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统筹 郭宁 责编 史海山 责任美编 郭晗 校对 刘学恩
郑州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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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10时至2022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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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华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127
号院4号楼2单元16层1605号房屋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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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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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10时至2022年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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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
涛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滨湖
路2号鸿鹄嘉苑6号楼2单元503号房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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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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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0时至2022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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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稳真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电厂路19号13号
楼1单元21层210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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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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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10时至2022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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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富邦物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同乐路13号院
1号楼2层，魏经仁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晨旭
路5号1号楼3单元31层89号共两套房屋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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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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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0时至2022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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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兵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街33号
院7号的2单元13层60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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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1485号

郑东明：
关于郑新友申请执行郑东明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合议庭成员工作调动，需要变更本
案合议庭组成人员，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豫0104执1485号变更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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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0时至2022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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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莹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8号16号楼
1单元1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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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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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0时至2022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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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
小季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138号英
协花园园中苑7号楼西1单元4层401号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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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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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0时至2022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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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38
号同乐花园小区9号楼3单元2层西门房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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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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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0时至2022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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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慧
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金岱路16号
8号楼20层200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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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3229号

郭川川：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市分行申请执行郭川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豫
0104执3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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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豫0104民初325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
人郭川川名下的位于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48
号3号楼东3单元2层27号的房产予以评估
（询价）、拍卖。同时向郭川川公告送达办理本
案的评估（询价）、评估（询价）报告送达、拍卖
裁定送达、拍卖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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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川川应于公告期满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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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2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关于河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河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河南省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庆祥公司”）金融不良债权截止至2022年6月20日，债权本金人民币29300万元，利息（含罚息及迟延履行金）人民币42705.93万元，本息合计人民币72005.93万

元。资产分布在河南省郑州市。该项目分为三笔债权，债权明细如下：

债权抵押物详细情况如下：抵押物一：隆庆祥公司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南关街126号1、2、3号楼为隆庆祥公司厂区，其中1号楼（原为两层，后加盖一层）为门卫及办公使用，2号楼（三层）为员工宿舍，3号楼
（五层）为生产车间，三栋楼中间围成的空地为停车使用，隆庆祥公司目前仍在生产经营，该抵押担保的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2700万元，上述抵押物厂房面积合计7425.55㎡，土地面积合计5083.52㎡。抵押物
二：郑州衡器厂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区陇海东路257号房屋为沿街店面整层及地下室，目前沿街店面部分割为大小不一的7个店面出租使用，其中东侧第一间为隆庆祥公司营业网点，该抵押担保
的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2600万元，上述抵押物房屋面积2244.72㎡（其中含地下室面积1122.36㎡），土地面积489.6㎡。抵押物三：隆庆祥公司名下位于中央大道南侧、忠贤路北侧、同德路西侧、敬业路东侧及瑞
佳路北侧、忠贤路南侧、同德路西侧、敬业路东侧的两幅土地使用权。该抵押担保的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24000万元。土地编号089号的宗地面积31063.41㎡，用途为商服用地；土地编号090号的宗地面积
69654.32㎡，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抵押物位于郑东新区白沙片区，是白沙组团象湖区域核心居住区，也是展示白沙组团高端居住区城市形象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该区域紧临绿博大道和雁鸣
路，其中绿博大道是连接郑州市主城区的东西向主干道，向东直通开封，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已达到“六通”，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较好。项目总用地面积100718㎡，总建筑面积352261㎡，总计容面积263014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本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
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有受
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1日。

联系人：詹女士，联系电话：0591-87668336，邮件地址：zhanxi@coamc.com.cn，通讯地址：福州市振武路70号钱隆广场31层，邮编：350001，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0591-87668337（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福建监管局，电话：0591-87800890。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电话：0591-83277374，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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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余额
2700

2600

24000

利息余额
3789.62

3760.33

35155.98

抵押物
管城回族区南关街126号1、2、3号楼，合计厂房面积7425.55平方米，土地面积5083.52平方米。

郑州市管城区陇海东路257号房产，合计房屋面积2244.72平方米（其中含地下室面积1122.36平方米），土地面积489.6平方米。

河南省中牟县中央大道南侧、忠贤路北侧、敬业路东侧、同德路西侧牟国用（2013）第089号、河南省中牟县瑞佳路北侧、忠贤路南侧、同
德路西侧、敬业路东侧牟国用（2013）第090号的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宗土地合计100717.73平方米。

