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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开封市通许县毛先生的儿子
退伍后，毛先生一直为儿子找工作的事犯
愁，为给儿子安排个“铁饭碗”，到处托关
系、找熟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 5 月
份，毛先生认识了开封市的李某，李某自称
社交广泛，与开封、郑州的许多领导交情颇
深，能通过关系给毛先生的儿子安排工
作。眼见给儿子安排工作的事有了着落，
毛先生满心欢喜，决定牢牢抓住李某这根

“稻草”，为此，毛先生隔三岔五就与李某见
面，好吃好喝招待他，可谓是费劲了心机。
岂料李某正是抓住了毛先生的心理，精心
布局，让其一步步落入圈套。

随着骗局的深入，另外两个骗子束某、
王某登场了。在李某的介绍下，毛先生认
识了江苏的束某，随后，李某、束某又带着
毛先生专程赶赴郑州认识了“大领导”王
某。李某、束某给毛先生说：“王某是中
国××协会的副主任，托关系给其儿子安
排工作是小菜一碟，但是托人找关系花钱
是必然的，花钱多少与谋求的工作岗位密
切相关，就看想干啥工作了。”毛先生当然
想为儿子谋到公务员的体面工作，王某承
诺可以安排在郑州市某检察院上班，但所
需“经费”多，至少30多万元。毛先生横下
心来，东挪西借，几乎倾尽家产，先后凑上
20 万元交给王某，先让王某跑事，如再用
钱随时告知。

可怜天下父母心，20 万元出手后，毛
先生如释重负，一直静候佳音。世事难料，

2014年 3月，王某因涉嫌其他诈骗案件被
河北警方抓获，李某、束某当时就得知了消
息，而毛先生一直被蒙在鼓里，还经常联系
李某问找工作的进展，还需多少钱能摆
平。李某、束某见还有机可乘，又以疏通关
系为名先后骗取毛先生16万元。

时间已过去将近两年，毛先生花
费了 36 万元，但毛先生每次与李某、
束某联系，都被告知马上办成，却
没有个准信，直到 2015 年 2 月初，
毛先生无法联系上李某 3 人时，
才感到上当受骗，急忙到通许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接
到报案后，通许警方很快查
明了犯罪事实，并于 3 月
22 日中午在北京市丰台
区某出租房内将犯罪
嫌疑人束某抓获，当
天下午，又在开封市
魏都路某小区门口
将犯罪嫌疑人李
某 抓 获 。 经 讯
问 ，犯 罪 嫌 疑
人李某、束某
对伙同王某
实 施 诈 骗
的 犯 罪
事实供
认 不
讳。

记者 张东 实习记者 时学士
通讯员 米海永

“我有个哥们是中国××协会
的副主任，能通过关系把你儿子安
排到郑州当公务员……”开封市男
子李某与束某、王某结伙冒充领导

“关系户”，骗取受害者36万元。目
前，李某、束某因涉嫌诈骗被通许警
方刑事拘留，而王某早已于2014年
3月份被河北警方抓获。

“铁饭碗”圈套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王树恒

“组团”大盗

本案的作案方式比较典型,即以买东西为
由,趁商家不备从而实施盗窃。这类案件屡屡
发生,作案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都是以分散
商家注意力为手法。在此,希望商家加强防
范,即使再忙也要留个心眼。此外,一些店主
认为自己卖的是小商品，东西被盗了不去报
案，店员发现丢了东西,因为害怕受罚或辞退,
干脆自己赔偿自认倒霉,也不报案，这也助长
了犯罪分子的气焰。提醒受害者一定要及时
报警,以便抓获犯罪分子,挽回损失。

有这样 4 名留守
妇女，爱贪小便宜，从身上

穿的到生活用的，基本上不用
花钱买，她们经常出现在商店和
各类市场摊点，见啥偷啥。常言
说得好：贪小便宜吃大亏。日前，
正阳县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刘
某、张某、薛某、石某各拘役

5 个 月 ，并 各 处 罚 金
2000元。

■提醒

衣服便宜点卖

铁饭碗

军测老军医杨玉峰主任，独创
“溶石排石专药”主治：肝、胆、
肾各种结石，胆囊息肉、囊肿。
疗效确切，以B超为证。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
K963到郑州测绘学院下车，门诊部二楼结石科。

电话：0371-67930038

结石
医 疗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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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平俊刚位于封丘县城关镇南街

