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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治时评 ▷▷

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张向东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从全面推开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要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胜利，须更加注重在法治轨道上行
稳致远。

查处“注水肉”有法可依
史洪举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打击以“恶意差评”敲诈勒索

11 月 13 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警
方披露了一起通过“恶意差评”对电商
平台网店进行敲诈勒索的网络黑恶犯罪
集团案件。嫌疑人通过“DM联盟”网
站以及其他社交平台招录“恶意差评
师”，对网店进行敲诈勒索，涉及各电
商平台网店近200家7900余单，涉案金
额达500余万元，遍布全国多个省市。

以往，人们也会看到一些“恶意
差评”，多数是个别人不怀好意搞出的
恶作剧。想不到，这种纯属个人小打
小闹的情绪演变，会恶化成今天这种
有组织、有架构的网络涉黑恶犯罪集
团。

实事求是说，差评不仅是对电商平
台网店的有效监督，对网络生态同样具
有净化促进作用。电商建设之初，很多
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自然无法避免中
间的一些投机心理，实施违背商道乃至
公序良俗的行为，这就离不开消费者的
监督。

也是因为这样，在电商平台建设之
初，不仅设置了“差评”这一反映情
况、实施监督的渠道，同时还导入第三
方监督，以及将提交差评作为消费者的
一项基本权利加以保障。

而当前出现的这种有组织地对电商
平台网店恶意中伤的“恶意差评”，则
会影响电商平台网店经营发展，甚至会
混淆视听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这种利益
驱使下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恶意差评无异
于敲诈勒索，若不及时清理，只会成为
社会毒瘤越长越大。

——贺 成

观点

微言大义

如何面对“消费潜规则”

近日，媒体联合问卷网，对 2015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73.8% 的 受 访 者 遇 到 过 “ 消 费 潜 规
则”。面对“消费潜规则”，59.6%的
受访者觉得维权不容易。67.8%的受
访者建议完善立法，打造对消费者友
好的法律环境。

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经常会遭遇各种
各样的“潜规则”，比如找搬家公司谈
好价格却临时被告知要按楼层加价、
买窗帘遭遇商家收打孔费等。这些所
谓的“消费潜规则”大多被称作“行
业规矩”和“商业惯例”，商家说得
理直气壮，消费者往往选择被动接
受。原因除了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鸵鸟心态，恐怕更多的顾虑还是来
自于对维权程序、方式和效果未知的忌
惮。正如一名大学生被调查者所言，遭
遇“消费潜规则”却不去追究，“因为
非常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还不一定
能解决”。

由此可见，要更加有效地抵制
“消费潜规则”，除了靠加大监管处罚力
度外，还要从消费维权方面发力。

一方面，应加强宣传引导，普及与
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消费者
能够正确辨识各种“消费潜规则”，鼓
励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学会准确选择适
当的维权方式。

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完善法律法规
和维权体系，打造健全、实用、便利的
维权机制通道，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
本，也提升商家的侵权成本和违法后
果。

要让消费者能够主动抵制“消费潜
规则”并与之斗争，必须在维权设置上
向他们倾斜，打消他们维权不便和维权
不能的顾虑。

——徐建辉

短评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期的战略高度
作出的重大决策。经过9个月不懈努
力，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重
要阶段性成果，进展顺利，势头良
好。当前，专项斗争正处于从全面推
开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推动专项斗
争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胜利，要
更加注重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扫黑除恶要严格坚持法律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
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
根本要求”。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
罪，确保专项斗争不打折、不走样、
不变形，就要严格坚持法律标准。我
国刑法、“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
罪、“软暴力”犯罪、涉黑财产、“保
护伞”等的认定均作了明确规定。政
法各部门在专项斗争中要严格贯彻罪
刑法定原则，坚持证据裁判，落实疑
罪从无，严格定罪标准，准确区分罪
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黑恶势力犯罪

分子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既不能
为体现“打早打小”、依法严惩，把
本来不属于黑恶势力的犯罪分子人为

