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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5月26日电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张 磊 孙晓梅
余作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广西柳
州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
书记梁景理，以及朱传宾、林春英、
李朴成等七名被告人和柳钢集团资产
财务部等两家被告单位，涉嫌受贿、
贪污、挪用公款、单位受贿等犯罪一
案。鉴于案情重大，庭审预计两天时
间，法院将择期对该案进行宣判。

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梁景
理让李某与所谓“北京公司”合作在
香港设立公司，指使自己的儿媳宋某
化名“何宁”以该公司工作人员身份
与李某联系，从美国采购焦煤后转售
给柳钢集团下属公司。 2012 年至
2013 年间，该公司共完成 13 船转售
焦煤业务可获税后纯利润共计1085.3
万美元，按事前约定应分给宋某的利
润为 542.6万美元，李某承诺交给梁
景理的“柳钢老干部出国费用”按比
例核算应为113.9万美元。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间，梁景
理将其实际持有的柳州市锐立瑞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经广西平和物资有限公司，转让
给李朴成控股的柳州侨虹金属材料公
司。其后，以“股权溢价”为借口，
要求李朴成将100万元人民币转款汇
入平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的账户。

2006 年，柳钢集团以职工持股
会为平台，由部分柳钢干部职工出资
设立两家公司，承揽柳钢集团所属公
司的钢渣处理业务。2010 年 5 月 18
日，为了规避审计，在梁景理的指使
下，朱传宾、林春英等人销毁上述公
司的财务资料。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1月间，梁景理在审核柳钢集团各
部门提交的工程奖励、年薪发放名单
表时，指使朱传宾、林春英以工程奖
励等形式，从柳钢集团套取公款共计
563.5万元人民币分发给朱传宾、林
春英等35名干部职工。

2009年8月，梁景理指使朱传宾
等人从职工持股会挪用 2000 万元人
民币用于其个人炒股；2010 年 4月，
梁景理指使朱传宾等人从柳钢下属集
体企业挪用公款 2000 万元用于职工
持股会缴纳税费。

柳钢集团为规避与其控股的柳州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贸易产生的关
联交易，于 2007 年成立了柳州市品
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财
务由被告单位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
人员进行管理。朱传宾向担任品成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朴成索取好处
费共计 465万元，其中的 254万元作
为奖励款分发给柳钢集团资产财务
部人员。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朱传宾从品成公司分三次
收受 25 万元好处供其本人及家属旅
游消费使用。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梁景理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款项，
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
本单位资金和公款归个人使用，故
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一人犯数罪，应当分别以
受贿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挪用
公款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罪数罪并罚。其他六名被告人、两
被告单位分别以其所犯罪责追究相对
应刑事责任。

涉嫌受贿罪贪污罪
挪用资金罪等五项罪名

广西柳钢集团
原董事长梁景理受审案例1

连恩青故意杀人案
——因怀疑治疗不当

杀死医生，罪行极其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连恩青，男，汉族，1980 年 6

月11日出生，农民。
2012 年 3 月，被告人连恩青因鼻部

疾病，在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时接受了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蔡朝阳
的手术治疗。此后，连恩青认为手术效
果不佳，多次到该医院复查、投诉，并要
求再次手术未果。尽管其间连恩青多次
到其他医院就诊，均诊断其鼻部无异常，
但其仍对蔡朝阳和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处理投诉事宜的耳鼻喉科医生王云杰
（被害人，殁年45岁）以及为其进行CT
检查的医生林海勇心生怨恨，预谋报复
杀人。2013年10月25日8时许，连恩青
携带事先准备的木柄铁锤、尖刀，来到温
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五楼耳鼻喉
科门诊，见王云杰、蔡朝阳分别在各自的
诊室坐诊，遂进入王云杰诊室，持铁锤击
打王云杰头部。因铁锤木把断裂，铁锤
头掉落在地，连恩青又掏出尖刀捅刺王
云杰，并追赶王云杰至同楼层的口腔科
门诊室处，连续捅刺王云杰胸腹部、背部
等处，还持刀捅刺劝阻其行凶的该医院
医生王伟杰（被害人，时年59岁）右腋下
一刀，在摆脱王伟杰阻拦后再次捅刺王
云杰胸部。随后，连恩青持刀返回耳鼻
喉科门诊寻找蔡朝阳，见蔡朝阳诊室房
门已被锁住无法进入，便用尖刀刀柄敲
碎诊室门玻璃后离开。接着，连恩青持
刀来到该医院放射科一楼CT室操作间
寻找林海勇，误将CT室医生江晓勇（被
害人，时年39岁）认作林海勇，即上前捅
刺江晓勇胸腹部3刀。连恩青被在场人
员及闻讯赶来的保安当场抓获。王云杰
因被刺致心脏、肺动脉及肺破裂，经抢救
无效于当日死亡；江晓勇的损伤构成重
伤。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

