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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短评

法治时评 ▷▷

院庭长如何开展审判管理
周陈华 仇 军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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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应彰显“三大功能”
余向阳

法院的执行与裁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遵循的原则应具有一致性，
其目的应具有同一性，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精准惩治“套路贷”应多部门齐抓共惩
张智全

维护信息安全须末端源头共治
房清江

随着“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落
地生根，如何与时俱进地加强、改
进和完善审判管理，是一道紧迫
而又严肃的时代考题。

院庭长作为审判管理的直接责任
人，是履行审判管理职责的重要主体。
他们具有现场管理、就近管理、及时管
理的条件优势，其担当作为的优与劣
直接关系到群众获得感的多与少、司
法公信力的高与低。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院庭长当在
其位、谋其政，坚持夯实基点、找准靶
点、塑造亮点，努力提升案件办理的质
量、效率和效果，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夯实基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院庭长履行审判管理职责必须
有过硬的能力和业绩作支撑，方能有
底气、有招数、有威信。办案要冲在前。
院庭长系优质司法资源，要强化示范
引领，对于骨头案、钉子案等疑难复杂
案件要敢办、多办、善办，在持续的一
线砥砺中练就担当的宽肩膀和成事的
硬本领。学习要走在前。习惯上，要将
常态化的法律业务学习视为本分，切
实学深悟透；载体上，当注重利用召开
法官会议、参加审委会、开展案件质量
评查各场合开展学习；内容上，要熟悉
信息化办案要求，对诸如庭审网络直
播、卷宗同步数字化等系列工作熟练
掌握，最大限度弥补管理的知识弱项
和经验盲区。调研要干在前。将调研视
为更高层次的审判，对重点难题问题
开展调查研究，积厚业务能力。

找准靶点。审判管理事务繁杂，当
树立精准思维，通过靶向施策提升管
理实效。要摸清家底。对职权范围内案
件办理的数量、目标、进度及关键指标
等状况了然于胸，对所属的员额法官、
法官助理、书记员等人员的分工组合、
工作业绩、口碑等因素要通盘掌握，并
强化动态跟踪，让管理情况明、思路
清。要分清职责。要围绕“规范、保障、
促进、服务”的职责定位，抓牢分析审
判态势、督促案件审理进度、统一裁判
尺度等事项，有力、有序、有度地开展
管理。要坚持管理留痕，严防对法官办
案的不当干预，严防步入行政化管理
的老路。要看清问题。除自己发现问题
外，要善于向审判管理、纪检监察等部
门“借力”，通过质效通报、审务督查等
各类载体和活动发现不足。特别要注
重将审判管理与权力纠偏有机融合，
对可能引发廉政风险的问题坚决防范
在小、处置在先。

塑造亮点。要强化创新意识，不断
提升审判管理的水平和档次，打造出
特色品牌。要在防次品中树精品。要在
兜住案件质量底线的同时，注重对重
大疑难、新类型案件的培植，从分案、
审理、裁判再到打磨、推介，合众力、聚
众智，努力打造精品案例。要强化大数
据的管理应用，提炼总结管理成果，为
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要在促规范
中树规则。在严格遵守审判管理相关
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要强化首创精
神，努力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并要以全局的视角和前瞻的眼
光助推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完善。要在
强个体中优群体。要尊重法官的办案
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帮助排除干扰，真
情实意强化职业保障，推动鼓励激励、
能上能下、纠错容错三项机制的落实，
努力形成人人上进、个个争先的干事
创业氛围。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不能总在
末端治理，而应更注重源头保护。
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立法，强化
信息数据各个环节的保护责任。

近日，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数据窃
取案”被浙江绍兴越城区警方侦破。
该犯罪团伙依托北京一家以新媒体营
销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与全国十
余省市多家运营商签订营销广告系统
服务合同，非法从运营商流量池中获
取用户数据。

成立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窃取
公民个人信息，是信息安全犯罪技术
化组织化的典型缩影，相对于小批量、
单一类型的个人信息的窃取与利用，这
种类型窃取信息数据的危害尤其巨大。

很明显，这是通过劫持信息通信渠道，获
得用户信息数据的方式，相当于在通信后
台设置了非法的信息“监听”程序，从而完
成用户信息的采集、提取、贮存，折射出了
网络通信过程安全的巨大漏洞。

