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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城路范家公寓
民警、保安、
路人齐力围堵抢包男
昨天 !"#$%，徐先生来电：天城路范家村，范家一
号路上，一个男人被抢了包，小偷逃到范家公寓里面，
好多人追，警察也来了。我刚刚看到小偷好像瘦瘦小小
的，是个男的。
记者陈健核实报道：
昨天晚上 $" 点 &" 分左右，天
城路衣之家百货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下了车，手
里拎着一个包，往肯德基走去。
不料刚下车，
一个男的跑了上来，
一把夺过四十岁男
子手里的包就跑。被抢包的男子回过神来，
追了上去，
一边
追一边大声呼喊。
两人一个跑一个追，
跑到范家村这边，附近小区的
保安听到了呼叫声，纷纷跑出来看究竟，范家公寓的一
个保安说，当时看到两个男人在跑，
刚开始还以为他们
在玩笑打闹，所以没有去拦截，后来才弄明白什么情
况，立刻帮忙追赶。
很多路人都加入了追赶队伍，还有个水果店老板，

范家公寓小区监控拍下了抢包男跑进小区 记者 陈健 摄

二话不说骑上电动车也追了上来。
有人报警，民警很快赶到，有人说那个抢包的男人跑
到范家公寓这里就不见了，估计是跑进了范家公寓其中
一幢楼里躲了起来。
闸弄口派出所民警和附近几个小区的保安，
部分人守
在范家公寓 $$ 幢和 $% 幢之间的路口上，
部分人分头到住
户家里去找。
调出路口监控发现，这个男子在晚上 $" 点 &) 分跑
进了小区，他头发有点长，穿着西装，在绿化带里躲了起
来，大约两分钟后，保安就赶到了路口，但那时男子已经
换了地方，民警立刻调取了其他地方的监控，
寻找男子躲
藏的地方。
被抢包的男人说，他被抢走的包里至少有四五千元
的现金。
记者郑亿从警方了解到：昨晚闸弄口派出所确实接
到了这样的一起报警，所里也出动了大量警力。事件的性
质暂时还无法确定，此事在进一步调查中。

!派出所纪事

就因为多看了一眼

醉酒的遛狗的两败俱伤
见习记者 林琳

通讯员 刘晶晶

前天晚上 $$ 点半，郑某和两个朋友吃完夜宵，打车返回
位于星火公寓的住所。
快到单元门口时，住在 ( 楼的宋某和三个朋友正好牵着
狗走出来，撞见醉醺醺的郑某对着带密码锁的铁门又砸又踹，
宋某听到声响，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一眼把郑某惹恼了，他恶狠狠地吼了句：
“看什
么看！”
宋某不甘示弱，回了一句：
“我爱看不看，
关你什么事？”郑
某，冲上前对着宋某的下体就是一脚，宋某顿时岔了气，瘫倒
在地。

看到朋友被欺负，
和宋某同行的两男一女，
围住郑某就是一
顿拳脚。
双方都报了警，
东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
他们仍在混战。
郑某嘴角流血，倒地不起，朋友随即将他送往医院；宋某等
人则被带回派出所，等候处理。
昨天中午，
宋某蹲在东新派出所的院子里，
一脸憔悴。他三
十来岁，体形瘦削，穿着件白色羽绒衣，衣服上少了粒扣子，他
说，
是打斗中被对方扯掉的。“我一晚上没睡，饭也没吃。”
宋某
抱着膝盖，叹了口气，
“现在想想也不是啥大事，早知道，当时走
走开就好了。”
正说着，
在医院处理完伤口的郑某扶着朋友的肩，一瘸一拐
地走了进来。郑某 !" 多岁，
中等身材，
头发凌乱。他穿着棉拖鞋，

戴着口罩，
裤腿内侧还有一块暗红色血渍。
双方默默走进调解室。
郑某右手和右脚关节处受了伤，口腔内侧缝了 & 针，说起话
来有点含糊。他很懊悔，听着民警的批评，不住点头认错：
“我昨
晚喝多了，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记不清了……确实太冲
动，太冲动！”
一旁的宋某两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着圆
圈，轻声嘟囔：
“其实我当时就是为了争个面子，男人么，都有尊
严的，
无缘无故被人骂了，心里总归不痛快的……”
考虑到郑某伤势较重，宋某同意赔偿对方 %""" 元，郑某也
向宋某及其朋友表示了歉意。
办案民警说，如果遇到有人酒后闹事，最好第一时间报警。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悬赏执行并敦促履行债务公告
为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信用机制的建
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
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财政厅联
合发布的《关于对举报被执行人财产实行奖励的规定（试行）
》
等规定，
现对以下拒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名单予以公布。
本院受理社会公众以电话、
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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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执行人的财产及线索举报，并根据举报内容和实际执行到
被执行人若自动履行了全部债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了执
位情况，给予 !""#!""" 元人民币的奖励；如申请执行人另有奖 行和解，
可申请本院及时从公布的名单中撤除其信息。
励承诺的，
法院将促成兑现。
被公布的被执行人在未全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举报电话：0571-87393355，87393356
前，不得出国出境、投资开业、购车置房、参与招投标、参加娱乐
以下网址可供查询：www.
hz
cour
t
.
c
n
宴请等高消费活动等。如有上述行为以及有财产而不履行，
一经
www.
z
xj
bw.
com
查实，
将依法处以罚款、司法拘留，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下网址可供举报：www.
z
xj
bw.
com

