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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侨联联合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这是细
化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务实举措，必将有利于维护广大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

观点

微言大义

短评

如何面对“碰瓷酒驾”

一伙人开着豪车，专门守在饭馆的
门口，发现有人出门后酒驾，这伙人便
开车碰瓷酒驾司机。本应该是追尾一方
承担事故全责，可被追尾的司机因为酒
驾被团伙威胁恐吓，司机只能赔偿了事。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警方抓获一个五人
碰瓷团伙，并向社会征询线索，有类似遭
遇的事主请与朝阳公安分局南皋派出
所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碰瓷酒驾”的
犯罪，本来是不该有任何底气的，由于酒
驾司机害怕报警后会被吊销驾驶证，会
面临拘役和罚金，在明明知道无责时也
服软。于是一时间，让“碰瓷酒驾”者成
了强势方，让自己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
不仅将自己置于被敲诈的无底陷阱，更
重要的是会助长这一犯罪走向零成本，
最终膨胀为祸害一方的社会毒瘤。

还需强调的是，酒驾司机被碰瓷后
的这一退让真就划算吗？在笔者看来也
未必。一是对方开豪车碰瓷，就是奔着
高索赔来的，不动辄敲诈数千元乃至数
万元不会罢休。二是他们的唬人战术
也屡屡得逞，你越感到胆怯，对方就越盛
气凌人，当你后怕到精神崩溃，剩下的就
只有任他们宰割。相反，当你敢于向“碰
瓷酒驾”说不，并以自首去揭穿这一犯
罪，对方断然什么也敲诈不到。更关键的
是，酒驾自首不但应该，还会因为举报碰
瓷犯罪有立功表现和主动悔过情节，换
来从轻处罚。

在面对“碰瓷酒驾”上，最有效的应
对策略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实
在没做到遭遇了怎么办？那也绝对不能
认宰，而是直面自己的违法行为，以自首
去打击这种趁火打劫的犯罪。如此一来，
虽然自己也得到了应有惩罚，换来的却
是吸取教训，以及由纵容犯罪到打击犯
罪的转变。 ——王恩亮

法治时评 ▷▷

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
大家谈大家谈

加强执行宣传
助推决胜攻坚

谢春艳

良性的宣传引导之于执行，对外
可以提升公信力，对内可以提升执行
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
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认识新闻宣传工
作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平台，加
大执行工作宣传力度，凝聚全社会理解执
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广泛共识，推
动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执行宣传是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需
要。宣传是法院在面对社会舆论时的最佳
引导方式。基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
势下，舆论对于司法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于执行
工作是把“双刃剑”，既能宣扬执行公
正，也能带来负面舆情。宣传的重要性在
此刻彰显无遗，社会舆论的导向终究追随
着公众耳目能及的执行事实。表彰执行工
作模范，公布执行案例，发布执行公告，
公开“老赖”名单信息等等，无疑是对社
会舆论的一种良性引导。加强执行工作宣
传，让当事人理解执行不能的多重因素交
叠，设身处地理解执行法官的工作压力，
对于化解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有着强
大的促进作用。而良性的引导同时能保证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契合党的群
众路线立场，用实际行动赢得舆论支撑。

执行宣传是落实执行公开的需要。宣
传是对社会群众密切关注执行公开这一需
求的正面回应。随着信息技术在执行工作
中的应用不断深入，社会公众能够在各种
媒体平台上了解执行信息。以重庆法院为
例，当事人在执行立案后通过扫描受理通
知书上二维码便可随时掌控案件进度及网
络节点信息。这既为法院了解社会公众的期
盼与要求提供了有效路径，也拓宽了社会各
界对司法进行参与和监督的渠道。对于法院
来讲更是动力，在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已经迫
切要求司法公开的情况下，通过多途径、多
维度的宣传工作，将执行及其他工作环节的
信息准确完整发布，澄清事实真相，消除公众
误解，避免以讹传讹。司法公开是法治进步的
必然结果，是人心所向的大势所趋，执行工作
更是不能消极对待社会公众对于执行公开的诉
求。直面社会公众的需求，加大宣传的广度与
深度，正是对这种需求的最佳回应。

