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锋非法集资案，已经巩义市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李晓锋现在监狱服刑。为保护涉案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置涉案资产，现拟定于本公
告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召开涉案债权人会议，现将
会议筹备事宜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7年5月19日上午9时
二、会议地点：巩义市站街镇陶瓷厂院内
三、参会人员：李晓锋非法集资案已向公安局

报案，并经公安局认可的56名涉案债权人，应携
带身份证，债权凭证原件及复印件按时到会，如果
不按时到会，即视为弃权。

四、会议议程：
（1）选举债权人代表；
（2）登记债权人联系方式；
（3）协商李晓锋非法集资案涉案资产分配方

案等事项。
五、注意事项：李晓锋非法集资案未向公安局

报案的债权人及供货商不参与分配涉案资产、不
参加债权人会议。

六、联系人：64428428 刘女士
李晓锋非法集资案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2017年4月21日

债权人会议公告
关于召开李晓锋非法集资案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丁守国、王卫华、程山林：
赵建涛依据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于2016年6月20日出具的（2016）郑黄证民
字第5402号公证书，于2017年4月19日向
我处申请对借款人丁守国、王卫华、保证人程
山林出具执行证书，抵押人为丁守国、王卫
华，抵押物位于金水区沈庄北路南、燕凤路西
1号楼东2单元6层东户,房屋他项权证编号
为1603071987。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
民币40万元（RMB400000.00元），借款期
间利息人民币0元（RMB0元），逾期利息、罚
息、违约金（自借款合同届满次日起至申请执
行证书之日，此期间为14400元，按月利率
20‰计算；从申请执行证书次日起至执行完
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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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1日

公 告

杨永军：
本会受理王利伟申请仲裁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
裁员选定书。望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并在公告期满后7日内选定仲裁
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本案定于2017年7月7日
下午3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不
按时到庭本会将依法缺席审理。

本会地址：河南省许昌市望田
路6号。

2017年4月21日

许昌仲裁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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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 5 亿元派奖首期送惊喜。4
月 19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7044 期开奖，全
国中出 2 注头奖，在 5 亿元大派奖活动背景
下，基本头奖单注奖金高达 1384 万余元，而
其中 1 注追加头奖单注总奖金更是高达
2215 万余元。同期的固定奖奖金也送出了
1579 万余元的派奖奖金。

前区爆出三连号
体彩大乐透第 17044 期开奖号码，前区

为“11、16、17、18、25”，后区为“02、09”。前
区奇偶比 3∶2，后区奇偶比 1∶1，总体上奇偶
比较平衡。不过，前区号码比较集中在中
间号段，“0”字头小号和“3”字头大号都齐
齐落空，“1”字头号码则开出 4 枚，同时开出
了“16、17、18”这一组三连号还是让人颇感
意外，而最大号码“25”则是连续两期开出
的重号，该号码在最近 4 期之内已经是第三

次开出，表现相当活跃。后区“09”也是连
续 2 期开出的重号，而该号码在最近 7 期之
内已经是第五次开出，是热号中的热号。

俩头奖均落河南
虽然号码组合出人意料，但当期全国还

是中出了 2 注一等奖，基本头奖和追加头奖
各占 1 注。体彩大乐透 5 亿元大派奖活动
于 17044 期正式开启，在此背景下，当期一
等奖的 1000 万元派送奖金，也由这 2 注头奖
瓜分。根据派奖活动规则，当期基本头奖
单注奖金高达 1384 万余元（1000 万元封顶
常规奖金+384 万余元派奖奖金），而追加头
奖 单 注 总 奖 金 则 更 是 高 达 2215 万 余 元
（1600 万元封顶常规奖金+615 万多元派奖
奖金）。

数据显示，当期追加头奖落在河南鹤
壁，中奖彩票是一张 5 注号码追加投注的

单 式 票 ，投 注 额 为 15 元 ，其 中 1 注 中 得
2215 万余元追加头奖。当期基本头奖出
自河南郑州，中奖彩票是一张仅 1 注号码
的单式票，仅仅花了 2 元钱，就中得 1384
万余元奖金。

固定奖派奖丰厚
体彩大乐透 5 亿元派奖活动，在连续 20

期每期注入 1000 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发之
余，还有高达 3 亿元用于固定奖四、五、六等
奖的追加投注派奖。在 17044 期，四等奖有
1.31 万注是追加投注命中，在常规奖金之
余，每注还派奖奖金 100 元；五等奖有 26.56
万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获得派奖奖金 5
元；六等奖有 262.89 万注是追加投注命中，
每注获得派奖奖金 5 元。当期三个固定奖
金，追加投注获得的派奖奖金总计高达
1579 万余元。

