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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执行将名下34万款项分次挪走
被执行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获刑一年

法院追加被执行人将案款全部执行到位

维权多年的农民工流下热泪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总裁王银成受贿案一审宣判

拒付抚养费又撕毁法律文书
无知老妇被处司法拘留十五日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为打鸟网购气枪配件、自制铅弹

河南一男子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获刑
广西东兴法院公开审理一起特大涉黑案件

34名被告人被控多项罪名

本报福州 5月 24 日电 今天，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
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银成受贿案，对
被告人王银成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对王银
成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6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王银成利用担任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裁、党委书记、总裁、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
务晋升、子女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870万余元。

福州中院认为，被告人王银成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
成受贿罪。鉴于王银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
遂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王银成当庭表示认罪服
判，不上诉。 （陈 镇）

本报重庆 5月 24 日电 今天，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了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
府原副省长虞海燕受贿一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
控：1998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虞海
燕利用担任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炼钢厂厂长、副总经理兼总工
程师、总经理、董事长、甘肃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产品销售、工程承揽、房地产开

发、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
益，直接或通过其妻子李岩华收受相
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6563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虞海燕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
意见，虞海燕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虞海燕的亲
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70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张瑞雪）

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
虞海燕受贿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本报湘潭 5 月 24 日电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曾 毅 尹 静） 今
天，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张议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刘
定波、周智国、赵志湘犯寻衅滋事罪
一案进行了宣判。以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张议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10 万元，判令张议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周某等人的物质损失共计 3 万余
元。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
定波、周智国、赵志湘有期徒刑四年、
三年、一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6 月 24
日 16 时许，被告人张议以被害人周某
在湘潭县石潭镇农贸市场内经营没有

交费为由，伙同周智国对周某实施殴
打。随后，张议又因收费问题与周某
的妻子被害人张某发生冲突，张议拿
起店内一把木柄尖刀捅刺了张某背部
一刀。张某倒地后，张议纠集被告人
周智国、刘定波继续对张某、周某拳
打脚踢。17 时许，被害人张某在被送
往医院途中死亡。自 2011 年以来，被
告人张议纠集同伙，寻衅滋事，对冯
某军、赵某海、周某林、刘某宇、张

某龙、王某平、王某林、郭某等多人
实施殴打并损毁他人财物；2016 年 1
月 18 日、19 日，被告人张议组织多
人，采用挂锁锁门、拦截车辆等方式
封堵镇政府大门和进出路口，每次时
间长达近三个小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议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构成
故意伤害罪。其在刺伤张某后，还纠集
被告人刘定波、周智国继续殴打张某，

并阻止死者家属进行施救，还利用伤害
张某一事来威胁其他未交“凳子费”的
租赁户，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
忍，主观恶性深，依法应予严惩。被告
人张议纠集同伙，以暴力、威胁或者其
他手段，在湘潭县石潭镇多次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
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形成恶势力。被告人张
议及其同伙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损
毁他人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
罪。被告人张议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
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
员 杨 波） 法院判令归还 20 万元
欠款，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金某不
仅不还，还偷偷将名下账户转入的
34 万元款项挪走。日前，浙江省新
昌县人民法院对金某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8 年 5 月 15 日，新昌法院一
审判令金某返还曹某 20 万元本金及

利息，该案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
2008年9月，新昌法院依法申请立案执
行，因金某家住绍兴市上虞区松厦镇章
家村，于 9 月 30 日邮寄送达执行通知
书，责令金某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但
当时金某名下没能查询到可供执行的财
产，法院只好暂时终结执行。

但近10年间，新昌法院的执行法官
从未间断过对该案的关注，在开展“终本
案件回头看”工作时，执行法官通过执行
查控系统协查金某名下的财产，发现金
某名下的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入
34.71万元，当日被取款四笔共30万元，

2014年11月15日后余款被分次取走。
据查，这笔钱是金某所获的厂房转

让款。其在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将
银行账户存款分次取出他用，致使法院
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其行为涉嫌构成拒
执罪。

新昌法院当即以金某涉嫌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金某在上虞北火车站被抓获归
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涉案事实。

新昌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金某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
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
自愿认罪，决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
执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
行为。”该案承办法官潘法官说，“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一经生效，就具
有法律强制力，负有执行责任的当事
人都必须坚持执行，金某的行为是对
司法活动的藐视，侵犯了司法机关的
权威，显然构成拒执罪。”