“拔高”，戴上一顶“黑帽子”，不当
扩大打击范围，也不能把本应依法

“定黑”的犯罪分子降格处理，该
“定黑”而不“定黑”，使之成为漏网
之鱼，逃避法律追究。对于黑恶势力
犯罪组织的涉案财产，既要充分运用
判处罚金、依法追究、没收、罚款等
多种手段，摧毁其经济基础，防止死
灰复燃，又要坚持法律标准，准确区
分涉黑恶财产和公民个人、公司企业
等的合法财产，切实加强对合法财产
的保护。

扫黑除恶要用足用好刑事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惩罚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
本刑事政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要深刻领会和坚定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把这一政策积极运用到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中。根据
黑恶势力犯罪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做

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
罚当其罪，对于黑恶势力的首要分
子、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纠
集者，以及保护伞，该判处重刑的，
要依法判处重刑，始终保持对此类犯
罪分子的高压严惩态势。同时，对于
一般参加者，或者具有自首、立功等
法定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该从宽的
也要依法从宽，从而起到积极教育感
化和挽救大多数的政策效果。当前个
别地方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片
面强调严厉打击，未能全面准确掌握
专项斗争的政策要求。2018 年修订
后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处
罚程序，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归案后认
罪认罚的，要依法兑现政策，最大限
度减少社会消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扫黑除恶要注重规范司法权力，
切实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12 年修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写入总则，贯彻了宪法精神，推动我
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近几年，随着

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
推进，我国在注重程序法治和保障人权
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依法保障了当事
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
辩论辩护权、申请权、申诉权；完善了讯
问制度，细化了律师会见制度，等等。政
法各部门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要将上述理念、原则和制度规定不折不
扣地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坚决摒弃传
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

“重口供、轻证据”等思想观念，在专项斗
争中坚持讲法律、讲程序、讲证据、讲人
权。坚决杜绝刑讯逼供，或者以其他非
法手段获取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自
证其罪。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确保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经过法定程序
审查认定的证据为根据。当前一些地方
反映辩护律师代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会见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有关部门
在执行刑事诉讼法上还存在“打折扣”
现象，要及时纠正，确保专项斗争始终
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让每一起案件
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给活牛注水的行为不仅涉嫌侵
犯消费者权益，威胁公众身体健康，
更涉嫌违法乃至刑事犯罪。

据荔枝新闻报道，在南京有一些宰
牛作坊，采用给活牛注水的手法增加牛
肉的重量。此后，由于检查较严，一些注
水牛作坊转移到了安徽全椒、来安两县，
注水手法更加残忍。记者跟踪调查过程
中，夜空中不时传来牛的惨叫声。注水
通常在屠宰之前12小时就开始了，分成
几次，前后注水大约120斤来达到给牛增
重的目的。

通过报道及作坊老板的表述可知，
其在屠宰过程中为增加重量而给牛大量
注水似乎已经成为潜规则和行业惯例。
而这种行为显然不仅涉嫌侵犯消费者权
益，威胁公众身体健康，更涉嫌违法乃至
刑事犯罪。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入挖掘，
严肃追责，让这些毫无诚信、漠视消费者
权益的无良商家付出代价。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肉类产品中
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传染病毒，不属于病
死牲畜，就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至于注
水肉，似乎除了增加分量以欺骗消费者
外，不会有什么危害性。其实，这种认识
和说法是错误的，注水肉显然属于不合格
产品。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禁止对
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
质，违规者可处货值5倍或10万元罚款。
其他动物的屠宰管理应参照该条例执行。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普通人的角度
还是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出发，生产、销售

“注水肉”都是不允许的，属于没有诚信
的奸商行为。尤其是小作坊所注入的水
可能属于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水，
甚至属于污水，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生产“注

