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世杰、贾艳飞、李什闯：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春桥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张
春桥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更新、张燕平：
本院受理原告曾长顺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华法
民初字第 3958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胡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民、张冠欣：
本院受理的原告崔德毅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永志、肖淑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红丽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连群、张雪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史晓敏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华法民初字第 47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顺卿、周三妮：

本院受理原告姚传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顺卿、周三妮、李晓：
本院受理原告刘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庆龙：
本院受理李利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六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法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将于2015年12月22日
10时至 2015年 12月 2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位于新郑市金城路东段北侧 1号楼 1单元 5层
1505 室房屋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AWywXW&user_id=2072461411，
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将于2015年12月22日
10时至2015年12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
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二马路68号22层2206室房屋房
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AWywXW&user_id=2072461411，户名：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5年12月

11 日 10 时至 2015 年 12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东新区金水东路6号院2号楼
西1单元4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详
情 请 关 注（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
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 10 时至 7 日 10 时，

在淘宝网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房产一处(位于
驿城区交通路中段南侧 1 层 101，2 层 202，3 层
301，驻房权证字第 201001891 号。登记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1日，建筑面积 148.23平方米。驿城
区交通中段南侧1层101，2层202，3层301。驿城区
交通中段南侧 1层 101，2层 202，3层 301，4层 401，
驻房权证字第 201001890 号。登记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1 日，建筑面积 575.77 平方米)。起拍价为
2316800元，保证金115840元，有意竟买者请按照淘
宝网的司法拍卖要求参加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
金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标的咨询
时间：自 2015 年 11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6 日
（工作时间）。咨询电话：0396-2163046，监督电话：
0396-2163006。联系地址：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211房间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西法执字第174号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5年12月3日10时至
2015年12月4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西平县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位于西平县解放路南段路东华景新城8号楼
3单元5楼东户住房一套。起拍价为280075元，保证金
20000元，有意竞买者请按照淘宝网的司法拍卖要求
参加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
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上查询。标的咨询时间：自 2015年 11月 17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 止（工 作 时 间）。 咨 询 电 话 ：
0396-2163047，监督电话：0396-2163009。联系地
址：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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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1976年出生
的男子法某，投资 50 万元成为菲律宾
一家赌博网站的代理，女子刘某为其管
理赌博账务，二人在荥阳做起了网络赌
博生意，半年多的时间，接受投注赌资
36万余元。近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两人因犯开设赌场罪，
分别获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法某供述，2012年 12月，法某投资
50万元，并专门办了一张银行卡，和刘
某开始做赌博网站的代理并接受投注，
有时也用刘某的银行卡转账结算。刘
某具体负责管理赌博的钱和账，并为参
赌人员编辑账户和密码。赌博网站代
理所赚的钱，法某和刘某共同使用消
费。而参赌人员在其代理的赌博网站
上赌博，有直接拿现金给刘某的，也有
直接汇款到其银行卡上的，大部分参赌
人员都是刘某介绍过来的。

刘某则供述，参赌人员都是法某介
绍的，大多数是把钱直接打到法某的银
行卡上，法某的手机就能收到汇款短
信，然后法某就通知其给参赌人员分配
账号等。二人在网上开设赌场后，赚了
有一二十万元，没有分那么清楚，谁需要
用钱谁就拿着卡去取。而两人的账单显
示，他们的大客户任某，不到 4 个月时
间，在网站上投注就达25万余元。

记者了 解 到 ，在 公 安 部 公 布 的
2012年十大开设赌场典型案件中，“9·
11”特大入股菲律宾赌场并在国内开
设赌场案件就是典型的此类案件。
在该案件中，公安部治安局成功抓获
菲律宾沙龙赌博公司天麒会贵宾厅
股东及国内总代理高某某及湖北省、
十堰市等各级代理及团伙成员 100 余
人，冻结涉案账户 706个、资金 8000余
万元。经查，高某某自 2010 年入股天
麒会贵宾厅并成为国内总代理后，以
类似传销的形式，设立多个代理等级，
鼓励发展下级会员，迅速扩展至境内29
个省(区、市)的 294个地级市，通过电话
投注，组织网络赌博，已发现涉案账户1
万余个，赌资逾200亿元。

