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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三门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及该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等联合行动，出动近20名警力，一举抓获潜
伏16年之久的命案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经突审，胡某某
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至此，发生在三门峡市区的
一起杀人命案宣布告破。

案发：一女性在出租屋内被杀

2004年年底，人们正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时，三门
峡市区内发生一起命案。2004年12月20日中午，三
门峡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市区梁家渠路口一出租房
屋内发现一名死者。

后经了解得知，死者为一名失足女，报警人是死者
朋友。在多次给死者打电话没打通的情况下，死者朋
友到出租房查看，发现房门紧闭被锁，后用备用钥匙打
开房门，发现该女子已死在床上。经调查得知，死者为
甘肃人，在三门峡谋生。

三门峡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现场提取证物进
行技术鉴定。然而，鉴于有价值线索少，当时技术手
段无法查找比对出嫌疑人，加上又有新的命案发生，

案件一度陷入停滞。
2020年，公安部部署开展“云剑2020专项行动”，

将命案积案攻坚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三门峡市
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5 月初，该市公安局经济开
发区分局接到市刑侦支队指令：调查侦破 16 年前失
足女被杀命案。经开区分局高度重视，经多次研究
后决定：抽调分局多名民警与刑侦支队人员成立专
案组，展开秘密调查工作。

侦破：潜逃16年男子终被抓

因该案时间跨度久、案件难度大，为顺利侦破案件，
经济开发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世军在认真梳理案
件后，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一是再次对案卷资料、现场勘
查、痕迹物证等进行完善比对，确保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二是组织成员从各类通讯方式入手，广泛收集相关信息，
以便从中发现案件线索；三是继续结合社区认真开展摸
排工作，扎实细致开展排查工作。在对现场物证重新提
取鉴定后，办案民警发现了新的线索，并开始重点对4个
姓氏家族人员进行全面摸排和采血工作。

5月29日，办案民警根据血样成功对比锁定案件
重大嫌疑人胡某某，为掌握嫌疑人足够的犯罪证据，
民警又对嫌疑人的生活习惯等进行详细调查。6月
10日，三门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经济开发区
分局联合出动近20名警力，在市区一举抓
获潜伏16年之久的胡某某，经连夜审讯，
胡某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2004年，年仅16岁的胡
某某在朋友鼓动下，酒后找小姐
玩乐，被带回对方的出租屋
内。完事后出于担心、羞耻
心理，胡某某情绪激动
下，拿起床头柜上的刀
子将该女子捅死，之
后逃离现场。

目 前 ，该
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
取证。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王海生）近日，周口

市公安局荷花路分局经过缜密侦查，
铲断一条灰黑产业链条，抓获三名犯罪

嫌疑人。
今年6月底，荷花路分局在侦破一起境

外电信诈骗案件时，发现一名嫌疑人向诈骗团
伙提供整套的公司账户，供诈骗团伙转款使用。

经查，江苏省宿迁市的刘某有重大嫌疑。
7月9日，荷花路公安民警石亚飞等人赶到宿

迁市将刘某抓获。据其交代，今年年初，一藏匿境
外的诈骗团伙成员向其收购对公账户，每套 12000

元。利欲熏心下，无业游民刘某欣然接受。刘某先后
劝其弟弟刘某某、朋友冯某某分别办理两套、一套对公

账户，后又骗取他人办理两套对公账户，低价购回后，高
价卖给境外诈骗团伙，获利数万元。

7 月 11 日，刘某某和冯某某被抓获，对买卖对公账户供
认不讳。目前，刘某、刘某某和冯某某三人涉嫌诈骗罪已被周

口市公安局荷花路分局刑事拘留。

本报南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
者 刘震 通讯员 丁俊良）7 月 10 日，南阳市公安局
反恐支队联合西峡县公安局，经过细致摸排，果断
出击，成功抓获网上通缉在逃人员吕某青。

2007年1月1日，租住在广东省汕头市的吕某
青到邻居杨某家中索要钱财，杨某不同意，吕某青
恼怒之下将杨某掐死，并在翻出其藏在行李箱内
的 5000 元后潜逃。案发后，广东汕头警方将吕某
青列为命案在逃人员进行网上通缉。

