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6日 6时左右，我发现停
在家门口的车里的财物被盗，经济
损失约 1500 元。我当天 9 时来到
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报案，13
时就接到曾所长的电话，说三个犯
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让我去认领
自己被盗的财物。真没想到，派出
所民警破案如此神速。”固始县居
民王先生称赞道。

王先生口中的“曾所长”就是
西关派出所副所长曾幼武。作为
一名从警20年的民警，曾幼武在基

层派出所办理的此类帮助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解决实际困难的案件
不胜枚举。

2016 年，曾幼武职务调整，开
始担任西关派出所副所长。他勇
挑重担，带领三名刑事侦查民警承
担辖区打防刑事犯罪任务，坚持

“以打开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针对辖区易发的侵财类案件，

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小盗窃、小
诈骗案件，曾幼武在前期开展大量
工作的情况下，认真总结案发的时

间、地点等特征，掌握规律后迅速
出击，成功侦破多起侵犯群众财产
类案件，严厉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使辖区侵财类案件发
案率明显下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明显提升。

“20 年来，我一直未曾忘记从
警的初心和使命。作为一名基层
民警，及时侦破与老百姓利益息息
相关的案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是我们民
警应尽的职责。”曾幼武说。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优化辖区营商环境，近日，新乡市公安局南环

分局关堤警务中心民警樊秋瑜在辖区某村积
极开展暂住人口排查工作。樊秋瑜发现，村
里卖凉菜的张某是从外地来的，但没有按照
规定登记。樊秋瑜对张某及其提供的熟人
杨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登记，比对确认杨
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灵宝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上网追逃。民警及时控制了杨某。经讯
问，杨某对其多次寻衅滋事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杨某已被移交灵宝市公安局。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鲍可 摄影报道

近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和“纪律作风深化年”活
动中，新乡县公安局志愿者走进辖区
贫困老人家中，帮助老人打扫卫生。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单
积盛 摄影报道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鹏飞、张金歌：张小燕申请执行你们合同、无因管理、不
当得利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金民二初字第2578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恢510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
书。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088号

河南豫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冯庆习：卢义玲申请执行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豫01民终19453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卢义玲于2020年01月
16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1088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
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则依法强制
执行。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第一次）
关于范合旗、蒋小玲、秦怡桐、秦桐轩与上海泓曲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查封的上海泓曲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名下沪BKT077威泰领航者汽车和沪BKT077牌照的
价值评估完毕。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
财产。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沪
BKT077威泰领航者汽车一辆和沪BKT077牌照一副。拍
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上海泓曲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
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
之前五日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
院申请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
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
等有关事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联系人：朱卫平，联
系电话：17803832983。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世久：本院受理原告褚家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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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第14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尚兵：本院受理杜军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328执342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传票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传票，逾期即视为
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9）豫
0328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园园：本院受理郑怡怡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328执343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传票，逾期即视
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9）
豫 0328 民初 1332 号民事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叶冠超：本院受理原告兰磊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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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晓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岗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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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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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瓦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帅宾：本院受理陈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振钰：本院受理苗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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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尚华：本院受理王振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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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左立新：本院受理杨海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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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1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献、孙改云：本院受理原告董有铭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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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献、孙改云：本院受理原告董有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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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军现、马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朱丽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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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双全：本院受理原告张天桂诉你民间借贷、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
民初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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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涛：本院受理原告孙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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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安
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芝：本院受理原告闫志存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0年8月13日
8时30分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桑村乡北齐村王秋占粮油收购点、常计英：本院受理
常书勤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20年6月5日10时至6月6

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安阳市殷
都区铁西路办事处殷一路水利局家属院1号楼4单元5层
东户房产一套。起拍价￥312000元。保证金￥30000元，
咨 询 电 话: 0372-3163946 13603725908，监 督 电 话:
0372-3163891。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刚：本院已受理原告石志伟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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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树仁：本院受理原告胡业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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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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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娄爱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沈爱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901号执
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豫0502民初4395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献：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贠东成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836号执行
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豫0502民初4738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航、郭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志梅申请执行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
872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豫0502
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未建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振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868号执行通
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豫0502民初4011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宗杰、王利芬：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红印申请执行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02执860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
豫0502民初389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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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坚守初心 破案为民破案为民
——记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副所长曾幼武

□汪连红

近日，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税务局举办的税法宣传月网络
知识竞赛落下帷幕，该局工作人员
为获奖人员颁发奖品。竞赛包括
疫情防控期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受到参赛
人员好评。 孙文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