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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来历不明猪肉
被告人获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

被控受贿6685万余元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出庭受审
故意杀人 聚众斗殴 开设赌场

萍乡一恶势力犯罪案主犯被判死缓

房价上涨 开发商变卦

法院判开发商赔偿买方信赖利益损失29万
张 洁 尹受丽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郑州10月11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原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受贿一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1993年至 2017年，被告人
王三运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安
徽省人民政府省长及甘肃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
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685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王三运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三运还进行
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图为庭审现场。 赵心慈 摄

商品房预售，开发商与买方签了房
屋认购协议 （预约合同），交了意向
金，可随着房价上涨，开发商却反悔。
距离协议签订不足半年，在买方不同意
的情况下，开发商单方解除认购协议，
让买方期待的住房最终落空。近日，山
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
起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上诉案，开发商
因预约违约被法院判决赔偿买方信赖利
益损失29万余元。

交完意向金后房价上涨，开
发商悔卖房

2016年5月，济南市历城区一处新
楼盘开盘，吕某从该楼盘相中了一套建
筑面积 120 多平方米的住宅。看房当
天，吕某便与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商品房
认购协议，支付了 1万元意向金。协议
约定，该房总购置款为120余万元；吕某
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交齐10万元房屋订
金，日后会接到公司的网签手续通知，届

时双方再签《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商品
房买卖合同》签订7日内，吕某能交齐房
屋首付款，不仅能办理过户手续，吕某还
可以享受到公司推出的每平方米单价再
降400元的开盘优惠。

可签订预约协议后，吕某并未遵约
及时交纳款项，直到3个月后，即2016
年 8月，吕某才向开发商补交了 9万元
商品房订金。同年9月，因小区商品房
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开发商决定终止与
吕某的房屋认购协议，并于 10月 27日
通知吕某解除协议，以吕某未按约定期
限交款、提供按揭资料、构成违约为
由，通知吕某办理退款手续。

买方诉请开发商继续履行被
驳回，又诉开发商违约要赔偿

吕某拒绝解除协议，坚持要求开发
商继续履行协约内容，尽快交付涉案房
屋、协助办理网签和贷款手续。事后，
不顾吕某反对，开发商执意通过银行转
账退还吕某当初所交的 10 万元涉案房
屋认购款。

2016 年年底，吕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双方所签订的
认购协议，继续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2017 年，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所签订

的商品房认购协议（预约合同）不属于
商品房买卖合同 （本约合同）。开发商
因房价上涨单方违约，不具有合同约定
和法定解除权，其向买方发出的解除通
知无效。在开发商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
行认购协议，不同意与买方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吕某坚持不变更原
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遂依法驳回了吕某
的法律诉请。

法院判令开发商赔偿29万

2018年1月，吕某另向一审法院立
案，要求开发商赔偿违反认购协议（即
预约违约）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协议
后，开发商在达到销售条件后，即负有
与买方按照认购协议约定“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义务，但开发商因房价上
涨单方解除协议，构成违约，致使吕某
丧失了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另订其他
有利合同的机会，故吕某有权要求开发
商赔偿预约违约损失，即本约的信赖利
益损失。但本案中，吕某未遵协议于签
订认购协议起3日内补足10万元房屋订
购款，且其在开发商发出解除协议通知
书后，应当预见到达成本约的风险。综
合考虑双方的履约情况、过错程度、合

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一审法院判决双
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解除，并按楼
盘 2016 年年底实际成交价 14300 元/平
方米，判令开发商按50%比例过错赔偿
吕某经济损失共计29.2万余元。

案件宣判后，吕某不服，向济南中
院继续提起上诉，诉请二审改判赔偿经
济损失100余万元，并向法庭提交了一
份2018年2月底打印的第三方网站信息
网页，拟证明涉案房屋单价在该月底已
涨至18000元/平方米。

开发商对此持有异议，称本案系预
约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规定的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此外，开
发商向法庭提交了一份 2016 年年底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欲证明楼盘
实际成交价为14300元/平方米。

济南中院审理认为，吕某与开发商
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系商品房预约合
同，该合同签订的目的系签订本约合
同，因此涉案商品房认购协议不履行所
造成的损失应以本约合同不能签订的损
失为限，而不应以本约合同不履行的损
失为限。本案中，吕某主张开发商所赔
偿的经济损失，应由吕某对损失的数额
负担举证责任。一审中，吕某提交的证
据不能证明其损失数额，经一审法庭释
明，吕某亦未对涉案房屋价值申请鉴
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开发
商于一审中提交了同一楼盘其他商品房
的买卖合同，合同载明截至 2016 年年
底楼盘成交价格为 14300 元/平方米，
一审判决将此价格视为开发商的自认予
以认定，系基于本案房价上涨的客观情
况下对吕某合法权利的维护。综上，济
南中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陈海英）欠钱后非但不还，还擅
自转卖被法院查封的财产。近日，福
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一起转
移、变卖法院查封的财产案件作出判
决，被告人刘某犯非法处置查封的财
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2016 年 5 月 23 日，同安区法院
依法受理了叶某与刘某及其经营的厦
门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次日，叶某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
申请，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对厦门某
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之
后，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法院主持
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刘
某及厦门某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分两期偿还叶某
借款人民币 10.1万元及利息。然而，
刘某并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随后叶
某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法院干警发现之前
保全查封的5台机器设备已经全被刘
某非法处置。

