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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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10时至2022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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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泽
雅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航海南路2
号院38号楼1单元12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
活 动 ，详 情 请 关 注 网 址 ：http://sf.taoba
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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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8日 10时至 2022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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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敏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石化路69号2号楼1单元1层东户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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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恢351号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关于张文龙申请执行河南明锐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豫 0104执恢 351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因徐桂林、新郑市
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履行（2016）
豫 0105民初 2479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本院将依法对你公司名下的位于郑州
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花园新村28号楼2层6
号的房产予以评估（询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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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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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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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8月12日10时至2022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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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名下的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139号院2号楼5单元18层 216号的房屋进
行公开变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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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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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10时至2022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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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
乐名下的位于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六合路北侧
邦友创世小区7号楼1单元302号的房屋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
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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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恢1488号

徐美艳及其共有人邵帅及其他权利人、占有人：
关于王红庄与邵福生、徐美艳、郑州宇龙物

资有限公司、泌阳县永兴矿业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豫0104执恢148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拍卖裁定书。责令
你即日履行（2015）官民初字第577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查封
徐美艳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陇海东路66号 10
号楼17层051号（不动产权证号：1001097203-
1、1001097203-2）予以评估（询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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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艳及其共有人邵帅及其他
权利人、占有人应于公告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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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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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10时至2022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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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
青名下的位于郑州市上街区丹江路39号院13
幢1单元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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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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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10时至2022年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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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会娟名下的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兴北街11号
4号楼9层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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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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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10时至2022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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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
建新名下的位于郑州市上街区许昌路西段26
号院47A幢2单元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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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8月14日10时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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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荥阳市广武路与龙港
路交叉口东南侧建海·绿荫半岛三期29号
楼1单元25层2501号房屋一套进行公开
变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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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 8月 29日 10时起至2022年 8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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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新郑市龙
湖镇鸿鹄路199号院富田兴和湾.牡丹苑
20号楼2单元2701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活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2年8月14日10时在河南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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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兰街62
号1号楼1单元25层2513房屋一套进
行公开变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2年8月14日10时在河南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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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156号院11幢2
单元 20号房屋一套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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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较 于 试 开
放阶段，正式展览最大的
特点是增加了《雕画汉韵——寻找汉
梦之旅》展。

该展览作为河南省首个不可移动
文物在博物馆展示的沉浸式特展项
目，通过对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
出土的部分精品汉代墓葬进行数字化
展示，提取汉代壁画和画像石内元素
进行复制展示或多样化再创作。

通过运用多媒体、数字交互等现
代科技手段将石头上的史诗以另一
种形式为我们呈现其强大的内涵与
生命力。

在展厅，你可以穿越回 1800 年前
的新密，了解汉代古人的衣食住行；
也可以“推开”墓室大门，感受汉代人
的精神世界；更可以通过声光电影技
术，聆听汉人的升仙之梦，感受汉代
人对死亡之后未知世界的幻想和对
升仙的追求。

1800 年前的贵族怎样请客吃饭？

在第四展厅，一幅《迎宾图》或可带你
了解一二。它讲述墓主人从欢迎宾客
驱车，到收取宾客礼物，最后宴请宾
客、观看百戏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让
观众进一步了解东汉贵族迎宾的生活
情景。

据悉，《雕画汉韵——寻找汉梦之
旅》将于 2022年 7月 26日下午正式启
动，持续至2022年9月8日。

历时148天，今天下午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式开放，新增的展览带你走近汉代古人的衣食住行

1800年前 贵族怎样请客吃饭？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自去年开放试运营以来，

成为省内外文博爱好者的“打卡”胜地，也被誉为郑州又一座文化地标。
顶端新闻记者从郑州市文物局获悉，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历时148天的
整体设施、展览提升工作已经完成，将于7月26日下午1点正式

对外开放。

2021 年全国“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郑州

商城遗址榜上有名。
3600 年前，商汤在郑州建立开国

之都——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商
文明在这里形成与发展起来。郑州
商代都城是公认的商代早期王朝都
城，它代表的商文明，集合了国家、城
市、青铜器、文字四个文明要素，在中
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主任马
玉鹏介绍，基本陈列“巍巍亳都，王都
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以郑
州商城 70年来的考古发掘为基础，全
面展示郑州商城的发掘研究成果。

序厅镂空的洛阳铲造型，寓意郑
州商代都城是一座由考古发现的千年
王都。巨幅环形浮雕讲述先商和商代

故事。地面投影与年
轮顶饰上下呼应，寓意郑州古

今同地，历史文化一直延续，3600余年
的历史有其根源，数千年的繁华有本
可依。

在第一展厅，早商王都布局规划
的大型复原沙盘让人眼前一亮，通过
数字投影和大型立体复原沙盘、视频
解读相结合，生动呈现郑州商代都城
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

郑州商代都城作为当时最大、最
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会聚了四
方人群，除了商王室和贵族，还居住着
众多中小贵族、平民、手工业者等。大
邑商都以丰富的器物种类与器型组合
再现了商都的城市社会生活。

马玉鹏说，此次提升包括对部分
陈展内容和形式设计优化、展厅视频
优化、灯光照明整体提升、参观导览系
统优化、展柜改造、文物借展丰富展品
和整体文物通俗化解读，使观众能更
加沉浸地了解商都文化，提高观众体
验感。

汉代贵族生活是啥样？
请收好这张1800年前的“穿越体验卡”郑州因何位列八大古都？3600

年繁华“有本可依”

扫码上顶端，
看郑州商都遗址
博物院更多图文
介绍吧

展厅的展厅的《《迎宾图迎宾图》》通过多媒体手段再现了东汉贵族迎宾的生活场景

通过多媒体手段再现了东汉贵族迎宾的生活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