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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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0时至2022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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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网络平台上对：孙
繁波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汴路
60号1单元9层91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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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合并公告
根据河南豫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191465373）和
河南豫港矿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意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83MA9GHTC65C）合并
协议及双方股东会决议，河南豫港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河南豫港矿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合并前河南豫港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5.9万元，河南豫港
矿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0万元，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河南豫港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5.9万
元。吸收合并后河南豫港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存续，河南豫港矿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销，其债权债务由河南豫港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清偿债务。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健强
联系电话：0371-60311888

河南豫港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0

月24日10时至2022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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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
1159号太极.中央翰邸3号住宅楼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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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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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0月

24日10时至2022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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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新快速通道东侧、双湖大道南
侧郑州华南城1号交易广场D座号楼3层3288、
3290房产（共两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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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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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10时至2022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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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小妹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
1899号19号楼10层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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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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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10时至2022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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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郑上路42号院8号楼
东1单元3层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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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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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0时至2022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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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权
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辰路36
号院4号楼2单元8层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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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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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0时至2022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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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宝兰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玉凤路
408号3号楼2层02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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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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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0时至2022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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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网络平台上对：王
宁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
51号8层B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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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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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0时至2022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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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网络平台上对：李
玉敏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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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市场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500吨硅烷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

硅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有关要求，现将建设项目有关信息进行公开，征求
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和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
1WGQ7X8eET3_F_l0fdlKlug，提取码：d6h0，如需
查阅纸质报告书请至公司办公楼查阅。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周边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事项：对项目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影响减缓措施
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建设、运营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公众可通过邮寄、发
送邮件给出意见，并提供自身联系方式，以便反馈
意见采纳情况。建设单位联系人：常梦洋，电话：
0374-7359135，邮箱：hngwahb@163.com；环评
单位：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鲁
工，电话：0371-63826533，邮箱：yjshps@163.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声明
因韩城碧桂园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潢川

分公司不能履行与我司河南友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业务，现声明与韩城碧桂园
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潢川分公司解除与我司
河南友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特此声明！

河南友利房地产开发公司
2022年9月23日星期五

碧桂园现代筑美（河南信阳）工业4.0绿色
智能家居塑料模板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碧桂园现代筑美（河南信阳）工业4.0绿色智能

家居塑料模板生产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信阳市羊
山新区工业大道8号现代筑美现有厂区内，利用现
有厂房，占地面积约24300㎡。总投资：35000万
元。建设规模：建设年产600万平方米塑料模板生
产线和年加工4.6万件铁件，其中塑料板挤出线23
条，覆膜生产线10条，铁件生产线包含手工焊接台
20台，设备焊接11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对该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征求公众
意见。

1.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M6RJnvCNgYB4K_GNcO_R-w，提取码：17qa。
请自行上网查阅。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联系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

2.征求公众范围：项目建设地附近的居民、企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与全文链接相同。
4.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途径：公众可自行下载

填写公众意见表，邮寄或电子邮件。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
6.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河南省现代筑美家居有

限公司；肖总：15290883971；zzuhpu@163.com。
环评单位：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王工0371-668
57887；512114439@qq.com。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0月

24日10时至2022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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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平台上对中牟县绿博组团内牡丹二街以东富
贵八路以南名门尚园7号楼2单元803、903、1003、
1303、1503、1703共计6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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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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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10月26日10时至2022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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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树豪名下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36号
3号楼1单元13层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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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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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7日 10时至2022年 10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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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河南金马
工贸有限公司登记在刘长水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
回 族 区 南 五 里 堡 社 区 北 刘 庄 第 一 村 民 组
5-1-2104、 5-2-501、 1-1-1301、 9-1-1805、
9-1-303、9-1-1114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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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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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0时至2022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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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名下位于开封市鼎立·国际城（F区）6号楼
1单元15层1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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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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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0时至2022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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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发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货栈北街
19号3号楼3单元3层34号房屋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
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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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10时至2022年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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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玉慧名下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福禄街16号
18号楼12层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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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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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10时至2022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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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孟丽名
下位于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南侧21世纪国际
城E区10号楼3单元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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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直 播 电 商 正 在 全 面 影 响 实 体 经
济。这种影响来自对原有产品和品牌
价格体系的冲击，对消费群体注意力的
转移变迁，以及对渠道和中间商的压
缩。那么，这种情势之下，传统批发商
应如何应对？

徐国珠称，对直播电商既爱又恨。爱
是因为，自身就是直播电商用户，带来了

“方便”和“改变”；恨是因为它彻底影响了
传统批发行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曾经
为中国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批发市场，正
在慢慢没落。

不同于超市、购物中心等由西方引
进的经济业态，批发市场是土生土长的
中国“原创”实体商业业态。但是随着

电商发展以及信息差的逐步减少，有人
甚至预测，“三年内，七成批发市场或将
消失”。

未来批发市场究竟会如何发展？
徐国珠认为，批发市场既有政府主导

身影，又沾染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时代烙
印，未来，批发市场发展会进入微利时代、
品牌时代、互联网与实体店并存时代。

市场该不该给租户免租？实体批发市场会不会消亡？顶端大咖会特邀嘉宾给你答案

未来市场咋样 听听“老炮”说些啥

2022中国（郑州）商贸物流大会即将开幕，作为大会先导活动，顶端新闻推出
#顶端大咖会#系列直播对话活动，邀请到了两位批发领域的大咖，分别是中原四
季水产物流港董事长邱新航以及郑州和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国珠，就
“传统批发市场如何穿越大变局”，做了分享交流。

一个是掌握着营收千亿级的冻品批发市场的老总，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
个穷小子，跟着父亲在河里捞鱼虾来卖，一天能挣十多元，后来在集贸市场租下1
米长柜台，正式做起了冻品水产批发生意，31年来书写了买卖全球、市场年交易
额千亿级的冷冻业创富故事。

另一个亦是批发业老炮级人物，最早于郑州火车站批发商圈打拼，历经郑州
银基商贸城、北京百荣，最后回归郑州，从无到有操盘了后来蜚声业内的郑州百荣
批发市场项目，书写了年营收千亿级的财富故事，在业内有“郑州批发市场教父”
美誉。

减免租金不应该一刀切

面对电商直播冲击，实体商户怎
么乘风而上？生意难做，房东应不应
该给商户免租？

直播对话中，徐国珠认为，疫情等
因素使得传统批发市场的生意下滑明
显，有市场商户流失率达20%。

从业30多载的批发业老炮徐国珠
预判，疫情带来的冲击会持续，明年甚
至影响会更大，没有疫情影响依然会
出现这种局面，只不过疫情加速了下
滑局面。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近期不少商

户提出了减免租金的诉求。对于房
东究竟该不该减免租金，冻品批发大
佬邱新航认为，市场应当免租一部
分，与商户同舟共济。

徐国珠认为，商户有渴望改变
经营现状的强烈诉求，但减免租金
不应该一刀切，经营形势严峻的商
户应给予减免；减租背后，市场经营
方承担巨大压力，国有商场和私营
商场应区别开来；靠减免租金不是
改变现状终极办法，创新经营和自
救才是王道。

对直播电商既爱又恨

扫 码 关 注
“ 郑 州 批 发 市
场”，查看更多行
业资讯

徐国珠
郑州和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新航
中原四季水产
物流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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