法院查明，刘某明知涉案的机器
设备已被法院查封，并且法院指定自
己作为保管人，同时告知了自己作为
保管人的必尽义务，仍然知法犯法将
这些机器设备私自处分转移给他人，
其行为涉嫌犯罪， 2018年 5月 27日
法院将刘某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7月 5日，刘某在厦门市思明区某小
区内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

日前，同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刘某涉案的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非法变卖已被人民法院查
封的财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被告人刘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
从轻处罚。遂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
员 钟 琰）近日，江西省萍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恶势力犯罪案
件进行了一审宣判，主犯被告人陈某
以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
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胡某等 16 人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至有
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不等刑期，其中 3
人还被并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7 月至 8
月，以陈某为首的恶势力在萍乡市安
源区城南菜市场内租用了一个麻将馆
用于开设赌场，提供扑克牌等牌具，
以“斗牛”的方式供他人进行赌博。
赌场开设以来，陈某等5人各抽头渔
利约1至2万元。

2017年7月，陈某等人因怀疑被
害人甘某等人在赌场作弊，便将甘某
等人殴打一顿，甘某逃脱后伙同何某
等十余人持刀打砸陈某的车辆，还砸
坏赌场内的桌子和冰箱，双方由此结
怨。

2017 年 8 月，甘某打电话给陈
某，提出双方到上栗县以聚众斗殴的
方式解决此前的纠纷，陈某表示同
意。甘某随后邀集了何某等三十余人
携带短枪、高尔夫球杆、镣刀等器械
用于斗殴。陈某则邀集了胡某等二十
人携带土铳、砍刀、镣刀等器械用于
斗殴。在双方五十多人斗殴时，陈某
用手中的土铳朝甘某腹部开了一枪，
胡某等4人则持镣刀围砍甘某。甘某
的人听到枪响后陆续逃离现场。邬某
等人还持刀砍砸了甘某的车辆后撤
离。甘某在送医过程中经抢救无效，
因枪击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陈某等
人逃离现场后与住在莲花县的周某联
系，周某明知陈某等人在上栗县故意
杀人及聚众斗殴，仍将他们窝藏在自
己和朋友家。

此外，在2014年7月，陈某与郑
某发生纠纷，双方约定聚众斗殴。当
晚十点，双方召集二十余人在萍乡市
君悦豪门酒店门口持铁棍、镣刀等器
械互殴。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恶势力犯
罪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犯罪后果严
重，社会影响恶劣，根据各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为谋取非法利益，竟收
购来源不明、死因不明的猪肉进行加
工销售，最终难逃法网。近日，福建
省上杭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案，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兰某有期徒刑三
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
元。

2012年5月，兰某租用傅某（已
判刑）位于蛟洋镇蛟洋村的一处老宅
用于加工猪肉，并伙同罗某 （已判
刑）进行加工。猪肉由龙岩等地运到
民房后，由罗某把瘦肉和肥肉分开并
分袋包装，对有异味的猪肉则予以切
除，每袋 20 公斤。这些猪肉加工后
运出销售，对于猪肉的来源，连兰
某、罗某自己都不清楚。

2012年 6月 3日至 6月 19日，兰
某伙同他人转移已加工好的来源不明
且未经检疫的猪肉共计 17880 公斤。
2012 年 6 月 26 日，上杭县公安局民
警现场查获该加工窝点并扣押来源不
明、死因不明且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
2360 公斤。经鉴定，涉案猪肉价值
为 464680 元，兰某从中非法获利
52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兰某违
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伙同他人
生产加工来源不明、死因不明且未经
检验检疫的猪肉，涉案金额 464680
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
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罪，属共同犯罪。根据其犯
罪情节、认罪态度，综合考量后作出
前述判决。 （陈立烽 袁 英）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李旭东）收受公司老板所送的房产
后，贪得无厌，主动索要美金，为女儿
在美国购房。近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安庆市宜秀区原区委书记李
顺琪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顺
琪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13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顺琪在担任安
庆市宜秀区区长、区委书记、大桥管委
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
安庆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程
某等人所送的人民币 109.8万元、美元
8 万元、4.4 万元购物卡及银行卡消费
20万余元、价值 49万余元的物品以及
价值174万余元的房产一套，还向他人
索取人民币现金 3万元、美元 60万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