如果网络通信的信息安全不设防，
类似信息窃取绝不会成为孤例，反而可
能成为信息安全犯罪新的形态，被广泛
非法利用。这种方式不但隐蔽，而且由于
当下公民几乎所有的信息数据产生，都
离不开网络通信，这种方式几乎可以获
得想要的任何公民的任何的信息。如果

仅仅止于类型犯罪的打击，显然无助于
从根本上维护公民信息安全。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不能总在末端治
理，而应更注重源头保护。许多的案件表
明，造成公民信息泄露，无外乎信息数据
的存贮、信息数据的查询使用和信息数
据的通信三个重要环节，无论是黑客入
侵、“内鬼”窃取，还是像个案一样“监听”
劫持，利用的都是信息数据管理防护的
漏洞甚至是不设防。应进一步完善信息
安全立法，强化信息数据各个环节的保
护责任，谁收集存贮信息数据、谁查询使

用数据、谁提供数据通信的渠道，谁就是
信息数据安全保护确切的主体，为可能
发生信息泄漏和窃取的风险及后果承担
责任，给信息数据装上安全锁，因技术防
护与管理不力，出现比较严重的泄密事
件，应当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和相应民
事赔偿责任。倒逼形成信息防护的动力，
改变个人信息“裸奔”的困局。引导和鼓
励信息数据各个环节安全保护技术的研
发与运用，不断完善信息数据安全防护
系统，堵塞信息数据泄露、窃取的安全漏
洞，给信息数据装上“防火墙”。

只有让精准惩治成为多部门
齐抓共惩，才能打到“套路贷”犯罪
的“七寸”，从而以更严的刑罚威慑
给其套牢“金箍”。

重庆市公检法机关日前联合出台
《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对“套路贷”犯罪的性质认定、罪数、犯
罪数额认定等问题进行明确，旨在进
一步依法准确惩治“套路贷”犯罪。

在本质上，“套路贷”是出借人以
民间借贷为名，实质利用各种欺诈、胁
迫等手段诈骗借款人名下财产的犯罪
行为。由于“套路贷”披上了民间借贷
的合法马甲，不但对借贷人具有难以
识别的迷惑性，而且也让司法难以对
其予以精准打击。有鉴于此，进一步明
确“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以

精准惩治、多部门齐抓共惩遏制“套路
贷”犯罪，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司法认定
标准的不明确，势必导致对犯罪的惩治
难以做到精准施策。就危害巨甚的“套路
贷”犯罪而言，尽管其本质属于犯罪行
为，但由于以往司法对“套路贷”始作俑
者通过设置“套路”侵占他人财产的行
为，究竟是否属于犯罪一直模糊不清，司
法机关在处理“套路贷”案件时，囿于认
定标准不明确的掣肘，为慎重起见，一般
只从民事角度，将其作为“非法放贷变相
收取高息”的民间借贷纠纷来处理。这种
仅以民事责任的追究来惩治“套路贷”的
司法策略，既让司法对“套路贷”的惩治

不能做到精准施策，产生失之于宽失之
于软的负面法律效果，又让“套路贷”的
始作俑者违法成本过低，无形中助长了
其利用“套路贷”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嚣
张气焰，从而导致“套路贷”犯罪屡治屡
不止的恶性循环。

因此，要有效惩治社会危害严重的
“套路贷”犯罪，精准惩治“套路贷”应多
部门齐抓共惩。此番重庆市公检法机关
联合出台的《纪要》，基于可供操作的司
法实务性，对“套路贷”犯罪过程中非法
索取“债务”手段的犯罪性质认定、触犯
多个罪名的定罪量刑以及三人以上实施

“套路贷”犯罪是否认定为“套路贷”犯罪

集团，都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逐一予以
明确，并对“套路贷”犯罪作出了从重从
严判处的规定。如此细致严密的司法制
度设计，不仅解决了司法惩治“套路贷”
犯罪存在的诸多操作实务问题，还为“套
路贷”犯罪织就了一张严密的刑罚网络，
更有利于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助力司
法对“套路贷”犯罪的精准惩治。

