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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短评 法治时评 ▷▷

“四化”实现简案
快办、繁案精审

曾亚妮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观点 落实证人出庭制度还需制度发力
陈增宝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种新生制度，尚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不
仅需要司法人员的积极推动，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关键靠制度性努力。

金融法院的重要作用值得期许
史洪举

为网络直播拨正航向
秦 平

简案快办、繁案精审，方能盘
活资源，实现以较小司法成本取
得较好审判效益。

破解“案多人少”难题，繁简分流
无疑是一件利器。简案快办、繁案精审，
方能盘活资源，实现以较小司法成本取
得较好审判效益。笔者认为，抓住案件
繁简分流的“牛鼻子”，科学管理案件，
挖掘司法人员潜能，需着眼“四化”。

一是案件分流梯级化。伴随案件
的持续增长，单靠增员搞平均显然不
现实，需从源头管好案件，用好已有资
源。一些法院开始启用的案件“三级分
流回转”机制是很好的探索，即：第一
步，将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纠纷引导
到人民调解室进行诉前调解，实现诉
前调解“初次分流”。第二步，根据案件
标的额、当事人人数、法律关系、社会
影响等因素，确定案件适用程序，将适
合简案快审的案件移送至速裁庭，实
现立案甄别“二次分流”。第三步，当案
件流转到业务庭，再将类型化案件分
流到专业审判团队，确保系列性、群体
性或关联性案件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
织审理，实现类案专审“三次分流”。

二是审执团队多样化。在案件分
拣相对清晰的基础上，实现“简案快
办、繁案精审”离不开专业化审判团队
的建立。充分考虑人与案、人与事匹配
度，以案定额、按岗设员、动态调整，合
理分配法官员额，量身打造多样化审
判团队。比如，结合家事审判改革需要，
选派法律法规熟悉、庭审技巧娴熟、审
判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心理学知识的法
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组建家事审判团队，
集中审理家事案件。又比如，探索组建
信用卡和金融借款纠纷团队、民间借贷
和借款合同纠纷团队等速裁团队，对相
对简单的批量案件集中送达、开庭、宣
判。具体到人员的配比上，不拘泥于“一
审一助一书”传统模式，需结合实际需
要，最大限度减少法官的事务性工作，
形成快办合理，提高审判效率。

三是办案机制精细化。抓住了案
件、人的两个关键因素，还需转换到具
体的办案机制上，针对不同条线、不同
类别案件优化办案机制。刑事审判中，
在适用刑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
中，公诉人可简略或不宣读起诉书，不
进行法庭讯问，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
据，公诉人可仅对证据名称及所证事项
作出说明，无须详细宣读或出示。又比
如在民事审判中，加大小额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适用，提高当庭宣判率；通过
庭前会议解决核对当事人身份、证据交
换等程序性事项，提高适用普通程序案
件庭审效率；对信用卡案件、物业合同
等部分民商事案件采用要素式、令状式
裁判文书，节省文书制作周期。

四是办案模式智能化。依托信息技
术，伸长繁简分流“驱牛鞭”，激发司法
生产力。当前，各地都在加快推进智慧
法院建设，信息化与审判工作的深度融
合。以重庆法院为例，以信用卡纠纷案
件为突破口，研发“类案智能专审平
台”，推行网上远程立案、现场批量立
案、文书自动生成、案例智能推送、裁判
结果预警等。此外，行政工伤认定专审
平台、民事知识产权专审平台都将陆续
上线，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办案效率。
这样的创新例子不胜枚举，相信伴随大
数据的运用，科学分案、均衡结案、精准
管案，繁简分流将更为有效。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
来，“以审判为中心”已成为理论研究
和实践的热点话题。落实证人出庭作
证制度，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
保障，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对质
权，促进庭审实质化等具有十分重大
的现实意义。当前，证人出庭作证比率
较改革前已大幅度提高，但各地对“强
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适用仍普遍
持谨慎态度，不少法院几乎没有适用
强制证人出庭的案例。

由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本身具有
的“强制性”特点，在适用上谨慎一些
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
强制证人出庭适用率较低的现状也一
定程度反映出单纯的强制并不能较好
达到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有必要进
一步全面反思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针对性地以制度完善和习惯认同共同
引导证人出庭作证，并非一厢情愿地
通过“强制”让证人走上法庭。