水肉”绝非欺诈消费者和行政违法那么
简单，情节严重的，将触犯刑法，构成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甚至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注水肉”明明是违规操作甚至
是违法犯罪行为，涉事老板却表现得毫不
在乎，说明其在利益面前毫无诚信，没有
对规则、道德、他人权利的丝毫敬畏。主
要原因还在于违法成本较低，不足以让违
法者感受到疼痛。一般来说，对于已经摆
上柜台的产品是否属于“注水肉”，莫说普
通消费者，即便是执法人员或经常从事销
售的经营者，恐怕都难以辨别。

而且，正如报道指出的那样，一些无良
商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流动以逃避监
管。加之这些屠宰行为系商家关起门来悄
悄进行，如果不是热心人士提供线索，可能

就不会被发现。此外，按照报道所称的牛
肉一斤28元至30元左右，一头牛注水
120斤可以获利不菲。被发现的概率较
小，而注水利益较大，自然会对一些人产
生诱导，让其将生产“注水肉”作为牟利手
段，以至于注水成为潜规则和惯例。

食品安全无小事，无良商家生产
“注水肉”，但监管部门不能搞“注水”
执法，理当健全机制，形成全链条、全
覆盖、全方位式监管。如除严打小作
坊外，不妨强制屠宰企业和正规作坊
安装视频监控并随机抽查。并加强对
肉类产品的监测，发现问题则应启动
倒查，直至追溯源头。这样方能产生
倒逼作用，最大限度压缩不法生产者
的活动空间，打消其非分念头，让消费
者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和稀泥”的裁判在某些个案
中能暂时取得平稳结案的效果，
但长此以往，会鼓励“会闹的孩子
有奶吃”的不良社会现象。

近日，一篇不“和稀泥”的裁判文
书走红网络，引起广泛关注。这背后，
固然有该案件涉及较为敏感的医患纠
纷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判决书中
所表明的“不能和稀泥以求平稳结案”
的立场。

司法裁判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不“和稀泥”，是司法裁判
的应有之义。抛去该案本身不去讨
论，该裁判文书的突然走红，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特别
是涉及民生等重大敏感案件时，仍存
在一些为求平稳结案的“和稀泥”现
象。

在民事领域内，一般实行的是过
错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只有行为人
有过错时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
过错，裁判者为了平稳结案，让本身没
有过错的行为人承担部分责任，这就
是“和稀泥”的裁判。这样的裁判在某
些个案中能够取得平稳结案的效果，
但长此以往，会鼓励“会闹的孩子有奶
吃”的不良社会现象，最终损害社会公
平正义和司法的权威。

但是在对“和稀泥”现象诟病的同
时，也应警惕矫枉过正、预设立场的行
为。正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
的树叶，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找到两个
完全一致的案件。裁判者应当根据每
个案件的不同情况，独立作出裁判。
如果因为其审理的案件与某些“和稀
泥”的案件相似，便预设了立场，就容
易未审先判，整个裁判过程也往往成
为法官证明自己立场的形式。那些本
身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将得
不到应有的补偿。在司法实践中，应
当准确认识不“和稀泥”的行为，警惕
预设立场。

不“和稀泥”并不排斥正当的调解
的行为。不论是否进入司法程序，调
解都是解决矛盾纠纷一条很好的途
径。我国目前有许多人民调解组织承
担着矛盾化解的功能，进入诉讼程序
后，法院也可以进行调解。法院在依
法调解时，需要通过做双方工作，让矛
盾双方自愿让步，最终达到和平解决
矛盾的目的。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
是调解本身特性决定的，不能将其视
为“和稀泥”的行为。

不预设立场最关键是要做到以事
实为依据。如果矛盾纠纷需要通过司
法裁判的方式解决，则裁判者应当保
持中立立场，从案件查明的事实进行
判断。例如在对待“会闹的孩子有奶
吃”的纠纷时，既不能因某一方“会
闹”，为平稳结案而作出“和稀泥”的裁
判，也不能因为某一方“会闹”而剥夺
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案件裁判时，
裁判者关注的核心应该是当事人的权
利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司法裁判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矛
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一个好的司
法判决，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又要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两者缺一不可。
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是
包括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共同合
力所推动的，司法裁判只有融入这个
合力之中，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因此，司法裁判一定要符合当前社会
现实，而不能过分标新立异，脱离实
际。