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连恩青因

对医院的治疗效果和投诉处理事宜不
满，到医院持械行凶，故意非法剥夺医生
生命，致1人死亡、2人受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连恩青犯罪性质特别恶
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
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连恩
青判处并核准死刑。

罪犯连恩青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
被依法执行死刑。

案例2

王敏寻衅滋事案
——多次到医院滋事

并殴打、辱骂、恐吓医务人
员，情节恶劣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敏，女，汉族，1984年2月7

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王敏在某美容整形医院进行

鼻部整形术失败后，到湖北省武汉市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整
形美容外科，于 2008 年 5 月、2009 年 11
月两次接受了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术。术
后，王敏不满手术效果，多次到该科室纠
缠、吵闹，用红色油漆在门诊室墙壁、门
上乱涂乱画，书写侮辱性文字，打砸办公
用品及门窗、天花板。2012年3月，经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但此后王敏仍多次到该科室打砸打
印机、电脑等办公物品，造成经济损失1
万余元。同年5月20日早晨，王敏又指
使他人在该科室医生徐逸上班途中对徐
逸拳打脚踢，打碎徐逸的眼镜，致其轻微
伤。王敏还多次给该科室医生叶子荣发
送大量侮辱、威胁性质短信，并跟踪至叶
子荣家中，扬言欲伤害叶的家人。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

院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敏为泄

愤多次到医院任意毁损公共财物，后果
严重；在医院起哄闹事，造成医院秩序严
重混乱；辱骂、恐吓并指使他人随意殴打
医务人员，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应依法惩处。王敏多次实施上
述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且致1人轻
微伤，酌情从重处罚。王敏自愿认罪，可
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
敏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上述裁判已于 2014年 11月 26日发
生法律效力。

案例3

陈金泉等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案

——聚众扰乱医院秩
序，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金泉，男，汉族，1987年10

月10日出生，务工。
被告人陈扁，女，汉族，1985年4月5

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朱乾坤，男，汉族，1983 年 5

月1日出生，经商。
被告人陈宝治，女，汉族，1988 年 6

月24日出生，务工。
2014 年 5 月 2 日零时许，被告人陈

金泉送其兄陈金木到福建省安溪县中医
院五楼住院部就诊。当日5时许，陈金
泉的姐姐被告人陈扁等因怀疑陈金木病
情恶化系医院责任，殴打值班医务人员
梁培榕、孙萍萍等人，并从医生陈炳煌手
中抢走患者病历。8 时左右，院方宣布
陈金木经抢救无效死亡，陈金泉即通过
打电话等方式召集亲友来医院。9 时
许，陈金泉、陈扁及陈金木的前妻被告人
陈宝治、陈扁的丈夫被告人朱乾坤等在
医院五楼打砸医生办公室、护士站、治疗
室，致大量医用器具、器械、药品及电脑、
打印机等物品损坏，殴打陈炳煌等医务
人员和在场执勤的派出所协勤人员柯国
欣、王智辉，并强行拉柯、王二人去看护
陈金木尸体。随后，陈金泉等将陈金木
尸体从病房移出，拉至医院一楼大厅入
口处，设灵堂、烧纸钱、拉横幅、堵大门、
围堵电梯出入口，打砸中药房、急诊科医
生办公室、护士站、治疗室等，并殴打周
艺娜、黄丽丽等医务人员及出警民警柯
典强。综上，陈金泉等4名被告人殴打

医务人员，致周艺娜轻伤，黄丽丽等7人
轻微伤，毁损医院财物，造成医院经济损
失3万余元，并导致医院医疗工作无法
正常进行。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金泉、陈

扁、朱乾坤、陈宝治采取聚众围、堵、打、
砸等方式扰乱医院正常工作秩序，造成
多名医务人员受伤，情节严重，致使医院
医疗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其行
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应依
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陈金泉属首要
分子，陈扁、朱乾坤、陈宝治属其他积极
参加者。4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并积极主动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
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
被告人陈金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被
告人陈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
刑一年三个月；对被告人朱乾坤、陈宝治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

宣判后，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未
抗诉，上述判决已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
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4

