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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故事

晓玉

讲故事

消失的新娘
王超新娶的媳
妇儿跑了！这件事
在内黄县豆公乡渡
村炸开了锅。
接到报警后，警
方经过侦查，揪出了
一个婚姻诈骗团
伙。王超这才知道，
谈婚论嫁过程中露
面的“娘家人”，竟然
都是假的。

娶了个漂亮媳妇
王超有些口吃，28 岁了还没找到对象。
去年，
婶子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叫王丽丽，
比
他小两岁，长得很好看，王超一眼就看上
了。接触了一段时间，
两人开始谈婚论嫁。
按照女方要求，订婚钱要两万八千八。
看儿子满意，王超的父母一点儿也没犹豫，
立刻封了一个大红包如数送上。
之后到了商谈彩礼的环节，
王丽丽张口要
十二万八千八。王超家也没还价，
一口答应。
一切顺利，婚礼如期举行。那天，王超
家热闹非凡，亲戚朋友都来贺喜。看到美
丽的新娘，大家都夸新郎命好，找了个这么
漂亮的媳妇。

新媳妇不见了
三天过后，该回门了。然而，新娘却不
见了，
电话也联系不上。新娘是怎么离开家
的，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王超找到红娘
——婶子高丽。
高丽原本并不认识王丽丽，
是她一个同
学的爱人王梅托她介绍的这门亲事。高丽也
联系不上王丽丽，
就给王梅打电话，
可王梅的
电话一直没人接听。这下，
高丽也蒙了。
王超感觉被人骗了，
就到内黄县
公安局豆公派出所报了案。豆公派出
所接到报案后，
立即展开调查。

娘家人都是假的
经查，
这个名叫王丽丽的
新娘所提供的信息都是假
的，就连婚礼上新娘的“婶
子”
“姨”也是假的。民警立
即赶到王丽丽户籍所在地，
在当地派出所民
警的大力配合下，
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很快就
查清了。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新娘王丽丽，现年 36 岁，已婚，育有一
儿一女。那个出演新娘婶子，
外号叫
“称心”
的，
原名叫李小芬。新娘的
“姨”
和
“姨夫”
就
是王梅和她的老公。那么，
新郎的婶子高丽
究竟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民警见到高丽
时，
她痛哭流涕地说：
“我本来是想帮侄子找
个媳妇，
成个家，
万万没想到新娘会是一个骗
子。
”
经查，
民警发现高丽说的是实话，
她并没
有参与诈骗。但是，
由于她在中间穿针引线，
被骗子所利用，
所以难辞其咎。民警告诉高
丽，
解脱自己嫌疑的唯一方法就是帮助警方
找到王丽丽和相关犯罪嫌疑人，
高丽答应了。
在高丽的协助下，
2020 年 9 月 7 日，
豆公
派出所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王丽丽的家中将
其抓获。事后民警又乘胜追击，
将李小芬抓
获。随后，王梅夫妇投案自首。面对审讯，
王丽丽等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
将犯罪所得全部退回。

“这家人给钱太大方了”
据犯罪嫌疑人王丽丽交代，
因为经营不
善，
她和丈夫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为了渡过
难关，
她想到了利用自己的美貌骗婚这条路。
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本家婶子李小芬，
李小芬一口答应，一再交代“挣了钱不能忘
了你婶子”。自己手头没有合适的行骗对
象，
李小芬找熟人王梅帮忙。王梅又找到丈
夫的同学高丽，让其从中搭个线，并隐瞒下
王丽丽的真实情况。
据王丽丽交代，原本她只想骗个见面
礼，
再以高额的彩礼钱将人吓退，
没想到
“这
家人给钱太大方了”，她找不到借机分手的
理由，
无法收手，
只好从
“见面”
到订婚，
再到
结婚，
一步步把戏演完。
目前，该案已经提起公诉，内黄县法院
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以教育整顿为
动力，全面发挥“一村一警”优势，组织
包村辅警走上街头“摆摊”，开展宪法宣
传活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进昌 摄影报道

新乡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续推进教
育整顿工作。近日，该分局结合“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和“五零”平安村居建设
工作，组织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消防
安全大检查。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杜力 摄影报道

1 月 10 日，获嘉县公安局结合“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组织召开优秀民警
表 彰 大 会 ，庆 祝 首 个 中 国 人 民 警 察
节。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马妍 摄影报道

嵩县公安局召开全县公安机关年度工作推进会

以科技引领兴业务 以教育整顿强队伍
本报讯 近日，嵩县公安局召开全
县 公 安 机 关 年 度 工 作 推 进 会 ，总 结
2020 年工作成绩，分析当前面临的形
势任务，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会
议由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赵昌华
主持。
会上，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李
黔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委委员
王振峰对全县公安机关“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党委委员、副局