执行宣传是推进普法教育的需要。宣
传在执行工作中能够良好推进普法教育。
我国虽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
系，但整个社会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意识还
比较薄弱，广大群众的法律知识与用法能
力急待普及与提高。在社会生活中，不知
法、不尊法、不畏法、不用法的现象比比
皆是。甚至在经历过审判环节后仍然对强
制执行的措施和法律后果不够了解，人民
法院作为专门司法机关，不仅承担对个案
依法裁判、定纷止争的职责，更要用其全
部的审判工作起到对全社会广大受众教育
普法的作用。执行个案仅限于特定受众的
法律知识普及，受众的广泛化无疑只有通
过宣传方式来实现。普法计划实施多年，
多囿于法律普及结构单一，方式重复。执
行工作的宣传更具现实意义，首先，执行
案件数量较多，执行法院所在地的受众也
就较广泛；其次，乡土中国的人情社会更
让该地区的公众感受到执行就在身边，法
律就在身边；最后，强制执行对于被执行
人的震慑，对受损的法律关系修复是为社
会公众耳闻目睹的。既是对当事人普法，
也是对社会公众普法。

“百万医疗险”须理性看待

打开支付宝、微信，一种叫作“百
万医疗险”的产品正在成为“网红”。
一两百元的保费，保额五六百万，对于
有需求的中青年职场人来说，极有吸引
力，花几分钟的时间便会决定购买。但
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样的短期产品表
示担忧。

在得不起病的大背景下，“百万医疗
险”无疑切中了人们的需求。对大部分投
保人而言，两大诱惑点不得不提，一是投
保费低；二是保额高。据悉，国华人寿推
出的“小米千万医疗”产品的保额最高
已飙升到1000万元。

与传统保险不同，通过互联网平台
销售，消费者从了解产品到支付完成保
单，最短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一方面

“百万医疗险”相关宣传极具蛊惑人
心，比如，不需要体检，只需承诺未患
病，按照条款投保人有一个月的等待
期；另一方面消费者在阅读相关条款时
浅尝辄止。

事实上，诚如有资深精算师指
出，如果是短期医疗保险，消费者面
临的最大风险是无法续保。又如专家
警示，通过提高赔偿限额以增加产品
的吸引力，实质上是一种噱头。由于
多数“百万医疗险”规定必须进公立
医院普通门诊就医，且这个赔偿是发
生在一年内的医疗费用，这种百万、
千万的超高保额实际上根本不会发
生。

由此可见，“百万医疗险”虽然自
我宣传得高大上，但是消费者须理性对
待。

——杨玉龙

涉侨纠纷多元化解 试点先行实践创新
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教授 侯欣一

中国是一个侨务大国，侨胞侨
眷人数多，且几乎遍及世界各国。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侨联联
合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
作，这是细化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改革的务实举措，必将有利于
维护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
法权益。

一、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
作的重要意义

一是履行国家对侨胞的责任。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华侨有着爱
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中国改革开放
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离不开侨胞的贡献。改革开
放之初，广大侨胞以“三来一补”的
方式将国家短缺的资金和技术带回家
乡，推动了改革开放各项政策落实。
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国家培养了最初
的一批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和生
产人员。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
到，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具活力的地方
大都有侨乡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广大侨胞
的贡献，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这是全
社会共同的责任。

二是把握发展完善法治的机
会。处理好涉侨纠纷不是负担，而
是机会。侨胞分布世界各国，其中
不少是法治发达国家。侨胞在侨居
国长期生活，入乡随俗，使他们对
法治的理解和国内不尽相同。不少
侨胞保持着咨询甚至聘请律师的习
惯。侨胞和国外律师因诉讼介入中
国的司法活动，对于中国的司法制
度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如果善加
引导，这些涉外法治因素的介入，
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动
力，带来完善现行司法制度的良好
机遇。

三是展示中国法治建设的成
就。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来说，
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
能否树立一个负责任、讲规则的大
国形象，是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的前提。最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
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
国故事，“谁来讲”效果大不一样。
每一个侨胞其实都是中国法治的宣
传员。让侨胞自己介绍在国内参与

纠纷解决的经历，远比政府讲效果好
得多。因此，妥善处理好涉侨纠纷，
势必有利于树立中国的正面国际形
象。

四是参与完善、制定新的国际社
会治理规则。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激烈
的转型，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和
治理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面对日
益增多的纠纷，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
各国都在反思单纯依靠诉讼解决纠纷
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越来越推崇多元
化解纠纷新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有
着大量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公正高
效地把涉侨纠纷处理好，就是一次向
侨胞的侨居国展示中国经验、中国智
慧的好机会，有利于我们参与到国际
社会新的治理规则的制定之中。

