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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唐河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 本公司
在唐河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拍卖下列标
的，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拍卖会时间
和地点：拍卖会时间：2020年 8月 7日下午 3
时，拍卖会地点：唐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1开标室。二、拍卖标的：1、雅阁、帕萨特、现代
等车辆一批（见拍卖公司网站清单）。2、唐河县
新春中路 180号（鸭灌局）临街房产（四层）一
处（三年）租赁经营权。3、唐河县新春南路与盛
居路交叉口西南侧（县农技中心）房屋三处租
赁经营权（三年）。 三、报名的时间及方式：1、
2020年 8月 4日至 8月 6日 17时前报名；2、
本次报名只接受唐河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
上报名， 请潜在竞买人登录唐河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www.thggzy.cn）网站诚信库会员系
统进行登记验证。四、竞买保证金：1、竞买保证
金为：1号标的为 1万元/辆；2号、3号标的为
2万元。（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2、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唐河县支行；户名：唐河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账号：1714023509049010816；
五、展示时间及地点：展示时间：2020 年 8 月
3日至 8月 7日；展示地点：车辆在唐河县财
政局院，房产在标的物所在地。 六、公告发布
媒体：《南都晨报》、唐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 七、电话：技术支持：68513077；拍卖公
司：63998585、15503992099； 拍卖公司网址：
www.hnhxpm.com。

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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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超声科

北京专家本周未坐诊南石医院
时间：8 月 1 日；预约电话：13937797039

石丽亚 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
北京名院专家

专业擅长：从事耳鼻咽喉科
临床工作 30 余年， 具有扎实的
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丰富的临床
诊疗经验；目前主要研究眩晕耳
内科学，听力学及前庭功能。

擅长：眩晕、耳聋、耳鸣的诊
断治疗。

刘玉江 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专业擅长：主要从事介入超声工作，特别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等的超声
诊断和介入治疗，主要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肿瘤微波消融治疗、肾脏肿瘤微
波消融治疗、肝癌射频消融治疗、乳腺结节微波消融治疗，剖宫产术后腹壁子
宫内膜异位消融，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治疗，假性动脉瘤凝血酶注射治疗；
各类浅表及内脏肿瘤穿刺活检（甲状腺、乳腺、淋巴结、肝、肺、肾、胸膜、纵隔
等多脏器肿瘤）；常见置管引流（胸腔、腹腔、心包等积液积脓、胆囊及肝内胆
管穿刺引流；颈内静脉、锁骨下静脉、股静脉、腘静脉穿刺置管）；乳腺旋切治
疗；肝、肾、肾上腺及卵巢囊刺酒精硬化治疗；肝血管瘤硬化治疗等。

5 年来，南阳两级法院审结涉军案件 600 余件

用公正司法来维军权解军难

冒充军人，诈骗他人财产近 30 万元被判刑
赵某伪造武警部队

印章、 军官证等相关证
件， 谎称自己是南阳武
警支队军官，于 2006 年

至 2018 年期间，以做生
意、为战友治病、为受害
人安排工作、 自己工作
上需要找人活动为由先

后骗取受害人张某、贺
某、王某财物共计 29.13
万元，数额巨大。

西峡县人民法院审

理后， 以被告人某某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实习生 孔溶榕）7 月 30 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涉军维权工作新闻发布会，并通报
了几起涉军案例。 记者从会上获悉，5 年来，南阳两级法院共审结涉军案件 600 余件，其中，2019 年以来全市两级法
院共受理并审结涉军案件 186 件，接受法律咨询及信访接待 700 余人次，处理军事单位来函及省法院督办案件 12
件，目前均已结案，切实维护好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为拥军优属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假冒军车被查，依法判有期徒刑 3 年
陈某、王某等 16 人受

湖北省老河口市某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委托，将 15 辆
军用版东风猛士越野车及
一辆 145 东方卡车运往江
苏某车载电子信息有限公

司，由陈某、王某担任车队
队长， 负责沿途行车安全
等事宜。 为逃避缴纳高速
公路通行费，陈某、王某为
每辆车发放了假冒的军车
临时牌照。 车队行驶至邓

州市境内二广高速邓新站
入口处， 被南阳市军分区
警备司令部纠察查获。

邓州市人民法院审
理后，以被告人陈某犯非
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

志罪 ，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以
被告人王某犯非法使用
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
金 5000 元。

南阳医讯

邓州市人民法院妥善处理涉军房产纠纷
2016年 4月， 为落实

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军
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活动的通知》，邓州
市人民武装部决定全面停
止部队位于邓州市古城路

北段已租赁达 20 余年的
30 余间门面房产的租赁，
但部分承租商户不愿腾出
所租赁房屋。 邓州市人民
武装部遂将该部分商户诉
至邓州市人民法院， 请求

解除与 12 家商户的租赁
合同并腾出房屋。

因案件涉及商户多，
各家情况不一，处理好坏
直接影响到当地的军队
建设工作和社会稳定。 该

院受理后，经法官们向商
户耐心讲解国家相关政
策及相应的法律规定，积
极引导商户理性对待诉
讼， 12 家商户最终搬出
所租赁的房屋。

邓州市人民法院高效处理军人房产纠纷
2017 年 6 月 10 日，

现役军人葛某与张某、
刘某夫妇双方在自愿 、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
了房屋买卖合同， 合同
主要内容为张某、 刘某
将其所有的位于花洲办
事处人民路中段南侧房

屋一座转让与葛某，总
房款数额为 45.8 万元。
葛某为配合对方解除房
屋的银行抵押贷款 ，支
付了房款 35 万元合同
款。 但是，张某、刘某夫
妇迟迟未履行合同约定
的义务及交付房屋，并

借故推托， 葛某遂将 2
人诉至法院。

邓州市人民法院受
理后，立即启动涉军维权
绿色通道，由涉军维权审
判庭受理并快速审理此
案，并多次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果

的情况下，安排此案优先
快速开庭审理并作出判
决：被告张某、刘某夫妇
腾出房屋，将该房屋交付
并过户给原告葛某。 并判
令被告夫妇给付原告相
应的违约金，同时判令原
告葛某给付剩余房款。

淅川县人民法院妥善处理涉军劳动争议案件
张某系退役军人 ，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期间，张某担
任某工程局有限公司厨
师， 但该公司多次推脱一

直未签订劳动合同。
2019 年 1 月 25 日，

该公司无故将张某辞退。
张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先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向淅川县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驳
回后又向淅川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立案
后，立即启动“涉军维权

绿色通道”，通过电话、短
信、微信、视频聊天、推送
相关案例等形式，最终促
成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达成调解协议。 ⑥3

迷路老人暴晒阳光下

民警援助找家人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贾耀河）

近日， 市公安局梅溪分局接到一老人迷路在
路边的警情后，迅速帮老人找到家人。

当天 8 时 40 分，市公安局梅溪分局二大
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七一路中医院附近有
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迷路了。 接警后，民警迅
速赶往现场， 发现一老人坐着轮椅暴晒在阳
光下。 民警将老人移到树荫下， 并和老人沟
通，由于老人年事已高，无法正常沟通。 细心
的民警发现老人随身携带一部老年手机，存
有几个联系人号码， 于是民警便尝试呼叫号
码，最终和其女儿取得了联系。 ⑥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