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公 安 局 交 管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

未礼让行人 记 3 分
6 月 4 日 7 时 16 分， 在人民路人大路口

南，车牌号为豫 R1YL26的车辆未礼让行人。根
据有关法规，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
让行的，罚款 200元，记 3分。 图片由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提供。 ⑥3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红蚂蚁搬家保洁
联系电话：61100559

13838721761�微信同号

0377开锁 20元
电话：17103770377加好友，
早8点至晚8点，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
63505000

分 类 广 告
●所有权人李清林，房屋坐落于唐河县张店镇李宅村 5，房屋

所有权证号 53384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朱洁琳，购买万正阳光海岸小区 11幢 1604户，不慎将

购房交款收据（收据编号：0007552，金额：277166元）遗失，声明作
废。 有异议请于 15 日内联系万政集团销售部梅经理， 电话
13643998689。 到南阳范蠡路万政商务大厦一楼销售部申请异议。

●南阳市畅远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豫 RTC95 挂营运证丢
失，声明作废。

●本人金航叶， 购买一品国际花园小区 27栋 3单元 202房，
不慎将购房收据发票（收据编号 1652872，金额 20000元；收据编号
1652873，金额 10000元；发票编号 05125564，金额 44141.75元；发
票编号 05125528，金额 19417.48 元）遗失，声明作废，由此引起的
一切损失与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 与新野一品国际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无关。

南阳市新阳光出租车有限公司
豫 RT0714原车主王志刚（身份证
号：412901197812291516） 经营权
中途转让给刘宗保（身份证号：
412924196408153736），特此声明。

转让声明

敬告：使用本报
分类信息请供求双
方认真核实有关证
明材料，签订有效法
律合同。

�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根据河南省唐河县
人民法院（2021）豫 1328 执 806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对被
执行人陈兴旺、 惠百川所有的位
于唐河县滨河街道办事处常花园
社 区 滨 河 都 市 花 园 第
1301014879-1、1301014879-2 号
《房屋所有权证》予以公告作废。

此公告
唐河县房产服务中心
2021年 6月 16日

公告
（2021）第 10 号

赌尽家财后他又干起了违法事

网络赌博 这事真不能干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感

谢你们把我抓起来，我这也算对
女儿有个交代了。 ”6 月 19 日，
犯罪嫌疑人陈某落网后，面对着
民警如释重负。

2020 年 9 月，一市民报警
称在赌博网站输掉 30 余万元，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发现该
赌博网站服务器架设在境外，
境内有专门的“跑分”平台为赌
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
务。经公安机关研判，发现江西
省上饶市的陈某资金流水异
常， 有重大作案嫌疑。 6 月 17
日， 卧龙区公安分局民警在上
饶市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

面对民警的询问， 陈某痛
哭流涕， 后悔万分。 据陈某供
述，他家中小有积蓄，在陌生网

友的引领下进入某赌博网站，
瞒着家人开始网络赌博。

2020 年 10 月份， 陈某女
儿被查出患有需要长期治疗的
病症， 而此时他已将家中几十
万元的积蓄挥霍殆尽。 无法给
家人交代的他想起赌博网站飘
窗上“足不出户、日赚百元”的
诱惑，陈某决定铤而走险，从去
年 11 月开始，陈某找到赌博网
站， 并根据客服提示下载“跑
分”APP， 将自己名下的 11 张
银行卡绑定在跑分平台， 通过
买卖“奇迹币”进行“跑分”。 截
至案发， 陈某为赌博网站累计
转账约 1000 万元，非法获利约
3 万元。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的
办理中。 ⑥3

一包口香糖带来一场官司
食用他人家中的口香糖后晕倒，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证据不足被驳回

本报讯（记者 王朝
荣）两人清理他人家中的
旧家具时，发现有一包口
香糖，分食后晕倒。 其中
一人张某出院后，将房东
和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 近日，记者从
宛城区人民法院获悉，该
案在庭审中，张某的陈述
和起诉事实前后矛盾，最
终驳回其诉讼请求。

2020 年 7 月 3日，业
主金某联系楼层管理员
魏某、张某和一名保洁主
管，请 3 人帮忙清理家中
前租户遗留下的旧家具。

张某在清理旧桌子
抽屉时，发现里面有一包
口香糖，除保洁主管没有
食用外，张某和魏某将该
包口香糖分食，后 2 人抬

着桌子往门外走时，刚到
门口便晕倒在地，后被送
往医院治疗。

张某出院后，将某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金某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医
疗费、误工费、伙食补助
费等费用共计 62690元。

宛城区人民法院受
理该案后， 承办法官李
林峰仔细查阅案卷，反
复观看现场视频， 证实
张某到金某家里清理旧
家具，并非像张某所说，
是受保洁主管和魏某指
示处理废旧家具。

其次，张某在起诉事
实依据中的陈述前后矛
盾，张某多次在起诉状中
称“因食用口香糖中毒”，
而在法庭上，张某称：“公

安机关还没有给出结论，
出警的一个民警说口香
糖无毒，医院也说口香糖
没有毒。 ”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
某的陈述否定了其主张
的所谓食用口香糖中毒，
同时，医院及公安部门也
未对致害原因进行确定，
不能因张某和魏某吃了
口香糖出现不良反应，就
确定是因为在金某家中
食用口香糖而导致中毒，
可能是张某、魏某 2 人的
自身原因，或者是在 2 人
到金某家之前的某种原
因所致。 张某没有证据证
明致害原因、也不能证明
侵权行为、行为人过错和
因果关系的存在，故驳回
张某的诉讼请求。 ⑥3

警法 2021年 6月 22日 星期二06 编辑 张天一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朝荣

两女子离家外出，先到青岛又到济宁

辗转千里 民警接其回家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两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子在
同一天失踪， 示范区公安分
局获得线索后，4 名民警驾驶
警车奔赴山东， 成功将两名
女子找回。 日前，两名女子的
家属赶到新店派出所向民警
致谢。

5 月 29 日，示范区公安分
局新店派出所连续接到两起求
助警情， 村民梁某和马某均称
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失去
联系。同一天两人失踪，事关重
大，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展开
调查，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走失
人照片和衣着特征等进行分析
研判，迅速对辖区内车站、公交

站进行全面排查，同时，调取周
边沿路视频监控查找线索，经
全方位追踪， 发现两名失踪女
子同行，已坐火车到达青岛。

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
派出所立即组织 4 名民警，驱
车连夜赶往青岛， 民警们刚赶
到青岛， 发现两人已离开青岛
到达济宁， 民警立即驱车追往
济宁， 最终在济宁某宾馆内找
到二人。 在民警们耐心沟通询
问后，两人跟随民警回家。

民警将两人顺利送回彼此
家中后， 梁某和马某看到妻子
平安归来，心情十分激动，对民
警不辞劳苦、 认真负责的热心
施助连声道谢。 ⑥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