二、《试点工作意见》的特点
今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

中国侨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
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在吉
林、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
东、广西、海南、云南等 11 省区市
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从
专业角度看，《意见》的以下几个特
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继承优良传统。动员社会各
界参与多元化解纠纷，历来是中国的
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
来，司法改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
机遇。这轮司法改革的主基调之一，
是强调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完善以审
判为中心的各项配套制度。许多人难
免担心，中国本土经验会不会被忽
略？中国未来纠纷处理机制的发展方
向究竟为何？《意见》的出台及时地
向社会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司法
改革将秉持开放心态，不会拒绝包括
中国本土经验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
化。所以，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司法改
革保有信心。

二是坚持开门搞改革。司法改革
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一项艰巨复
杂的工作，其方案和计划不可能仅靠
少数人来完成，必须广泛地征求社会

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必须关注和吸纳
各地的成功经验。《意见》对各地法
院的成功经验和各种试验进行了较好
的总结，内容很接地气，也很实在，
可以说，获得了试点省份法院和侨联
的普遍认可。

三是遵循司法规律。尽管 《意
见》的基调是多元化解，强调诉讼和
非诉讼两种解纷机制的作用，但并没
有把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作用提得太
高，也没有对法院调解做硬性规定。
以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强调民
事案件调解率的不正常现象，以至于
有些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调解率一度
达到90%多，为了调解而调解。法院
固然以处理纠纷为本业，但法院代表
的是国家，因而处理纠纷时必须遵循
法律、坚守原则、分清是非，不能做
无原则的和事佬。

四是以维权为价值基准。《意
见》的主基调不再是简单强调维稳，
而是以维权为核心价值。改革开放固
然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但维稳的
方式则有多种。维稳的最好方式无疑
是依法维护个体的正当权益。通过个案
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也是司法
机关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职责的基本方式。

五是开创 特 殊 人 群 维 权 的 先
例。回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
以及调解在中国的实践历程，我们可
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即，从综合
性的组织和机制起步（如以社区为单
位的调解组织），逐渐向行业性的组
织发展 （如设立道交纠纷调解中心、
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等）。《意见》作了
一种新的尝试，即针对特定人群的矛
盾纠纷进行多元化解，从而使多元化
解纠纷的机制覆盖面更广，也更有针
对性。

六是创新了诸多工作机制。《意
见》有许多亮点，其中不乏工作机制
方面的创新，如将正在改革中的人民
陪审员制度与法院审理涉侨纠纷案件
相关联，规定可以聘请符合条件的归

侨侨眷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相关案件
的审理，提升司法民主；再譬如，在
一些涉侨纠纷多发地方设立巡回办案
点，方便当事人诉讼等规定，均属此
类。

三、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未
来发展建议

一是增强审判和调解业务指导工
作的有效性。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对法
院内设机构进行改革，建议利用这一机
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涉侨案件的审判
工作和调解业务指导，实现涉侨案件
的相对集中管理。尽管就案件类型上
讲涉侨案件以民商事纠纷为多，但也
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能做到集中处
理，相信可以提高审判和调解工作的
质量。

二是要对涉侨案件审判的难度作
充足准备。侨胞分布地域广，案件类
型多，侨居国法治状况差异大，问题
复杂，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因而，

《意见》出台后对相关试点政策的落
实难度必须有充分估量，不搞“一刀
切”，要允许各地在法治的范围内进
行多样化的尝试。

三是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价值。
平等对待，结果公正是司法的基本要
求。一些地方侨联就涉侨案件通过转
发材料、同法院进行沟通等方式，旗
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其结果可
能会使另外一方当事人处于弱势地
位，也给一些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不必
要的压力。实事求是讲，目前中国法
院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还相对较弱，
因此必须尽快在法院与侨联之间构建
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沟通协调机制，避
免对侨胞当事人的帮助演变成变相干
预司法审判。

四是严格依法推进改革试点。中
国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司法环境和司
法惯例，但一些侨胞和外国律师对此
却未必理解，我们必须对此给予足够
的重视。西方国家在司法观念上要比
中国保守得多，我们当前着力推行的
一些新技术，在短期内未必能得到国
际社会的认可。因此，侨联可以在诉
讼之外的纠纷解决上作大胆尝试，但
法院可以在立案环节多作便民利民创
新，在运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时要做
到审慎，在审判程序上更应当严格遵
守法律规定。

“导游强迫游客购物获刑”
警示旅游从业者，不要肆意妄为
贪图私利，不要漠视和侵犯游客
权益。

去年，一则云南导游辱骂游客、
称游客骗吃骗喝的视频曾在网上引发
不少争议。今年6月10日，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人民法院对
涉事导游强迫交易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宣判
后李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接受法
院的判决。

