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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3、14、15版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清洗外墙打孔防水61612779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星之爱●月嫂育婴55680565
●通下水粪池钻孔55933373
●保姆钟点做饭护理67715997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双举防水补漏4000140658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修空调冰箱热水器56718873

招商

●济源市区内连锁酒店，位置

佳，生意好，现计划升级改

造，诚邀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共图发展，联系人：牛经理，

电话：13838900522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广通快递招商15514539133
●低价办秒到账移动POS机
0.3%线上POS机18603715350

●粮工米面油醋，各大院校商
超酒店专供，诚招各地经销
商。电话：0371-61023888
●农家地锅城加盟86621103
吃货保商城

O2O模式全国联锁实体店招商
进行中电话：0371-63389278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花园国基快餐13603456598
●转郑大新区北门营业中饭店
两层1000㎡，13213035818
●转郑东新区天泽街600㎡饭
店位置绝佳17003909998

公告
●郑州市中教法政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注册号：41019800
0048234）因经营不善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欧
阳仕厚、夏大庆、欧阳明组
成，欧阳仕厚任组长，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转让
●汽修●美容店 15138998666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低价空转国基路500平两层

门面，可分割13073778335
●转：清华池证件齐全清华大

溪地：中原路和商隐路向北

500米路东13938256102李

寻人启事

●小名甜7岁在郑州灾民站丢

失，现年63岁有知其下落者

请联系电话15551528795

设计施工
●专业预●决算 15238059117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装修装饰

●品尚展柜厂18039110969张

汽车租赁

●路虎宝马包月 15038199666

出租招租
●商业黄金地段，郑汴路与英
协路交叉口西北角，仅剩一
层3600㎡，位优价廉，整租
分租均可，13383835888
●大学一楼窗口13027518356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招租：0371—8708666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5000
平可分割注册13525515567

●中州大道国基路北150米路西
整层精装办公 13676994629
●大学餐厅窗口招租15738335575
●郑港区锦绣枣园社区旺铺·
分租13603825898
●中州大道与福元路独栋一层
1040㎡临街商铺，停车位充
足，可做汽车4S店，咖啡馆
15137108088/13663010966
●经三路红专路口绿洲商务
门面房412㎡电话 65335777
●学院窗口招租18530801130
●中州大道汽车展厅仓库
招租，肖先生:13603863026

●高校一楼窗口15637198000
●许昌餐厅招商 18695909526
●洛阳伊滨区土地两百亩，交
通便利，水电齐全，可整体出
租或合作，有意者面谈，联系
人，李先生：15838573366
厂房出租

厂房3500㎡科学大道东段带
院 13937153020
东区旺铺招商
尚书苑社区文化风情第一街
农业南路欧凯龙旁53319070
门面房写字楼
经开区八大街门面房办公楼；
1千㎡临街商铺，车位充足，
适合银行入驻。13592605865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600到1000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15290856399 15003954211
小商品城招租
进场送6个月租期56771308

房地产

●转中牟、团现房13598839827
●东区门面、低价出售陈

15837125051

●低价售东区1323㎡整三楼商

铺28平接待厅，独立观光电梯

三楼顶200平广告位适做酒店

KTV等免费更名13525638888
●现有许昌东区建业森林半

岛西侧学院路东侧土地122
亩商住容积率3.5，转让或

合作。电话13303776711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66213000

出租仓库厂院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化工路雪松路代管仓储

100㎡ -1800㎡ 17603862929
●黄河边有环评标准厂房3千
㎡出租。电话18937176998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库房

13203871190,13783602593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厂房出租★
郑上路荥阳段厂房12000㎡
办公1500㎡，有35吨行车，

可分割使用，13607670687

“二十一世纪传媒”系列案
30名被告人被公诉

据新华社电 因欠下巨额
债务潜逃至尼日利亚，后被民
警通过微信劝回投案自首。18
日，江苏宿迁泗洪县公安局民
警从上海浦东机场带回了潜逃
一年半的犯罪嫌疑人谢某，结
束了这场用手机跨越七个时区
的“追逃”。

