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案件类型 案件名称 案号 审判人员 不公开理由
201 民事案件 郭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244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2 民事案件 冯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1611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3 民事案件 宋某与杨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193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4 民事案件 芦某与肖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512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5 民事案件 孙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061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6 民事案件 刘某与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055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7 民事案件 李某与彭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703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8 民事案件 栾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11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09 民事案件 马某与辛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80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0 民事案件 高某与管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36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1 民事案件 赵某与孙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43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2 民事案件 张某与吕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313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3 民事案件 李某与陈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52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4 民事案件 陈某与孙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606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5 民事案件 张某与陈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46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6 民事案件 宋某与尹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969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7 民事案件 郑某与石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732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8 民事案件 柳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700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19 民事案件 高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720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0 民事案件 杨某与孙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935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1 民事案件 马某与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843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2 民事案件 刘某与郭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07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3 民事案件 马某与杨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972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4 民事案件 田某与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670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5 民事案件 高某与盛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47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6 民事案件 宋某与边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01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7 民事案件 王某与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370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8 民事案件 王某与葛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3226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29 民事案件 韩某与卫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257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0 民事案件 马某与季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3017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1 民事案件 丛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3238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2 民事案件 林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754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3 民事案件 李某与任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3044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4 民事案件 李某与吕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991号 郜鑫杰 离婚诉讼
235 民事案件 孟某与赵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368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36 民事案件 杜某与向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264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37 民事案件 杨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034号 马影 离婚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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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民事案件 黄某1与黄某2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728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39 民事案件 周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896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0 民事案件 曹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60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1 民事案件 张某1与张某2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850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2 民事案件 段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28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3 民事案件 李某与陈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295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4 民事案件 张某与郭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12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5 民事案件 刘某与郑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60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6 民事案件 王某与陈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450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7 民事案件 刘某1与刘某2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70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8 民事案件 朱某与陈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277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49 民事案件 华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74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0 民事案件 王某与姜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58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1 民事案件 杜某与黄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694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2 民事案件 金某与朱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688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3 民事案件 董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617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4 民事案件 吴某与田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846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5 民事案件 杨某与滕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36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6 民事案件 付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566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7 民事案件 陈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10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8 民事案件 庄某与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85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59 民事案件 王某与杨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97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0 民事案件 赵某与迟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613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1 民事案件 王某与邢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910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2 民事案件 闻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800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3 民事案件 邢某与庞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793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4 民事案件 陈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67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5 民事案件 林某与马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075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6 民事案件 赵某与吴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079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7 民事案件 张某与芦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3065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8 民事案件 周某与韩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3353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69 民事案件 张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635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0 民事案件 高某与翟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152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1 民事案件 杜某与赵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262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2 民事案件 芦某与武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93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3 民事案件 赵某与陆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3057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4 民事案件 初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116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5 民事案件 赵某与马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371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6 民事案件 刘某与鲁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346号 马影 离婚诉讼



277 民事案件 裴某与简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605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78 民事案件 林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8）吉0281民初2114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79 民事案件 赵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617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0 民事案件 蒋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262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1 民事案件 赵某与佟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740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2 民事案件 王某与姚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248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3 民事案件 林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114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4 民事案件 胡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26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5 民事案件 徐某与郭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788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6 民事案件 颜某与赵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667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7 民事案件 谷某与侯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28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8 民事案件 任某与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031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89 民事案件 林某与郑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529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90 民事案件 古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771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91 民事案件 程某与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301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92 民事案件 王某与侯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755号 吴庆莹 离婚诉讼
293 民事案件 赵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602号 徐亮 离婚诉讼
294 民事案件 李某与韩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123号 张海军 离婚诉讼
295 民事案件 邢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989号 张海军 离婚诉讼
296 民事案件 刘某与马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726号 张萍 离婚诉讼
297 民事案件 王某与何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675号 张萍 离婚诉讼
298 民事案件 杨某1与杨某2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583号 张萍 离婚诉讼
299 民事案件 王某与李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221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0 民事案件 李某与闫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472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1 民事案件 徐某与马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19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2 民事案件 赵某与杨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836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3 民事案件 王某与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153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4 民事案件 王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903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5 民事案件 李某与苏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2970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6 民事案件 潘某与吴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547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7 民事案件 王某与尚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493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8 民事案件 郑某与周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265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09 民事案件 郭某1与郭某2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1957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10 民事案件 李某与韩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379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11 民事案件 于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594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12 民事案件 张某与王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3345号 张萍 离婚诉讼
313 民事案件 王某与金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8）吉0281民初3732号 赵宏国 离婚诉讼
314 民事案件 郭某与刘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835号 赵宏国 离婚诉讼
315 民事案件 王某与向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638号 赵宏国 离婚诉讼



316 民事案件 唐某与董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756号 赵宏国 离婚诉讼

317 民事案件 孟某与王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1854号 马影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

护的

318 民事案件 王某与许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9）吉0281民初3077号 马影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

护的

319 民事案件 姜某与刘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2381号 马影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

护的

320 民事案件 聂某与李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715号 吴庆莹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

护的

321 民事案件 霍某与牛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民初1320号 张萍
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

护的

322 刑事案件 王某1寻衅滋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232号 曹国华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3 刑事案件 唐某猥亵儿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298号 曹国华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4 刑事案件 郭某猥亵儿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341号 曹国华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5 民事案件
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蛟河分公司与范某1、范某2买卖

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2578-1号 关宏志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6 民事案件 吴某1与吴某2探望权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民初1455号 马影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7 刑事案件 王某强奸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283号 沈红梅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8 刑事案件 鲁某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336号 沈红梅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29 刑事案件 崔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9）吉0281刑初138号 沈红梅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30 民事案件 李某对陈某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 （2019）吉0281财保39号 王国才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331 民事案件 张某与邓某、史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8）吉0281民初2966号 袁君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

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