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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广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徐继超：本院受理的原
告王建营诉被告河南广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徐继
超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105民初187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河南广雅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
王建营购房款31308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13082元为基
数，自2020年8月2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计算。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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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腾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少军诉
被告河南腾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105 民初
199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
助办理将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花园路口1号楼1单元7
层东南号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至原告李少军名下；并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1176.69元。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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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5924号

李延春：王明秀申请执行李延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们送达(2020)豫 0105执15924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责令
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20)豫0105
民初2212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荆小斌、柴荣勤：本院根据（2020）豫0811民特121号民事裁
定书受理了时园园申请执行荆小斌、柴荣勤实现担保物权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11执
2574号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
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
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
午9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
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领
取评估报告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
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东超：关于曹文俊与你和董东鹤、辛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我院作出的（2018）豫0402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并于2019年12月26日查封你位于新华区建设路
西段南建宏中央花园二期1号楼24层2401（15001731）的房
产。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为
了维护申请人的利益，现本院作出（2021）豫0402执恢35 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启动评估拍卖程序，评估、拍卖你位于平顶
山市新华区建设路西段南建宏中央花园二期1号楼24层2401
（15001731）的房产，因你去向不明，限你在公告发出之日起70
日内到我院挑选评估机构，如逾期未到，视为自愿放弃自身的
权力，本院将依程序随机挑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书楷、李志锋：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的（2017）豫0402民
初 169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于2020年10月26
日查封你们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与亚兴路交叉口
西北角龙腾国际5/6/7号楼7层西户7-705号（不动产权证
书号：湛河15003369）的房产。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利益，现本院作出
（2020）豫0402执恢32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启动评估拍卖程
序，评估、拍卖你们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与亚兴路
交叉口西北角龙腾国际5/6/7号楼7层西户7-705号（不动
产权证书号：湛河 15003369）的房产，因你们去向不明，限你
们在公告发出之日起70日内到我院挑选评估机构，如逾期
未到，视为自愿放弃自身的权力，本院将依程序随机挑选有
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1 年02 月25 日10 时至2021 年02 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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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西段南侧金
城小区1号楼1单元407房产（实际小区名称为：阳光花园）
【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32818号】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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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02 月25 日10 时至2021 年02 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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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东
侧、郑州梦思露机械有限公司北侧兰馨·壹号院3号楼1单
元 501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新郑市不动产权第
0067613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ourtList.814.VC
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海龙、杜豫川、濮阳市华龙区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腾光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7432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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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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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海龙、杜豫川、濮阳市华龙区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顾顺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7434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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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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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海龙、杜豫川、王爱华、濮阳市华龙区金源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孔祥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7522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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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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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丘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深
入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图为
近日，该所联合县公安局业务大队，
到辖区车站指导安全防范工作。

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员
进昌摄影报道

新乡市公安局卫滨分局纵深推进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连
日来，该局党委常态化部署反诈宣传，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图为该局自由路派出
所所长罗清江走进辖区中学开展反诈流
动宣传。河南法制报记者穆黎明通讯
员关攀摄影报道

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续推进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工作。近日，该大队紧密结合“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辖区营运车
辆、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周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泌阳县公安局盘古
派出所按照工作部署，深入推进

“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宣
传、大防范”暨安全隐患动态清
零专项行动扎实有效开展。

盘古派出所在泌阳县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余伟的指导下，
以“根系延伸工作法”为支撑，借
助“脚板+科技”的力量，广泛开
展大走访大排查活动。

1月18日中午，社区民警鞠
武举在走访中了解到，辖区某村
村民王某与妻子赵某因琐事发
生矛盾，赵某于2020年7月份离
家出走，一直居住在大红庙村。
民警走访村党支部书记及村主
任得知，王某与赵某均系二婚，
走到一起不容易，后来因琐事闹
别扭，感情基础并未彻底破裂。

鞠武举立即将此情况向所
长杨文奎汇报。该所决定成立
化解小组，彻底化解这对夫妻的
矛盾，消除不稳定不和谐因素。

化解小组成员带领王某到
大红庙村找到赵某，坐在一起

“将话摊开说”。王某和赵某二
人叙述，两人婚前各有子女，因
互相指责对方偏向各自的子女，
导致家庭矛盾越来越严重。

化解小组成员劝解两人应
和睦相处，为子女作好表率，并
就两人之间的具体矛盾进行分
析，一一寻求化解办法。王某
说：“我以前是贫困户，有党的好
政策带领，实现了脱贫。现在刚
过上几天好日子，又因为脾气不
好将日子过成这样，太不应该
了。”王某表示以后会好好对待
妻子和她的儿女，赵某也表示愿
意回归家庭。至此，一起家庭矛
盾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杨文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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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大排查
挽救一个家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讯员 楚涛