本报南阳讯（记 者 王海锋 实 习 记
者 刘震 通讯员 杜海燕）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12 月，李某以养殖为借口，先后分
别使用本人及胡某等 7 人身份证复印件，
冒用他人名义，多次采取欺骗手段从淅川
县农村信用联社仓房信用社骗取贷款共
计 87.8 万元，用于开矿和自己建设房屋。
在淅川县农村信用联社仓房信用社派员
催要上述贷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时，李某对
信用社催收人员避而不见，并迟迟不归
还所欠本息。

2013 年 6 月 8 日，李某因涉嫌犯骗取
贷款罪被淅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
年 5 月 15 日，李某被淅川县公安局监视
居住。案发后，李某归还贷款 82.8 万元，
余下贷款与淅川县仓房信用社约定在限
期内还清本息。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多次以骗取手
段 取 得 贷 款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骗 取 贷 款
罪。淅川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
予以支持。鉴于李某案发后认罪态度较
好，确有悔罪表现，法院遂综合各种情况
作出上述判决。

原阳县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
在原阳县原兴办事处城关镇林场
一处简易厂房内，有人利用危险化
学物品非法镀锌。日前，原阳县环
保局已对这家小镀锌厂进行了彻
底取缔，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恢复被
破坏的土地和水源，并加大对电镀
企业的监管力度，严防其非法生
产，确保环境安全。

在本次“秋风”行动中，原阳县
检察院侦监科联合原阳县环保局、
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共摧毁该类环

保不达标小镀锌企业8家，该活动
开展以来已取得丰硕成果。主抓
此工作的原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胡封新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要做到环保无盲区，抱着对破
坏环境的行为零容忍和对原阳人
民负责的态度工作。”检察机关也
会跟踪监督，严厉打击损害群众
健康的突出问题，还原阳人民一
片碧水蓝天。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夏兴宇
葛二磊摄影报道

男子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骗取银行贷款被判刑罚

为开矿和建房，淅川县一男子竟然使
用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冒用他人名义从银
行贷款。近日，此案经淅川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该县法院以骗取贷款罪判处李某有
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万元。

网上代理境外赌场
两人分别获刑两年半

网购“苹果”变模型 快递员担责
网购已成为人们购买物

品的一种趋势，因此网购所
引起的纠纷也屡见不鲜。这
不，一位买家在网上买的苹
果手机，到手后却变成了模
型。面对买家的拒收，卖家
状告快递员。日前，此案经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调解，卖
家与快递员达成协议，由快
递员赔偿卖家损失3000元。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芦萍 韩建设）家住许昌市的李
某是一名网店店主，2015 年 9 月
上旬，李某在淘宝网销售了一部
新款苹果手机，售价5558元，一广
州买家拍下商品并支付。李某联
系了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张某寄
件，张某来到李某家上门取件，由
于张某未拿快递包装盒所以没当
场包装，李某在填写好快递单后
拍下了手机与快递单的合照，照
片中快递单信息、手机盒未拆封
的薄膜以及手机盒背面的手机参

数清晰可见。李某在支付了快递
费 40元后，张某将所寄手机带回
快递公司进行包装发货。

快件到达广州后，买家却以
收到的是手机模型为由拒收此快
件，快件被原路退回。张某来到
李某家中，共同验货发现手机盒
里是一部手机模型，最明显的是
手机盒也被人调换，手机盒子背
面参数与寄发时不一致。事发后
李某申请了这家快递公司仲裁，
快递公司也无法断定这件事的责
任归属。无奈之下，李某将快递

员张某诉至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要求张某赔偿手机款5558元及快
递费40元。

收到案件后，该法院将案件转
交该院诉调对接中心进行先期调
解，最初张某表示只愿按保价金额
1000元赔偿。针对双方不同态度
与要求，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对双
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理说法。
经调解，张某愿意除了保价的
1000元外再补偿李某 2000元，共
计赔偿李某 3000元手机款，双方
当场达成协议，并支付了赔偿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