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村，一头牛、几只羊，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一年的指望，
属于贵重财产。也正因为这样，引来了一些缺德的人专门盗窃
牲畜。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公安民警的职责，且看当村民家中
牲畜丢失时，民警是如何帮他们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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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981号

张精娜、盛文宣、张现昌、郑州腾辉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赛恩
光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祁增军、代静敏：本院受理的原告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里岗支行诉被告祁增军、代静敏、张精
娜、盛文宣、张现昌、郑州腾辉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赛恩光电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9555号

嵩县剑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盐业担保公司、河南
省维迈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丽君诉被告嵩县
剑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盐业担保有限公司、河南
维迈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05民初95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成：本院受理的原告任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的
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最后一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日）上午9时在南楼205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皇延艺家家居有限公司、洛阳市洛龙区程红伟家具店、
洛阳市洛龙区宏宇内衣商行、洛阳市世祥商贸有限公司、洛
阳兴德载福商贸有限公司、洛阳苏盛门业有限公司、刘巧
玲、赵明伟、程红伟、来慧敏、王鲜果：本院受理原告鑫融基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涧民一初字65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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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3月13日10

时至2017年3月1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新郑市新华路街道
办事处洧水路东段南侧，消水路与中华路交汇处向东300米
路南的两套商业用房，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熙华、边瑞海、河南星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明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01民终137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熙华、河南星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明支行、李春鸽诉你们与巴
亚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豫01民终138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尚美兰、王涛、长葛市奥元有色铸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培、范惠霞诉被告尚美兰、王涛、河南科瑞置业有限公
司、长葛市奥元有色铸造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
民初1972-2号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本案移送至河南省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华拓商贸有限公司、许伟、许敏、康长安：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焦作华拓
商贸有限公司、许伟、许敏、康长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作出（2016）豫
0105 民初 1435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0105民初14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来本院东南楼祭城法庭2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其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邓州华信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邓州市盛唐服饰有限公司、刘
中、王莲：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诉被告邓州华信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邓州市盛唐服
饰有限公司、刘中、王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作出（2016）豫 0105 民初
14356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5民初14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东南楼祭城法庭 204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其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4917号

卫辉市协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卫辉市豫北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原水箱有限公司、万元：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卫辉市协和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卫辉市豫北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省平原水箱有
限公司、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
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4913号

郑州利成金属有限公司、新密市华洋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河南光泰实业有限公司、王洪涛：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郑州利成金属

有限公司、新密市华洋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光泰实
业有限公司、王洪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8时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542号

徐卫杰、邵朋晓：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经
支行诉被告徐卫杰、邵朋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819号

胡亮山、王贺兰：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经
支行诉被告胡亮山、王贺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532号

张合金、张红梅、张存金、申贵廷：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财经支行诉被告张合金、张红梅、张存金、申贵
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毅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魏婷婷、席宇、孙
丽、赵文革、倪敏、黄丽、牛大清、李玉玲、李华、孙玲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按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新红、杨志发：本院受理原告龚文松诉你合伙企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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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按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炳生、马俊丽: 本院受理原告朱晓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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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按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郑东新区兴业建材租赁站诉你
及陕西盛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91
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及陕西盛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针对
（2016）豫0191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提交的上诉状。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预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2016）豫0191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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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5民初443号

杨刘全（曾用名杨流泉）、岳艳荣：本院受理原告孙振华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师寨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5民初612号

张国强：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张书光要求你支付借款15
万元）、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5民初42号

王恒玉（王宝玉）、段家针：本院受理原告丁领海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判
令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师寨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轩：本院受理原告袁士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等，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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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故事

晓玉
讲故事

2 月 15 日下午，光山县公安局净居
寺派出所民警到辖区胡楼村冯庄村民组
走访。村民成某建找到民警反映，有一
男子向他推销一头黄牛，要价极为便
宜，很不正常。当日上午，成某建正在
家忙活时，门口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神
秘地推销其牵来的黄牛。该男子的要
价和市场价相比低得离谱，成某建心有
疑 惑 ，问 及 男 子 的 来 历 ，他 却 极 力 隐
瞒。出于正义，成某建向警方说出了这
件事，并告诉民警：“那头牛还在我家旁
边拴着呢。”

这头牛极有可能是被盗耕牛！ 走
访民警一面向所长潘伦远汇报情况，一
面火速赶往成某建家。在成某建家的房
屋旁边，民警看到了那头拴着的黄牛，
不过牵牛过来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潘 伦 远 赶 到 现 场 后 ，立 即 组 织 民
警兵分两路进行调查。一路民警调取
视频监控资料，另一路民警沿路到周边

