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洋（被申请执行人）：
曹改香（申请执行人）依据郑州市黄

河公证处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出具的
（2015）郑黄证民字第2064号的公证书，
于2015年9月24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
人曾洋出具执行证书，保证人为：郑州市
景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标的为：1.
借款本金贰拾万元整（RMB200000)；2.
借款利率为月息1.4％；3.逾期利息（按月
利率1.4％，从合同届满次日起至执行完
毕止的期间计算），4.以及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
告》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
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8号
联系电话：0371—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9月29日

公 告
马红梅、向林：

闫书耀依据郑州市管城公证处于2014年
11月12日出具的（2014）郑管证经字第2408
号公证书，于2015年9月24日向我处申请对
借款人马红梅出具执行证书，担保人是向林。
借款人马红梅用其名下位于金水区黄河路230
号院3号楼东单元6层22号的房产抵押向闫书
耀借款肆拾伍万元整，利率为12‰，按月付息，
履债期限是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
12日，但自2015年7月份开始已不支付利息；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现申请执行，执
行标的为本金肆拾伍万元整，借款期间未支付
利息按合同约定执行，逾期利息均为日息万分之
五:从2015年07月20日计算至2015年09月25
日；违约金均为：逾期之日起每日本金的万分之
五计算因收回借款所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告》见
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
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
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东大街商城里66号。
联系电话：66230404（丁女士）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公证处
2015年9月29日

公 告
王香花（被申请执行人）：

杨少波（申请执行人）依据郑州市黄
河公证处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
（2015）郑黄证民字第 657号公证书，于
2015年 9月25日向我处申请对借款人王
香花出具执行书，保证人为王儒林，执行标
的 为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20 万 元
（RMB200000） 。 借 款 期 间
（2014.12.25—2015.3.24）利息已还，自
2015.3.24日—至今未还利息及本金，要
求王香华按月利率1.5 % 归还利息及本
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公
告》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面
提议，否则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四路八号。
联系电话：0371-65934411（李先生）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2015年9月29日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0月9日上
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南路156号
1号楼1层东7号房产一套，郑房权证字第
0501030335号，建筑面积为118.03 平方
米。有意竞买者应提前到现场了解标的详
细情况，在2015年10月 8日17时前持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交纳保证金10万元，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未竞中
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物展示时间：2015年10月7日-8日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报名电话：0371—62670745
拍卖公司地址：新郑市金城路322号
工商监督电话：0371—62696030

河南省畅远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9月 29日

拍 卖 公 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联合竞买
的，竞买申请人应列明各成员单位及签章，明确各成员单位出资
比例，各成员单位为竞买及竞得后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竞买申请人需提交无下述行为的承诺书：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手续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

罪行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2）因企业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
地、擅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途搞商品房开发；（3）
因拖欠土地出让金等情形之一的企业（包括其控股股东新设

企业）或个人。违法违规的行为未处理完毕的，均不得参加
土地竞买活动。因弄虚作假而竞得土地的，其竞买结果无
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竞得人承担全部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
文件。竞买申请人请于2015年09月28日09时至2015年
10月28日17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www.zkggzyjy.gov.cn）“土地交易”栏目下载拍卖
出让文件。

五、竞买申请人请
于 2015 年 09 月
28 日 09 时 至
2015 年 10 月 28
日17时登陆周口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网 站 （www.
zkggzyjy.gov.cn）
进行网上报名，并
携纸质报名材料到

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土地交易窗口提交书面申请。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28日17时。
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式为转账，现金方式交款无效。

竞买申请人须提交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在承诺书中表明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
贷和募集资金。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在2015年10月
29日17时前确认其竞买人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15年10

月30日10时在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拍卖为有底价拍卖。
（二）竞买人少于三人时，本次拍卖流拍。
（三）竞买人竞得土地使用权后，自成交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必须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先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履约保证协议书》，按成交价款的5%缴纳履约保证金。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汉阳路北段600

米东侧)
联系人：苑庚庚 王硕
联系电话：0394-8106916
监督人：张绍堂
监督电话：13525741655
开户单位：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周口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 号：00000068104003806012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沈丘告字【2015】16号

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详细规划指标要求见批准文件及须知。

编 号

李老庄乡政
府所在地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300㎡（合0.45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1＜R＜4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70

出让年限（年） 起始价（万元）
增加幅度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70 19 0.4SQ2013-66 19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9月29日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我
局注册登记，具有合法地位，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顺序依次为：序号、单位名称、法
定代表人、登记证号、地址：