长郭喜峰传达了《全县公安工作要点
（试行）》；党委书记、局长高惠强作工
作报告。
2020 年，嵩县公安局快速响应，竭
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坚持目标引领，
聚焦“六清”，举力做好扫黑除恶收官
工作；严控风险，筑牢屏障，聚力深化
政治安全保卫工作；立足本职，积极融
入，极力护航经济复苏；顶层设计，分
步实施，鼎力推进科技强警；坚持政治
建警，从严治警，
奋力推进队伍建设。

就 2021 年 公 安 工 作 ，高 惠 强 指
出，全县公安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
续以“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讲担
当、有敬畏、会宣传”理念引领，推动
“大科技、大基础、大法制、大保障”建
设升级，以科技引领兴业务，以教育
整顿强队伍，众志成城保安全、护稳
定、抓改革、促发展，积极为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胡晓 杨新亮）

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依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借款纠
纷案件的判决和执行，由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债务担保人
代为借款人河南格林化工有限公司、河南省项城格林化工有限公司、河
南省华鑫制药厂、河南恒生中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郑州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行、支行的债务。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

限公司依法对下列借款人或其承继人追偿合法的债权，现依照法律法规
和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要求下列借款人或其承继人立即
向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或其承继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偿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偿责任）。特此公告。

贷款行

借款人

代偿本金（万元）

郑州银行

河南恒生中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郑州市金元支行

代偿利息（万元）

6992.5

2800.1992

河南省华鑫制药厂

500

991.0022

建设银行项城市支行

河南格林化工有限公司

5000

2232.0409

建设银行项城市支行

河南省项城市格林化工有限公司

500

409.4905

注：河南恒生中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郑州银行借款利息计算截
至2009年10月20日；河南华鑫制药厂在中国建设银行借款利息计算
载至2008年12月29日；河南格林华工有限公司和河南省项城格林化
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借款利息计算截至2008年6月2日。
[本公告所涉及借款人或其承继人的银行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
息系依照清偿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计算，均为借款人或

其承继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应以原借款
合同内容为准。本公告所称银行为郑州银行和建行。
联系电话：0394－4298972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地址：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 18 号

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朱进庄《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河南圣德司法鉴定
中心朱进庄的《司法鉴定人执业
证》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

1 月 10 日，延津县公安局组织民警，
走进小区、商业街，向群众宣传冬季安
全防范知识、电信诈骗防范技巧、中国
警察节的来历等内容，以实际行动庆祝
自己的节日。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苏曼丽 摄影报道

公

告

马杰（2 号楼 1 单元 3003 室）、裴红（2 号楼 1 单元 1703 室）、张秀
玲（2 号楼 1 单 1603 室）、邓娟（2 号楼 1 单元 1103 室）、邓勇（2 号楼 1
单元 1003 室）、杨丽（2 号楼 1 单 1706 室）、米春峰（2 号楼 1 单元 1306
室）、黄安理（2 号楼 2 单元 2906 室）、杜霆（2 号楼 2 单元 2406 室）、李
辉（2 号楼 1 单元 1205 室）、许梅（2 号楼 1 单元 805 室）、朱保兰（2 号
楼 2 单元 2405 室）、崔文刚（3 号楼 2 单元 2906 室）、李娜（3 号楼 1 单
2805 室）、毛浦楠（3 号楼 1 单元 2305 室）、马松岩（3 号楼 1 单元 1905
室）、段凯（3 号楼 1 单 2607 室）、曹栋（3 号楼 1 单元 2307 室）、丁小霞
（3 号楼 2 单元 3002 室）、刘丹丹（3 号楼 2 单元 1902 室）、杨帅（3 号楼
2 单元 1202 室）、阴力（3 号楼 2 单元 3003 室）、宋长平（3 号楼 2 单元
1305 室）、刘文鹏（2 号楼 1 单元 901 室）、杜亚光（2 号楼 1 单元 1107
室）、余岩（2 号楼 1 单元 2008 室）、李政（2 号楼 2 单元 1602 室）、刘莹
（3 号楼 2 单元 1908 室）、俭庆阁（3 号楼 2 单元 1808 室）、王红霞（3 号
楼 2单元1208室）
、
李红燕
（2号楼2单元1302室）
：
请以上业主在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南阳商贸中心 C 座”交房处
交纳所欠的全部购房款并办理交房手续。逾期，我公司将按双方签
订的购房合同规定对房屋进行处理，
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河南金博泰置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