村的房产证遗失，证号：封私登字

第2014-0039号，声明作废。

●河南鸿宇航空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10198000'

01070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证号：55420450-7,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4101175542045

07以上证件丢失，声明作废。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7737191117

法律服务

高效快捷·速成收费
合法要账
15515357666

律师专业追债
0371—55512274

集装箱船员、电工，焊工，厨师，各80名，60岁
以下，年薪20-30万，工资月发，签合同办保
险，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6614007

南京鸿帆船舶急招

我厂常年发放纯手工活，诚招各地代理，
加工免费、提供原料、承担运费、税收、无
需厂房、工具简单易学、男女都可，每人日
收入150元，预付加工费80％，负责人工
资4000元，签订法律合同，当日发货。
地址：新乡市南郊新原路开发区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140595188

手工活外发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委党校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魏老师）

招 商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
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
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
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
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
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
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注销公告

声明公告

●李红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
2724197007152971声明作废。
●吕体先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9701072339声明作废。
●李永青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4196812245113声明作废。
●黄迷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92219711121531X43声明作废。
●顾霜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
24196403254422,声明作废。
●杨静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7199011200065声明作废。
●史德强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319641220551144声明作废。
●郑州市海派互联网上网服务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诺翔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410105075415972声明作废。
●沈祥海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
724196208104437声明作废。

●扶沟县人民商场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621000007
326（1-1），声明作废。

●负责人武秀玲同意将淮阳县
康博大药店的企业名称转让给
李玉梅使用，特此公告。

转让公告
●南乐县红鑫农机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有巢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沈丘分公司经上级主管部门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其上级主管部

门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翟小雪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0
22419891210592744声明作废。
●滑县小铺恒盛百货商店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证号：
L5288646-7，声明作废。

本院有名老中医坐诊，采用纯中药系
列方剂，专治各种糖尿病及并发症
疗效确切，出诊患者凭本报只需60
元钱，可来我院先治病，一疗程就能
让患者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明显效果。

老中医专治糖尿病

电话：0371-65981777

●南乐县天馨超市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乐县广昊置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驻 马 店 市 正 阳 县 慎 水
乡农民刘某、张某、薛某、石

某是留守妇女，除在家平时
照看孩子外，还经常组团赶集

“捡桃”（暗语，偷东西的意思），
她们分工合作，有人掩护、有人

偷、有人运。 2014 年 7 月的一天 ,
刘某、张某、薛 某、石某窜至正阳

县熊寨镇南北街一家服装店，其中刘
某和店主小李谈价钱，一谈就好长时

间，而令小李预料不到的是 ,此时的张
某则在旁边作掩护，薛某、石某迅速取下

身边的几件衣服塞到事先准备好的袋子
内 ,得手后便匆匆离开。小李随后整理店里

的衣服时 ,才发现 4 条女士短裤不见了 ,这才
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刚才被蓄意“引开”了。
等她到店外张望时 ,这群女子早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随后刘某等 4 人又来到孙某的地摊
上盗窃 4 双男士拖鞋。在另一地摊上盗窃了
三棵白菜和两把香蕉。

同年 8月 5日，刘某、张某、薛某、石某窜至
正阳县彭桥乡，在闵某的干货冻肉店内，盗窃 4
只生鸡、生鸡腿、生鸡爪、佐料等物。得手后，
又来到余某的服装店盗窃 4 套童装。乘车返
回县城后，又盗窃了十几个西瓜。

2015 年 1 月的一天，正阳县袁寨街黑某的
服装店内进进出出、浩浩荡荡的队伍让店员误
以为“好生意”要来了。但黑某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群女子竟是“偷衣大盗”,刘某等4人在店内盗
窃 4条枕头套、两个胸罩、10余件衣服。她们 4
人在作案中，石某负责偷东西、张某和薛某负责
掩护、刘某负责运赃物。翌日，4人在彭桥偷东
西回来的路上被民警抓获。

据刘某、张某、薛某、石某交代，她们爱占
小便宜，不敢偷值钱的东西，偷这些小东西都
是自己用，省得花钱买，偷回后 4 人平分。从
去年 6月至今年 1月，刘某、张某、薛某、石某疯
狂作案 5 起，偷女裤、童装等衣物 130 多件。
桃、蔬菜、鸡、鱼、肉等生活用品折合 400 多公
斤。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院的指控,4 名女子低
着头一一承认,法院认定 4 名女子构成盗窃罪,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