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4月 13 日，我局在郑州市二七
区南四环与嵩山路交叉口向西1000米郭家
咀物流园飞腾物流查获的烟草专卖品，现我
局已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到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城区直属分局 接
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
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
十八条的规定，对涉案烟草专卖品采取相
关处理措施。

公 告

牌号规格

中华（软） 140条

数 量

黄金叶（乐途） 12条

共计：贰个（品种）总计：壹佰伍拾贰条整（数量）
特此公告。

郑州市烟草专卖局
2018 年4月17日

◀日前，鹤壁市
山城区检察院与河
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共建签约暨专家咨
询委员聘任仪式在
山城区检察院举行，
同时为“河南师范大
学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实践基地”揭
牌。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院长王鹏祥、
山城区委书记常玉
轩等参加。

记者 李杰 通讯
员郝广娇摄影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说新闻

反扒英雄
□记者 井春冉/整理

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竹卫东：：：：：：：：：：：：：：：：：：：：：：：：：：：：：：：
竹卫东生于 1969 年，1989 年 3 月入

伍，199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
7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郑州市公安局防
暴警察支队、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和反扒窃
警察支队民警。竹卫东生前系郑州市公
安局反扒窃警察支队民警，2005 年 3 月因
公牺牲。竹卫东曾获得河南省优秀人民
警察、郑州市绿城卫士等荣誉称号，2005
年5月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荣誉称号。

从警 13 年，竹卫东兢兢业业，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干一行爱一行。无论是从事
防暴工作，还是从事巡逻、反扒窃工作，竹
卫东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竹卫东多次执行

危急任务，总是毫不畏惧地冲在最前面，曾
多次立功受奖。

2005年3月23日13时许，郑州市公安
局反扒窃警察支队民警乘公交车执勤，在
郑汴路长途汽车站发现 4 名 30 岁左右的
男青年十分可疑，即暗中跟踪追查。后发
现 4 名男青年在郑汴路长途汽车站公交
站牌处多次下手扒窃未得手，又步行至郑
州市长途汽车南站公交站牌处行窃。为
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执勤民警电话通
知竹卫东前来增援。

接到电话后，竹卫东立即赶到郑州市
长途汽车南站与战友会合，继续跟踪。当
天18时许，在一辆公交车上，4名犯罪嫌疑

人开始行窃并得手。见时机成熟，竹卫东
与战友立即行动，竹卫东第一个冲上去抓
捕犯罪嫌疑人，抓捕过程中，极力反抗的犯
罪嫌疑人突然抽出匕首刺向竹卫东的胸
部，鲜血顿时染红了竹卫东的衣衫，可他仍
死死抓住歹徒与其搏斗，凶残的歹徒挥起
匕首连续刺向竹卫东。最终竹卫东因伤势
过重、流血过多倒在血泊中，光荣牺牲。

竹卫东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展示了人
民警察的忠诚本色，体现了人民警
察忠于职守、爱岗敬业、英勇无
畏、不怕牺牲的良好职
业道德和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

“老赖”被拘留
老父急还款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陈琛 李东）90 后小伙马某开着豪车，却
欠朋友5.3万元久拖不还，被淅川县法院
执行局依法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其父爱
子心切，次日便将欠款送到执行局。4月
10 日，该院顺利执结了这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

2017 年，马某以其急需资金周转为
由向朋友刘某借款 5.3 万元，期限半年。
到期后，刘某多次催要，马某均以种种理
由拒绝还款，于是刘某向淅川县法院提
起诉讼。2017年 10月，淅川县法院上集
法庭审理了该案，马某经传唤未到庭参
加诉讼，法庭依法判决马某自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偿还刘某借款5.3万元。然而，
马某仍拒不履行判决义务。刘某遂向淅
川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院执行局法官接收该案后，多次
电话联系被执行人马某，马某仍一再推
诿，执行干警遂到马某家中进行传唤。
但被执行人马某不在家，其父看到左邻
右舍都来“围观”，觉得丢面子，连忙打电
话告知马某尽快到法院履行义务。

4 月 9 日上午，马某来到法院执行
局，却仍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称自己的
车是租的，没钱偿还欠款。见马某铁了
心当“老赖”，执行干警果断采取强制措
施，将马某送往拘留所。

