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森：本院受理朱蕾与姬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执6580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履行(2019) 豫0105民初3328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依法姬森将纳入失信名单。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上诉公告
郑州市建鸿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祥涛
诉被告河南矿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市建鸿建
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王玉峰、彭进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王玉峰、彭进文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 豫 0205 民初 2543 号民事上诉
状。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光法破字第1-10号

因光山县皮鞋厂破产财产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7
月21日裁定终结光山县皮鞋厂破产程序。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和丫头：本院受理原告刘恩承诉被告和丫头（41152819891
2061322）抚养费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学俊、信阳市鑫康源邮寄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信阳
黄氏原生态茶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爱珠、沈典
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
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8月24日10

时至2020年8月25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公开拍卖信阳市浉河区北京南路金杯财富广场A
座5层502号住宅房地产。起拍价：135.2790万元，保证金：
8万元，加价幅度：0.4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10（赵
法官）。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红建、郭刘勤、李美勤：本院受理原告平舆玉川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

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723

民初10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冯红建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偿还截止至2020年8月7日的借款本

金89538.86元和利息28944.15元及从2020年8月8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按本金89538.86元以双方

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二、被告郭刘勤、李美

勤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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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红建：本院受理原告平舆玉川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723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冯红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偿还

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7 日的借款本金 28351.84 元和利息

8060.27元及从2020年8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的利息（按本金28351.84元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

的利息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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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市乐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广翰与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421民初4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4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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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电军：本院受理原告张二西、闻付全、史三明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 0411 民初 2360 号、2361 号、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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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03民初194号

连国良、王渔英：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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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武双权：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慧超与被上诉人武双权、燕
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
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萌：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晶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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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 0203 民初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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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东超、张玉霞、杜苗苗、朱光平：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鲁河信用社诉卢东超、张玉霞、杜苗苗、朱
光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477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德民：本院受理原告鲁景立与被告王德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0）豫0184民初48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国豫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与被告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分公司和你单位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3民初3003号民事裁定书及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洪、吴文连：本院受理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16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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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本利：本院受理原告缑清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
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

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明明：本院受理原告买东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
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
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邹冬玲：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老百姓养老院诉你、邹双玲
为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晓云：本院受理原告任小高诉你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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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锋：本院受理原告付文凯诉你、白战峰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6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呼成瑞：本院受理原告常美玲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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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希军：本院受理（2019）豫0603民初1657号原告鹤壁市恒
泰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希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603民初1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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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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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破纪实14

——鲁山警方侦破系列入室盗窃案纪实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通讯员 史学德
顺线追踪
犯罪嫌疑人被堵在家

近日，鲁山县
公安局成功将夜间蒙面翻墙入室盗窃的王姓男子

抓获，一举破获王某系列入室盗窃案件18起。目前，鲁山警方
已对王某执行逮捕，并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连续发案连续发案

2019年7月14日凌晨1时20
分，鲁山县李庄村发生入室盗窃
案，李某某的一对耳环和内衣被
盗。

2019年8月11日凌晨1时40
分许，鲁山县马村发生入室盗窃
案，李某的手包被盗。

2019 年 8 月 27 日 23 时 50 分
许，鲁山县宋村发生入室盗窃案，
王某某的贴身上衣被盗。

……
自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4

月，鲁山县公安局张店派出所辖
区连续发生类似盗窃案18起。

张店派出所所长刘中超坐不
住了，他组织警力查看现场，还向
县公安局领导汇报，请求刑侦力
量支援。

在局党委的直接指挥下，该
局迅速成立了由刘中超、张店派
出所民警崔冬培和刑侦大队教导
员杨鲁业、技术中队指导员程炳
珂等人组成的专案组。

山重水复

受疫情影响，案件侦破工作
推进缓慢。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后，案件才得以进入全面侦破阶
段。专案组民警以案发现场为中
心，依托张店派出所“一村一警”
警务工作室，对案发周边村组进
行深入走访排查，并对受害人再
度进行走访调查。

“这家伙每次作案都选择在
深夜，并且专门走田间小路，有意
避开摄像头。”刘中超在接受河南
法制报记者采访时说，“专案组民
警通过对每起案件进行梳理，发
现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极为相
似，决定串并侦查。”

从 2020年 4月底到 5月中旬，
一条条线索相继汇总到专案组。
经过近一周的走访排查，专案组
先后排除50余名可疑人员。民警
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一名蒙面男
子在案发时间段内多次出现在案
发现场周围，有重大作案嫌疑。

柳暗花明

凭借多年的案件侦办经验，
刘中超带领专案民警再次对案发
现场进行勘查，多次走访受害人，
尽可能让受害人提供嫌疑人的体
貌特征。专案民警还多次进行侦
查实验，尽可能还原案发原始现
场，走访排查新情况。

“17 年前的一个晚上，有个贼
跑到过我家，当时还和我老公打
一架跑了。”警方在排查中，王湾
村村民王某珍突然说了这样一句
话。据王某珍讲，当年她刚怀孕，
夜里出现了盗贼，被发现后，盗贼
同她丈夫发生肢体冲突后逃窜，
今年她的大儿子 17 岁，所以她记
得很清楚。

根据辖区群众反映的各种线
索，经研判，专案组民警确定此系
列案件为一人所为，排除流窜作
案的可能，立即决定将走访排查
范围扩大至张店辖区所有村组。

专案组所有民警都记住了嫌
疑人大致的相貌特征和体态，迅
速开展拉网式排查。

抓捕到案抓捕到案

“刚开始时，我们一直围绕未婚
的单身人员开展工作，甚至连收废
品、磨剪子抢菜刀的人都排查了，仍
没有线索。我们又转变思路，围绕
有前科人员开展工作。”刘中超在接
受采访时说。

改变侦查方向后，专案组民警
夜以继日，连续奋战，通过细致工
作，最终锁定辖区内一王姓男子有
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民警立即围
绕该男子开展侦查工作。

经侦查，该男子曾因犯强奸罪
和故意伤害罪被鲁山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于 2012年刑满释放。
并且，该王姓男子的体征与模拟的
嫌疑人高度吻合。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研判，
根据嫌疑人的作案特点，在伺机
抓捕嫌疑人的同时，制订一套抓
捕方案。

6月 4日晚，该王姓嫌疑人再
次作案，但未得手，仓皇逃窜时的
画面被监控设备捕捉到。刘中超
立即带领专案组民警顺线追踪，
发现嫌疑人逃回家中。6月5日9
时许，抓捕时机成熟，专案组民
警将该男子堵在家中并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