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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8月9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
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www.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11号院1号楼4
层451号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8月22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3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桂花西街6号109号楼西4单元6~7
层47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
第0132028号】的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
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
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
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O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8月 22日 10时起至2021年 8月 2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
州市二七区碧云路99号42号楼16层1615号（房
屋所有权证号：1601203734)的房产一套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
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
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
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O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8月 6日 10时起至2021年 8月 7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三全路86号17号楼1单元2层204号（不
动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501063523）房产一
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法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参加拍
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
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8月 6日 10时起至2021年 8月 7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荥阳市
成皋路中段西侧电影公司院内家属楼1号楼2单
元1层104号（不动产权证号：荥0401030515号）
房产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
简称为“开发区法院”）。现公告通知当事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
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7月20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3，账 户 ：郑 州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人民法院，网上简称显示为“开发区”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 38
号 5 号楼东 2 单元 206 号房屋（产权证号：郑房权证
字第 0501051032 号）的成套住宅，总楼层 23 层，对
象所在层数为第 2 层。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建筑
面积为 172.77 平方米，钢混结构，3 室 2 厅 1 卫 1 阳
台，南北朝向，简单装修，已腾空。

详情见标的物介绍项下《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3，账户：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网上简称显示为“开发区”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
869 号 2 号楼 1 单元 16 层 1601 号房屋（产权证号：
1201243735）的成套住宅，总楼层 28 层，对象所在
层数为第 16 层。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
为 112.70 平方米，钢混结构，3 室 2 厅 1 卫 1 阳台，
南北朝向，简单装修，已腾空。

详情见标的物介绍项下《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

拍卖公告

瓢泼大雨下，小镇街道一片汪洋，一辆铲车伫立于滚
滚洪流之中，庞大的车身几乎一半都淹没在水里，一名穿
着雨衣、几乎看不清面容的女干部，双手向远处不断比划
着，大声指挥着现场人员……

7月21日，一段“河南汝州大峪镇女党委书记站在铲
车上指挥救援群众”的短视频经河南商报平顶山中心官方
抖音账号“鹰城事儿”发布后，瞬间火遍全网，“暴雨中的汝
州力量”感动了无数网友。截至目前，该条抖音视频点赞
5.7万个，评论1600余条，浏览量达207万。

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原志强）7月 22日上午，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春江集团党委书记
裴春亮，代表春江集团向新乡市慈善总会捐款 500 万元，用于防汛抢险救灾。
这是近日该会收到的第一笔防汛救灾捐款。

“看到家乡遭受严重灾害，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
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为党和人民尽一份力量。”裴春亮动情地说。

裴春亮带领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值班值守，挨家挨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天候
重点防护裴寨水库，防止水位上涨危及群众。
同时，村里“大喇叭”和“裴寨大家庭”微信群实
时发布防汛信息，提醒群众科学防汛，减少外
出。裴寨村还开放村委会大楼、习书堂、喜事汇
等场所，转移安置周边山村的紧急避险群众。

远在江苏的岩健行化学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常健是裴春亮儿子裴将的同学，获悉裴春亮捐款
的消息后，也慷慨解囊，向新乡市捐款100万元。

“看到家乡遭受严重灾害,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春江集团党委书记裴春亮捐款500万元支援新乡防汛救灾

滚滚洪流中 她站在铲车上指挥救援

“那种情况，无论谁都会这么做”
河南汝州大峪镇女党委书记站在铲车上指挥救援群众的视频走红，备受网友称赞

“要不是张书记沉着指挥，应对有力，后果不堪
设想。”在受灾村民安置点大峪小学，河南商报记者
见到了视频拍摄者——汝州市大峪中心小学保安
武国强，说起当时情景，他仍心有余悸。

“在张书记的领导下，镇里受灾的群众都被
妥善安置了。”据武国强介绍，该安置点共安置
受灾群众 380 余人，由镇里统一提供免费食
宿。河南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安置村民情
绪稳定、生活有序。

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灾情发生后，大峪镇在
汝州市应急救援、通讯等部门的大力援助下，出
动各级抢险救援人员 1200 名，投入挖掘机、铲

车、电锯、破拆工具、运输车等设备器材 320 件，
救助被困群众 3000 名。

“这两天雨势暂缓，我们还在继续排查隐患、转
移安置群众，同时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逐
步修复冲毁道路、补种秋作物，努力将损失降到最
小。”张雅丽说。

视频拍摄者武国强
张书记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好书记

当时的情景有多紧
急？抖音扫码观看吧

“下那么大雨，她一个女同志站在铲车上指
挥着救我。要不是张书记，我现在就不会坐在你
的面前！”7月 22日下午，在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病房里，河南商报记者见到了视频中的获救者
——大峪镇杨窑村村民何娇平，听她和丈夫郭为
民讲述事件的始末。

在当地邮政所上班的郭为民告诉记者，
那天下午，他下车去单位取要邮寄的快递，妻

子像往常一样在车里等他，“谁能想到就取个
快递的工夫，她连人带车都被冲跑了。当时
我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个家完了。”

“幸亏遇到了张书记。”何娇平说，正在街上查
看水势的张雅丽当即指挥铲车挡住了急流，面包
车在被冲走 400 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水势渐
渐变弱，消防员也及时赶到，何娇平最终获救，有
惊无险。

获救者何娇平：
没有张书记，我现在就不会坐在你面前

“这都是基层干部应该干的，没啥！”7 月 22 日
上午，在汝州市大峪镇大峪村，河南商报记者见到
了视频当事人——汝州市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
丽。面对网友的赞美，这位 45 岁，衣着朴素、面庞
清瘦的乡镇女干部有些不好意思。

“那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会这么做的，乡镇
干部职责所在。镇里更多的村干部也都在没日没
夜忙着转移群众、排查险情，都很辛苦！”张雅丽
说。

张雅丽向河南商报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山

洪下来得很突然、很急，还非常猛，10分钟不到，镇
区的水已经有一米多深了。好在此前镇委镇政府
已经多次召开防汛会议，抗洪救灾的预案也反复完
善，洪水到来之前，大多数群众都已被安全转移。

“虽然准备充分，但汛情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
料，我心里很不踏实，就想着再去镇区看看。”张雅
丽说，因为水太深了，就临时找个铲车开过去，刚到
街上就看到有辆面包车被冲进了洪水。情急之下，
她从驾驶舱走出去，站在铲车上面，临时指挥大家
把车上的人救了下来。

救人者张雅丽：
这都是基层干部应该干的，没啥！

河南商报记者 孙超 通讯员 吴改红

站在铲车上指挥救援的女党委书记（左一） 视频截图

·最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