7月10日下午，南阳市公安局反恐支队经过反
复比对，发现疑似在逃人员吕某青在西峡出现，立
即指令西峡县公安局核实嫌疑人真实身份，协助实
施抓捕。西峡县公安局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会同反

恐支队民警联合行动，在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
进行地毯式摸排，很快在老街发现了嫌疑人所
乘用的一辆摩托车和一辆电动车，但迟迟不
见嫌疑人踪迹。当天22时许，民警在吊桥街
附近摸排时，发现一名男子相貌特征与抓
捕对象十分吻合。民警果断出击，成功
将该男子控制。经突审，该男子正是
吕某青，其对13年前的故意杀人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在逃人员吕某青
被临时羁押在西峡县看守
所 ，此 案 正 在 进 一 步 办
理中。

身负命案 潜逃16年终被抓
□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茹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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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登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1700MA44

N2W102）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N410757590，姓名：闫梓

扬，出生日期：2013年10月1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鹿邑县杰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丢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李振杰），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联通运输

有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驿邦物流有限公司豫

LK6926（411102012113）、豫

LL157 挂（411102012106）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吉安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0L89 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72737，声明作废。

●周口市中石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5X54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5345，声明作废。

●周口市海广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Z9795（411620038385）、

豫 P5K73 挂（411620087188）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2020年6月10日
11时55分许，一名
男子在郑州市郑东
新区龙湖外环路与
东风渠桥上跳河自
杀，后抢救无效死
亡，身上没有确定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该男子身高
约168CM，中等身材，上穿白色短
袖，下身穿深蓝色牛仔裤，脚上穿
黑白色运动鞋，望广大群众互相告
知，如有知情或发现线索者速与我
单位联系。朱警官：18539246166
杨警官：13939097404

2020年6月16日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2层。面积：约305平
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培
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单位房出租

联系人：张女士13460274755 张先生14783166053

●新蔡县锐志针棉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729000006150）经股

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德邦纺织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729000032522）经股东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蔡县新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729100000790）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宛能售电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00000047333）经股东会

决议予以解散，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成员由股东组成，请公司债

权人于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

胡家龙，联系电话：13949169472

●西峡县怡苑度假村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曹天成位于潢川县付店乡新胜

村竹元组集体土地使用证丢失，证

号：03481,面积：202㎡，声明作废。

●西平县驰顺物流有限公司豫

QF2357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9962，声明作废。

●西平华安物流有限公司豫

QJ566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4754，声明作废。

●沈丘县金裕高新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编号411624

0014396，声明作废。

●邓州市华豫起重建筑设备供

应站公章于 2020 年 3 月底丢

失，声明作废。

●2013 年 12 月 15 日出生的李

晓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183423，声明作废。

●2020年5月18日出生的方少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476053，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易奇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4128030067607）

丢失，声明作废。

●2019年1月21日出生的王一

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0355184，声明作废。

寻尸公告声明公告
●周口市华祥运输有限公司豫
PV0053(411620081636)营运证
丢失，声明作废。
●张翊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I411726314丢失，声明作废。
●侯林杞《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I410075173丢失，声明作废。
●许红枝（身份证号411627198
005295845）乡医证丢失，编码
20154127241010068，声明作废。
●河南水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鲁
山分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
53000720802）丢失，声明作废。
●鲁山县永利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4104230040645）
丢失，声明作废。
●宜阳县三乡镇全民饭店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丢 失 ，编 号
JY24103270031121，声明作废。

●息县立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即日起解散息县立

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528000028229）。息县立德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市金水区三乐饮品店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105MA45E84J8X）正、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4年6月25日出生的许沐

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7922，声明作废。

●新蔡县公安局耿磊警官证丢

失，证号076030，声明作废。

●龚向东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丢失，证号412828197603120

192，声明作废。

●2007 年 10 月 23 日出生的邓

秀珠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T411152598，声明作废。

●郭海民丢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流水号026156，证书编号

NO.D4111040024755，权证代码

411104101207060038J，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红珊瑚饰品店,

注册号：410303610010003, 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陈

育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38337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