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区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东郭镇
刘范村西侧（凤凰谷东2.5公里）

经民政部门正式批准
仙阁山庄

公公 墓墓
合法化、规范化、园林化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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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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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废铜、废旧设备、锅
炉、暖气片、配电柜、变压器、
厂矿制冷设备、废旧电缆、电
瓶、仓库积压品。

电话：18535918886

上门回收 ★单元楼出售：中银大道南
吉祥巷内建行家属院，5单元
5 楼西，108 平方米，精装，水
电暖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
住，价格面议。
电话：13835866956
★单元楼出租：河东广场附

近，实验中学与人民路学校中
间一单元楼出租，110 平方
米，三室两厅，家具家电水电
暖齐全。18935068366

★单元楼出售：舜德家园一
单元楼出售,D 区 28 号楼二
单元5楼，107平方米，带地下
室，25万。
电话：18035987023
★单元楼出租：市委组织部

家属院（槐东路维也纳酒店后
面），4 楼，水电暖家具齐全，
限年限，地理位置优越。
电话：18134925500
★宅基出售：西留村有三块

4.5分相连宅基，水电暖齐全，
有大红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非诚勿扰。
电话：13008000233
★单元楼出租：槐东花园一

单元楼出租，120平米，精装，
拎包入住，有车位，限年租，价
格面议。
电话：13708177229
★单元楼出售：凤凰谷脚下

凤凰嘉园一单元楼（二层，
89.6平方米）和临街商铺（40
平方米）出售。
电话：13593592244
★房屋出售：学府嘉园步梯

顶层 17 号楼 3 单元 601 室，
34.9万；南街泰山巷小院计生
委家属院，有大暖，35万。
电话：18635939935
★公寓出售：市政务大厅

（汇达广场）“9 楼”精装电梯
公寓出售，35.51平方米，家具

家电齐全。
电话：15503590928
★单元楼出售：原行署六院

新房 70 年大产权，14 层，85
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卫一厨，
紧邻南风广场，小区有公立幼
儿园，对面是运康学校。
电话：13834705325
★单元楼出售：红旗东街农

校电梯写字楼阳面六楼租售,
42.5平方米，简装名牌空调热
水器齐全;

市盐业公司家属院 2 号楼
中单元三楼125平方米出售，
装修考究，带 20 平地下室。
免物业，停车便利。
电话13994899778
★单元楼出售：盐化中学附

近，四楼，168平方米，四室两
厅一厨两卫，水电暖齐全，低
价出售。非诚勿扰。
电话：18636334980

运城北区星河广场附近大产权单元楼，
110-130平方米，中介勿扰。

电话：17836583336
求 购

桃园酒店旁富源新城南区
一毛坯房出售，四层，地暖，
120平方米，小区门口10路公
交车站牌，交通方便。
电话：15603590171

单元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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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记者 樊朋展
李政奇）近日，盐湖区人民法院与
盐湖交警大队联动协作，有效查控
被执行人机动车辆。截至 7 月 17
日，共有 3 辆涉案车辆被查控扣
押、1起案件得以执结。

7 月 12 日，盐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接到盐湖交警大队
盐湖城岗民警通知，他们查控拦
截了一辆被执行人车辆。盐湖区
人民法院第四分队执行干警立即
到现场，将该车扣押，案件执行
进度得以推进。

据了解，该案被执行人任某
波、雷某与申请执行人张某田因借

贷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经法院组织
调解后，任某波、雷某仍以种种理
由拒不归还借款，拒不履行裁判文
书规定的法律义务，达成的调解书
形同虚设。张某田为了追回债务，
向盐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院执行第四分队受理后，
通 过 人 民 法 院 财 产 执 行 查 控 系
统得知，任某波名下有一辆奥迪
Q7，便立即与交警部门取得联
系，对该车进行查封。随后，盐
湖交警大队通过缉查布控系统进
行布控拦截。目前，任某波、雷
某向法院承诺将足额还款，该案
件正在进一步执行中。

当天，盐湖交警槐东南岗还协
助查控拦截一辆涉执行案的别克牌
轿车，执行第四分队干警当场执行
回1.7万元全部案款。

“这是盐湖区人民法院进一步
拓展执行手段，最大力度保障申请
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举措，
更是法院与交警部门联动协作查控
车辆的良好开端。”盐湖区人民法
院副院长杨玉学说，“今后，法院
在执行方面将不断加强组织领导，
加快推动社会联动惩戒机制的形
成，与交警、通讯等部门展开密切
协作，有效发挥联动执行成效，让