法院认定，安庆某科技公司实际控
制人许某为获得李顺琪对相关工程开
展、兑现公司一期项目用地土地出让金
的关照，送给李顺琪位于福建省厦门市
一套价值174万余元（含车位及装修费
用）的房产。另外，李顺琪以暂时借用
为名，向许某索要 60 万美元现金。
2009 年，许某表示将位于厦门市思明
区的一套住房送给李顺琪，李同意。因
担心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有隐患，李顺
琪将房产登记在其一个朋友名下。同
时，许某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又在该小

区购置一车位，一并送给李顺琪。许某
为此支付购房款149万余元、车位购置
费17万元、房屋装修及家具花费8万余
元，合计174万余元。2012年夏天，李
顺琪在前往美国学习前，让许某掏钱为
其兑换美元，后许某通过其朋友将兑换
的 15 万美元送给了李顺琪。同年下半
年，李顺琪称要为女儿在美国购房，让
许某转账 45 万美元至其女儿的账户。
许某通过其堂兄转账 45 万美元至李顺
琪女儿的账户。2014年4月，因担心被
调查，李顺琪通过其他人退还许某房款

以及转账的45万美元折算价合计445万
元。

案发后，被告人李顺琪及家人退出
全部赃款赃物。

法院认为，李顺琪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接受程某等人的请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程某等人给予的款物，
且向他人索取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李顺琪索贿 3
万元现金，美元 60 万元，依法应从重
处罚。李顺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并全部
退赃，可对其从轻处罚。在办案机关
仅掌握李顺琪小部分受贿犯罪事实的
情况下，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受
贿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法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收受房产索贿美金

安庆宜秀区原区委书记获刑11年

非法转卖被查封财产“老赖”获刑8个月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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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18年 9月 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靳雯申请宣告宫雪
华失踪一案。经查：宫雪华，女，1985年 10月 20日生，汉族，户籍
地安徽省太和县宫集镇宫大村委会宫老楼149号，身份证号码：
341222198510205144。申请人称宫雪华于 2015年 6月外出，至今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宫雪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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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宫
雪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宫雪华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宫雪华情况，向本
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义、王洁琼申请宣告张万路死亡一案，经查：张
万路于2017年6月14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张万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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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灵璧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喜荣申请宣告白锁爱死亡
一案。申请人王喜荣称，下落不明人名叫白锁爱，女，汉族，生于1962年10月
17日，甘肃省灵台县人，住什字镇梁家咀村殿上社127号，农民，身份证号
码：622723196210170401。系王喜荣之妻。经审查，2009年农历2月白锁爱
无故离家出走，经多方寻找未果。申请人王喜荣于2014年7月23日向灵台
县公安局什字派出所报案，后经公安机关查找，白锁爱至今杳无音讯，现白
锁爱下落不明已满4年，故申请人王喜荣向本院申请宣告白锁爱死亡。下落
不明人白锁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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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白锁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白锁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白锁
爱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灵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鑫申请宣告畅小妮失
踪一案。赵鑫与畅小妮系母子关系，其父亲赵建卫与畅小妮离婚后，赵
建卫于2018年农历4月5日病逝，畅小妮至今下落不明4年时间。下落
不明人畅小妮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畅小妮将被宣告失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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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畅小妮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正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细秀申请宣告林
英源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林英源，男，汉族，1943年 6月 10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0225194306107918，于 2014年 9月 12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望林