本 报 乌 鲁 木 齐 5 月 24 日 电
（记者 崔建民 通讯员 丁永鸿）
近日，经过长久等待，申请执行人付某
终于拿到了20万余元赔偿款，作为维
权多年的农民工，付某感动地流下了
眼泪，送上锦旗一枚，以表达对执行干
警由衷的感激之情。

2017年5月，申请执行人付某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坪垦区人民法院
提出申请，请求被执行单位亨瑞公司
给付伤残赔偿金、医疗补助金、就业
补助金、养老保险金等共计 20 万余

元，立案后承办法官立刻展开执行。经
查控系统显示：被执行单位亨瑞公司已
无房产、存款等可供执行财产，打通申
请执行人提供的被执行单位负责人沈某
的电话，沈某称已辞职不干了，执行法
官又来到申请执行人提供的公司地址，
得到消息是已经搬走了，又来到公司注

册地经多方打听，这个公司几年前就不
在这里了。一个每年都在正常审验的公
司竟然蒸发不见了。

执行干警没有放弃，通过各种途径搜
集相关证据，依法将该独资公司股东李某
追加为被执行人。该公司股东得知法院
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时，立即到工商局办理

注销登记，想方设法设法逃避法律责
任，申请执行人代理人得知消息后担心
上述情况发生，急忙到法院说明。执行
法官稳住他们的情绪，告知不怕注销，
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
法进行清算的股东也免不了承担责任。

机关算尽，被执行人终于现身。
沈某来到法院自称是亨瑞公司股东李
某的丈夫，提出执行异议。法院驳回
异议，上诉也被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案款最终从追加的被执行人该公司股
东李某处全部执行到位。

本报讯 （记者 费文彬 通讯
员 黄明强 苏景怡）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关
飞虎等 34 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案是 2018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该院审理的第一起特大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该案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厅联合挂牌
督办。公诉机关指控关飞虎等涉嫌犯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
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 2015 年 至 2017
年，被告人关飞虎等人为达到管控东
兴市边境地区乡村公路，向走私车辆
设卡收费，以及排除他人妨碍、为帮
派人员出头等目的，多次实施敲诈勒
索、打砸财物、伤害他人、寻衅滋事

等犯罪行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关飞虎等

34 人为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策划、指挥
和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严重社
会危害，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追究被告人关飞虎等 4 人的刑事责
任，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究其余
30人的刑事责任。

为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充分
行使辩护权，该院对没有自行委托辩
护人的被告人，通过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法律援助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辩
护。该案由 4 名公诉人员出庭支持公
诉，共 42 名律师出席为各被告人进行
辩护。为了保证案件有序进行，该院
多次召集被告人、辩护人、公诉人召
开庭前会议，对非法证据排除、回避
证人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换意
见。开庭当天，该院还邀请了部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司法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等旁听了庭审。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涉及多项罪
名，案情疑难、复杂，犯罪事实前后跨
越时间较长，预计庭审时间将持续 9
天。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潘某妨碍执行，故意
当众毁损人民法院文书，现依法决定
对你拘留十五日。”听到执行法官宣
读完《拘留决定书》，潘某依然未意
识到其行为已触犯法律，当法警将手
铐戴到潘某手上时，她还声称“抓去
打靶也无所谓”。

近日，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来到潘某家中，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潘某的儿子罗
某送达限制高消费令和失信被执行
人决定书。罗某与李某于 2016 年调
解离婚，约定由罗某每月支付 400

元抚养费给其女至其年满十八周岁
止。后因罗某长期未按约定支付抚养
费，李某于 2018 年 1 月向连南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通过查控，依法冻结并划
扣了罗某在微信财付通账号内的存款，
且未发现被执行人罗某有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连南法院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执行法官依法将法律文书送达到罗

某家中，其母潘某称罗某外出打工未
归，表示因李某不允许她探视孙女，故
而不应支付抚养费。后潘某情绪激动，
将裁判文书当场撕毁并扔在地上，随后
执行干警将其拘传至法院。

“故意毁损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妨

碍执法，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
法。”经法官耐心释法，潘某终于认
识“闯祸”了，拘留期间不断地向
干警哭泣哀求，对其作出冲动和无
知的行为感到后悔，并表示以后会
遵守法律的规定。考虑到潘某已年
过花甲，长期生活在农村缺乏法律
常识，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经过此
次拘留已达到教育的目的，且被执
行人罗某亦答应履行生效判决文书
确定的义务，法院对潘某作出提前
解除拘留的决定。