‘老赖’无处遁形。”

法院携手交警大队
查控被执行人机动车辆

运城晚报讯 为获取钱财，犯罪嫌疑人敬某
在网络上发布虚假广告，诈骗受害人钱财。近日，
平陆县公安局在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奔
赴江苏省常州市，将犯罪嫌疑人敬某抓获归案，同
时破获敬某涉嫌在浙江嘉善等地实施诈骗的多起
案件。

7月中旬，敬某（四川省绵阳人）虚构事实，在
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条能办理汽车驾驶证的视频
广告，对在网上问询的陈某声称自己是某驾校校
长王某，可以为陈某办理免考的驾驶证。陈某信
以为真，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前后为冒充王校长
的敬某支付了人民币1.5万元。陈某多次索要驾
驶证，对方一直未予答复。随后，陈某被敬某屏
蔽，无法再与对方取得联系。犯罪嫌疑人敬某以
同样手段，对浙江嘉善、江苏常州等地多名受害人
也实施了诈骗。

经过平陆公安民警连日侦查，7月18日，犯罪
嫌疑人敬某在江苏常州市某大学新村一出租房内
被抓获。民警当场查扣其作案使用的手机及电话
卡。敬某对其实施多起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郜应平）

自称能办免考驾照
诈骗多起被刑拘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新绛县公安
局刑警二中队破获一起婚姻诈骗案件，抓获犯罪
嫌疑人李某，追回全部被骗钱财。

6月10日，该局刑警二中队接到王某报案称，
其被网名为“火花美女”的女子诈骗4万余元。接
报后，该局民警石磊、张瑞元通过询问受害人、调
取交易记录等，巡线追踪，远赴江苏省苏州市，在
一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李某一举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在与丈夫闹离婚期
间到苏州打工。今年2月份的一天，李某通过群
聊认识受害人王某，谎称自己叫“霞”，因与丈夫感
情不合已离婚。二人交往中，双方以“老公老婆”
相称，且李某承诺结婚不向王某索要彩礼，但却以
租房、替母亲还债、买手机、衣服、化妆品等为由，3
个月内先后骗取受害人王某4万余元。被骗后，
王某便联系不到李某。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假借网恋骗取钱财
“火花美女”落法网

运城晚报讯 （记 者 樊朋
展 李政奇） 近日，盐湖区人民法
院执结一起涉农民工工资案件，为
8 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共计 9 万
元。

去年 7 月前后，万某碧等人在
山西圣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地
工作。工程结束后，该公司长时间
拖欠工资。万某碧等人向运城市盐
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经组织调解后，虽然双方就工
资等事宜自愿达成一致，但该公司
仍旧推脱履行。多次讨要无果后，
万某碧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希望法院帮助追回 9 万元劳动报
酬。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
警依法向被执行人山西圣某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
报告财产令。在执行中，执行法官
未能查找到该公司任何财产，且法
定代表人还存在联络不正常的现
象。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执行法官加大查控力度，多方
寻找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下落，
督促其履行还款义务，但该公司负
责人仍旧以各种借口拖延，企图逃
避执行。

在今年 7 月份的集中行动中，
该院执行局局长张彦宏召开专案
部署会，指定执行员李敬民等人成
立专案组，再次前往被执行人所在

地进行强制执行，同时邀请新闻媒
体协同办公。在法院强大的执行
力度下，被执行人当场履行完 9 万
元全部案款。目前，该起涉农民工
工资执行案顺利进入最后发放阶
段。

“农民工收入来源主要靠务工，
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拿不到手，生活
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该案涉及农
民工人数较多，只有干警倾力执行，
聚众智保民生，才能真正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最大程度地保障其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下一步，我院将
定期开展‘涉民生’案的集中执行行
动，不断提高执行效率，充分发动各
方力量。”张彦宏说。

举报方式
举报材料邮寄地址：运城市盐湖区河东东街

153号运城市扫黑办；
举报电子邮箱：ycsshcebgs@163.com；
举报电话：0359-2690110、2660391。

严厉打击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盐湖法院执结一起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农民工9万元劳动报酬被追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