眼见儿子被拘留，马某的父亲爱子
之心，急忙筹钱。

4 月 10 日早上刚上班，马某的父亲
便将5.3万元送到了执行局。

执行信息化
逼“老赖”现身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刘志强 李树蕾）4 月 13 日，一起借款
合同纠纷案的被执行人慑于压力，主动
给鲁山县法院执行干警冯亚彬打来电
话，并按照要求将7.1万元案件款全部送
到法院。

2013 年 9 月，家住平顶山市新华区
的李某向家住鲁山县张店乡某村的朋友
任某借款14万元，用于生意救急，并出具
借条。借款到期后，任某多次催要，李某
于 2015 年偿还了 6.9 万元，但对剩下的
7.1万元却铁了心不还。2017年底，任某
将李某诉至鲁山县法院，今年 2 月中旬，
法院判决李某向任某偿还欠款7.1万元。

谁知李某仍不还钱，还换了手机号
码，玩起了失踪。无奈，任某于今年 3 月
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执行干警冯亚斌接案后，得知
联系不上李某，鉴于前几天刚刚通过身
份证号码查询另一起案件被执行人支付
宝账户的成功经验，冯亚斌借助电子卷
宗中李某的身份证号码，顺利找到了李
某的新手机号码，并拨通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冯亚斌亮明身份，告知
李某，发现其支付宝账户近期有数笔资
金往来，如果其仍然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将被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甚至
对其进行网上追逃等。

听到执行干警一连串颇有威慑力的
话，李某表示自己再考虑考虑。执行干
警随即将该院近期判决的两起拒执罪案
件的判决书发到孙某的微信上，希望他
考虑清楚。

有了两个“榜样”的前车之鉴，李某
开始慌了，遂在一天之内凑齐了案件款
送到法院，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真假戒指调包抵押
俩骗子栽了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
讯员 余明波）用一枚真正的金戒
指，到黄金收购点去抵押。趁店
主不备以假调真，调包后骑摩托
车逃走，到一秘密地点再把摩托
车装进面包车里，之后消失，这是
来自江苏省射阳县许某和李某俩
人的伎俩，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他们在商丘市栽了。

4月9 日上午，睢县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接到一黄金收购点的经
营者黄某报案称：有一名外地口
音的男子，拿着一枚黄金戒指去
称重。称重后，估算戒指价值在
5000 元左右，男子说先将戒指抵
押，需要借款 4000 元。如果一个
星期后来取戒指，会给黄某 500
元钱的利息。如果一个星期不来
取戒指，戒指就不要了。

“那个人说完就拿出一个信
封，我亲眼看见他把戒指装进去
后封上口的。谁知道在我给他拿
钱的时候，那人竟然用假戒指调
包……”被骗店主黄某说。

4 月 13 日上午，该所民警顺
线追踪，在一出租屋内将李某和
许某两名嫌疑人抓获。

经查，李某和许某均来自江
苏省射阳县，俩人是同村邻居，
清明节前后，两人用一辆面包
车，载着一辆摩托车，来到民权、
宁陵、睢县行骗。4 月 8 日，俩人
用假戒指调包真戒指的手段在
民权骗取钱财后玩失踪；4 月 9
日，俩人再次用此手段在宁陵和
睢县两地行骗得逞后骑摩托车
逃跑。经讯问，两名嫌疑人对在
民权、宁陵、睢县共行骗 1.4 万元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近期，平舆县公安
局积极组织民警走进农
家，多角度全方位宣传安
全防范知识，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聆听群众需求，
促进警民和谐。

记者 陈 磊 特约记
者 朱剑锋 通讯员 赵彦
良 摄影报道

▲近日，郑州市幸福路小学60多
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武警河
南总队机动支队体验部队生活，接受
爱国主义国防教育。

活动中，学生们先后参观了部队
营区、史馆、训练场地和班排宿舍。图
为学生们在参观部队史馆。

记者王富晓 摄影报道

▶近日，浚县公安局新镇派
出所组织社区民警走进辖区商
户，开展春季送法进社区活动。
图为民警提醒辖区商户要及时发
现并消除身边存在的各类火灾隐
患，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记者王富晓摄影报道

判决非儿戏
“老赖”别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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