赵君堂等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案

——聚众扰乱医院秩
序，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君堂，男，汉族，1982 年 3

月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韩金言，男，汉族，1981年11

月2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赵湿峰，男，汉族，1988 年 2

月23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郭拥军，男，汉族，1968年11

月9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樊长喜，男，汉族，1959年11

月19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郭红海，男，汉族，1976年12

月2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赵利清，女，汉族，1976 年 3

月7日出生，无业。
被告人赵丹只，男，汉族，1982年11

月5日出生，无业。
2014 年 7 月 9 日下午，被告人赵

君堂之父赵克庭在河南省安阳市第六
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因医治无效死亡。
为给医院施加压力获得更多赔偿，赵
君堂及被告人韩金言、赵利清等人在
该医院住院部摆放恒温棺，次日凌晨，
又将恒温棺停放在一楼门诊大厅内。
赵君堂纠集被告人赵湿峰、樊长喜、郭
拥军、郭红海、赵丹只等 30 余人在门
诊大厅设置灵堂，用音箱播放哀乐，并
让人用汽车堵住住院部大门。韩金言
还在医院门口悬挂写有“还我生命”的
白色横幅。同月 11 日 11 时 30 分许，
民警邢卫东、晋志超等到该医院门诊
大厅维持秩序，劝离赵君堂等人，赵君
堂等采取撕扯、抓打等方式阻碍民警
执行公务，将邢卫东、晋志超打致轻微
伤。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君

堂、韩金言、赵湿峰、郭拥军、樊长
喜、郭红海、赵利清、赵丹只聚集多
人到医院门诊大厅设灵堂、堵大门
等，并致 2 名维持秩序的民警轻微
伤，致使诊疗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
中，赵君堂是组织、策划和纠集者，
系首要分子；韩金言、赵湿峰、郭拥
军、樊长喜、郭红海、赵利清、赵丹
只系积极参加者。8名被告人均认罪
悔罪，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赵君堂、
韩金言、赵湿峰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根据各被告人
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和情节，依
法对赵君堂减轻处罚，对韩金言、赵
湿峰、郭拥军、樊长喜、郭红海、赵
利清、赵丹只从轻处罚。据此，依法
对被告人赵君堂判处有期徒刑九个
月；对被告人郭拥军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对被告人韩金言、赵湿峰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对被告人樊长喜、
郭红海、赵利清、赵丹只判处拘役四
个月，缓刑六个月。

宣判后，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
未抗诉，上述判决已于 2015 年 2 月 4
日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起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上海 5 月 26 日电 今天上
午，随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陆卫审
判长在该院第一法庭敲落法槌，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家化”）诉其原总经理王茁劳动合同纠
纷案，有了一审判决结果：上海家化与
王茁恢复劳动关系；上海家化支付王茁
2014年 6月 1日至 24日的工资 42355.17
元。

2013年 11月 20日，上海家化收到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作出的《责令改正的
决定》，该决定指出：2008 年 4 月至
2013年7月，上海家化与相关企业发生
采购销售、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且未
对外披露。为此，上海家化委托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其 201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会计师事务所
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出具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认为上海家化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存在关联交易管理中缺少主动识别、
获取及确认关联方信息的机制等三项重
大缺陷。

2014年 5月 12日，上海家化召开五
届十五次董事会，认为王茁在此次事件
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审议并通过关
于解除王茁总经理职务及提请股东大会
解除王茁董事职务的议案。次日，上海家
化即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
职、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为由，解除与王
茁的劳动合同。由此，直接引发了上海家
化与王茁之间的劳动争议纷争。

之后，王茁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与上
海家化恢复劳动关系（从 2014年 5月 14
日起）；上海家化支付王茁 2014 年 5 月
14 日至 2014 年 6 月 24 日的工资 72660
元。2014 年 8 月 4 日，虹口区劳动仲裁
委作出裁决：对王茁要求上海家化恢复
劳动关系（从 2014 年 5 月 14 日起）请求
予以支持；上海家化支付王茁 2014年 6
月1日至24日工资42355.17元。

上海家化不服仲裁裁决，向虹口区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上海家化与王茁解除劳动合同是否
合法，是否应恢复劳动关系。

第一，上海家化以王茁具有严重违
纪、严重失职之行为才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但上海家化对于审计报告中指出的
关联交易管理中缺少主动识别、获取及
确认关联方信息的机制等三项重大缺陷
是由王茁个人严重失职、严重违纪造成，
并无证据可予证明。至于上海家化在审
理中补充的关于王茁参与私分小金库等
一节，上海家化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
王茁也予以否认，至今也未有相关部门
对此予以认定。