保证公交车安全行驶，硬件
只是基础，法律才是长久的保障。

11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
数据研究院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
刑事案件分析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报告显示，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
结的公交车冲突刑事案件共计 223 件，
这些案件中超半数有乘客袭击司机的行
为，更有近三成乘客出现抢夺方向盘的
情况，而纠纷起因多为坐过站、上下车
地点或车费这类小事。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不过是鸡毛
蒜皮的小事，最后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
价，太不值。”不少网友也在微博上发
起“别碰司机”、“文明出行”等话题。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 《专题报
告》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统计
公检法机关过去是如何处罚此类行为，
受到处罚的有多少，量刑如何等；另一
方面，是告诉广大公民，在乘坐公交车
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和司机发生冲突和纠
纷，同时也告诉司机，如果遇到此类行
为应该冷静处理，其他乘客对此类违反
公共安全的行为也要及时制止。

10月29日，湖北咸宁不想买票乘客
推拉司机；11月3日，江西新余未到站就
想下车乘客抢夺方向盘；11月7日，乘客
因乘错车而死掐司机脖子等等。自 10
月 28 日重庆万州发生了公交车坠江事

件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全国发生类似
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事件
又有近20起。网友们在痛心、愤怒的同
时也不禁在想，除了为司机装置防护栏
等硬件措施，法律该如何作为？

从大数据可以看到，法律是一直在
出手的，但万州公交车悲剧发生之后，
人们对法律的期待变得更高。最高人民
法院大法官胡云腾表示：“如果在正在
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殴打司乘、
抢夺方向盘、损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
驶的行为，应当依法一律入刑。”也就
是说不再用是否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来衡
量是否入刑，而是只要实施了危害公共

安全的行为就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胡
云腾还表示：“防卫自己利益、防卫
车上其他乘客利益，甚至防卫车外人
员生命财产不受伤害等行为都属于正
当防卫，如造成侵权人伤害的，不应
该负刑事责任。”如果其他乘客遇到
此类妨碍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一定
要及时制止、主动作为，防止万州公
交车悲剧事件再次重演。

每天约有2.5亿人使用公交车出
行，任何一个公共安全事故都是这个
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保证公交车的安
全行驶，硬件只是基础，法律才是更
长久和坚实的保障。

