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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国家赔偿典型案例

1.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
司申请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错误执行国家赔偿案

【基本案情】
在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诉辽宁省

丹东市轮胎厂借款纠纷一案中，丹东市
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阳公司的财产保全
申请，裁定冻结丹东轮胎厂银行存款
1050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
查封丹东轮胎厂的6宗土地。之后，丹东
中院判决丹东轮胎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 10 日内偿还益阳公司欠款本金
422万元及利息6209022.76元。案件执
行过程中，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丹东
市政府办公会议议定在《丹东日报》刊登
将丹东轮胎厂总厂土地挂牌出让公告，
后丹东中院裁定解除对丹东轮胎厂其中
3宗土地的查封。随后，上述6宗土地
被整体出让，出让款4680万元由丹东
轮胎厂用于偿还职工内债、职工集资、医
药费、普通债务等，但没有给付益阳公
司。2009年起，益阳公司多次向丹东中
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本金
10429022.76 元及相应利息。丹东中院
于2013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但一直
未作决定，后益阳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2015年10月28日，辽宁高院赔偿委员
会予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2016年3
月1日，丹东中院针对益阳公司申请民
事执行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裁判结果】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益阳公

司认为丹东中院错误执行给其造成损
害，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
求，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审认
为，丹东中院的解封行为属于执行行
为，其为配合政府部门出让涉案土地，
可以解除对涉案土地的查封，但未有效
控制土地出让款并依法予以分配，致使
益阳公司的债权未受任何清偿，该行为
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侵
害了益阳公司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错
误执行行为。同时，在人民法院执行行
为长期无任何进展，也不可能再有进
展，被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
能力，申请执行人等已因错误执行行为
遭受无法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应当允许
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本案中，丹东中
院的执行行为已经长达十一年没有任何
进展，其错误执行行为亦已被证实给益
阳公司造成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挽回的
实际损失，故应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组织双
方进行协商，当庭达成赔偿协议，丹东
中院给予益阳公司国家赔偿 300 万元，
随后益阳公司向丹东中院申请撤回民事
案件的执行，由丹东中院裁定民事案件
执行终结。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

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
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
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今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
决胜之年，人民法院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同时，要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一阶段性目标，在抓外部执行攻坚的
同时，也要坚决解决法院内部在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对自身短板绝不回避遮
掩，依法当赔则赔。本案是最高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提审的错误执行国家赔偿
案，其典型意义在于，对于人民法院在
执行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不推诿、不回
避，敢于承担责任，同时也用案例的形
式，对于如何理解“执行程序终结”

“终结本次执行”，以及在执行程序、国
家赔偿程序衔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

护和规范赔偿请求人的求偿权利等法律
适用问题，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为处
理此类纠纷树立了标杆，也为倒逼和规
范法院执行行为，助推实现“基本解决
执行难”目标，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2.刘学娟申请北京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刑事违法扣押
赔偿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刘学娟涉

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于2010年6月8
日对刘学娟予以刑事拘留，后经朝阳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刘学娟逮捕。其间，
朝阳公安分局先后冻结刘学娟名下资金
共计39万余元。刘学娟之兄代其向分
局缴纳人民币600万元。8月18日，朝
阳公安分局以刘学娟涉嫌诈骗132.6万
元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全部涉案款项
639万余元一并随案移交。2010年12
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以刘学娟涉嫌
诈骗132.6万元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2011年11月7日，朝阳区法院
经审理认定刘学娟诈骗拆迁补偿款
132.6万元的犯罪事实成立，以诈骗罪
判处刘学娟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1.1
万元，并将扣押冻结款项中的132.6万
元发还某乡政府，1.1万元用于执行罚
金，余款506万余元（含冻结账户期间
孳息 1 万余元） 退回朝阳区检察院。
2012年6月20日，朝阳区检察院将506
万余元退回朝阳公安分局。某乡政府于
2014 年向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刘学娟返还 238 万余元补偿款。
2015年5月11日，朝阳区法院认为刘
学娟补偿评估报告中地上建筑物面积
2247.01平方米为虚增面积，判决刘学
娟返还某乡政府虚增面积相应补偿款
238万余元。