（刘宇靖 方雨欣）

持刀捅伤被害人又继续施暴

湘潭一恶势力犯罪团伙主犯获死刑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25日（总第7362期）

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金鑫申请宣告杨敏
死亡一案。申请人金鑫称，下落不明人杨敏于2013年10月6日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杨敏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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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敏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敏情
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舒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崔莉申请宣告王凤荣失踪一案，经查：王凤荣，女，
汉族，1960年5月23日出生，身份证号：620102196005231520，住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95号901。王凤荣于2014年1月
1日离开住所后再未回来。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凤荣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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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毛小风申请宣告王
红涛失踪一案，申请毛小风称，王红涛，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
汉族，籍贯河南省太康县，原住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106号1702
室。于2010年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红涛应
当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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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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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涛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金申请宣告李锦锡死亡一案，经查：李锦锡，男，汉族，
1962年2月1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新苑
村七巷2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22196202190018，李琼珍于2013年9
月6日报警称李锦锡失踪，具体失踪日期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
锦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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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可香、陈可健申请
宣告黄美香死亡一案。申请人陈可香、陈可健称,黄美香于 2003
年 5月 19日约上午 10时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离家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黄美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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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黄美
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黄美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黄美香情况,向本院报
告。 [海南]琼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孔德娇提出的宣
告下落不明人袁彩云失踪的申请。申请人孔德娇申请称，下落不
明人袁彩云系申请人孔德娇之母。2007年，申请人孔德娇之父孔
令华因病死亡，同年被申请人袁彩云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下落不
明人袁彩云应当在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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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袁彩云将被宣告失踪。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在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鸿伟申请宣告张双杰失踪一案，申请人韩鸿伟称，
其 与 张 双 杰（1986 年 10 月 30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20621198610308045）系母子关系。2012年2月7日其父韩玉明与
张双杰登记离婚，韩鸿伟跟随韩玉明生活。从2012年3月张双杰至
今下落不明。2014年其父韩玉明意外事故死亡。下落不明人张双
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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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双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张双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张双杰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沈佳俐申请宣告李崇芬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李
崇芬于2005年9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李崇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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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舒建得申请宣告舒适死亡一案，经查，舒
适，男，1987年 9月 20日出生，系申请人舒建得次子，汉族，住武
汉市新洲区辛冲街道办事处三合村舒家墩 28 号，公民身份号
42011719870920085X，于 2007年 12月 2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杳无音讯。现申请人舒建得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舒适死亡，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舒适本人或者知悉
舒适下落的人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年内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汪正全、李从珍申请
宣告李洪死亡一案。申请人汪正全称：申请人养女李洪于1999年
外出务工至今未归，申请人多次外出寻找及委托亲朋好友打听
始终毫无音讯，下落不明长达19年之久。下落不明人李洪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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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洪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
洪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李洪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公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仇国英申请宣告姜思德
死亡一案。申请人仇国英称，姜思德于1990年1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姜思德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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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姜思德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道下落不明人姜思德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其1年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姜思德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方式：0731-
85890163，董娟娟法官）。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丙初、刘二香、刘丙三、刘丙四申请宣告刘
潭才死亡一案，经查：刘潭才，男，1944年11月12日生，汉族，湖南
省桂阳县人，退休教师，住湖南省桂阳县城郊乡机关单位中心学校
宿舍，居民身份证号码：432822194411120974，于2014年3月23日
在厦门旅游时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1年。希望刘潭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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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苏妹申请宣告欧阳春顺失踪一案，经查：欧阳春
顺（男，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住宁
远县中和镇和平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432924197604236270）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欧阳
春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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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爱林申请宣告李鹏
失踪一案。申请人李爱林称李鹏系申请人之子，李鹏自2015年10月
份离家出走，期间一直未与家人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2年。下落不
明人李鹏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鹏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李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李鹏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汉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唐佳辉申请宣告蒋清玲失踪一案。经查：蒋
清玲，女，197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栗江镇西
山村（原陇州村）新江组，系申请人唐佳辉母亲。于2006年3月11