造成证人出庭率过低的原因固然
是复杂的，这既有来自证人心理方面
的原因，又有来自立法、司法等现实方
面的因素。依笔者浅见，除了证人缺乏
作证意识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愿作
证，保护机制不健全不敢作证、经济补
偿缺乏不想作证、强制措施缺乏可操
作性等原因外，还存在以下深层次原
因：首先，一味地强调证人出庭的“强
制性”容易导致权利义务关系失衡，难
以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在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情
况下，强行实施证人出庭作证，有失公

平。其次，过分凸显“强制性”并不符合
证人证言的形成与表达的心理机制，
其科学性存在一定的质疑。尤其在法
治信仰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过度
强制证人出庭可能引发证人强烈的逆
反心理和恐惧心理，即使被强制到庭
作证，证言的可信度也容易打折。其
三，过度“强制性”难以理顺法律与道
德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证人不愿出
庭的主要顾虑来自对自身经济利益、
人身安全等问题的担忧，更多地属于
思想境界与个人道德范畴，而过度的
强制性会引发法律深度介入的正当
性问题之考量。因此，强制证人出庭
作证作为一种新生制度，尚存在诸多
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不仅需要司法人
员的积极推动，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
和支持，关键靠制度性努力。

第一，必须从推进法治建设的高
度，充分认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价
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刑事司法是集中
检验一个国家法治发展和人权保障水
平的重要领域。而庭审是被告人集中
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定场所，是控辩双
方直接交锋的地方，证人出庭率过低
的状况显然制约了庭审实质化改革的
力度和成效。只有证人出庭作证，才能
使法官、陪审员获得对作证内容进行

“察言观色”的机会，并通过听取口头
陈述，对陈述的真实性作出直观判断。
当前，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均应以新一

轮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健全证人出
庭作证制度，通过科学的理论研究、完
善的程序设计及其良好的实务运作，
切实维护刑事司法公正。

第二，必须更加科学地把握“强
制”的制度内涵，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
成为司法常态。首先，必须坚持保护先
行。正如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所言：

“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
法庭的职责”。其次，必须坚持强制的
适用条件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且情
节严重。其三，强制的重点是关键证
人。我国每年审理刑事案件上百万件，
全部证人出庭作证，既不现实，也无必
要。解决证人出庭的根本出路，在于通
过简易程序、认罪认罚程序等层层过
滤，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切实控制需
要出庭的证人数量，保证关键证人出
庭，从而提高证人出庭率。其四，强制
的目的是为了威慑和教育引导。实践
证明，强制性规定和适当的惩罚宣示
有助于打消证人出庭的顾虑，降低对
方打击报复的概率，对于一些法律意识
较为淡薄的公民来说，强制的确有效
果。但是对强制的阻力和功效还是应该
保持清醒的认知，应更加重视其教育和
引导功能，让证人意识到出庭作证是
公民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冲
破作证的传统心理顾虑。

第三，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相统一的原则，强化短板意识，

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一重大制度安
排在个案中得到贯彻落实。鉴于长期以
来庭审功能虚化的实际，必须以证人出
庭作证为突破口，逐步限制书面证言的
使用范围，切断法官事先形成预断的证
据来源，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
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
庭”，切实发挥审判程序对侦查、起诉的
制约和把关作用。针对证人安全、补偿
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打击报复证人时有
发生等现实问题，必须着力构建多层次
的证人保护措施，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
机构，加大对妨碍作证行为打击力度，
完善证人补偿奖惩机制。针对因作证
意识淡薄而拒不到庭等问题，必须着
力协调接受惩罚、承担义务与享受权
利之间的平衡，进一步规范证人强制
出庭的条件，慎用证人强制出庭的措
施，尽量通过说服教育解决问题。司法
人员也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
平，加强询问、质证能力的培养，不断
唤起证人主动作证的良知和责任意
识，让证人感知诚实作证的神圣价值和
庄严意义，消除恐惧心理和后顾之忧。总
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不是一个单纯的
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从理念、文化、制度、保障和惩戒等
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作者系第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金融法院的设立对委托解决
涉金融纠纷，服务保障金融改革
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秩序，维护消
费者、投资者权益具有值得期许
的重要意义。