【裁判结果】
朝阳公安分局决定解除扣押并发还

267 万余元剩余款项，但未提及利息。
北京市公安局复议决定依法予以变更分
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原赔偿决定，并
责令朝阳公安分局解除对267万余元的
扣押，发还赔偿请求人，并支付相应利
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审理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公
安机关在办理刘学娟诈骗案中，对涉案
款项进行扣押并无不当。但在朝阳区检
察院将判决未认定的人民币506万余元
退回该局后，该局除协助执行法院生效
民事判决，扣划238万余元外，应将余
款267万余元及时解除扣押并发还，其
未予发还并继续扣押该款项违反了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对该
款决定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并无不
当，但在利息计算上存在一定错误，遂
在维持北京市公安局返还267万余元及
相应利息的决定项目之外，决定再向刘
学娟支付未按期返还被扣押款项所应支
付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侦查、检

察、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
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
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
案即是一起典型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件，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扣押措
施并无不当，但在被告人已被人民法院
定罪量刑之后，其对原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的涉案财物亦应及时处置。如对未予
认定的涉案款继续扣押，则有可能发生
国家赔偿。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
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以法治思维、法
治方式处理“官民关系”、调和公权力
和私权利冲突，一方面救济了受损的私
权利，一方面也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如何依法正当行使权力，提出了反
向的参照标准，同时也对于同类案件的
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3.邓永华申请重庆市南
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
伤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零时许，重庆市

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其忠报警，称邓永
华将其位于南坪镇农业银行附近的烧烤
摊掀了，要求出警。南川区公安局民警
李云和辅警张勇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邓永华在持刀追砍杨其忠，并看到
邓永华持刀向逃跑中被摔倒在地的杨其
忠砍去，被杨其忠躲过。李云喝令邓永
华把刀放下，张勇试着夺刀未成。李云
鸣枪示警后，邓永华持刀逼向李云和张
勇，李云遂开枪，将邓永华击伤。
2014年6月23日，南川区公安局对邓
永华所持的刀进行认定，结论为管制刀
具。2014年6月25日，南川区公安局
决定对邓永华涉嫌寻衅滋事予以立案侦
查。2014年12月11日，经南川区司
法鉴定所鉴定，邓永华的伤属十级伤
残。

【裁判结果】
南川区公安局对邓永华的国家赔偿

申请不予赔偿，重庆市公安局复议维持
该决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经审理认为，李云作为警察，在接到
出警任务后和辅警张勇到现场，看见邓
永华正持刀追砍他人，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制止其不法行为。邓永华无故寻衅滋
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
他人生命安全。在警察到达现场后，邓
永华不但不听从警察命令，反而在听到
鸣枪警告后持刀逼向警察，导致被警察
开枪打伤。从当时的情况看，邓永华的
行为已危及到警察的生命安全，故李云
对邓永华的开枪行为具有合法性。据
此，重庆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邓永华
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国家赔偿法以切实保障人权为核心

宗旨，但同时，其亦具有促进和维护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功
能作用。本案中，人民警察使用武器是
否合法，成为认定关键。在国家赔偿案
件的审理过程中，既不能对违法行使职
权的不法行为听之任之，漠视赔偿请求
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因盲目追求所谓
保障人权的效果，而对国家工作人员合
法正当行为过于苛责，以至于挫伤国家
工作人员依法正当履职的积极性。因
此，本案的处理体现出了在“权力”与

“权利”之间的保障平衡。对于违法侵
权行为，依法当赔则赔，绝不护短，而
对于依法正当履职行为也要给予充分的
保护，以保证国家工作人员都能够积极
依法履职尽责，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国家
赔偿工作保障人权、匡扶正义，以及促
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职
能。

4.郑兰健申请广东省雷
州市人民检察院无罪逮捕赔
偿案

【基本案情】
1996年下半年，郑兰健以经营烟

叶生意为名，经妻弟陈贻军、妻子宋春
燕通过假抵押向吴秀华借款200万元，
借款逾期本息不还。后海南省海口市原
新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判令郑兰健向
吴秀华偿还200万元，但郑兰健未履行
判决，吴秀华遂以郑兰健涉嫌诈骗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 7月 26日，
广东省雷州市公安机关以郑兰健涉嫌诈
骗对其刑事拘留，后经检察院批准逮
捕，并移送审查起诉。2011 年 12 月
16日，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郑兰健犯诈骗罪，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该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
实其对该案有管辖权为由，将该案退回
检察机关。2012年8月16日，经上级
机关指定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管辖该案。
海口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郑兰健行为
性质是民事借贷纠纷还是刑事诈骗犯罪
尚不能得出唯一排他的结论，经退回补
充侦查，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仍然犯
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
件，决定对郑兰健不起诉。郑兰健遂被
释放，其共被羁押521天。