第二，王茁自 2012 年 12 月 18 日起
担任总经理一职，而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责令改正的决定》认定所涉时间段
2008年4月至2013年7月，历时5年3个
月，涉及的关联交易绝大部分发生于
2012年12月底前，而王茁任总经理的仅
有 7个月余，所以上海家化将公司产生
内控问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王茁一人失
职，不尽合理。

第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查明
上海家化 2008年至 2012年度关联交易
披露信息违法，而王茁自 2012 年 12 月
18日起才担任总经理，且此告知书并非
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法成为证明
王茁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对法院
依法认定事实不具有拘束力。法院认
为，上海家化作为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王
茁存在严重违纪、失职行为事实的举证
责任以及证明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上海家化对王茁存在《员工手册》所
列可予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严重
失职行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依据
现有证据亦无法认定王茁总经理工作中
具有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之“严重”违纪、失职行为，故上海家
化以此为由与王茁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
实依据。

再则，相较于董事会聘请进行企业
管理为目的职业经理人形式的总经理，
上海家化即使认为王茁不适合担任总经
理职务，亦应遵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
合理调整王茁岗位。王茁亦坚决表示愿
意从事其他任何工作岗位，双方劳动合

同并无不能继续履行之客观情形，故
上海家化认为在董事会解除王茁总经
理职务后双方劳动关系即行结束的意
见，于法无据。

综上，上海家化不同意恢复劳动
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
持。同时，上海家化应支付王茁 2014
年6月1日至24日的工资。双方对于
仲裁裁决认定的王茁 2014年 6月 1日
至 24日工资金额为 42355.17元，并无
异议，法院予以照准。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前述判决。 （张莹骅）

针对本案的劳动争议，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法院法官陆卫认为，在用人
单位单方解除与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情
况下，用人单位应当证明劳动者确实
存在违纪、失职等行为，否则，用人单
位的行为就可能涉嫌违法，需恢复劳
动关系或给予劳动者赔偿金。即便用
人单位认为劳动者无法胜任原工作岗
位，也应首先依法合理调整劳动者工
作岗位，而不得简单作出解除劳动关
系的决定。

陆卫指出，王茁与上海家化劳动
关系的建立与解除，并不仅仅基于董
事会的任免，还应当符合劳动法及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

上海家化诉其原总经理劳动纠纷案一审宣判
法院判令：恢复劳动关系，支付相应工资

■连线法官■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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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乾金达钼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合肥恒大江海泵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工业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 （2014） 合仲字第 285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合肥仲裁委员会

广东中葆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申请人潘莲贵
诉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劳动争议一案(云劳人仲案字﹝2015﹞18
号)，因你单位迁移地址不明，原登记地址无人签收，根据《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追加被申请
人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5日内，本院定于2015年8月5日上午9时在昆
明市国贸路309号政通大厦1楼1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开庭后的15日内到本院
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湖南老味街美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5月18
日决议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并对债权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提供证明材料。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15年7月19日上午9时在益阳银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届时出席会议的债权人请提交身份证明的
相关资料，如需委托代理人，请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材
料。债权申报地址：益阳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楼办公室
（福中福旁），联系人：王娟，邮编：413000，电话：0737-
6115017。 湖南老味街美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益阳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5月18日决议解
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各债权人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并对债权有关事项
进行说明，提供证明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5年7月18日
上午9时在益阳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届时出席会议
的债权人请提交身份证明的相关资料，如需委托代理人，请提交授

权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债权申报地址：银建公司三楼办公室
（福中福旁），联系人：周丽霞，邮编：413000，电话：0737-
6115017。 益阳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YI ZHAO PRECIOUS STONES SINGAPORE PTE
LTD.[亿兆宝石（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厦门胡里山炮台管
理处将其拟退还贵司的《合作经营厦门荣光文物宝藏展览有限
公司合同书》 {该合同经[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173号《裁
决书》裁决解除}项下的物品共计 306件,于 2015年 3月 25日提
存至本处。请贵司尽快到我处领取（领取时需提交的材料请提
前与我处联系）。依据法律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
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联系电话 5185188-565，庄
公证员。 厦门市鹭江公证处