日因精神病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蒋清玲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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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蒋清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蒋清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蒋清玲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前进申请宣告王善红失踪案，经查，王善红，女，
1983年6月24日生，汉族，东海县人，住东海县黄川镇陈墩二组，身
份证号码320722198306242625。自2011年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期间3个月。王善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锡生申请宣告李
锡华死亡一案。申请人李锡生称，李锡华于1998年身患精神分裂
症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李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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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李锡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锡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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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锡
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蔡宝英申请宣告蔡元松
死亡一案。申请人蔡宝英称，蔡元松因患有精神病，于1994年9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其家人曾于2013年1月至大连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支队办理寻找失踪人口启事，现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蔡元松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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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蔡元松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元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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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松情
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熙明申请宣告王兴国死亡一案。申请人王熙明
称，王兴国，男，汉族，1977年7月16日生，住河南省孟州市城伯镇
城伯村文化街39号，公民身份号码410826197707162018，2017年
10月8日，王兴国在“辽营渔35315”号船作业时落水失踪，经有关
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王兴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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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国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王兴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
知悉的王兴国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叶翠莲申请宣告马
铁蛟失踪一案。申请人叶翠莲称，其与马铁蛟系夫妻关系，双方
于 1988 年 8 月 18 日登记结婚，马铁蛟 1998 年患精神分裂症，
2006年离家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马铁蛟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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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马铁蛟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马铁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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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铁蛟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冯耀虎申请宣告冯嘉俊失踪一案，经查：冯嘉俊(又名
冯党鹏)，男，1984年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周至县富仁镇渭友
村二组。身份证号码：610124198401014830。于2016年3月份离家外
出不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冯嘉俊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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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陕西]周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冉阿妮申请宣告王俊华失踪一案，经查：王俊华，
男，197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卫华巷3号楼
1单元东户，户籍地：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临平镇街道临平镇政府，
身份证号：610424197112250855。王俊华于2016年4月17日外出
找工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广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王俊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介芳申请宣告陆光全死亡一案。经查：陆光全，男，1953
年2月2日出生，汉族，原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2组1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511112195302020512。陆光全于2014年4月30日
无故外出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陆光全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尹铁军申请宣告尹
明山死亡一案。申请人尹铁军称，1992年1月退休后尹明山因离
异以及患有老年痴呆的情况下住进了乌市养老福利院生活，
2003年6月尹明山在福利院走丢，经家人多方寻找，仍旧下落不
明，至今已走失13年，下落不明人尹明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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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人尹明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尹明山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尹明山情
况，向本院报告。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薛仙兰申请宣告刘文彤失踪一案，经查：刘文彤，男，
1980年1月20日生，汉族，曾住南涧县南涧镇金龙路161号6幢402室。
2016年4月2日失踪，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
希望刘文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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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刘文彤失踪。 [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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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早知道买气枪也会
被判刑，我肯定不会买，通过这次
教训，我知道了购买枪支属于违法
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深刻
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以后我
会加强法律学习，增强法治意识，
希望法庭念及我上有父母、下有两
个需要抚养的小孩的情况，对我从
轻处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
会！”被告人陈某在最后陈述时悔恨
地说。5 月 23 日，河南省内乡县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来到该县赵店
镇岗堤村，公开巡回审理一起非法
买卖枪支案。

岗堤村村民们听说法院把巡回法
庭设在村委后，纷纷放下手中的农
活，一个个搬着小凳子，赶到村委旁
听。

2017 年，被告人陈某通过在网
络上搜索买卖枪支的信息，并使用
微信、QQ 聊天工具与枪支出卖人
取得联系，先后以 3500 元、2700 元
的价格购买两支气枪。出卖人通过
物流将枪支全部配件通过邮寄发送
给陈某，并将枪支组装视频发给陈
某指导其组装完成。陈某同时从出
卖人处购买了制作铅弹的模具，并
通过网络购买铅丝，自行制作铅
弹，用于平时打鸟。因为初学使用
枪支，陈某并没有打到鸟。2017 年
12月16日，内乡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民警对陈某住所及其车辆进行搜

查，现场扣押其气枪两支、铅弹140
发。经南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
定，两支疑似枪支均为以压缩气体
为动力的枪支。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
非法购买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
用枪支两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
卖枪支罪。鉴于被告人到案后能够
如实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认
罪，且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
小，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遂当庭宣判，被告人陈某犯
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

“由于枪支的特殊性，我国对枪
支实行了严格的管控，对非法买卖枪
支的行为进行了入罪处理。有些人出
于好奇或者爱好，往往以身试法，私
下里进行枪支的买卖、收藏等活动，
特别是在农村，不少群众有打鸟、狩
猎等爱好，他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缺乏
了解和认识，对气枪等非军用枪支存
在很多错误认识。希望通过这次巡回
审理可以达到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提高
对枪支犯罪的认识的目的，除了买
卖，制造、运输、邮寄、储存、使
用、持有、私藏、携带枪支的行为都
是违法的，哪怕是出租、出借等行为
都有可能存在违法风险。”该院常务
副院长同时也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李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