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至次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或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拍卖（http://
sf.taobao.com/0377/06 或 http://sifa.jd.com/）， 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为贾凯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人民北路市人大家属院 2幢 1单
元 301室（证载显示为南阳市卧龙路七里园乡人民北路 2幢 1单元 301室）评估
价值为 877652元，起拍价 877652元，保证金 100000元，加价幅度 5000元。

详见本院淘宝（或京东） 网司法票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7/06）。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止， 接受咨询， 详情以淘宝网（或京
东）发布的信息为准。

标的物情况介绍摘录自宛和房估字（SF2019）308 号评估报告。
详情咨询电话：手机 16637769839 边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77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3 月 6 日 9 时 39 分，在
人民路与汉冶路交叉口，车牌
号为豫 R953KU 的车辆驾驶
人未系安全带。 根据相关法
规， 驾驶人不使用安全带，处
20 元至 50元罚款。 图片由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提供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非法采挖河沙

办案民警蹲点抓获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曾照云）

近日， 内乡县公安局七里坪乡派出所主动出
击查破一起非法采沙案， 涉案犯罪嫌疑人梅
某、许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为严厉打击辖区非法采砂犯罪， 七里坪
乡派出所积极会同当地政府部门， 不断加大
辖区河道巡查力度，针对一些不法分子“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的行为，民警采取日常巡查
和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 严厉打击非法采
沙犯罪。 3 月下旬，七里坪派出所民警接到辖
区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七里坪乡黄沙村黄沙
河里非法采沙。 接到举报后，七里坪派出所高
度重视， 立即组织民警前往线索举报地进行
调查。 赶到现场后，民警发现河道到处是被采
挖过的痕迹，但不见挖掘设备和河沙踪影。 为
尽快查破案件， 所长符世洲带队开展秘密侦
查，蹲点守候。 4 月 4 日，就在犯罪嫌疑人梅
某、 许某再次实施盗挖河沙犯罪时被民警当
场抓获。 ⑥3

男子曾因盗窃入狱，出狱后又连续作案 9 起

民警调取监控 一眼认出“老熟人”

未系安全带
罚20至50元

外出规避执行

执行法官果断拘留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屈熙尧）

2018 年， 孙某因交通事故被法院判决赔偿齐
某 6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孙某未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法律义务，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依法向孙某送
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责
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 孙某不但没有及
时履行法律义务， 还采取外出务工的方式来
规避执行，致使案件陷入僵局。

4 月 9 日早上， 执行法官接到申请执行
人的电话， 得知孙某因家中有事特意从外地
回来。 执行法官抓住这一线索， 蹲守在孙某
家门口。 临近中午，孙某果然回到家中，执行
法官看到孙某便迅速出击将其控制并带回法
院。 孙某被带回法院后，态度蛮横，以家中没
钱为由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鉴于孙某的态
度，执行法官决定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15 天的
强制措施。 ⑥3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贾耀河） 男子参与
盗窃作案 9起，梅溪派出所
民警在案件研判会上，一眼
就认出这个熟悉的“格子
衫”许某。日前，许某因涉嫌
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前不久， 市民郭女士
将她的电动车停放在人民
路中心广场北边的公交站
牌处， 心急的她没有将电
车上锁便离开了。 两个小
时，后当她回来骑电车时，
却发现电动车不见了，于
是急忙报警。

民警接警后，对现场
周边的门店商户进行了
走访， 并调取了案发时

间段的监控记录。 通过
对监控记录视频进行逐
帧筛选，民警发现，在 13
时 20 分许，一身穿格子
衫的男性在郭女士停放
的电动车附近转悠了一
会， 然后骑上电动车离
开。 随后民警对其逃跑
路线进行了追踪， 最终
在车站路某处监控视频
中获取了嫌疑人的清晰
面部特征。

在派出所的案件研判
会商会上， 有民警一眼就
认出了“格子衫”是他们曾
经打击处理过的盗窃嫌疑
人许某。至此，盗窃嫌疑人
身份锁定。 但案件也面临

侦破的瓶颈， 因为嫌疑人
居无定所， 甚至连手机都
不用， 给抓捕工作带来极
大难度。

犯罪嫌疑人许某一
日不归案就极大可能再
作案，为确保市民财产安
全，民警决定对其实施全
城搜捕。 一方面民警请求
其它派出所协查；另一方
面在案件高发的时间点
段、 治安复杂路段区域，
开展巡逻摸排， 架网布
控。3 月 23 日 20 时许，当
梅溪派出所民警便衣巡
逻至人民路与中州路交
叉口附近时，一个熟悉的

“格子衫” 背影被民警纳

入视线，经跟踪确认正是
犯罪嫌疑人许某，民警果
断对其实施抓捕。

在派出所内，犯罪嫌
疑人许某对 3 月 17 日盗
窃电动车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 3 月 24 日凌晨，
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
拘留。 民警介绍称。 许某
2018 年 2 月曾因盗窃电
动车被判入狱。 出狱后，
许某仍不思悔改， 继续
盗窃作案， 根据其供述
和同类案件的串并 ，目
前警方已经掌握了许某
参与实施的盗窃案件 9
起，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过程中。 ⑥3

民警为贫困户家中丢失的两头牛，苦寻数月找回

老汉转悲为喜 丢二牛得三牛
本报讯 （记者 王朝

荣 通讯员 姚文武）4 个
月前， 方城县拐河镇一
贫困户刘老汉的两头牛
丢了， 警方通过坚持不
懈地追踪调查， 终于将
丢失的两头牛找回，两
头 牛 的 体 重 不 仅 涨 了
300 多斤，而且母牛又怀
了小牛崽。 日前，刘老汉
和亲友及村干部等数十
人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
手中，以表感谢。

去年 11 月 22 日中
午，72 岁的刘老汉来到拐
河镇派出所报警称， 家里
一大一小拴在门口树上的
两头牛不见了。 刘老汉居
住在拐河镇权庄村一个偏
僻的山洼里，因家庭困难、
无劳动力， 刘老汉家被确

认为贫困户。 在政府扶贫
政策的帮助下， 刘老汉养
起了牛，大牛生了小牛，刘
老汉心里乐开了花， 谁曾
想刘老汉还没高兴多久，
两头牛就被盗， 这下可把
刘老汉急坏了。

拐河派出所的办案
民警了解情况后， 立即
到附近村庄走访，并通过
监控进行追踪， 可看了 3
天监控也没见到盗牛贼的
身影。 民警又对辖区与牛
有接触的养牛场、养牛户、
牛交易市场， 甚至连牛肉
汤馆等场所都组织人员进
行走访调查， 逐人进行核
实，又一一进行排除，仍未
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今年 3 月 18 日，民警
得到线索，拐河镇白湾村

张某家有两头牛，与刘老
汉丢的牛相似。民警立即
带着刘老汉赶赴张某家
进行辨认。 到张某家后，
刘老汉一眼就认出了自
己的牛。

据张某妻子腾某供
述， 她在刘老汉家附近看
到两头牛在地里吃草，在
明知两头牛有主人的情况
下， 徒步沿山路将牛牵回
家中。目前，腾某以涉嫌盗
窃被刑事拘留。

牛带到了派出所里
后，经称重，两头牛在近 4
个月期间又长了 300 多
斤， 其中的一头母牛还怀
了小牛崽。 刘老汉从民警
手中接过牛缰绳激动地
说：“您真中， 俺忘不了您
哩好啊！ ”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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