保证人
袁小杰、袁俊芳、王艳艳

袁小杰、袁俊芳、齐建平、王培养

袁小杰、袁俊芳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二拍)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8月21日10时至2022年8月22
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中原区汝河路135号院5号楼1单元5
层509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9月6日10时起至2022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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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密市刘寨镇湖东路
东侧御都5号楼1单元2层202号进行第
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9月6日10时起至2022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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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116号中方园小区东区4号楼2单元4层东
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公告
河南中锦供应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张小

星、吕宇斐诉河南中锦供应链有限公司要求支付吕
尚永的双倍工资、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争议一案（金
劳人仲案字[2022]第1995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书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另此案定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
仲裁庭（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39号附1号502室）
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3日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吴军 文/图

物流人的七夕

2021 年 10 月份，张东东在物流领域开拓的第二
个业务板块鑫永辉快运正式启航。

相识 16 年，结婚 13 年，创业两次，每次都有新斩
获，在吴红娟眼里，张东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他呀，正直、善良、大气、有格局。”吴红娟说，不
仅对自己的亲人，就是对员工，张东东一样关怀备
至。有一年公司有个员工得了重病，张东东得知后，
连夜驱车几百公里，跑到北京给员工送去了十几万

元。
在张东东看来，公司能有现在的成就，也离不开

爱人吴红娟对自己的鼎力支持。
“她非常大度、善解人意，只要我的决定，她都坚

决支持。”张东东说，正是因为吴红娟的支持、鼓励，他
才能放心闯荡。吴红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一直记在
心里：“她说‘有一天真是赔了出去要饭，我给你端碗；
如果去收废品，我给你拉车敲锣’。”

21年前 怀揣200元单身闯郑州
现如今 携妻子年营收超千万元
结婚13年、创业两次，在鑫永辉物流创始人看来，能有现在的成就，离不开爱人对自己的鼎力支持

18岁时，张东东认为，拿着父母给的200元，从老家
周口来郑州闯世界，就是幸福。

创业时，接工程一年赚几十万，他感觉不赖；后转向
物流行业，从1条专线做到6条，他的感觉更好了。

但这一切，都不及爱人吴红娟一直陪在他身边。
在张东东看来，真正的幸福，不过是在外劳累了一

天，万家灯火中有一盏灯是为你而留，有人与你立黄昏，
有人问你粥可温。

做工程账期太长压力太大，曾垫资300多万

2001年，张东东 18岁，从老家周口市太康县的农
村来到郑州时，兜里只有父母给的200元。

他跟着一个亲戚卖装修涂料，不怕苦不怕累，赢
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2005年，有客户甚至把老家邻
居家的姑娘介绍给了他，这就是他的爱人吴红娟。

情意相投的两个人 2009 年结婚，2010 年决定单
干。他们就从接工程做起。

汗水洒向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就这样，白手起
家的夫妻俩，每年的纯利润都有几十万元。他们很快
在郑州买了房和车。

但行业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没活时，到处求着

找工程；等干完活，又得求着去要账，而且垫资严重，
有一年，公司甚至垫资了 300多万元。甲方的账期越
来越长，有时甚至一年才给结一次账。为了周转，夫
妻俩曾把在郑州市内的一套房和一辆车卖了。

“压力太大了，不能一直这样干。”张东东开始寻
找新的商机。

对物流一窍不通的张东东经过多方走访发现，开
设长途专线（干线）运输家具，客户比较稳定，是可以
涉足的方向。

2014 年 3 月份，鑫永辉物流正式成立，张东东摇
身一变，成了河南物流人中的一员。

背水一战，从1条专线做到6条专线

2014 年底，物流公司运营 9 个月后，张东东盘点
时发现，公司净亏损35万元。

张东东反思发现，是自己的心思没全在物流上，
还有一半的心思在工程上。虽然工程已转给爱人的
弟弟在做，但自己并没有完全放手。

理顺了思路，2015年起，张东东就把工程项目全
部给了内弟，自己一门心思做家具物流。

他和吴红娟做了明确分工，他自己开车、送货，吴

红娟负责财务、协调装卸车、售后服务等。
认准一个行业，就一猛子扎下去。
2018 年至 2020 年，鑫永辉物流的货量直线上

升。创业时只开设了一条河北香河—郑州的专线，后
来增加了郑州—武汉、郑州—成都、郑州—西安、郑州
—天津、郑州—重庆5条线路，开了5家分公司。

创业投入的几百万元资金，2021年营收翻了十几
倍。

男人善良、女人大气，员工安心、家人放心张东东和他的爱人吴红娟

七夕到了，扫描二维
码上顶端分享你和爱人
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