1.伊川县白沙镇济民幼儿园，关连更，豫伊010143，伊川县白沙镇孙岭村；2.伊川
县酒后镇山丹丹幼儿园，王小辉，豫伊010059，伊川县酒后镇庄科村；3.伊川县白元镇
新苗幼儿园，李伟侠，豫伊010085，伊川县白元镇王庄村；4.伊川县白元镇童乐佳园幼
儿园，周向灵，豫伊010100，伊川县白元镇土门村；5.伊川知行学校，李 平，豫伊
010179，伊川县吕店镇卢庄村；6.伊川县小神龙中心幼儿园，吴艳莉，豫伊010145，伊
川县白元镇富留店村；7.伊川县高山镇小神童幼儿园，梁星卫，豫伊010172，伊川县高
山镇湖南村；8.伊川县新东方幼儿园, 杨连娟, 豫伊010144，伊川县水寨镇吉么村；9.伊
川县河洛实验学校，张殿庆，豫伊010174，伊川县城关镇西仓村。

伊川县民政局公告(一)

2015年9月29日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4家民办非企业经批准准许
变更法人。顺序依次为：序号、单位名称、原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登记证号、单位地址；

1.伊川县亲亲宝贝幼儿园，王照伟，高洪乐，豫伊010106，伊川县平等乡马庄村；2.
伊川县金桃李学校，常 毅，陶翠香，豫伊010176，伊川县伊龙大道139号；3.伊川县鸦
岭乡乡直幼儿园，李会粉，姚冬冬，豫伊010032，伊川县鸦岭乡鸦岭村；4.伊川县葛寨
乡沙元幼儿园，张石行，张祥，豫伊010067, 伊川县葛寨乡沙元村。

(二)

侦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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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野县检察院
强化工作举措，完善机制建设，全面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认真落实“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要求，以“三严三实”
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为契机，认真学
习各项规定，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与作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力
地促进了检察干警公正执法、文明办
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加强督查工作。该院纪检监
察部门落实“三转”要求，加强对干警
执行八项规定等事项的监督检查，确
保干部在制度的“笼子”里正确行使权
力；加强工作作风、制度执行的督查，
坚决制止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管理松
懈以及“庸懒散奢”等现象，不断提高
检察工作人员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

二是强化预防工作。该院纪检部
门结合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任务和检
察队伍实际，督促院党组班子成员、部
门和个人岗位廉政风险排查，确保无遗
漏、无死角、无缝隙，并认真做好风险防
控措施的落实和检查工作；实现廉政谈
话常态化，防患于未然。

三是严抓查处。对涉及检察干警
的举报线索，该院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
对待干警违纪违规问题；并对在上级明
察暗访和该院开展的检务督查中发现
的违规违纪行为和存在事故苗头隐患，
适时进行提醒和戒勉谈话，充分增强检
察干警遵纪守法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
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创新发展、和谐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郝凤冕吴增卓）

●●●窗户不锁 容易成盗窃目标

据嫌疑人马某某供述，他于今年 6 月初跟随老
乡吐某某一起到郑州实施入室盗窃，偷了两次后，
因老乡吐某某每次分赃太多，马某某遂决定单干。
但是马某某是“路痴”，记不住郑州的路，仅能在二
七广场附近转转。聪明的他就以二七广场为中心，
每隔两三天出来偷一次，每次都是打出租车向远处
走一段时间，然后下车步行随机选择作案小区，避
开门卫翻墙进入小区，一般选择的攀爬入室盗窃目
标都是多层建筑、无防盗网、窗户未锁的住户。

得手后，马某某不记得回去的路，都是打出租
车回到二七广场，然后步行走到自己租住的家庭旅
馆。在郑州偷一段时间后，马某某又从火车站坐车
到新乡等地，运用同样的方法实施盗窃。

嫌疑人马某某说，他来自四川省大凉山州，平
时游手好闲，有毒瘾，盗窃的赃物、赃款除一部分寄
回老家给妻儿外，大部分挥霍于自己平日吸毒、入
住高档酒店等。马某某在我省郑州市、新乡市等地
流窜作案，短短三四个月疯狂作案 40余起，盗窃了
手机、手表、高档香烟、现金等物品，价值20多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三四个月盗窃40余起