被执行人（单位）
被执行人身份证号（或单位法定代表人）
地址
未履行金额（元）
浙江沃莱德工具有限公司
程堂刚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 号
$(%(%($'4""
杭州郁邦制衣有限公司
曹蓓蕾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联胜路 % 号
&$***$4)"
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李毅朝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南路 $( 号
+!$("$*4('
罗军
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街白虎山新 $ 号 '"+ 号
%%"+"!$+)&$"!*""""
!(!++'$4""
王来东
江苏省铜山县
)'$+
%!"%!%$+*'$$")"!$&
周珩,
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 !+" 号三华园 ! 幢 !*"' 室
%%")$+$+*$"("%""!%.珩*%'($')
周桂荣
%%")$+$+'%$"%$""$".荣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 朱关湖 香港特别行政区,杭州市延安路 + 号劳动路 (#! 号 '"!+ 室
朱关湖,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
张景斌
杭州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 弄 $!! 号 ! 幢一层 $") 室 房产交付及款项 $%($+% 元
陈大勇
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第二农垦场
圣照光电（杭州-有限公司
$"(*"*+%4!*
俞三明
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一路南侧,
杭州广明亚服装有限公司；
$&'%$*+$4++
俞三明；
杭州市萧山区市北开发区建设一路 )% 号.俞-,
%%"$!$$+(!$$"$+"$".俞周亚文
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里都村里谢 ! 组 !" 号.周%%"$!$$+(%"*!"+"!$.周杭州高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海刚 %%"$*%$+*$")"$""$&
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 (+ 幢西则 !"$ 室
*+*+!)4'!
建德市建兴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孙建新 %%"$!($+)$"%!'!$$"
建德市下涯镇丰和村四丰孙家 %$ 号
*&&%)4%&
临安市永宏照明有限公司
章永平 %%"$!&$+)%")"+$!$%
临安市横畈镇安村村
*'('*4')
杭州宇凡虹杰家纺有限公司
绍兴市杨汛桥镇展望村展望 *" 号
刘杰 %&!$!+$+)+"+$(%"!$
!+)!'$4$+
杭州宝丰工贸有限公司
韩玉昌 %%"$!'$+(""&$)$)$0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 号五楼 '"$#'"&
)+()'4**
杭州拓事达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姚荣方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 $*! 号国都发展大厦 ! 号楼 ("2
$'(*$'(&4&
陈海诚
浙江省青田县鹤城镇临江西路 (( 号
%%!'!!$+'*"%$*""$&
%()')*+$
施方如
杭州市余杭区运河镇新宇村 ' 组子里自然村 !$ 号
%%"$!'$+'*"$!'"%%(
%%(*"!4!&
傅亚华
港澳通行证 /"$!'*&'"$
香港地区居民
$(+*&(4'
樊敦
兰溪市云山街道英溪邨 $+ 幢 % 单元 %"! 室
%%")$+$+)&"$"*""$"
%'*"%)+%4!%
张鸿
杭州市下城区东清巷 '% 幢 $ 单元 $"! 室
%%"$"!$+)!$"!+""!%
))!'$$4)!
杭州瑞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周瑞奎
杭州市下城区绿洲花园 ( 幢 +"$ 室
%%"%!+$+'*")$+$$%&
'$%"*$)'4(
方国梁
浙江省天台县泳溪乡家湖村 &! 号
%%!(!'$+("$!$!(%$0
$!*(($'%
张媛媛
香港身份证：1$%$+&*（&）
天台县赤城宾馆
$!*(($'%
杭州宝华实业有限公司：
魏亚珍、邵静
杭州市下城区白石巷 !* 号 %!* 室、
&&%***)'4%%
杭州宝仕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三塘北苑白石巷 !* 号 %%" 室
吴联模
浙江省苍南县金乡镇环城路 %! 号
%%"%!)$+)!"!$("(')
&*(+!&"
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赵燕
杭州市长生路 (' 号
$'%&$&%4%)
杭州曼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谢秋河
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 幢 $ 楼 $"') 室
)&(&!
杭州源聚数码有限公司
徐丽荣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瓯江大厦 % 幢 $+"! 室
$$$()$!4$)
沈勇玲
杭州市江干区丁桥村沈家桥 +% 号
%%"$"&$+(($"$&%%$$
%'$)'"4((
冯紫千、陈国颜
杭州市上城区皮市巷 !$) 号 $"! 室
%%"$"($+(&")%""&!'（冯）%%"$"!$+(%"!!%$!'%（陈）
!"%$+)+(
安金龙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万景村 $+ 组陈家桥 $& 号
%%"$!'$+'&$!"&'!'+
!&(**
浙江福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同协路 !* 号 $#$% 楼 %!! 室
傅和兴
((($(!$
浙江旺德福家具有限公司
王月君
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春富路 % 号 $"$ 室
傅和兴
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澄溪村 &% 号
%%"(!%$+'&"%"%)!)*
浙江恒社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 号 '!+ 室
方堃
$"($*$)!
杭州瑞银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刘维明
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 %+ 号 $ 幢 $'3$" 室
$!!$$4&&
周阿龙
杭州市下城区树园 $& 幢 & 单元 $"% 室
%%"$"%$+'!$$$!$%'0
!"!""

案号
.!"$%-浙杭执委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案由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
金融借款
金融借款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股权转让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民间借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追偿纠纷
追偿权纠纷
.!"$!-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合作合同
金融借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合同
股权转让
金融借款
民间借贷
股权转让
房屋租赁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民间借贷纠纷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服务合同
买卖合同
小额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
委托代理合同
民间借贷纠纷

（!"$%）浙杭执民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浙杭执民字第 !'& 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居间合同纠纷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