村庄走访。
线索一条条汇集过来：犯罪嫌疑人

40 多岁，体形偏胖，新县千斤乡口音。
办案民警迅速和光山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新县公安局取得联系，最终锁定犯
罪嫌疑人为新县千斤乡的胡某。

2 月 18 日，两县警方联手将胡某抓
获。到案后，胡某对自己偷走同村村民
徐某家的耕牛并到光山县销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次日，民警将被盗耕牛送还失主。
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李本全 王磊/供稿

1 月 30 日 23 时 50 分，卫辉市的张
某一家从焦作市返回家中，看到自家房

屋内冒出浓烟。在拨打 119的同时，张某
进屋查看，发现两台笔记本电脑被盗。这

不禁让张某想起，去年大年初三晚上，自己
家中也同样发生了失窃失火的情况。一时
间，张某苦恼万分，这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
难道是不经意间得罪了什么人？他为自己和
家人的安全问题忧虑万分，立即拨打 110 求
助。

接警后，卫辉市公安局民警迅速赶往案
发现场。考虑到此案给受害人带来了极大的
心理压力，卫辉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全
力侦破此案。

张某家位于城郊，来往行人稀少，加之案
发时间为夜间，民警在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
后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认真查看周边路
口监控也未发现可疑人员。在对张某家人的
社会关系进行细致梳理后，民警也未发现可
疑矛盾点。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案子一定要破！”为了让受害人安心过
年，民警裴沛等人放弃春节休息，在线索稀少
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从嫌疑人曾使用盗窃来
的笔记本电脑登录受害人 QQ 号入手，成功
锁定嫌疑人踪迹，将居住在卫辉市某小区的
靳某抓获。

归案后，靳某如实供述了自己连续两年
对张某家实施盗窃并纵火的犯罪事实。但令
民警不解的是，张某一家人并不认识靳某。
经民警细心审问，靳某才道出了自己的犯罪
动机。原来，8 年前，靳某的前妻王某曾在张
某家做过保姆，多年来一直和张某一家人保

持联系。2015年，靳某与王某结婚，可不久
王某就提出了离婚。靳某认为王某与其

离婚是因为有外遇，并凭猜测将外遇对
象认定为张某。于是，他精心策划了
两次犯罪，以泄私愤。

在民警的说服教育下，靳
某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但

错误已经铸成，等待靳某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记者 穆黎明
通 讯 员 马旭阳
王付荣/ 供稿

莫名其妙的
报复

羊圈的羊去哪儿了
2 月 17 日上午，淇县北阳镇常屯村村

民陈某邀了 30 余名乡亲，敲锣打鼓来到
淇县公安局，送来了写有“人民卫士、犯
罪克星”字样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感谢
该局民警将他被盗的 43只羊全部追回。

1 月 28 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某吃完
五更的饺子，正准备出门拜年，却发现羊
圈里的 43 只羊不见了。接到报案后，淇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韩永涛迅速
带领侦查员、技术员赶到现场，全面开展
侦破工作。

民警经过仔细勘查，在离现场一公里
左右的一个变压器房内发现了羊粪及羊

蹄印。经对周边仔细检查，民警成功提
取到一个烟头及其他生物检材。民警分
析，将这么多羊一次性盗走，嫌疑人一定
有交通工具。于是，民警以现场为中心
向周边辐射，调取监控视频资料仔细查
看。

2月7日，鹤壁市公安局科研所通过从
生物检材上提取的 DNA 信息，成功比对
出卫辉市的靳某有作案嫌疑。网上信息
显示，靳某曾多次受到公安机关处理，其
中一次因盗窃牲畜被判刑 8 年，去年才被
释放。

2 月 14 日凌晨 5 时，靳某在卫辉市汲

水镇被抓获。不过，靳某曾多次受过打击
处理，反侦查意识很强，拒不交代犯罪事
实。民警通过仔细分析其手机信息，很快
确定了另外一名嫌疑人赵某。经布控，民
警当日在一家洗浴中心将赵某抓获，其交
代了伙同靳某开车到淇县偷羊，后将羊卖
给卫辉市的徐某的犯罪事实。当晚，徐某
在其养殖场被抓获。

截至 2 月 15 日凌晨 5 时，经受害人辨
认，被盗的43只羊被全部追回。

目前，犯罪嫌疑人靳某、赵某、徐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牛合保/供稿

村里来个卖牛的
真傻，这么

便宜都不买！

谁知道你是从
哪儿偷来的牛啊，我
才不占这个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