8月20日全国首家金融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设立上
海金融法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部
署。金融法院的设立对委托解决涉金
融纠纷，服务保障金融改革发展，营造
良好金融秩序，维护消费者、投资者权
益具有值得期许的重要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与
国际社会交流合作的深化，很多金融
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进而导致涉金融
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这不仅
需要审判人员具有较强的法律功底，

更需要对金融业务流程有所熟识掌握。
这样一来，很多法院的审判人员由于缺
乏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面对纷繁复杂
的金融纠纷时往往疲于应对甚至束手无
策，未必能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裁判。
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发展方面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际金融中心与自贸区都是高度对外
开放领域，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前沿、新颖，产
生的纠纷更国际化、复杂化。这就需要更加
专业、经验丰富的法律人才来裁判金融纠
纷，进而也锻造出更多实践经验丰富的审判

人员。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无疑能够聚拢
层次更高、专业能力更强、审判经验更丰富、
商业惯例更熟知的精英型裁判团队。这对妥
善处理前沿、新颖、疑难、创新类金融案件，
形成公正优质的司法裁判不无益处。

2013年到2017年，上海法院受理的
涉金融案件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51%，
近五年来审结一审金融案件共计47.8万
件，其中包括一批具有国际和全国影响力
的金融纠纷案件。这种优势远非其他普通
法院所能比拟，特别是期货、信托、信用证、
委托理财、独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金融

机构破产、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
类裁判等案件更是如此。

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对解决复杂
化、国际化金融类纠纷，完善司法体制以
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
义。其可以通过一些精英型法官对新类
型案件的法律运用和司法裁判，树立相
应的裁判规则，发挥警示风险、指引交易
的作用。进一步而言，通过对相关纠纷的
关注、审判和调研，更能发现规则漏洞，
进而完善交易规则，维护金融安全、控制
金融风险，提升金融司法的国际影响。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
同的精神家园，让这个家园
清新宜人，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网络直播服务许可、备案管
理，强化网络直播服务基础管理，建立
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开展存量违
规网络直播服务清理工作。

无直播，不网络。从2016年开始，
网络直播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凭
借着粉丝热度和经济利益营造出来的
泡沫幻象，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甚至
也的确有直播者轻轻松松就能赚得盆
满钵满。但是网络直播在迅速发展的
同时也是问题频出，网络直播底线在
追逐利益中逐渐失守。净化网络直播，

已经不仅仅是民众的呼声，也是加强道
德与法治的要求。

加强治理，净化网络直播空间。网络
空间是大家的网络空间，不是谁的后花
园。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加强网络内
容建设，既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
也是互联网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等规章制度先后出台，已经为网络直播
的进一步发展划出了底线红线。必须加
强网络治理，做到无论是谁，无论在何
处，只要踩了红线，必将得到惩罚。

补齐短板，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社会
责任重于经济利益，这应成为互联网企

业的底线。只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和经济
利益相比社会责任却经常被一些互联网
企业抛之脑后，进而衍生种种怪相。《通
知》就首次明确了行业监管中网络直播
服务提供者、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应用
商店等的各自责任，无疑有助于补齐短
板，推动互联网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依法治网，让法律长出“牙齿”。治网
之道，法治为本。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
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但网络却不是法
外之地，法律底线同样不可逾越。用法治
为互联网护航，已经成为时代必须、民心
所向。当前网络直播很红很火，但让这种
红火更加持久，就必须拨正网络直播的
航向，唤醒直播企业的社会责任。将之落

到实处，除了监管规则不断完善之外，就
是要让法律在企业管理者心中产生敬
畏，让法律长出“牙齿”。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让这个家园清新宜人，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逾越底线的网络直播害人害
己，对于网络空间也是一种莫大伤害。
事实上，直播问题仅仅只是互联网乱象
的冰山一角，打造一个更加风清气正的
网络世界，让互联网更好地为人民行便
利谋福利，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相信随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下发，必将推动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同心协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

网购野生动物，击中监管软肋

今年 7 月，一条以何文、黄某为中
心，横跨江苏、河南、四川等地的收购、运
输、贩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产业链被
斩断。据调查，在过去的50年里，有73种
野生动物灭绝，有 180 种野生动物大量
死亡，有的正趋近灭绝。网络平台成为非
法买卖野生动物“集散地”，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竟然在网上热卖，更令人担忧。

