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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声明
陕西军星粮油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艾莱商贸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6日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平顶山市艾莱商贸有限公司将其位

于鲁山县马楼乡马楼村311国道北侧（原平顶山春海木业有限公司）厂院内的1号仓（1920平方米仓容6000吨）、2号仓（832平米仓容2000
吨）租赁给陕西军星粮油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2022年6月6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止。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排除外界干扰和纠纷，
声明人陕西军星粮油有限公司特此声明如下：在上述《厂房租赁协议》租赁期限履行期间，租赁合同所涉仓房的使用权归声明人陕西军星粮油
有限公司占有、使用、收益，上述仓房内存储的粮食等物品，权属归陕西军星粮油有限公司所有，与仓房出租方平顶山市艾莱商贸有限公司无
关。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因与平顶山市艾莱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任何纠纷，不得对上述仓库内粮食设置任何留置、抵押、质押权利等担保权
利，更不得以任何事由、任何形式对上述仓房和仓房内存储的粮食采取任何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私自行为措施、法律强制措施等）予以限
制、干扰、阻扰、查封、扣押、保全行为，否则均视为侵犯了声明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声明人造成的全部经
济损失和维权损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陕西军星粮油有限公司 2022年6月6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3日10时至2022年7月1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赵兴
龙名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尚文路25号1
号楼28层2807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3日10时至2022年7月1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孟露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4号楼1
单元3层307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
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5日10时至2022年7月1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
确菲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名下健身器材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
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809号

黄莉莉：
关于梁春景申请执行黄莉莉合伙协议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豫0104
执80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即日履行（2021）豫
0104民初1062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黄莉莉名下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东路156号恒宇海岸华
府一区2幢1303号房屋予以评估、拍卖。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办理本案的评估（询价）、评估（询
价）报告送达、拍卖裁定送达等执行过程中相关
事宜通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黄莉莉应于公告期满后第3个工作
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
局315办理有关案件询价、评估（包括摇号确定
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询价）报告送达、拍卖
等相关事宜。逾期不到即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震、柴青各、张浩：

本院在执行张涛与张震、柴青各、张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豫0104执恢830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现令你于执行通
知书送达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张
浩名下位于高新技术区五龙口南路9号院
9号楼1单元3层5号、柴青各名下位于高
新技术区五龙口南路9号院9号楼4单元3
层42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送
达本案的评估（询价）、评估报告送达、拍卖
裁定送达、拍卖通知书送达等执行过程中
相关事宜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既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到我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及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院将
依法执行。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8日10时至2022年7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任瑞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4号1号楼8
层83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户名：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8日10时至2022年7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张鑫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869号
2号楼2单元15层1506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1426破1号
本院根据绍兴上虞科元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6月7日裁定

受理夏邑县吉盛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6月15日经公告申
报及随机摇号指定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商丘市宏财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联合管理人为备选管理人。根据相关
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22日决定：一、解除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的夏邑县吉
盛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职务；二、指定商丘市宏财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河南圣璞律师事务所为夏邑县吉盛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

夏邑县吉盛化纤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2年8月13日前，向夏邑县吉
盛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神火大道文化路交叉口向西
150米路南润丰小区院内；联系人：孔凡玉17537032086、李庆雷182 3703
688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夏邑县吉盛化纤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夏邑县吉盛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20日9时在夏邑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Ｏ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月

25日10时至2022年7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北一路9号房产、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
路7号院生产楼1-5层房产及其所属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附属物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
注（网址：www.rmfysszc.gov.cn，户名：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经华夏在线保

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1MA004JWN22）董事会决
议，决定注销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
限公司周口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600MA464E2612），已经取得工
商管理机关下发的准予注销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华夏在线保险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4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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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荥阳市广武路与
繁荣路交叉口东北侧家和万世8号楼1单
元1层101号房屋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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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乔楼镇楚堂
村4号楼、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9
号楼、荥房权证字第1001008315号及所占
用的土地和地上附属物、厂区机械设备；荥
阳市唐王路与康泰路交叉口东南侧意墅蓝
山小区 30 号楼 2 单元 1层 103 号（豫＜
2017＞荥阳市不动产权第0014511号）房
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荥阳市乔
楼镇楚堂村（天地人面粉厂东厂区）：3号
楼、8号楼、9号楼及所占用的土地和地上其
他无证建筑物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
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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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建业生态新城三期二批多层
住宅交房公告

建业生态新城三期二批多层房源已
竣工，经相关单位验收达到交房标准，具
备交房条件，现定于自2022年6月30
日起开始交房，在建业生态新城艺文中
心举办交房活动，请各位业主注意接收
EMS邮寄的入伙通知书，并携带好相关
资料及费用办理交房手续，恭迎各位业
主届时回家。