前不久，在中国旅游科学年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表
示：未来旅游市场监管不是简单的
罚款、摘牌这么简单，将推动旅游
违法行为入刑，触犯刑法的严格按

照刑事法律程序办理。话犹在耳，
云南导游李某就因强迫游客购物获
刑，真可谓是大快人心，令人看到
相关部门整顿旅游市场的决心毅
力。

从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促进旅
游 市 场 健 康 有 序 发 展 的 立 场 看 ，

“导游强迫游客购物获刑”具有典
型意义，得以警示旅游从业者，不
要肆意妄为贪图私利，不要漠视和
侵犯游客权益，应主动遵守法律和
职业道德，依靠优质服务赢得游客
信任。

该案的宣判有助肃清行业乱象。

当下，我国旅游市场存在价格欺诈、
宰客、零团费、强迫购物、辱骂殴打
游客等乱象，不仅严重损害到游客合
法权益，也对各地旅游市场造成极其
恶劣的影响。虽然各地在丑闻曝光
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均对当地
旅游市场进行了整顿清理，但收效甚
微，难以遏制从业者的非法牟利冲
动。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违法成本过
低，未伤及根本。而将违法行为入
刑，就大幅度提高了违法成本，令从
业者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承担起较
重的法律代价，进而不敢再随意逾越
法律界限。

当然，仅靠法律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看到旅游产业弊病丛生的
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目前
导游收入构成畸形化，往往没有底
薪，接团时还要自掏腰包，强迫游
客购物成为其核心创收手段，借此
获得商家高额回扣、返点。可见，
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要重新塑
造旅游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制度，改
变现行的门票经济、购物旅游模
式，将收入分配向导游合理让渡，
让导游依靠自身业务能力，获得相
应的合理收入和职业尊严，而不必
费尽心思强迫游客购物。

强迫游客购物 导游获刑敲警钟
江德斌

本院于2018年5月18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加帅申请宣告梁贵花失
踪一案。申请人周加帅称，申请人父亲周传贺于2012年12月12日因
病去世。2014年7月15日，梁贵花离家外出，至今不知去向，无法联系，
且对申请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现请求法院依法宣告梁贵花失踪。下落
不明人梁贵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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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梁贵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梁贵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梁贵花情况，向本院报告。[安徽]怀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褚明申请宣告褚
莲死亡一案。申请人褚明称，其与褚莲系兄妹关系。褚莲于1973
年7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超4年。下落不明人褚莲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褚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褚
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下落不明人褚莲
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布贵生申请宣告张文霞死亡一案，经查：张
文 霞 ，女 ，生 于 1989 年 12 月 12 日 ，身 份 证 号 码
411403198912127245，于 2014 年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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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张文霞死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丁碧双申请宣告陈志伟
死亡一案。申请人丁碧双称，陈志伟，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鲤 城 区 新 门 后 街 2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50500197312251036，于2008年11月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
不明人陈志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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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志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陈志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陈志伟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高惠钦申请宣告杨熙兰
死亡一案。申请人高惠钦称，下落不明人杨熙兰，男，1969年11月7日
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平潭县芦洋乡西边寮村南片23号-2，公民
身份证号码350128196911072611，系申请人的配偶。2017年8月23
日，受台风“天鸽”影响，中国黄骅籍船舶“荣翔66”轮在桂山岛与三角岛
之间水域发生沉没，事故造成在船轮机长杨熙兰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杨熙兰落水失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沙角海事处出具了推定杨熙兰
生还可能性不大的证明。下落不明人杨熙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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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
熙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熙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熙兰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
人：陈文志；联系电话：020-34063863。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钟城养申请宣告谢
贱秀死亡一案。申请人钟城养称，谢贱秀于2006年洪灾时走失，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谢贱秀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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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谢贱秀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谢贱秀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谢贱秀情况，
向本院报告。 [广东]乐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富兰申请宣告李顺桂死亡一案，经查：李顺桂，女，
1942 年 11 月 19 日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450204194211191440，户籍所在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三区5
栋2单元302号。于2010年9月30日在广州市萝岗区保利林语山庄附
近离家走失，至今未归，去向不明，音信全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顺
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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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耿书元申请宣告耿小萃死亡一案，经查：耿小萃，
女 ，汉 族 ，生 于 1987 年 4 月 29 日 ，身 份 证 号 ：
410224198704295965。河南省开封县范村乡米店村一组 21 号。
此人于2013年8月16日走失。家人多次寻找，杳无音信。现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耿小萃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冯淑丽申请宣告刘永
林死亡一案。申请人冯淑丽称2009年12月23日，被申请人刘永林
突然走失，至今未与其亲人联系，现已失联满4年，经申请人多方
查找均无刘永林生存线索。下落不明人刘永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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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刘永林将被宣判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永林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永林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琪申请宣告李玉萍失踪一案，经查：李玉萍，女，
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住应城市城北办事