【裁判结果】
雷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郑兰健被逮

捕系其故意作虚假供述所致，对其羁押
属于国家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
任，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湛江市检
察院复议决定由雷州市检察院赔偿郑兰
健人身自由赔偿金114474.12元，对其
申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其他事项不予
支持。湛江中院赔偿委员会对该复议决
定予以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提审认为，本案系无罪逮捕赔偿
案，原决定对郑兰健被无罪羁押521天
予以赔偿的人身自由赔偿金 11 万余元
并无不当。郑兰健因无罪被羁押 521
天，其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
受到影响，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
遂在维持原决定的基础上，决定再由雷
州市检察院向郑兰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 3 万元，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刑事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均以尊重

和保障人权为原则，最根本的是要始终
做到严格公正司法，杜绝侵犯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同
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并造成公
民精神损害严重后果的，应予给付精神
损害抚慰金。本案中，侦查机关、检察
机关对于已经过法院民事判决认定的借
贷纠纷案件，以刑事手段介入，“以刑
代执”，对当事人采取拘留、逮捕刑事
强制措施，后无法认定犯罪事实予以释
放，应予国家赔偿。本案典型意义在
于，明确了精神损害及其严重后果的认
定标准，对精神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等赔偿方式的适用参照将起到
示范作用，以体现国家责任的公正性，
维护司法的公信力。

5.苗景顺、陈玉萍等人
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怠
于履行职责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03年3月24日14时30分许，黑

龙江省牡丹江监狱二十二监区四分监区
在毛纺厂修布车间出外役，该监区担任
小组长的服刑人员赵玉泉因他人举报服
刑人员苗秋成挑容易修的布匹，将苗秋
成叫至修布机旁边过道上，辱骂训斥后
用拳击打其头部数分钟，直到将其打倒
在地，其倒地后脑枕部摔在地上导致昏
迷。在此期间，车间内负责监管罪犯劳动
生产安全的原四分监区监区长焦立明未
尽监管职责，未进行巡视和瞭望，直至苗
秋成被打倒昏迷后才组织人员将其送往
医院救治，苗秋成经抢救无效于2003年
3月28日死亡。2008年10月23日，牡
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
赵玉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8

年11月18日，宁安市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判处焦立明犯玩忽职守
罪，免予刑事处罚。2013年4月18
日，宁安法院经再审程序，维持宁安
法院焦立明案刑事判决。

【裁判结果】
苗秋成父亲苗景顺、妻子陈玉萍

等人据此向牡丹江监狱申请国家赔
偿。牡丹江监狱作出答复函，以苗秋
成死亡系其他人犯殴打所致为由，对
苗景顺等不予赔偿。黑龙江省监狱管
理局复议维持该不予赔偿决定。黑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
为，受害人苗秋成已死亡，其继承人
及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申请国家赔
偿。苗秋成在牡丹江监狱服刑期间，
被其他服刑人员殴打致死，监管人员
焦立明因未及时制止，存在疏于监管
的行为并被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
处罚，故牡丹江监狱未尽到监管职责
与苗秋成的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牡丹江监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应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职责的行
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
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
额。据此，决定牡丹江监狱支付苗景
顺、陈玉萍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405414 元 ， 支 付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60000 元，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等 2
万余元，以上共计赔偿48.5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机

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
数量有所增加。实践中，对于监管人
员自身违法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应予国
家赔偿并无争议，而对于监管人员怠
于履职，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则
存在不同看法。本案中，监管人员焦
立明在苗秋成被殴打时未尽监管职
责，未进行巡视和瞭望，已经人民法
院判决予以定罪，据此能够认定该监
管机关未尽法定监管职责。同时，此
类案件的缘起并非由于国家工作人员
违法使用暴力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使
用暴力所致，故亦应结合该具体情
形，综合衡定该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
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
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对于怠于履职
行为，确定了应当由国家承担部分赔
偿责任的原则，对国家赔偿责任理论
与实践予以适当补充，从而更加彰显
了国家赔偿法立足尊重与保障人权，
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
的与意义。

司法救助典型案例

6.张越申请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张越系在校小学生，在其父亲张

振军、母亲孙桂荣、姐姐张红被害身
亡后，与年迈的爷爷、奶奶共同生
活。2016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6） 内 07刑初72号刑事附带民
事判决：一、被告人宫兴连犯故意杀
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二、被告人宫玉侠犯帮助毁灭证
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三、被告人宫兴连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张越、陈秀英、张广文经济损
失共计人民币86814元。宣判后，张
越、陈秀英、张广文对附带民事部分
不服，提出上诉；宫兴连对刑事部分
不服，亦提出上诉。2017年 9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7）内刑终122号刑事附带民事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经内蒙
古高院法官依职权告知，张越向该院
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内蒙古高院经审查认为，救助申