交房时间：自2022年6月30日起
开始交房。

交房地点：许昌市鄢陵县陈化店镇
花都大道北侧建业生态新城。

咨询热线：400-800-8880。
祝各位业主们家庭幸福、万事如

意 !
特此公告

鄢陵建业易成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07月12日10

点在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68号中国银行（商
丘归德支行）二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资产；

1.商丘市南京路盛世华城1号楼101号商
铺（1-2层），面积284平方米；2.商丘市南京路
盛世华城 1号楼 102 号商铺（1-2 层），面积
321.87平方米；3.商铺内办公家具等资产。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件报名并缴纳
竞买保证金：25万元/套，商铺内资产竞买保证
金5万元，拍卖不成交者7日内保证金无息全
额退还。

展示时间与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2022年07月11日前。

保证金收款账户：驻马店市翔驰拍卖有限
公司

开户行：郑州银行驻马店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95001881580000148
报名地点：驻马店市解放路与天中山大道

南50米路西（双宝实业院内）；
咨询电话：0396-2911816

13283961116
工商监督电话：0396-2810359

驻马店市翔驰拍卖有限公司2022年06月27日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 6 月 26 日，郑州
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根据郑州市新冠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知要求，自 6 月 27
日起，乘坐郑州地铁查验 72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其余规定不变。
乘坐地铁时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全

程规范佩戴口罩、主动扫码核验、进行体温测
量。

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 55166166 或通过
郑州地铁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及时获取
地铁运营信息。

（据郑州地铁）

清华大学
今年计划在河南招生101人。
统招一批次，理科全省排前 90 名、

文科前 10名左右的考生，报考比较有希
望。

北京大学
今年计划在河南招生141人，考生报

考可参考近3年录取情况：
本一批次：2019 年，理科 684 分，文

科 648 分，医科 674 分；2020 年，理科 703
分，文科 661 分，医科 696 分；2021 年，理
科697分，文科669分，医科690分。

今年由于数学考题难，有可能分数
线会变化，考生可参考相对录取位次。

一般将北大清华两校本一批次的招
生计划数相加，就是比较保险的位次。

武汉大学
理科位次在 4000 名以内，文科位次

在500名以内，可报考。

南京大学
今年南京大学在豫招131人，理科全

省前 1200 名，文科前 220 名，可积极报
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今年计划在豫招生191人，全省理科

前1500名，文科前800名，可以填报。
四川大学
计划招生 325 人，理科全省排前

6000名、文科前800名以内，可以填报。
中山大学
理科排 5500 名以内，文科排 800 名

以内，可报考。
西北工业大学
理科排 6000名以内，文科排 2500名

以内，可报考。
华南理工大学
文科位次在 2000 名以内，理科位次

在6800名以内，可报考。

今起，坐地铁查验72小时核酸证明

参考下各高校预估分数线
看看你可以报哪所大学
我们汇总了省内外各高校预估分数线 最新名单和动态持续更新中

2022年报志愿最强参考来啦！考个好分只是第一步，精准报上好大学才算数！孩子的分数最适合报哪所大
学？省内外各有哪些推荐高校？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考学组良心整理最新最全高校在豫招生预估分数线。
孩子能报哪所大学，看了这篇，一目了然！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 家有考生报道组

教育部近日发布预警称，社
会上有机构或个人向考生和家长
开展的“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活
动，存在政策解读不精准、信息提
供不准确、费用收取不规范甚至
诈骗等问题。

公安部刑侦局也发布提示，
提醒考生和家长要警惕针对高考
考生的五大常见电信网络骗局，
包括提前查分骗局、补助名额内
部指标骗局、伪造录取通知书骗
局、补助金骗局和填报志愿指导
骗局。 （据央广）

郑州大学
今年继续实行大类招生，按照“33

个大类+13个专业+1个试验班”招生。
河南大学
文科 564 分、位次在 6902 名内，理

科573分、位次在34386名内，可报考。
河南师范大学
文科位次在 15000 名以内，理科位

次在71000名以内，可报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理科一本比省控线高30分、文科一

本比省控线高10分报考希望比较大。
河南理工大学
普通一批理科 7 万名以内，普通一

批的文科类专业位次在 1.8 万名以内，
报考希望比较大。

河南工业大学
文科省内排 1.5 万名以内，理科省

内排8万名以内，报考有希望。

高校预估
分数线持续更
新中，扫码来专
题查看

相关新闻

高考成绩陆续发布
这些志愿填报陷阱要当心

省外高校 省内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