据了解，原籍浙江省瑞安
市的谢某之前在泗洪县开办了
一家公司。2010年至2013年，
谢某以扩大生产规模、急需周
转资金为由，以高额利息为诱
饵，非法向泗洪县的21人集资
31次，合计人民币321.6万元。
后来企业经营不善，谢某拿不
出钱还债。为了躲避债主的催
讨，谢某于2014年2月初逃往
尼日利亚，并在当地一家公司

打工。
此后，多名债主向泗洪警

方报案。由于谢某远在非洲，
负责侦办此案的泗洪县公安局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大队大队长
王凤闯、侦查员薛安军等民警，
试图动员谢某在泗洪的父母劝
其投案自首，但谢某父母声称
不知其行踪，民警又难以找到
谢某在浙江的亲属朋友，案件
陷入僵局。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4
月，谢某的母亲两次患病，唯一
的儿子谢某不在身边，王凤闯、
薛安军等民警和几位债主主动
承担起照顾谢母的责任，为了
寻求治疗东奔西走。谢母看在
眼里，深受感动，并主动提出帮
助民警寻找谢某。

不久，谢母从其亲属处得
知谢某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后
告诉了警方，并让谢某通过王
凤闯的微信“好友申请”。

王凤闯通过微信告诉谢
某，警方已经做好了债主的工
作，还债问题将由办案民警定
期协调、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下逐步予以解决，但谢某要真
心诚意地拟定出还款计划。

警方的诚意最终打动了谢
某。18日，谢某回国投案自首，
泗洪警方按照法律规定，对其
从轻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
在“取保候审”期间，谢某可以
正常经营公司，但必须用经营
利润逐步偿还债主的债务，泗
洪警方则将持续对谢某进行监
督。

记者从江西萍乡市警方获
悉，8月20日，萍乡市公安局安
源分局经提请萍乡市安源区人
民检察院批准，对“7·10”非法
拘禁案犯罪嫌疑人刘锋、朱理
通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嫌
疑人王林、黄钰刚以涉嫌非法

拘禁罪执行逮捕。
7月9日15时许，萍乡市公

安局安源分局接到报案称，萍
乡市民邹某被身份不明人员绑
架,安源分局立即依法立案侦
查。经缜密工作后发现，刘锋、
朱理通有重大作案嫌疑。7月

14日晚，警方分别在江西、广东
将刘锋、朱理通二人抓获。据
警方进一步侦查了解到，黄钰
刚（广东省深圳市人）、王林（香
港居民）涉及此案。

目前案件正在继续侦查之
中。 综合新华社消息

因涉嫌刑事犯罪

“大师”王林等四人被执行逮捕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于20日发布消息称，广东二
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
总裁沈颢、《21世纪经济报道》原
主编刘晖、原二十一世纪网站总
裁刘冬、《理财周报》原发行人夏

日等30名被告人及15家被告单
位，因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等罪，经依法指定管辖，2015年
8月20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检察院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电 深圳沙头角海
关腐败窝案19日一审宣判：旅检
四科负责人郑小梧因犯受贿罪、
放纵走私罪、行贿罪，获刑十三
年；六名关员因犯受贿罪、放纵
走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四个月至四年不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
月，郑小梧担任沙头角海关旅检
四科负责人后，利用该科负责对
进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的车
辆及所载物资、车上人员携带物
品进行监管的职务便利，将其科
室的10名关员分组，将走私车辆

编入各组进行分组管理。值班关
员给这些违规超量运载日用杂货
的车辆放行。

走私人员按照郑小梧的要
求，按照小车每车次1200元，大
车每车次1500元以及“管理费”
每月5000元的标准将相应关员
的好处费分别装入信封，然后统
一交给各组组长。

通过此方式，以郑小梧为首
的旅检四科11名关员（其中四人
另案处理）共收受9名走私人员
（其中两人已判刑，7人另案处理）
给予的好处费共计531900元。

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一审宣判

关员曾按车收取“好处费”

欠债300余万元躲尼日利亚“避难”
江苏警方用微信劝回嫌犯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