在“套路贷”新型诈骗犯罪已成为扰
乱金融秩序和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毒
瘤的现实语境下，只有让精准惩治成为
多部门齐抓共惩，才能打到“套路贷”犯
罪的“七寸”，从而以更严的刑罚威慑给
其套牢“金箍”。

拔除“村霸”，搞好乡村社会治理

贵州纪检监察机关近日通报多起典
型案例，直指向扶贫资金伸手的“村霸”。
其他一些省市在乡村换届选举、经济建设
等环节也拧紧纪律“阀门”，将“村霸”拒之
门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只有将“村霸”
拔除掉，才能让乡村社会治理风清气正。

乡村干部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为脱贫攻坚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然而在
个别农村地区，“村霸”占山为王、我行我
素。他们中有的把持基层政权，啃食群众切
身利益；有的拉拢团伙，把乡村社会生态搅
得乌烟瘴气；有的攀上权力后台，与民争
利、无法无天。

惩治“村霸”需要多方合力。一方面
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有序
运行，确保“村班子”公道行事；另一方面，
要进行有效监管，对农村项目建设等严格
把关，不给“村霸”留可乘之机；同时，还要
斩断“村霸”借以维系嚣张气焰的“根”。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两个重要维度。各级纪检监察
部门和公检法要形成合力，以“眼中不容
一粒沙子”的态度，用最有效的措施，对

“村霸”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乡

村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村
繁荣、农民富裕。营造清净和谐的乡村生
活氛围，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所需，也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瞄准靶心、
下狠手、出实招，通过严惩“村霸”使国家
治理向基层组织延伸，让乡村生活更加
和谐安康。 ——齐 健 汪 军

婚姻危机未必就是婚姻死亡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受他人有关
婚姻家庭纠纷等事项的咨询。问的比较
多的是，离婚之后子女抚养、房屋归属、
债务分担等等。

实践表明，即便那些已经上法庭对
簿公堂离婚诉讼的，也有半数以上离婚
当事人，经过法官等人员的劝说，调解和
好，或原告撤回了起诉。也有的，法院认
为夫妻感情尚未破裂，被判决不予准许
离婚。婚姻危机与婚姻死亡，有联系，但两
者又有着本质区别。婚姻危机，是说夫妻
感情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比较严重的问
题。表现在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因家
庭琐事和彼此性格所造成的争执和矛盾。
然，并非所有的婚姻危机就是夫妻到了必
须分道扬镳的地步。婚姻死亡是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双方因日常生活中的争执、矛
盾累积到一定程度，致使两人已经不可
能再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
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
关系。”这是婚后感情衡量的一个法定标
准。夫妻俩共同生活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
矛盾，关键在于相互关心、忠诚、敬重、包
容。若是发生纠纷次数过多，频率过高，长
时间不能互相包容，矛盾不可调和，一方
或双方皆违背忠诚义务，则不利于感情
向好的方向发展，长此以往，后果难料。

多数情况下，婚姻纠纷并不意味只
是夫妻两人的纷争，它与整个家庭，甚至
家族有牵连，纠纷的背后潜藏着不少利
害关系人，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矛盾激化
的连锁反应。婚姻纠纷当事人，婚前、婚
初多感情深厚。基于婚姻危机与婚姻死
亡的重要区别，是看夫妻双方是否还有
和好可能这一实际，纷争的当事人要保
持清醒头脑，正视矛盾，多沟通交流，三
思而行，不应该把“离婚”、“上法院”当作

“口头禅”。只要夫妇俩未到水火不容、彼
此相厌的地步，就需要千方百计注重家
庭感情的修复。 ——朱泽军

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历时两年多，今年是决胜之年和最
后评估之年，全国四级法院莫不将此
当作头等工作来抓，以确保如期完成
攻坚任务并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应
该说，两年多来，该项工作取得的显
著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指出：两年来，人民法
院受理和执结的执行案件数量再创新
高，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初步建
立，执行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发展，
执行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联合信用
惩戒制度得到强力实施，有力维护了
群众利益，捍卫了司法权威，促进了
社会诚信。由此可见，解决执行难不
仅具有司法层面的意义，更多的还体
现出其社会层面的深层意义。