□记者 杨勇

昨日，省会警
方 通 报 一 起 案
件。经过 3 个多
月的走访调查、案
情分析、蹲点守候
等艰苦细致的工
作，郑州市公安局
南关街分局案件
侦办大队民警成
功侦破一起系列
入 室 盗 窃 案 件 。
犯罪嫌疑人马某
某(男，32岁，四川
省凉山州人)在三
四个月的时间内在
郑州、新乡等地连
续作案，入室盗窃
40余次，涉案价值
20多万元，最终于
9月底在郑州市二
七广场附近被郑州
市公安局南关街
分局民警抓获。

再次作案回来
他被蹲守民警抓获

新野县检察院
依法强化监督职能

警方提醒
居民的房屋最好加装防盗网，晚上睡觉时一定

要将门窗反锁，家中不要存放大额现金，如遇到有人
入室盗窃，尽量避免与其正面缠斗，保护自身安全。
家里一旦失窃后，无论损失大小，失主一定注意不要
破坏现场，要及时报警。（线索提供东波鹏飞）

家住郑州市陇海东路的田先生喜欢戴着耳机
听着手机广播睡觉。

6 月 6 日，田先生忙完后和几个老乡一起喝了
点酒，约 23 时回到家中后，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
习惯性地戴着耳机听着手机广播睡着了。

大约在 6 月 7 日凌晨 3 时 30 分，田先生感觉自
己的枕头动了一下，但没有在意，以为是自己的妻
子在动枕头，他翻了一个身又睡了。过了一会儿，他
感觉枕头又一点点地在向外移动，就眯着眼看了一
下。这一看吓了他一跳，发现自己的床头居然蹲着
一名男子，正聚精会神地往外拽自己的手机。田先

生本能地大喊一声：“谁？”陌生男子听到后，拿着田
先生的手机打开门迅速跑了。借着酒劲，田先生从
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去追陌生男子，但是没有追
上。回到家中，田先生查看了家中的物品，发现两部
手机、1000多元现金被盗，遂打 110报警。

无独有偶。6 月 2 日 5 时，家住郑州市陇海路
某小区的刘先生起床准备上班时，发现床头的手
机不见了，他一看放在床头的爱人的手机也不见
了。刘先生赶紧把爱人叫醒，检查家里的物品，发
现爱人挎包里面的 22000 元现金也不见了，就匆忙
报了警。

●凌晨时分 卧室突现窃贼

●●守株待兔 民警抓住窃贼
郑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案件

侦办大队民警接到报警后，对近期发
生的类似案件进行梳理并研究分析，
发现辖区几起入室盗窃案件的作案
手段十分相似。盗贼大多选择 3 层
以上没有加装防盗网的住户，沿着窗
外的燃气管道或水管，从卫生间或厨
房攀爬入室，主要盗窃挎包、钱包内
的现金和床头、鞋柜上放置的贵重物
品，作案时间均在凌晨 3 时左右。郑
州市公安局南关街分局案件侦办大
队向分局汇报后，迅速成立专案组，
将几起案件合并侦破。

经对现场细致勘查和走访群众，
专案组民警发现，嫌疑人具有一定的
反侦查能力，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指纹
等任何线索，可能是戴着手套、脚套作
案，案件几乎陷入困境。专案组民警
没有放弃，扩大了走访调查范围，并调
取了周边所有监控录像，终于在案发
现场之外的地方获取了嫌疑人的指
纹、脚印等线索，确定案件系同一名
嫌疑人。

专案组民警分析了大量的视频
监控，基本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特
征。6 月底，专案组发现一名四川凉
山州籍的彝族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遂准备进行抓捕。就在这个时
候，该男子突然在郑州市销声匿迹。
案件侦办工作顿时无法进展下去。

在沉寂了几天后，郑州市公安局
南关街分局邀请郑州市公安局刑侦
专家，组织专案组民警多次召开案件
会议分析研判，发现嫌疑人总是每隔
三到四天都会出来作案，每次作案后
都在二七广场附近出现。

民警把每次作案地点在图上标
注之后，惊奇地发现这些地点围绕二
七广场连成了好几个环形。专案组
又查阅了其他分局辖区类似案件，判
断出犯罪嫌疑人就在二七广场附近
居住，且往返于郑州和新乡等地流窜
作案。嫌疑人当前已经离开了郑州，
极有可能返回郑州作案。

嫌 疑 人 几 乎 没 有 留 下 蛛 丝 马
迹，给抓捕带来极大困难，南关街分
局专案组成员决定采取最古老的办
法——守株待兔！安排精干警力在
二七广场周边秘密布控。 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9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
嫌疑人马某某在郑州南三环再次作
案后，回到二七广场附近自己租住
的小区大门口，被等待多日的专案
组民警一举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