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战友、钱巧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密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83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们偿还原告贷款本金133580. 71元及相应利息，

律师费680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密市人民法院公告
尚永强、于红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密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83民初5969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们偿还原告贷款本金46387.29 元及相应利息、律

师费 5000 元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丹：本院受理(2018)豫0102民初1450号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路支行与被告赵丹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2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南办公区1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襄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卿福:本院受理李新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1025民初2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创：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新许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03民初

375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刘国才、韩建国、刘志杰、罗会敏：本院受理原告许昌市

建安区兴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03民初357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胜利：本院受理李爱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海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人

民政府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军：本院受理信阳巨然美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对已查封的位于信阳市平桥区

平桥中心大道138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第三日到本院第三调解

室摇号选择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的

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该房屋进行价值评估。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书歧、李德洁、刘琨：本院受理原告曹志红诉你们健康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民初4991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

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帅辰、胡玲、马远东、马强：本院受理原告秦爽诉你们健康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502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荣喜：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玉兰、梁小宝：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守斌、陶静、席勇：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 娟：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福安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治国：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福安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 雷：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福安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西龙：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福安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少帅：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马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清丰县盈丰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陈廷强

诉清丰县盈丰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

（2019）豫0922民初46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朋、刘晓丽：本院受理原告刘爱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社轩、张铁刚、王铁钢：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八公桥信用社诉被告王社轩、张铁刚、王铁钢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八公桥信用社诉请你们偿还其借款

37万元及利息，并互负连带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彬、张青霞、刘朝群：本院受理原告郭训华诉被告陈志

彬、张青霞、刘朝群、乔彦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郭训华

诉请陈志彬、张青霞偿还其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刘朝群、乔

彦臣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顺光：本院受理原告刘相娟诉被告王顺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

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华（王富月）：本院受理原告魏俊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占淼、乔淑玲：本院受理原告高令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高令军提供担保于2019年1月28日提出申请查封

曹占淼所有清丰熙龙湾房产一套，本院已将该房产予以查

封，并将原告高令军担保财产查封。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922民初3501号民事判决书

及（2018）豫0922民初3501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922民

初35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古城法庭领取判决书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

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执行。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明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邵明伟追偿权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你支付理赔款

等共计214288.25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10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号审判庭依法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金涛：本院受理原告马伏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分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牛小芹、王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杨保权、李锦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宋

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东辉、闫垒杰:本院受理原告张正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628民初444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河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子杰:本院受理原告薛县委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628民初448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河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栋梁：本院受理原告沈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宋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盛明杰：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润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宋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光会：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润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宋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亚周：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润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宋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项城市人民法院第二次拍卖公告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 9 时至

2019年3月13日9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第二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毋艳霞位于项城市市区工业中路东广场

花园成套住宅（房产证号00016935号）一套。与本案拍卖财

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

日到场；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

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

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拍卖机构

联系，详见网址：http://item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项城

市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科、郑娜娜：本院受理瞿春生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卢学慧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依法向

你二人送达上述两案的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房产查封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二人在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

的给付义务，并于公告期满后3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逾期

拒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星：本院受理原告滑县森地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民初80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鹏飞：本院受理祝怀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9年5月24日下午3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伟、高凤英：本院受理周国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9年5月2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百信购物广场、王磊：本院受理原告任景安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栗海让：本院受理原告李伟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32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八里营法庭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铁伟：本院受理原告宋文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46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劳保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利：本院受理原告唐国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9）豫0526民初6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不准原告唐国强与被告张新利离婚。现将上述

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臧帅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立园：本院受理原告赵槐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26 民初 108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素荣、张新帅：本院受理原告张传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0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海月、付静静：本院受理原告孙鹏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志蕾:本院受理原告赵彩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本院定于2019年3月5日10时至3月6

日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

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安阳

市中博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阳市汤阴县新横二路与

中华路交叉口东南方位（土地使用证号：汤国用（2011）第

41052301-844 号，面积 52271.43 平方米；汤国用（2011）第

41052301-845号，面积50093.79平方米）两宗土地。依法确

定起拍价为149096100元，保证金为1000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 元。因本案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

件，根据案情，在拍卖成交后，在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

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增值税、营

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手续费、印花税、权证费、水利

基金等涉及的全部费用）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相关的原欠缴

税款，全部由买受人负担。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未咨询

或未勘查现场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物的认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报名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标

的展示时间: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4日（工作时间），

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4 监督

电话:0372-209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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