执行工作是法院司法裁判的延
伸，是司法裁判结果得以落实的最终
保证，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的
最后一公里，其重要性及其对国家法
治建设的重大意义不言自明。因此，
法院的执行与裁判，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其遵循的原则应具有一致性，其目
的应具有同一性，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所谓“攻
城容易守城难”，应该说通过全体法院
人较长时期的孜孜以求与倾力奉献，当
前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法院的公众满意度也节节攀升，这良好
的局面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因
此，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无论在手
段还是目的上应彰显“三大功能”。

第一，应充分彰显执行的程序正
义。众所周知，司法裁判应兼顾实体

正义与程序正义，而且“实体正义是
相对的，程序正义是绝对的”。实体
正义能够有效发挥司法裁判的引导作
用，能够引导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行为
予以规范，引导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意
识。程序正义是一种规则正义，是看
得见的正义，是阳光下的司法。无论
是案件当事人还是普通公众，如果在
参与或者旁观司法过程中体会不到司
法的公正性，势必难以形成对法律和
司法的信任。程序正义的缺失是近年
来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重要原
因，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到聂树
斌案等等，类似刑讯逼供的取证方
法，让司法的权威受到质疑，让法律
的尊严遭受亵渎。个案的正义并不具
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的必然正当性
和合理性。“看得见的正义”对法治
的进步更有意义。只有推进严格司
法，严格执行宪法法律，特别是践行
司法公开、程序公正原则的要求，使
公众切身体验到司法的公正性，感受
到看得见的正义，才能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提高司法公信力。法院的司
法裁判工作如此，法院的执行工作同
样如此。因此，对执行工作来说，以
严格的程序来规范执行行为也是必要
的，虽然当事人注重实际效果的心理
并不能使执行工作变得简单。被执行
人规避执行手段隐蔽化、多样化，给
执行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压力。但程序

正义却是解决执行难的有力砝码。通
过规范化的执行程序，引导社会重新
正视执行程序。只要法官严格按照执
行程序执行了，债权人的债权即使最
终未能实现，也会对法院和法官充满
理解，不会将责任归咎于法院或者法
官，并最终明白这是经济社会中经济
往来的正常风险。当前，许多法院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类媒体见
证执行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这也
是彰显执行程序正义的有力举措。

第二，应充分彰显执行的文明与
人性。司法的终局性、强制性和惩罚
性决定了它常常以冷若冰霜的面目示
人，但是“法律是灰色的，生命之树
常青”，法官应是一个有温情的人，无
论司法还是执行均应彰显司法的文明
与人性，既符合事理又合乎情理。因
为，情理，是社会普遍的正义观；情
理，是老百姓心里的一杆秤；情理，
其实质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民心所向关系到执政根基。司法
审判与执行牵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司法审判与执行
贯彻法治原则，坚持严格司法，依法
裁判，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必须坚
守的底线。同时，司法审判与执行面
对的是千变万化的案情，面对的是有
血有肉的人，脱离不了生活现实和道
德，不能冷冰冰地、僵化地套用法
律，要兼顾法律与情理。冰冷的司法

只会扭曲司法权的定位、弱化司法的功
能、减损司法的权威，无益于公平正义
的宣扬。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就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第三，应充分彰显执行的释法功
能。法院的司法和裁判工作不是法院的
单纯工作，从依法治国战略高度来看，
还肩负着普法的责任。按照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
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的意见》， 国家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
和执行主体，同时肩负着普法的重要职
责，以期广泛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意
识。因此，切实加强法院执行工作的法
治宣传，充分彰显执行的释法功能既是
法院的责任，也是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一剂良方。运用好执行宣传这把
利器，向外界充分展示出法院打击失信
被执行人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让公众知
晓法院在治理失信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效，努力争取全社会对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及时频繁
地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身份信息，使他们
真正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与评判。通过释法宣传，让老百姓科学
认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界限与区别，
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执行、尊重执行、
协助执行的良好氛围，这无疑也是对执
行工作的一种推动。