深圳市新达鑫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梁重建、黄凤梅：
我司与张彬(身份证号:44030119107265515)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现将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 111号裁决书记载
和对应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张彬所有，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
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直接向张彬
履行全部义务。 深圳市金融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3日
山东邹平久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你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滨州分行、山东久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及第三人山
东省滨州市秋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民
事上诉状收讫。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交纳上诉费通知书，公告
后 60 日即视为送达。依照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 22 条规
定，你公司应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
受理费70 874元，并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法律后果自负。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光辉同志：至今你既未到政府上班，也未向政府请假。

经镇党委研究决定，限你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10日内到政府报
到上班，或尽快履行有关手续。否则，政府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
天的，予以辞退”的规定，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理。本政府从
未授权你以政府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你的一切行为均由你个
人承担。 肥城市仪阳镇人民政府

就江苏中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新疆利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4年 12月 17日签订的淖毛湖酒店工程施工合同，我新
疆利基房地产开发公司2015年3月15日下达的进场通知，2015
年4月16日江苏中嘉建设法人委托代理人刘沛宁给我新疆利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工承诺书，都没有按时实现履约，经
我新疆利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江苏中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根据2015年4月16日江苏中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委托代理人刘沛宁给我新疆利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承诺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我新疆利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依法追究江苏中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期
间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新疆利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刘天赐申请宣告熊慧失踪一案，经查：熊慧，
女，生于 1987年 4月 4日，汉族，住邓州市张楼乡耿家村耿家
6号，身份证号 420601198704043127，于 2011 年 5月离家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熊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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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崴申请宣告王三爽失踪一案，经查：王三爽，女，
199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南省社旗县唐庄乡马庄村马
庄，身份证号码411322199008282923。自2011年3月外出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三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城郊法庭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三爽失踪。 [河南]社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红媛申请宣告李兴云失踪一案，经查：李兴
云，女，1978年 3月 2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南省社旗县李店
镇青台村十五组 298 号，身份证号码 412928197803020327,自
2012年 10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兴

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城郊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兴
云失踪。 [河南]社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绍平、李鑫、李琰申请宣告廖洪梅失踪
一案，经查：廖洪梅，女，1985年 12月 22日出生，汉族，籍
贯：湖南省涟源市，住湖南省涟源市七星街镇湘波村油亭组，身
份证号码：432503198512225022.于2011年11月30日起外出，至
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廖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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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游加荣申请宣告游文花失踪一案，经查：游文花，
女，199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江西丰城曲江镇城岗村游家
山村人，身份证号码：362202199208162622，于 2013年 2月 10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 3个
月。希望游文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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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凤女申请宣告李相龙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李 相 龙 ， 男 ， 朝 鲜 族 ， 1936 年 3 月 2 日 生 ， 身 份 证 号 ：
220221193603022215，住吉林省龙潭区江密峰镇振兴村一组，该
人于1996年7月离家出走，申请人及亲属多方寻找至今未归，下
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1年。希望李相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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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将依法宣告李相龙死亡。 [吉林]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佳航申请宣告国珊珊失踪一案，经查：国珊
珊，女，1985年 11月 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源市龙山区
福镇街七委十五组，住东辽县白泉镇镇南委四组，身份证号
码：22040219851112442x。于 2013年 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国珊珊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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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葛建萍申请宣告周泳死亡一案，经查：周泳，
男，195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
勒南路毛条厂宿舍 12号楼 209号。于 19996年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周泳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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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凡申请宣告朱永平失踪一案，经查：朱永平，

女，汉族，1981年2月28日出生，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鄂尔多
斯路街道办事处后八里庄村，于2012年2月17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朱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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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志国申请宣告谭丽丽死亡一案，经查：谭丽
丽，女，1975年 11月 29日出生，汉族，原住威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蒿泊镇台下村，于2000年离家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望谭丽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家成申请宣告排南改失踪一案，经查：排南改，

女，1979年7月9日出生，景颇族，居民，籍贯云南省潞西市轩岗
乡芒棒村民委员会南赛村民小组，于2012年6月2日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排南
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
后，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费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保国、陈民芳申请宣告张静死亡一案，经查：
张静，又名张静一，女，200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
号码：142701200203254224，原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席张乡
李家庄村第三居民组，于 2005年 10月 1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静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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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淑容申请宣告周维其失踪一案，经查：周维
其，男，出生于1966年5月30日，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琉璃
乡包江桥村 2组，于 2012年 9月 28日出走后至今已下落不明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周维其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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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萍宣告张义全失踪一案，本院于2015年1
月2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本院于2015年4月26日依法
作出（2015）来民特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宣
告张义全为失踪人；二、指定张萍为失踪人张义全的财产代管
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徽]来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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