请人张越系未成年人，在父母被害后
丧失生活来源，与爷爷、奶奶共同生
活，但其爷爷、奶奶均已丧失劳动能
力，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尚未执行到
位，生活面临急迫困难，属于应当予
以司法救助的情形。结合内蒙古自治
区 2016 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和呼
伦贝尔市当地生活水平，考虑张越家
庭困难程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
张越司法救助金15万元。

【典型意义】
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

死亡，因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依靠
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
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
难的，是现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明确
列举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之一。本案是
此类情形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人民
法院主动甄别、救早救急、有效保障
生存权利、真诚传递司法温暖的示范
案例。本案救助工作并未等到执行不
能才启动，而是刑事承办法官在发回
重审过程中发现并依职权告知被害人
近亲属提出救助申请。随后跟进的救
助案件承办法官不仅积极引导申请人
完成救助申请，而且第一时间冒着零
下 40℃的严寒、踏着过膝深的大雪
深入大兴安岭腹地，到申请人家中调
查核实情况。正是因为前期工作的高
效和扎实，本案救助金才得以最快速
度落实到位，使遭遇巨大不幸的小张
越生活上的困难得以缓解，体现了司
法救助工作扶危济困的价值所在。

7.刘发金、徐全容申请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基本案情】
刘伟因被故意伤害经抢救无效死

亡，死后其父母刘发金、徐全容无偿
捐献了刘伟的肝脏和肾脏。2016年9
月6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16）浙10刑初49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
处被告人余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三
涛有期徒刑六年；以寻衅滋事罪，分
别判处被告人王兴伟有期徒刑三年，
判处被告人余复赛有期徒刑一年；同
时判令四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刘发金、徐全容经济损失59万
元。宣判后，余峰对刑事部分不服，
提出上诉。2016年12月22日，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6） 浙刑
终4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因抢救刘伟，其父母已支付医
疗费近14万元，但四被告人仅赔偿
到位4万元，刘家生活因此陷入急迫
困难，靠举债度日。经浙江高院法官
依职权告知，刘发金、徐全容向该院
提出司法救助申请。

【裁判结果】
浙江高院经审查认为，救助申请

人刘发金、徐全容系农村低收入家
庭，又因抢救被故意伤害的唯一儿子
刘伟支付大额医疗费，但刘伟仍然不
幸去世，致二申请人经济和精神遭受
双重打击，生活陷入急迫困难，属于
应予司法救助的情形。在刘伟去世
后，二申请人无偿捐献其肝脏和肾
脏，挽救了三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
命，应予褒扬。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决定给
予刘发金、徐全容司法救助金 9 万
元。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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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人王丽卿申请宣告王德贵死亡一案，经查：王
德贵，男，汉族，1963年8月27日出生，1989年2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德贵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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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秀查、蔡景华申请宣告蔡文钞死亡一案。经查：蔡文
钞 ，男 ，1976 年 6 月 16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50582197606165058）汉族，原住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瑶厝村西区
105号，于2014年10月20日离家后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被申请人蔡文钞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
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凡知悉被申请人蔡文钞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蔡文钞死亡。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赐赞申请宣告林彩虾死亡一案，经查：林彩
虾于 2014 年 8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 年。希望林彩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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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林彩虾
死亡。 [福建]云霄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朝谐申请宣告潘合
金死亡一案。申请人陈朝谐称，潘合金于2007年2月19日下午5时
左右外出，至今未回来，经多方寻找，仍下落不明。2011年8月4日申
请宣告其失踪至今有7年之久，现申请潘合金死亡。下落不明人潘合
金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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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潘合金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潘合金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潘合金情况，向本院报告。[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受理许美德申请宣告伍良失踪一
案，经查：伍良，男，197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广东罗定人，身份证
号码：441230197610180015，原住广东省罗定市罗城镇中区居委土地
巷12号，申请人许美德称，申请人许美德与被申请人伍良是母子关系，
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疾病，于2013年12月离家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伍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伍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伍良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伍良将被宣告失踪。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时鹏远申请宣告时伟远死亡一案，经查：时伟远，
身份证号码 23010719730204221X，男，汉族，1973 年 2 月 4 日出
生，户籍地哈尔滨市香坊区王兆街65号龙鑫小区5栋3单元4楼
2 号，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6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时伟远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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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邹嘉伟申请宣告刘东笛失踪一案，经查：刘东笛，女，
1995年 7月 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370832199507112829。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刘东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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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旭东、杨玉婷申请
宣告雷丽失踪一案。申请人杨旭东、杨玉婷称，雷丽自2008年与杨旭
东、杨玉婷之父杨永昌离婚后，常年不在家，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人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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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雷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雷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雷丽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肖宇航申请宣告金菊
华失踪一案。申请人肖宇航称，申请人一岁时，父亲肖祥因患淋巴癌
不幸去世，母亲金菊华经受不了打击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及亲友多
次找寻，一直杳无音信，长达7年之久。下落不明人金菊华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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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金菊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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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菊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廖国光、彭淑英申请宣告廖灿坤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廖灿坤（男，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乡市人，住湖南省
湘乡市潭市镇新乐村68号，身份证号码：430381198301161934）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廖灿坤本
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廖灿坤失踪。 [湖南]湘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童勇申请宣告童新
湘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童勇称：其父亲刘童新湘，公民身份证
号 430481195609154337,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离家出走，因多次
寻找未果，2016年 11月 5日，童勇向耒阳市蔡子池派出所报案，