用法律护航公乘安全
阮思菡

不“和稀泥”
也当警惕预设立场

葛少帅

申请人黄岛区广通起重机械经销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黄岛区广通起重机械经销处。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
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40005129239940，出票人为常熟市港口船
舾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常港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持票人为黄岛区广通起重机械经销处，出票行为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5日，汇票到期日
为2018年12月5日，票面金额为2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
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司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招行扬州开发区支
行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南京司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招行扬州开发区支行银行承兑汇票1份（票面金额27600元，票号为
30800053-97373310，出票人为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南京司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14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8年2月14日，付款行为招行扬州开发区支行）。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永一泵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
票1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31600051
21147283，面额人民币130,260元，出票人本溪北营钢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本溪北台高速线材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浙
商银行沈阳分行运营中心，出票日期2018年5月22日，到期日
2018年11月22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乐清市大荆永生机械配件厂因其持有的1张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告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3130005145135663，票面金额200,000元，出
票日期2017年10月26日，到期日期2018年4月26日，出票人上海
鹿城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禹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付款
行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如果届时无人申报权利，且申请人在申报权利
期间届满的次日起1个月内向本院提出判决票据无效的申请，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的行为无效。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中润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出票人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票号为30900053 28933442，付款银行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森淼支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元整，出
票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6月25日。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宁瑞然喆贸易中心（普通合伙）因将票号为
3090005328446093，出票人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武宁瑞然喆
贸易中心（普通合伙）票据金额170668.00元，出票日期2018年7月13日，汇
票到期日2018年10月13日，由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武宁瑞然喆
贸易中心（普通合伙）；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3090005328446093，出票人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武宁瑞然
喆贸易中心（普通合伙）；付款行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票据金额
170668.00元，出票日期2018年7月13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10月13日。
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省第一测绘院因其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票
据号码 0010004130220402、票面金额伍仟元整、出票日期 2018
年6月14日、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内、申请人浙江
省第一测绘院、收款人平湖市财政支付（核算）中心、出票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省第一测绘院因其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票据号
码0010004130220401、票面金额叁仟元整、出票日期2018年6月14
日、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个月、申请人浙江省第一测绘院、收
款人平湖市财政支付（核算）中心、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支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夏鑫盛宏达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行为浙江民泰商
业银行、出票人为舟山弘联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舟山森垚能
源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0000元、汇票号码为31300051/39842276、
出票日期为2018年3月2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7日的银行
承兑汇票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剑辉申请宣告张玉珍
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剑辉称，张玉珍(女，汉族，1952年3月31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440402520331612，户籍地为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光明
街139号103房)于2000年6月底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家人曾于2000
年7月4日到东风派出所报案，刘剑辉于2015年4月15日向珠海市香
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被申请人张玉珍宣告失踪的判决已于
2015年11月18日生效，判决生效至今已近3年，被申请人张玉珍下落
不明已达法定期限，请求依法宣告其死亡。下落不明人张玉珍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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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张玉珍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玉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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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珍情
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肖博文申请宣告陈艳
失踪一案，申请人肖博文称，被申请人陈艳，女，1986年8月14日出生，
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原住湖北省罗田县胜利镇韩塔寺
村1组，公民身份证号码：511524198608142724。于2008年12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陈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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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公告法院联系电话：0713-5059002。[湖北]罗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邓春霞申请宣告邓天
霞死亡一案。申请人邓春霞称，被申请人邓天霞，女，1964年8月7日出
生，原住罗田县凤山镇北城岗巷51号。于2008年失踪，家人多方寻找
无果，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下落不明人邓天霞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邓天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邓天霞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公告法
院联系电话：0713-5059002。 [湖北]罗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绍华申请宣告刘忠贵死亡一案，经查：刘忠贵(女，1933
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20203193305142926）于2014
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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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刘忠贵死亡。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和华申请宣告杨本兰死亡
一案。申请人刘和华称，下落不明人杨本兰于2013年9月18日外出，至今下落
不明满5年。下落不明人杨本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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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杨本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杨本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杨本兰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安陆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房美玉申请宣告
王国华失踪一案。申请人房美玉称，其儿子王国华于2000年外出
打工，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国华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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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国华将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国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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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
华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师政申请宣告朱金水
死亡一案。申请人朱师政称，其子即被申请人朱金水（1978年7月18日
出生，原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毛店镇青坑村）于1997年因家庭矛盾
离家出走，自此音讯全无，至今已有21年。下落不明人朱金水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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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朱金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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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
水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灵寿县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宣
告票据无效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丟失的出票人为无锡悟联科技有限
公司、账号为64880100000021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票据号
码为31300051-35834665、收款人为上海周秀实业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上海周秀实业有限公司、保定市幸福树电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8年4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1日的银行承兑
汇票1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辽0792民催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灵寿县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对
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6日受理了申请人灵寿县浩博化工有限公司宣告
票据无效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丟失的出票人为无锡悟联科技有限公司、账
号为513000120110100001983、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整、票据号码
为31300051-47642158、收款人为上海周秀实业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上
海周秀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
年10月1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辽0792民催6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灵寿县浩博
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黑龙江]木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婉茹申请宣告栾波失踪一案，于2018年8月13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依法作出
（2018）黑0127民特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栾波失踪。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爱娟申请宣告宋祥礼死亡一案，于2018年
8月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8年11月7日依法作
出（2018）辽72民特93号判决书，宣告宋祥礼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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