野生动物在网上热卖，究其原因，除
了网络平台是监管薄弱环节之外，更在
于公众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缺乏应有
的认知，以为在网上买卖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只是一种“宠物”。从2017年1月
1日起，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颁布实
施，虽然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收购、运输、贩
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是，许多人
根本不知道哪些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长达20年未更新，导致一些数量锐减
的野生动物，因没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野生动物网上热卖，击中监管软肋。
首先，尽早颁布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第二批）》，扭转一些并不濒危
的物种挤占有限的保护资源、相当一批
濒危物种没有得到我国法律保护等错位
现象。同时，应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宣
传力度，让全社会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非法买卖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一己私利，买
卖野生动物的违法者，应加大打击力度，
提高买卖野生动物等行为的违法成本。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平衡，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否则，一
旦伤害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就会被追
究法律责任。 ——汪昌莲

“强拆居民楼”当反思以权代法

陕西宝鸡一个旧城改造项目，在还
有 17 户不同意拆迁方案的情况下，便
将居民楼强行推倒，显然是一种违法强
拆行为，侵犯了居民权益。

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发展，公共资
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征用土地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而拆迁也不可避免。但是，
目前普遍存在征用土地定价不合理、市
民的生活安置考虑不够、补偿不充分等
问题，倒逼一些拆迁户采取拒绝搬迁的
方式，获得利益最大化，导致开发商同
拆迁户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也催生了
所谓的“钉子户”。面对“钉子户”，一
些人表面上替群众做主，而暗地里为开
发商撑腰，才使得强制拆迁、暴力强拆
有恃无恐、愈演愈烈。

拆迁户未签协议，便强拆居民楼，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不能止于强拆后
与居民协商解决补偿问题，更须反思以
权代法的危害性。城市拆迁，如果操作
不当，就可能走进行政强拆、甚至暴力
强拆的误区。只有地方政府严格按照拆
迁条例办事，真正替群众做主，维护大
多数人的利益，收回行政拆迁的权力指
挥棒，用法律规范拆迁行为，将暴力强
拆入罪，才可以终结强拆与反强拆之间
的“战争”。

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
背景之下，如何兼顾公共利益和群众的
合法权益？如何与被管理者实现良好的
互动和沟通？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这
不仅是执政智慧的考题，更是对执政宗
旨的检验。具体到拆迁，我们不仅要求
依法拆迁，而且要倡导文明拆迁。文明
拆迁，应该逐渐成为政府以人为本，让
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思维方式
和自觉行动。 ——张西流

本院受理甘学智申请宣告甘骧公民死亡一案，经查：甘骧，
男，191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原住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15
号，于2014年7月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甘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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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玉红申请宣告徐景顺死亡一案，经查：徐景顺，男，
1963年7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110222196307102039，于
1993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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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徐景顺死亡。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马永成、马钰申请
宣告段建兰死亡一案。申请人马永成、马钰称，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段建兰系夫妻、母女关系，被申请人于1997年3月5日离家出
走，家人多年寻找未果，故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查：段建兰，女，
1963年9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620302630901066，汉族，原住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194号403，于1997年起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段建兰本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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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段建兰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段建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段建兰情况，向本院报
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石保与被申请人仇慧珍申请宣告仇慧珍
死亡一案，经查：仇慧珍，女，1956年9月16日生，汉族，广西灵
山县人，公民身份证号码：450204560916002，户籍所在地：广西
柳州市城站路94号二区2-1-1。于1998年12月31日在柳州市
柳南区广西第二空气压缩机厂宿舍离家走失，至今未归，去向不
明，音信全无，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仇慧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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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家扬申请宣告曹
秀英失踪一案。申请人黄家扬称，被申请人曹秀英是申请人的母亲，
被申请人于2005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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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曹秀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曹秀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曹秀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乐业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振华申请宣告龚秀