至今未归，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童新湘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
人童新湘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童新湘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童新湘的情
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晓方申请宣告王晓
东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晓方称，其哥王晓东(男，1960年5月29日生，
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盛岸二村101号101室)于1997年
4月被评定为精神病三级，于1997年7、8月走失，其家人多处寻找，
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请求宣告王晓东死亡。下落不明人王
晓东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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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晓东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王晓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王晓东情况，向本院报告。[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曲云申请宣告宋广海死亡一案，经查：宋广海，男，汉族，
1966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623196608153552，辽宁省东
港市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大东管理区海关委吉安小区，于2016年
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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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广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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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海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晓雨申请宣告张
建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晓雨称2012年10月11日回家看望父亲（张
建）不料家门紧锁，寻找10多日杳无音讯，后张贴寻人启事，登报
寻找父亲（张建），长达7个月时间没有一点消息，于2013年5月6
日向卓资县公安局刑警队报案，立案侦查，上网寻找父亲（张建）。
从2012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一直不断寻找，至今
仍无消息，下落不明。走失时间确定在2012年10月11日，失踪地
点卓资县北大街路西10号，失踪长达6年。下落不明人张建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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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建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
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张建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卓资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胡秋蓉申请宣告胡生
原死亡一案。申请人胡秋蓉称，被申请人胡生原于2011年12月31日
前离家出走，曾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胡生
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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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胡生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胡生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胡生原情况，向本院报告。[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君萍申请宣告廖力
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1民特39号]。申请人廖君萍称，下落不
明人廖力，男，196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失踪前住四川省都江堰
市太平街453号。2006年12月5日起，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
不明人廖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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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廖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廖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廖力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新华申请宣告李新民死亡一案，经查：李新民，男，
汉族，1967年7月31日出生，云南省保山市人，住云南省保山市隆
阳区永昌街道明强社区朱紫小区保岫东路158号，于2002年11月
25日离家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
望李新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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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袁亚珍申请宣告冯
哲死亡一案,申请人袁亚珍称，被申请人冯哲于2008年4月26日
在四川旅游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十余年。下落不明人冯哲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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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冯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冯
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冯哲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秀英申请宣告许荣富公民失踪一案，经查：许荣富，
男，1957年4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0202195704172617，户籍
地：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被申请人许荣富于2014年9月前往深圳后
至今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许荣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553）。公告期为3
个月，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汤锦红申请宣告成
广荣死亡一案。申请人汤锦红称，被申请人成广荣于1999年3月
离家后就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人成广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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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成广荣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成广荣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成广荣情
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魏月兰申请认定财产
无主一案。申请人申请称，章松樵系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金狮社
区居民委员会居民，于2018年1月29日死亡，无法定继承人，故其财
产为无主财产。因章松樵生前一直由申请人扶养、照料，死后也由申
请人参与丧葬事宜，请求法院依法认定章松樵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干将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三多分理
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干将支行的存款及利息
为无主财产，并依法确认上述银行中的存款及利息归申请人所有。
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依法判决。[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万子豪申请宣告王春芳失踪一案，已于
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苏0723民特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宣告王春芳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公告期间为60日，公告
期满该判决生效。 [江苏]灌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佳奇申请宣告王守福死亡一案，于 2018年 7月
27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王守福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 3个
月，现已届满，王守福（身份证号码：210604196909110012）仍下
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8 年 10 月 27 日作出（2018）
辽 72 民特 95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守福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戚来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戚月林死亡一案，于
2017年10月30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现
已届满，被申请人戚月林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
10月31日依法作出（2017）浙0104民特152号民事判决，宣告戚月林
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浙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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