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你破窗器也被称作迷你安全锤，只有半个烟盒大
小，体积虽小但功能强大，不仅可以敲碎车窗玻璃，还可
以割开安全带，一般在车内人员被困时使用，被人称为

“破窗神器”。嫌疑人王某却使用“破窗神器”干起了坏
事。今年 8 月份以来，他使用“破窗神器”在新乡市牧野
区砸车窗玻璃实施盗窃数起。

今年8月6日一早，家住新乡市中原路万汇国际小区
的郭先生来到小区门外，准备开车上班时却傻了眼，他的
轿车副驾驶一侧的车玻璃被人砸碎，原本放在副驾驶座
位上装着 1000 多元现金的手提包不翼而飞。郭先生立
刻打电话报了警。无独有偶，8月 8日一早，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了家住新乡市塞纳春天小区的罗先生身上。一早
上班时，罗先生也发现自己的轿车车窗玻璃被砸，车内的
一个翡翠观音吊坠被盗。

接警后，新乡市公安局花园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查。民警经过初步勘查认为，两
起案件作案手法雷同，遂并案侦查。在细致调查走访
后民警发现，案发地地处繁华地段，砸碎车窗玻璃作案
动静大，很容易引起周边群众的注意，可无论是周边商
户还是路边停靠的汽车司机，都没有听到过车窗玻璃
被砸的声音。

民警在调取周边街面和商铺的所有监控录像后，
进行了近 10 个小时的仔细观看和分析比对，最终发
现，车主郭先生离开车后，有一名瘦小的男子在汽车

旁转悠了 10 多分钟，时不时看
看车内情况，趁路人不注意时，
该男子突然将身子向汽车副驾
驶车窗一靠，用手将玻璃推开，
快速拿走了车内的物品，盗窃
过程仅用 10 秒。在罗先生汽车
被砸的监控视频中，该男子同
样出现在了镜头中，他低着头，佝偻着身子，用同样手
法盗取了车内财物。办案民警通过对该男子的行进
路线研判，分析出嫌疑人对案发区域并不熟悉，极有
可能是流窜作案。根据该男子的体貌特征，办案民警
经过不间断的循线追踪，于 8 月 20 日在山东临沂发现
嫌疑人踪迹。

目标锁定，办案民警立即奔赴山东临沂进行抓捕。8
月 21日 9时许，民警在临沂火车站将正欲购票奔赴下一
地市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王某有两次犯罪前科，被释放后不务
正业，生活拮据，整天琢磨不费力挣大钱的法子。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从电视节目里看到暴雨中汽车进水后，乘客
可以通过“破窗神器”及时自救逃生。在见识了“破窗神
器”的功能后，王某心生歹念，在网上购买了一套“破窗神
器”，妄图通过砸汽车玻璃盗窃钱物。今年 8 月 6 日至 8
日，三天时间王某利用这一手法在新乡市先后作案 6
起。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新乡市公安局花园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李延红介
绍说，在本案中，嫌疑人王某交代，迷你破窗器携带方便，
声音小，破坏力大，用手掌一按下去车窗玻璃就会出现裂
纹，嫌疑人戴上手套一推，就可推开玻璃，继而盗窃车内
财物，盗窃过程仅用10秒。迷你破窗器，长不到10厘米，
看上去像个袖珍手电筒，用手掂一掂，很轻。将其尖端对
着木头桌子一按，一声闷响过后，桌面上留下一个深约2
厘米的圆洞，洞口隐约可辨向四周蔓延的裂纹，其原理就
是集中一点爆发，以点带面，破坏车窗玻璃结构。

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在车辆带给大家方便的同时，切
莫忽视身边的安全防范，给窃贼可乘之机。民警提醒广
大车主，要尽量将车停放到有人看管的停车场、监控视频
覆盖的区域。车主离车后，应将车内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尤其不要将贵重财物和包裹、礼品盒等物品留置在车
内。停车时，要养成离车后随手锁门的习惯，注意检查车
窗、车门是否关好。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郭歌 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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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0日

10时至2018年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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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公
开拍卖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6号15号楼1单元13-14
层1307号(不动产证号:0038847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永保、黄守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银峰、王秋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 2017)豫0105民初12037号

河南好又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厚谱企业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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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豫0105民初120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名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启忠诉你
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柳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磊：本院受理的原告闫萍转诉被告张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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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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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西坤：本院受理原告杨跃会诉被告孙文东、洛阳伊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姚西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于 2018 年 8 月 6 日作出（2018）豫 0105 民初 10995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民
初1099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南楼祭城法庭41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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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娜、王振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
化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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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31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浒：本院受理原告宋文茹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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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111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毛宁：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答辩举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盛之丰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盛丰物流(河南)有
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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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祁元迪、王思思：本院受理原告王鑫雨诉你们与被告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191民初7352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上诉状。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22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及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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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军：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建工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国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区40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才：本院受理原告吴玮玮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541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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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本院受理原告陈钦森诉被告王永、盛仕欣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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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秀民、梁朋军、梁丽景、梁学锋、高松、梁留贵、刘栋栋：原
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诉被告梁秀民等七
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张素娟：本院受理原告何方勇诉被告王永、张素娟、程
素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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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齐美娇：本院受理的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罡信用社
诉张长江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505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玖零管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付丹
丹与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房租11900元及违约金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0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进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3087号

王建立:本院受理原告郭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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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05民初308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民生:本院受理刘柏仿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526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念会：本院受理原告新郑市中原泡沫材料厂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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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辛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沂泽：本院受理原告袁银凤诉被告李沂泽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84民初
7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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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遂献：本院受理原告岳东旺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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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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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浩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利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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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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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 年09月20日10时至2018 年0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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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郑新路西侧宏基花园院内3号楼4
单元1层101房屋【产权证号：1001003573】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https://sf.taobao.com/0371/12?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 年09月20日10时至2018 年0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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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郑新路西侧万庄路南侧宏基王
朝·樱花园3号楼1层102房屋【产权证号：1301007365】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https://sf.taobao.
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 户
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弗雷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天洋东
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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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龙湖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牛海永：本院审理原告赵小芳诉被告牛海永同居关系子女抚
养纠纷一案，已作出（2018）豫1626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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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俊伟：本院审理原告谢书贤诉被告杨俊伟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作出（2018）豫1626民初13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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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世波:本院受理原告兰考县金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蒋
世波,兰考世方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慕艳新：本院受理原告司水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2民初9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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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海涛：本院审理的原告黄本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8）豫 1503 民初
15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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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几年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犯罪嫌疑人因看到车内有两个1元硬币而砸车玻璃盗窃。犯罪
嫌疑人为了两个硬币都能砸车玻璃，更不要说为了“贵重物品”了。今天看到下面这两个盗窃案件，主
持人不得不着重提醒车主们，不要以为只有手提包、钱包、手机、手表是“贵重物品”，车内的玉石挂件、
礼品包装盒、快递包裹等都有可能让犯罪嫌疑人以为其是“贵重物品”，他们在砸车玻璃时更不会替你
考虑这块车玻璃会让你损失多少钱。所以，请记住警察蜀黍的话，锁好车门、车窗，切勿在车内放置“贵
重物品”，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本栏目主持人 张杰

结
果

千万别把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千万别把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迷你破窗器迷你破窗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