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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夏倩与被执行人秦建军公证债权纠纷一

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春雷路南段

自来水公司6号楼东三单元5层东一户的房产（标的物以实

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

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

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三十日，公

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该房产的评估价为

58800 元，起拍价 47040 元，保证金 5000 元，增价幅度 500

元。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

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法拍

卖专栏）。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峰：本院受理原告刘连勋诉你和白建辉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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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青良：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王青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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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05执230号

张红莉：本院受理丁海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本院（2016）豫0305民初515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

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12月8日至

9日对你名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道北二路以北鹏祥

小区3-5幢1-601号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拍卖公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三日内来本

院执行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中兴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李满棠：原告洛阳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利支行诉你们和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纠纷一案，因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服我院

（2018）豫0306民初405号民事判决，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召：本院受理李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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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关照、王关成：本院受理訾永安诉平顶山市旭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王光照、王关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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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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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旭光、许昌旭光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昌市建

安区大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郭旭光、许昌旭光汽车传动

轴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1003民初2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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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宏杰、李金庄：本院受理许昌县明辉建筑租赁站诉你们、

焦作三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003 民初 109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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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方舟、河南省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河南省

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投天中实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樊富有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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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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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设：本院受理复议申请人河南省宏运贸易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禹州市运通物贸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徐建森、徐建

设、赵维昌执行复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徐建设公

告送达（2019）豫10执复8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19年12月9日10时至2019年12月1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北关镇吴庄寨村（乡政府北

约200米东侧）57号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

郑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776。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亮亮、李占银、吕超、王宇、喻兰兰、余金星、周志刚、张新

意：我院受理的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做出判决，因无法直接向你

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分别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

4865号、4867号、4868号、4869号、4872号、4875号、4876号、

4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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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贺松：我院受理的原告张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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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军：我院审理的原告杨幸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邮寄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4244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马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杨幸福借款人民币 2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2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从2017年8月31日计算至欠款

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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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贵扬：我院审理的原告胡吉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邮寄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

552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程贵扬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胡吉阳借款1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

算为：以10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24%

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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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蔡佳、贾琳：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河南息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杨燕、李昱颖（李明的权利继承人），原

审被告蔡佳，原审第三人贾琳、齐强、王培玉、杜勇第三人撤

销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民终4155号民

事裁定书。裁决要点：本案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焦俊刚：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孙来运、李瑞钊与被上诉人焦俊

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二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综合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蒋玉杰、张淑敏、张利彬、白三玲：本院受理上诉人陈伟丽与

被上诉人蒋玉杰、张淑敏、原审第三人张利彬、白三玲债权

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驻经济开发区综合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常耀伟：本院受理上诉人王维杰与被上诉人河南南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权正、王卓正、常耀伟、

苏永军、苏永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9民终12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芳建：本院受理原告任进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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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已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力峰、刘素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国诉被告鲁力峰、刘素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928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判令被

告鲁力峰、刘素霞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王建国借

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按照本金20万元，自2016年2月5日

至2018年1月8日按月利率1.03%计算，自2019年1月10日

至还本付息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当事人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被告鲁力峰、刘素霞

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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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牛震峰：本院受理原告梅存禄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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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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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社芳、赵根岭：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晓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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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雷、张朝动：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1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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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因破产人清丰县百文交电公司财产已分配完结，清丰

县百文交电公司破产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清丰县百文交电

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裁定终结清丰县百

文交电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因破产人清丰县针纺服装公司财产已分配完结，清丰

县针纺服装公司破产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清丰县针纺服装

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裁定终结清丰县饮

食服务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因破产人清丰县饮食服务公司财产已分配完结，清丰

县饮食服务公司破产管理人请求本院终结清丰县饮食服务

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裁定终结清丰县饮

食服务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长红：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

社诉你及林州市宏源工业配件铸造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 0581 民初 349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桂皇铸业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诉你单位及冯留青、刘建州、李秀

