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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杜如明：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1月18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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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南阳路
226号富田丽景花园21号楼东2单元23号(不动产
权证号0501017344)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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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9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

月17日10时至2022年1月18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A02999的保时捷
牌汽车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
（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
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拍卖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董艳红、王红
领、李永峰、李艳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1月18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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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北环路
116号中方园小区西区26号楼东3单元3层东户(不
动产权证号0401098066)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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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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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02月10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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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马渡村5号院69号楼8号房产
一套进行第一次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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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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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8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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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99号院1号楼2单元25
层274【登记证明号：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证明
第0065449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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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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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4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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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1507号4号楼13层1332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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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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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10时起至2022年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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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路40号3
幢东2单元6层25号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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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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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5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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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荥阳市棋源路与郑上路交叉口西北侧泰成
悦府二期14号楼1单元4层403号进行公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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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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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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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乐路7号1号楼1单元4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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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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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0日10时起至2022
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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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DMF105的
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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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30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2月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8
日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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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aobao.com，户名：郑州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金水区林科
路8号院5号楼1单元24层2401号进行
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2月4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5日
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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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9号样
1号楼1~3层西2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活动。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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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仲裁通知和开庭通知
陈杰、安聪、张燕超、王鸿燕、王杏利、河南超达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济支
行与你方借款合同仲裁案【（2021）郑仲案字第1670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书和
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0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10日，逾期视
为放弃答辩、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组庭
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
届满后1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22年3
月1日上午九点在本委仲裁四厅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减资公告
河南欧世嘉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3X
4WAX50）经股东会讨论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 1000 万元减至 150 万元，请
各债权人自接收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2

月7日10时至2022年2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15号1号楼C区单元6层C605、C606号的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
.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
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22年的河南省两会上，代表委员
们将会关注哪些问题、带来哪些好建
议？部分“剧透”来了。

省人大代表、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云峰

随着“双碳”深入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李云峰将在2022年河南省两会上，
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和规
模效应提出建议。

不仅如此，他还会把这些年对河南

省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思考带到两会
上，并计划提出编制产业发展规划，设立
产业发展基金支持产业发展，支持技术
密集型、创新密集型的集成电路行业领
军企业等建议。

省政协委员、双凤鞋业80后总经理
周纲

周纲计划在 2022 年河南省两会上
提出“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传统制造业
企业大有可为”的建议。

他说：“明星企业不一定追求规模，
而是牢牢占据细分行业的龙头位置，靠

‘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实现
专业化生存，靠‘隐形冠军’打
天下。”

如何靠“隐形冠军”打天
下？在2022年省两会上，周纲
将发出“围绕高质量发展，我
们传统制造业未来大有可为”
的声音。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发起两会“漂流瓶”活动，你的想法由我们跑腿送达省两会代表委员手中

出发 带着你的声音“漂”上两会
省两会代表委员也会认真倾听你的想法和心声，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你对河南制造、区域规划、教育、医疗、民生、区域发展等，有什么建议？不妨参
与顶端新闻·河南商报发起的两会“漂流瓶”活动。

四大平台参与：

两会“漂流瓶”，征集民间好声音。
2022年1月5日，河南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将召

开；2022年1月6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将在郑
州召开。

两会在即，顶端新闻·河南商报充分利用垂类产品优
势，在“第九大街”微信公众号广泛征集接地气、汇民声的

建议，这些建议将被装进“漂流瓶”，送达两会代表委员手中，请他们为人民
代言。

你对河南民生、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提出来，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们听听你的想法。

你对河南未来发展想提什么问题？提出来，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来
回答你的问题。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杨桂芳

代表委员们关注这样的话题

2021年，即将成为我们的记忆，这
是守望相助的一年，是凝心聚气的一年，
它将存在于暴雨后复工复产的机器轰鸣
声中，它将存在于走向 2022年的新征程
中。借着 2022年省两会来临之际，你想
就哪些问题进行提问？

UU跑腿创始人兼董事长乔松涛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新的就业方式，甚至打破
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在就业者和平台之
间诞生了新型合作关系。

希望相关单位关注灵活就业和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研究、探讨相关的政策，
对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给予明确的职
业身份；研究细致的政策，对平台和就业

者之间的关系、相关权责、制度进行探索
和拟定。

银基文旅集团市场中心总经理吴磊
2021年对郑州文旅行业来说，是尤

为艰难的一年。
为了在2022年突出重围，适应新经

济时代旅游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希望，通
过金融创新模式为旅游产业赋能，加大
支持力度，给予更多的政策红利，适当放
宽上市条件，提高旅游企业上市比例；出
台相关政策，号召市民就地过年；希望能
启动促文旅消费专项活动，向广大居民
发放“文旅景区消费券”，实现消费惠民、
文旅利民，加快推动文旅市场繁荣复苏，
为河南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企业老总们发出这样的声音

你的声音呢？征集令来了

1.河南商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河南商
报”（微信号：hn-
shangbao）

在以上公众号中关于两会“民间建
议”“民间提案”的征集活动推文下方留
言，你的好声音有望入选两会“漂流
瓶”，并由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跑

腿，代你送达两会代表委员手中。
福利：以上各微信公众号推文下方

留言点赞量前十名者，还将获得UU跑
腿188元储值卡一张。

4.河南商报专业垂
类公号“家有考
生”（微信号：jiay-
ouks）

3.河南商报专业垂
类公号“家有小宝”
（微信号：jiayoux-
iaobao6）

2.河南商报专业财
经公众号“第九大
街”（微信号：dijiud-
ajie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