人口失踪案，至今被申请
人仍下落不明。经公安数据系统查询，邹伟于2015年3月12日至今
无任何行动轨迹，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被申请人邹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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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振兰申请宣告刘忠
印死亡一案，申请人周振兰称：被申请人刘忠印，男，1962年11月11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临沂市罗庄区盛庄办事处刘家三岗村，2006
年9月7日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刘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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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忠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刘忠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刘忠印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增凤申请宣告李金国失踪一案，经查：李金国，男，汉
族，1968年10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朐县九山镇小尧峪村，于2001
年3月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金国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536-3216114）。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临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昌科申请宣告刘爱玲死亡一案，经查：刘爱玲，
女，汉族，生于1973年9月16日，住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五星村十一
组778号，于1997年8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刘
爱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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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瑞申请宣告张世国
死亡一案。申请人张瑞称，张瑞与张世国（男，1970年4月22日出生，
汉族，公民身份号码61242519700422587X）系父女关系。被申请人

张世国精神失常，于2013年9月12日离家出走后一直未归，没有与家
人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现在被申请人张世国已经下落不明满4年。
下落不明人张世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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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世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张世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张世国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紫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柏林申请宣告周震文死亡一案，经查：周震文，男，
1963年1月30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路33弄14号103室，
于2005年3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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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挪伟申请宣告王度
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挪伟称，王度，男，1918年7月6日出生，原住杭
州市上城区南山路79弄6号，于1997年8月20日早晨离家后未归，
至今下落不明，家人多方查找无音信。下落不明人王度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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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度将被依法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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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度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大康申请宣告张中兰死亡一案。经查：张中兰，女，汉
族，户籍地：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胆沟村12组。被申请人张中兰于1987
年起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中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280866）。公告期间为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郎如宝、郎如苍、郎如
荣、郎如金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称，郎如银与申请人系堂兄
弟关系，郎如银父母早已亡故，本人终身未娶，申请人系郎如银唯一的
亲人。郎如银因病于2016年11月去世，患病期间的费用由申请人垫付，
后事由申请人负责处理。现申请人得知，郎如银在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游埠支行尚有存款7305元，请求认定该财产归申请人
所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寻找财产所有人，公告期间，财产仍由浙江兰溪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游埠支行保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年
内，该财产所有人可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无人主张权利的，本院将依
法裁判。 [浙江]兰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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