处龚河村龚河湾 253号，公民身份号码 422202196810233422，于
2004年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李玉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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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胡淇淋申请宣告杨平失踪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告知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胡淇淋请求：南县人民法院宣告杨
平失踪。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冷胜奇
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谢立平、曹斌参加审理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
于2018年9月17日上午8时30分在南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茂明申请宣告刘
玉萍死亡一案, 经查:刘玉萍,女,1975年4月23日出生,瑶族,湖南
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住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鹿洞村4组,公民
身份证号码432926197504232224,因头部患病于2012年冬外出走
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1年。希望刘玉萍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自公告之日起向本院报告。公告期满, 本
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昌华申请宣告邓巍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邓巍，男，
198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雁城路40号302户
于20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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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邓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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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子奎申请宣告
赵多能死亡一案。申请人赵子奎称，赵多能于 2012年失踪至今
未归，2016年 5月 5日 15时许申请人赵子奎向邵东县公安局红
土岭派出所报案。下落不明人赵多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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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赵多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多能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多能情
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邵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睦俊申请宣告张爱珍失踪一案，经查：张爱珍，
女，1989年 2月 6日出生，汉族，住祁阳县大江林场白竹村 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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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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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志英、周志光、周志香申
请宣告周桂庭死亡一案。申请人周志英、周志光、周志香称与其被申请人周
桂庭之女，被申请人周桂庭自1994年5月12日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周桂庭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明人周桂庭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周桂庭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周桂庭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盛永恒、盛永康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谢春梅失踪
一案，经查：谢春梅，女，1982年2月15日出生，湖南省邵阳县人，住衡
阳县关市镇上斛村盛老屋组，身份证号码：43052319820215092X。于
2012年8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谢春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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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文申请宣告熊智慧死亡一案，经查：熊智慧，曾用名熊治
慧、熊智惠，男，1955年10月10日生，汉族，籍贯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住泰
州市海陵区森园小区壹单元25号楼102室，原系泰州市海陵区对台事务
办公室主任，于2014年2月离家出走后，一直未找到，至今已下落不明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熊智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地址：泰州市海陵区春晖路98号海陵区法院
民一庭，联系电话：0523—86391583（赵法官）。否则，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作出宣告被申请人死亡的判决。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兰生申请宣告周春风死亡一案，经查：周春风，
男，1985年 1月 22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681198501226019，
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东昌镇村六组102号，于2005
年11月起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 1年。周春风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否则，周春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周春风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风珍申请宣告马平超

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凤珍称，被申请人马平超，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
汉族，身份证号码：150203196311082411，系申请人之子，于1999年3月
从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北沙梁走失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9年。下
落不明人马平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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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马平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马平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马平超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幼泉宣告王幼安死亡一案。现发出寻人公告，经
查：王幼安于2014年12月从家中走失，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限为1年，希望王幼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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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祁芳申请宣告俞玮死亡一案，经查：俞玮于 2003年
11 月 8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俞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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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利申请宣告吴冠军死亡一案，经查：吴冠军（男，汉族，1961
年5月16日生）于2013年6月1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吴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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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王德志申请宣告王祥寿死亡一案，经查：王祥寿，男，汉族，
1972年1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7201150619，象山县石
浦镇上塘村人，于1993年7月17日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1个月。希望王祥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满后，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象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袁大全申请宣告袁琼失踪一案，经查:袁琼，女，1981年8
月13日出生，身份号码512301198108132728，原住重庆市涪陵区义和
镇鸭子村8组，于2012年7月18日起，外出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袁琼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在公告期间向本院申请其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武兰、胡泽绩申请宣告胡朝坤死亡一案，经查：胡朝坤，男，汉
族，1948年11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五星路158号1幢1单元4-1，公
民身份号码500112194811140013。被申请人胡朝坤于2005年12月4日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有13年。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胡朝坤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553）。公告
期为1年，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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