英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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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霞、廖国林申请宣告刘玲失踪一案，经查：刘玲，女，
汉族，1984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450981198405103305，
户籍地广西北流市六麻镇南山村平山垌组3号，原住广西陆川县沙
坡镇沙坡村廖屋队，于2010年11月20日离家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找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玲本人或知悉其
下落的人在公告期间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判决宣告刘玲失踪。 [广西]陆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帅峰申请宣告李伟失踪一案，经查：李伟，系李帅
峰之父，男，汉族，1967年5月21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文化宫路
65号院5号楼3单元10号，于2001年7月因下岗、离婚等原因离家
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近1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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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杜雨铭申请宣告张云霞
失踪一案，申请人杜雨铭称，其母亲张云霞于2010年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经查：张云霞，女，197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黑龙
江 省 兰 西 县 红 星 乡 新 星 村 杨 二 机 匠 屯 ，身 份 证 号 码 ：
232325197908303045。于2010年离家出走，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云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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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届满，本院
将依法宣告被申请人张云霞失踪。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军申请宣告李磊
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军称，2018年 7月 17日下午 6时许，李磊经
清江旅游公司景阳码头侧门下至景阳清江大桥北侧桥墩处水域
游泳，在游泳过程中不慎落水，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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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请报的，下落不明人李磊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李磊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李磊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建始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9月 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吴峰（身份证号码
420106197103061214） 、 彭 小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420106195811022045）申请宣告吴昌藻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昌藻，男，1929年8月3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下徐
家湾18-18-2-4号，公民身份证号码420106192908031239。申请人
称，吴昌藻于1996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吴昌藻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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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吴昌藻将被申请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
昌藻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吴昌藻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禹谭申请宣告刘洋（阳）
失踪一案。申请人李禹谭称，刘洋（阳），女，满族，1988年11月27日生，
身份证号码220721198811270643，原住松原市宁江区毛都站镇西伯
村，2017年7月31日毛都站镇毛都西伯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信，证
明刘洋（阳）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洋（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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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洋（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洋（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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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阳）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明侠、陈义志申请宣告
蔡丹丹失踪一案。两申请人称，儿媳蔡丹丹于2007年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人蔡丹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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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蔡丹丹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蔡丹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蔡丹丹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受理申请人曹英科申请宣告张桂梅死亡一
案，申请人曹英科与被申请人张桂梅系母子关系。经查：被申请人张桂梅，
女，汉族，1931年11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10106311103432，住址
沈阳市铁西区国工三街22号4-3-1，于1997年10月失踪，至今未归，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张桂梅本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年
内与本院联系。逾期不联系，张桂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其下落者，应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报告（024-85639608）。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章玉禄申请宣告章玉发死亡一案，经查：章玉发，男，
1956年12月3日生，公民身份证号码210723195612034610，于2003
年起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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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章玉发死亡。 [辽宁]绥中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宋小弟申请宣告宋俊巧失
踪一案。申请人宋小弟称于1989年经人介绍认识一名名字叫马开英的
云南妇女，1990年 12月二人生育一女，取名宋俊巧,身份证号为
370285199012141425。1991年春天，马开英带宋俊巧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人宋俊巧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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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宋俊巧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宋俊巧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宋俊巧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莱西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启勤申请宣告张丽
川失踪一案。申请人张启勤称，其为被申请人的父亲，被申请人存在
智力问题，2013年11月20日被申请人从村里走失，至现在已失踪4
年9个月一直没有踪迹，与家里没有任何联系。下落不明人张丽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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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丽川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张丽川生存现状的人，应自当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张丽川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汾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傅均、傅燕梅申请宣告傅光清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
0106民特75号]，经查：傅光清，男，汉族，1949年10月13日出生，原住成
都市金牛区金牛乡金牛村3组，于2010年2月26日失踪。现依法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傅光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公告期间内与
本院联系，并向本院申报傅光清的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公告期
满后，傅光清将被宣告死亡。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受理的(2018)川0182民特37号申请
人王洲琼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袁怀富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袁怀富（男，
汉族，身份证号码：51012619580512031X，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彭州市
升平镇升玉街533号）于2011年12月离家出走后，经申请人多方查找和
村民委员会证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袁怀富及知悉袁怀富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袁怀富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公告期间屈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浦桂芬申请宣告杨家
环死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杨家环（男，1991年6月14日生，
汉族，户籍住所地云南省宣威市格宜镇龙山村委会营头村21号，
公民身份证号码：530381199106140917）于2009年9月离家与张华
能等几个朋友到上海市杨浦区国康路100号工地打工，2009年10
月1日被申请人离开工地之后一直没有消息，张华能向上海市公

安局报案寻找未果。下落不明人杨家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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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杨家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家环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家环的情况向本
院报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云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卢文英申请宣告被申请人
苏昌兴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卢文英称，其与被申请人苏昌兴系夫妻关
系。2012年1月16日，被申请人苏昌兴与家人失去联系，经家人、公安机
关、大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多方寻找至今末果。被申请人苏昌兴已下
落不明6年。下落不明人苏昌兴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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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苏昌兴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苏昌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苏昌兴情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大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国丽申请宣告朱成德死亡一案，经查：朱成德于
2017年6月24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
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朱成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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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吴本强申请宣告吴晓玲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晓玲，女，199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琵琶镇农场村
十组29号。于2008年农历正月27日与富顺县琵琶镇金竹村一组村民刘
超外出到陕西省西安市务工后下落不明，至今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为1年。吴晓玲本人应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否则，被申请人吴晓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吴晓玲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富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程明元申请宣告程威失踪一案，于 2018年
6月 21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年 9月 25日
依法作出（2018）鄂 1321民特 20号判决书，宣告程威失踪。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随县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申请人王阿明申请宣告王广德（男，1932年 10
月 28日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码 320113193210285215，户籍地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花岗村向尚队200号）死亡一案，本院依法
作出（2017）苏 0113 民特 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王广德死
亡，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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