龙失踪一案。申请人黄振华称，被申请人龚秀龙是申请人的母亲，被
申请人于2015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龚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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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龚秀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龚秀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龚秀龙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乐业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岑荣胜、岑远塞申
请宣告罗时尚失踪一案。申请人岑荣胜、岑远塞称，被申请人罗
时尚是申请人的母亲，被申请人于2009年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罗时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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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罗
时尚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罗时尚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罗时尚情况，向
本院报告。 [广西]乐业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艳红申请宣告韦艳
丽失踪一案。申请人陈艳红称，被申请人韦艳丽是申请人的母亲，被
申请人于2008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韦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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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韦艳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韦艳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韦艳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乐业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欣宇申请宣告夏小雪死亡一案，经查：夏小雪（女，1982
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琼楼里432-1号居民夏小雪）
于2004年10月无故出走，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吴欣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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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金凤申请宣告刘金元死亡一案，经查：刘金元
（公民身份证号：420619741030123X），男，1974 年10月30日出
生，原住随州市曾都区北郊办事处碾子巷社区。于2013年7月份
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刘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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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志武申请宣告张莉华失踪一案，经查：张莉华，
女，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泰格
公寓7-2-306室，公民身份证号码420106196803030828。因患郁

病、强迫性神经症于2016年5月30日下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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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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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燕玲申请宣告陈幸福死亡一案，经查：陈幸福（曾
用名陈丹，公民身份号码432522196610010017），男，1966年10月
1日生，汉族，户籍地双峰县城中居委会桐子坡66号，于2002年3
月2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陈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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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段静玟申请宣告梁美芳失踪一案，经查：梁美芳，
女，1978年10月22日生，汉族，耒阳市人，住耒阳市五里牌街道
办事处城北路珠子岭25号301室。于2004年4月离婚后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梁美
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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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凤云申请宣告颜廷福死亡一案，经查：颜廷福，
男，1970年6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湾
沟镇胜利街三委二十一组，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离开户籍所在
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颜廷
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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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品芳申请宣告施海东死亡一案，经查：施海东，
男，1978年4月2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681197804296415，
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近海镇杨香圃村7组110号，于2007
年10月12日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施海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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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海东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施海东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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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俊申请宣告吴
桂凤失踪一案，申请人刘俊称，被申请人：吴桂凤，女，1988年10
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50524198810028326，汉族，住兴
化市周庄镇东浒村十二组，于2012年6月的一天夜里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终无音信，下落不明人吴桂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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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吴桂凤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桂凤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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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桂凤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冬华申请宣告何海萍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何海萍，女，198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兴化市茅
山镇孙王村西孙王5组236号。于2007年初去青海打工，至今未
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何海萍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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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凤娣申请宣告
周云南死亡一案。申请人周凤娣诉称，被申请人周云南(男，1954
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1195404156017，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住张家港市南丰镇海坝村二组)从小患有精
神疾病，多处求医无效，从1998年离家出走后至今未归，查无音
讯。被申请人周云南未婚，父母均已亡故，申请人周凤娣系被申
请人周云南的同胞姐姐。因被申请人周云南下落不明已20年之
久，为此，依法申请宣告周云南死亡。下落不明人周云南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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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周云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周云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周云南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路德彬申请宣告路殿兴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路殿
兴，男，1958年2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10111195802075319，
户籍所在地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镇来胜堡村20组19号，于2010年5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路殿兴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金凤申请宣告肖正有死亡一案，经查：肖正有，
男 ，汉 族 ，1964 年 7 月 3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210623196407031890，辽宁省东港市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十字
街镇瓦房村烧锅组140184，于2014年11月4日在出海作业期间

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正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
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肖正有
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韩翊瑶申请宣告张群失踪
一案，申请人韩翊瑶称，被申请人张群于2016年1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至今。下落不明人张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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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群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张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张群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文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包赐逸申请宣告秦惠芳死亡一案，经查：秦惠芳，女，1957
年2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路375弄17号301室。秦
惠芳于2014年5月2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秦惠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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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唐金龙申请宣告刘晓艳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刘
晓艳（232332198207153628），女，198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
地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阁山乡永清村二组，走失前住天津市北
辰区双街镇国耀上河城17号楼1门203室。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晓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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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艳失踪。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怡暄申请宣告邓丽春
失 踪 一 案 。申 请 人 黄 怡 暄 称 ，邓 丽 春（ 身 份 证 号 码 ：
622624198301291284），女，198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
省成县小川镇周旗村四社，于2006年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邓丽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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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邓丽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邓丽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邓丽春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成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谯丽申请宣告谯修高
死亡一案，依法于2017年6月2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
已届满，谯修高仍下落不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7月2
日作出（2017）甘0103民特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谯修高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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