2018年7月26日，本院根据北京金牌伙伴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为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
理人。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向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
区 东 中 街 29 号 东 环 广 场 B 座 写 字 楼 6 层 6K；联 系 电 话 ：
15810752836、13810691205、010-84893636/84893501）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北京西影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11月19日下午14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北里甲14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谭海利的申请于2018年6月5日裁定受理
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
月5日指定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管理人。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居然大厦18层；联系
电话：18514459996，联系人：杨阳）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北京大有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32法庭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18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珠海市西部康乐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珠海市
西部康乐实业有限公司和解，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和解协议草案
未获通过。2018年7月23日，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以（2017）粤0404破2-4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终止珠海市西部康乐实业有限公司和解程序并宣告珠海市西
部康乐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广东]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河北中月橡胶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已于
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冀1181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决定
立案受理债务人河北中月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并依法
指定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
事务的地址为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迎宾大街51号；联系人：何
平，18632833105；康涛，18632851951；固定电话：03188613179。
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
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原河北中月橡胶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 [河北]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6日，本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昆山澳格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26日前向昆山澳格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申报，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以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债权邮寄及现场申报地址：苏州市
高新区竹园路209号财富广场2号楼603室，联系人：脱律师、周律

师，联系方式：15705166518/18962195607。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需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昆山澳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昆山澳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8日（星期四）下午13时30分在江苏省昆
山市周庄镇文化体育活动中心三楼多功能报告厅（昆山市龙岘路，岘
江公园对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参加会议的是自然人的，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参加会议是法
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需要携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如系委托代理人，则还应提交授权委
托书；参加会议人员是代理律师的，需要携带律师证、律师事务所指派
函。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云浩申请宣告王新晶失踪一案，经查：王新晶（身份
证号码：232330198311173044）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王新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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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邵春塾申请宣告孙亚娟失踪一案，经查：孙亚娟（身份证
号码：232330198510090022）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3个月。希望孙亚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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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旭申请宣告杜秀梅失踪一案，经查：杜秀梅（身份证
号码：231224197712080027）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3个月。希望杜秀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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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超群申请宣告卢会失踪一案，经查：卢会（身份
证号码：232330199505053030）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卢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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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彦男申请宣告张春华失踪一案，经查：张春华（身份
证号码：232330197509013068）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张春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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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隋佳悦申请宣告黄玉梅失踪一案，经查：黄玉梅（身份证
号码：232330197311171626）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3个月。希望黄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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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爽申请宣告周丽娜失踪一案，经查：周丽娜（身份证号
码：232330199205012041）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3个月。希望周丽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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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玉婷申请宣告孙淑杰失踪一案，经查：孙淑杰
（身份证号码：232330198503073064）于2006年8月30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孙淑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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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昕鸿申请宣告刘旭敏失踪一案，经查：刘旭敏
（身份证号码：232330198309293020）于2011年12月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刘旭
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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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曲欣宇申请宣告李桂芳失踪一案，经查：李桂芳
（身份证号码：232330197909102063）于2003年4月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李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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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铭泽申请宣告刘春丽失踪一案，经查：刘春丽（身份
证号码：232330198110101642）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刘春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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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译元申请宣告王喜艳失踪一案，经查：王喜艳（身份
证号码：232330198001203025）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王喜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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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佳欣申请宣告张波失踪一案，经查：张波（身份证
号码：232330199010102083）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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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庆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泽兴申请宣告刘建兴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刘建兴，
于2017年1月3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刘建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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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璇、王涛、文福英申请宣告曹有云失踪一案。申请
人王璇、王涛、文福英称，在王璇、王涛的父亲王立新病故后，申请人母亲
曹有云（即文福英儿媳）抛弃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曹有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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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曹有云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曹有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曹有云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安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先旺申请宣告曾兰香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曾
兰香，女，1978 年 2 月 19 日出生，湖南省龙山县人，身份证号
433130197802190749，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曾兰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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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常启仁申请宣告常定石死亡一案，经查：常定石，男，
197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石市乡珍珠村柳树组
0613号，于1998年10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常定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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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受理申请人尹欧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蒋娟
娟失踪一案，经查：蒋娟娟，女，198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
码430523198808218028，住址湖南省洞口县山门镇洪龙村王家组，
于2013年2月8日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蒋娟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被申请人蒋
娟娟失踪。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房丽英、房杰、房静、房邦兴申请宣告房莲贞失踪一案，经
查：房莲贞，女，198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农民，住宁
远县太平镇洞尾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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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房莲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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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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