奖池再创年内新高
在派奖活动给广大彩友带来实惠之余，

体彩大乐透 17044 期没有派奖优惠的二、三
等奖，奖金也是非常可观。当期二等奖共
计中出 66 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14.27 万
元，其中 39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
金 8.56 万元，追加投注二等奖单注总奖金高
达 22.84 万元。三等奖共计中出 678 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 5479 元，其中 380 注是追加
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3287 元，追加投注
三等奖单注总奖金 8766 元。

而在送出 2 注超级头奖之后，体彩大乐
透奖池依然上涨了 2718 万多元，攀升到了
37.53 亿元，再次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本周六晚，体彩大乐透将迎来第 17045 期开
奖，5 亿元派奖活动也将进入第二期，提醒
广大彩友不要错过投注机会。 （王伟）

原告邹某与被告刘某、魏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经正阳县法院审理，判决被告刘某、
魏某于判决生效后归还原告邹某本金 30 万
元及利息。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因被执行
人拒不还款，正阳县法院执行局将刘某位于
驻马店市文化路某小区的房产予以查封，并
通过司法拍卖平台将其拍卖，但该房产实际
由被执行人刘某的儿媳妇廖某占有，而廖某
又拒不交付房屋。之后，执行法官决定实施

强制搬迁。
搬迁当天，在执行法官宣讲完法律法规

和政策后，王某扛着摄像机来到现场，并声
称自己是省里某报社的记者，要曝光法院的

“违法行为”，让法院上头条。面对这一突发
情况，执行法官要求王某出示证件。王某拿
不出证件，担心自己的假冒行为可能败露，
便借故转身想溜走，法院执行干警及时将其
控制。经查，现年 35 岁的王某无固定职业，
在驻马店市某摄影工作室临时从事摄影工
作，冒充记者是为了帮廖某出气，吓走执行

干警。

近日，正阳县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构成妨碍法
院执行行为的假记者王某作出司法拘留 15
天的处罚决定。王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写下悔过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诫他人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王树恒 王豪娟）

2016 年 9 月 27 日 21 时 20 分，李某和鲁
某在与其他朋友聚餐时喝了很多酒。之后，
两人各自驾车离去。鲁某因醉酒眩晕无法
继续开车，遂将车停在路边，自己下车醒
酒。此时，恰巧李某开车路过此处，出于好
奇和关心，李某驱车上前询问缘由。但由于
醉酒驾车无法很好地控制车辆，“哐当”一
声，李某忘记刹车，把好友鲁某的轿车撞上
了道牙。

鲁某看到朋友并无大碍，就与李某在路
边闲聊起来，顺便醒酒。就在此时，夜间巡
逻的民警开着警车经过这里，醉醺醺的李某
以为是交警来查酒驾，便马上上车，开起车
迅速逃离现场。民警看见李某驾车离去，以
为该车系交通肇事逃逸车辆，便驾车紧追不
舍。李某慌不择路，驾车“飞”入路边的花坛
中。之后，两个“洋相百出”的酒桌好兄弟被
巡警控制。

后 经 检 验 ，李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239.66mg/100ml，鲁某为128.98ml/100ml。

近日，社旗县法院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了
该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和鲁某违反
法律规定，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其行为
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李某和鲁某能当庭认罪，认
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李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鲁
某拘役两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记者王海锋实习记者刘震通讯员弋宁王
新兵）

路边醒酒遇巡警 慌不择路出洋相
身边的事儿 结果

冒充记者阻碍执行 被拘15天

2014年9月2日，李某到漯河市找到朱某和
钱某（两人均在逃），将自己任法人代表的某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和其本人的私章交给了这
两人，欲购买一张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质押借款。
为了使承兑汇票更具可信度，李某以某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名义与韩某任法人代表的漯河市某
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虚假的购销合同，然
后付给朱某和钱某10万元现金，买到了一张经
变造的中国工商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漯河市
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450万元。

之后，李某拿着这张变造的承兑汇票相继
到济源、商丘、郑州等地找人用该汇票质押借
款。每到一处，李某均称该汇票只能质押不能
贴现，于是，无人同意借款给他。

2014年9月20日，李某通过公司同事王某
的介绍，到平顶山市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用
该变造的承兑汇票作质押，以李某和某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为借款人，签订了300万元的借款
合同，王某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后某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分三笔转账至王某的银行账
户共计300万元整，其中，经李某同意，王某将
70.5万元又返还给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用于

偿还之前李某欠该公司的债务及 300 万元借
款的首月利息，转账给李某119.5万元，剩余的
110万元王某用于偿还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债务和公司的其他花费。李某收到的119.5万
元用于公司经营及偿还个人债务。

然而，在支付了第二个月的利息 20 余万
元后，李某失去了联系。后经平顶山市公安局
物证鉴定所文件检验鉴定，该出票金额为45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系变造。

近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经审理，以合
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
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被告
人李某退赔被害单位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9.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以变造的银行承兑汇票作担保签订借款合
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合同诈骗罪。根据被告人李某的犯罪事实，犯罪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陈亚洲通讯员叶彩）

变造承兑汇票作质押 骗来300万元借款
身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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