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单位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14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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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向军、王志伟、张晓军、张子玉：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社诉被告侯一军、李杭现、栗艳珍、

王付立、秦志锋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王付

立就（2018）豫0581民初357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吴哲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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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燕：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安阳市文清商贸有限公司、河南

城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安阳市北关区中原

城北防水材料经销部、河南城建建设集团远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第三人李海燕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经本

院审理后发回重审，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 豫05民终2392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国志、范素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魏海涛申请执行被

执行人何国志、范素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3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3

执67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执行

裁定书和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你们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你们逾期未自动履

行义务，本院定于逾期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108办公室选

取评估机构，本院决定对范素芳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市

场南街3号院乙单元4号（郑房权证字第0901006531）房产

进行委托评估，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

和对评估结果放弃异议的权利，评估报告我院不在另行公

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淮阳县保发港口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杰与被告

淮阳县保发港口物流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626 民初 306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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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军：本院受理原告胡艳丽与被告张新军民间借贷纠纷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626民初306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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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楠：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公司驻马店分公司与李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702民初81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既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卫、赵威：本院受理原告李锋与赵红卫、赵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1702民初77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既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巧珍：本院受理原告王超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本

院向你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无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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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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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附: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盼盼：本院受理原告唐全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5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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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松奇实业有限公司幸福万家东环店：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市国翠商贸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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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鼎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雅南诉被告宝丰

县博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鼎华实业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去向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2

月3日8时30分在宝丰县人民法院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12月9日10时至2019年12月10日10

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信阳市浉河区五星街弘昌运

动城碧水帝影小区22号楼1层101号(产权建筑面积：251.60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219.26平方米)、102号（产权建筑面

积：419.7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365.82平方米)、103号（产

权建筑面积：251.14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218.86平方米)、

2层201号房屋（产权建筑面积：1181.3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971.20平方米)，23号楼1层101号（产权建筑面积：153.61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47.66平方米)、102号（产权建筑面

积：1113.72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9.32 平方米)、103 号

（产权建筑面积：54.03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51.94 平方

米)、105 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100.80平方米)、106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平方米，套内

建筑面积：100.80平方米)、107号（产权建筑面积：100.49平

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6.60平方米)、2层201号（产权建筑面

积：166.5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47.66平方米)、202号（产

权建筑面积：128.5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13.99平方米)、

203号（产权建筑面积：206.87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83.40

平方米)、205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100.80平方米)、206号房屋（产权建筑面积：100.49平方

米，套内建筑面积：96.60平方米)，24号楼1层101号（产权建

筑面积：136.38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31.10 平方米)、102

号（产权建筑面积：112.42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8.06平

方米)、103号（产权建筑面积：46.9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145.08平方米)、104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平方米，套内

建筑面积：100.80平方米)、107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平

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0.80平方米)、108号（产权建筑面积：

100.4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6.60平方米)、2层201号（产

权建筑面积：171.47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49.10平方米)、

202号（产权建筑面积：124.27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8.06

平方米)、203号（产权建筑面积：202.54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176.12平方米)、204号（产权建筑面积：104.86平方米，套

内建筑面积：100.80 平方米)、207 号房屋（产权建筑面积：

100.4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6.60平方米)，26号楼26B幢

1至2层101号201号(产权建筑面积：225.24平方米，套内建

筑面积：216平方米)、102号202号(产权建筑面积：225.24平

方米，套内建筑面积：216平方米)、103号203号(产权建筑面

积：305.22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295.32平方米)、105号205

号(产权建筑面积：230.5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223.11平

方米)、1层106号(产权建筑面积：60.77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58.80平方米)、2层206号(产权建筑面积：182.31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176.40 平方米)、1 层 107 号(产权建筑面积：

92.8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89.88平方米)房屋。标的物以

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

物有关的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

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本标的的优先

购买权人未参加竞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细情况请

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

卖标的物调查情况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

话：0376-6671104（叶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