入戏太深的“刑警队长”

一男子长期冒充“刑警队长”，身穿警服招摇过市骗钱
骗色，直至落网时还在穿着警服行骗……

卖惨相网上诱人上当

2014年夏天，离异的苏女士在网
上认识了自称“刑警队长”的杨强。杨
强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几年前遭遇
车祸去世，失去亲人后很痛苦，一直单
身到现在。

几次网上聊天后，二人约在一家
西餐厅见面。身穿警服的杨强谈吐优
雅，苏女士动了心。

此后，苏女士多次带着杨强见家
人朋友。每次出场杨强都身穿警服，
在推杯换盏间讲起正在办理的“大要
案”，有时还在不经意间露出别在腰间
的“手枪”，令人对其身份深信不疑。

一来二去，苏女士的亲戚朋友都
知道她找了个能办事儿的“大官”。没
过多久，苏女士的堂哥找上门来，拿出
10万元现金让杨强帮忙给儿子在公
安局安排工作。

仅用20多天，杨强就将苏女士的
侄子安排到市区某派出所“上班”。在
酒桌上，杨强的办事能力又被吹捧了
一番。但是，杨强隐瞒了一个关键问
题——他帮苏女士的侄子“安排”的是
临时“劳务派遣”岗位。

醉驾服刑谎称“破大案”

2015年4月，苏女士突然接到杨
强的电话，称其在办一起大案时发生
车祸，将人撞死，请苏女士帮忙筹集资
金安抚死者家属，以保住“官位”。他
还告诉苏女士，他被关在看守所是单
位领导故意安排的，目的是“保护”他，
等风声一过就可以回家了。

苏女士赶紧回家找朋友借了 50
万元，打到杨强银行卡上。

几个月后，杨强回家了。苏女士
不知道的是，杨强其实是涉嫌醉驾被
法院判处拘役。谁都想不到，就连服
刑都能成为他骗钱的“契机”。

一则微信露出端倪

2016年夏天，苏女士与杨强办理
了结婚登记手续。谁知不到一年时
间，苏女士发现自己成了“前妻”。

一天，苏女士在杨强手机上看到
一条内容为“老公，你在干吗呢”的微
信。苏女士默默记下微信号码，将对

方加为好友。令苏女士震惊的是，对
方竟然向她展示了她与杨强的离婚证
以及对方与杨强的结婚证。

苏女士到婚姻登记中心查询，发
现在两个月前，杨强领着一名与她长
相相似的女子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
续，随后又与微信聊天的女子结婚。

拿到证据后，苏女士电话联系杨
强，要去“单位”找他。听到苏女士说
要去刑警大队，杨强顿时惊慌失措，苦
苦哀求苏女士不要去单位闹。

苏女士对杨强的身份存了疑虑，
一查之下才发现自己“被骗得很惨”。

一天之内身份来回转换

接到苏女士报警后，新郑市公安
局龙湖派出所所长孙东亮立刻向新郑
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进行汇报。为了
不打草惊蛇，警方围绕杨强的生活圈
进行秘密侦查，取得重大突破。

经查，杨强20年前曾在老家当治
安联防队员，从此迷恋上“制服”的威
武。后来，他专门买来假警服，以招摇
撞骗为“职业”，还因此被判过刑。

冒充“刑警队长”的杨强，真实身
份是一家工厂的保安。民警在前期
调查中发现，杨强出门后会在车上换
上保安制服，将警服放在车上，回家
前再换上警服。一天之内来回转换
不同身份，似乎有点“喜剧人生”的感
觉。

被抓时仍在胡扯“办大案”

2021 年 1 月 8 日中午，在一家农
家乐餐厅里，身着警服的杨强正向酒
友讲述他最近办理的“大案件”。

“杨强，啥时候又穿上警服了？”民
警一声断喝，吓得杨强一哆嗦。

“他还有枪！”不知谁喊了一句。
民警伸手拿下他腰里别着的那支“手
枪”，杨强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不是
手枪，是一个打火机。”原来，他花几十
块钱买了个手枪式打火机，成了招摇
撞骗的行头。

在大量证据面前，杨强交代了冒
充刑警队长骗取苏女士等人数百万元
的事实。

目前，杨强已经被新郑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