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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军民、黄瑞丽：郑州金盛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雷军

民、黄瑞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 (2019)豫0105执621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现本院裁定：一、将被执行人雷

军民名下车牌号为豫A0PD92的车辆予以查封；二、责令被执

行人雷军民、黄瑞丽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查封、扣

押财产。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

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

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

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恢2937号

赵莹莹、沈宁：河南正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赵莹莹、沈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豫0105民初27009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

款义务，权利人陈伟于2018年11月2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

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0105执恢2937

号【原执行案号（2018）豫0105执12079】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限制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将对你们限制高消费，并对赵莹莹

名下豫M77680轿车进行评估、拍卖。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

日15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拍卖等

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响

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有

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士振：本院受理唐雪锋诉杨土振，河南通裕弘达实业有限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方、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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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玉：本院受理原告杨超楠诉被告李晓玉离婚纠纷-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3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妲、孙亮亮、孙玉卫：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夏、孙梦璐诉李妲、

孙亮亮、孙玉卫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 豫0105民初14936号民事判决书: (2019) 豫

0105民初14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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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莹、刘佳宁：本院受理原告王晓林诉你二人民问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8民

初66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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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十份，上诉于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第二次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年1月

13日10时至2020年1月14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黄河

路绿洲鑫苑5#楼5层504号住宅用房。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

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400—1571060,

17603953636。特此公告。

开封市禹玉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野：本院受理的原告牛桂玲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豫0205民初18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毫杰、田纳：本院受理原告王自正诉被告陈毫杰、被告田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82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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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帅杰、史丹丹：本院受理原告王自正诉被告陈帅杰、被告史

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482民初7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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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孙一博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422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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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海阳：本院受理原告刘永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2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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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冬：本院受理段珊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03民初3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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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占青、李韩琴：本院受理孙彩萍诉你们拆迁安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03民初5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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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金玉：本院受理原告唐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226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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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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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金玉：本院受理原告唐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226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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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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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立：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郭德

立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03民初4585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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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柏臣、潘照敏：本院受理原告刘宏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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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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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红军、洛阳特华轴承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杰诉你

们和被告刘铁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0311民初4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李楼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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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红军、洛阳特华轴承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杰诉你

们和被告刘铁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已审结。因被告刘铁

根不服本院做出的（2019）豫0311民初4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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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召军、张巧丽：原告孙栋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2民初9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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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锐博：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阳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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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率波：本院受理原告高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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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率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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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卫：本院受理原告谢培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2民初282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曲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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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增源：本院受理原告和欢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2民初247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一中心法庭（王曲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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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银科：本院受理原告冯爱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823民初42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世纪开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新乡

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702民初33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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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海梅申请执行王巧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

王巧利名下位于开封市鼓楼区龙城御苑期15号楼3单元9层

904号房产及地下23号储藏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竞买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自2019年12月27日上午10时起至2020年1

月26日上午10日止(延时的除外)关注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ifa. jd. com/2068，户

名: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优先购买权人未参与报名竞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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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拍卖物有关事宜的，请自行前往查看。拍卖物详见拍卖

公告，开拍时间以京东网拍卖公告为准。现公告通知案件当

事人、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逾期主张

者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玉霞：本院受理张书敏诉你及洪博林、王艳玲、杨文治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杨文治、洪博林就(2019) 豫0203民初

47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处理。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化电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林海申请执行

你单位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正常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9)豫0203执恢119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珂：本院受理的原告祁俊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203民初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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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琦、孙豪：本院受理杞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二人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9)豫0221民初

3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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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玉卉：本院受理杞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21民初3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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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常金朋：本院受理上诉人高树林、高坤祥、高坤丽、孙士贤、王

桂芳与被上诉人常金朋、赵贵臣、郭金岭、赵冀华，原审被告信

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16民终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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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申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卫强诉你、刘

闯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902民初7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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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富强：原告濮阳县八公桥贷款互助合作社诉被告秦留书、高

东各、秦富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作出

（2019）豫0928民初827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如下：一、被

告秦留书、高东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八公

桥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借款本金17,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

10月22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息）；二、被

告秦富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秦富强履行保证义务后

享有追偿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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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强：本院受理原告侯昌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447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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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晨亮：本院受理原告吴洪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第13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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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加华：我院受理的原告吴怀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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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1503民初50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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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鸡公山温泉康复医院：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高国

红、汪鸿与被执行人王振轮、段金宏、孙兰梅、信阳鸡公山温泉

康复医院借款合同纠纷三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7）豫1502民初1528、1529号民事调解书和（2018）豫15民

终5129号民事判决书，由于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已生效判决确

定的义务，对信阳鸡公山温泉康复医院名下的位于河南省信

阳市鸡公山管理区李家寨镇新店村处107国道东侧【土地证号

豫（2016）信阳市不动产权第0000022号】的土地进行了评估拍

卖，因无人竞买流拍，申请执行人高国红、汪鸿同意以第二次

流拍价1947.5万元接收该土地。因信阳鸡公山温泉康复医院及

段金宏无正当理由拒不交出手续，现公告申明作废该土地证，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期满，原土地证作废。申请执行人高国红、

汪鸿持相关法律文书到相关部门办理上述【土地证号豫（2016）

信阳市不动产权第0000022号】土地的产权过户手续。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鹿邑县保峰厨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鹿邑县保峰厨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16知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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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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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有群、高强、刘世举：本院受理原告刘杰诉你三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三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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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第14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云朝、曾贇：本院受理原告朱新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9）豫

1702民初1203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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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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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攀：本院受理原告辛若瑄诉你抚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11474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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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驻

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元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徐付荣诉被告王元龙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2020年3月10日10时在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东

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改阁：本院受理原告冯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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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忠谦：本院受理原告任荷芳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329民初378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城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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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月13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二拍)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卧龙区梅

溪办事处八一路299号1幢1单元302室以及地下室299号2

幢2单元-101室(房屋所有权证号：宛市房权证字第0141413

号，房屋共有权证号为0141413-1：地下室所有权证号：宛市房

权证字第0141453号，地下室共有权证号:0141453-1)，总建筑

面积:141.4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129.76平方米，位于第3

层，共7层，混合结构，设计用途为住宅，权属性质：国有土地；

地下室建筑面积11.64平方米，位于第-1层，共7层，设计用途

为住宅，实际用途为地下室，权属性质：国有土地。有共有

人。评估价格117.57万元，起拍价格846504元，保证金16万

元，加价幅度8000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可

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该标的物的优先购

买权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联系，逾

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年

月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

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

0377-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38、联系

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3日10时至

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动，现公

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宛城区独山

大道华鑫苑小区25号楼4单元3-4楼东户住宅及地下车库(无房

产证，现状处置)，三层、四层套内总建筑面积231.88m2(三层套

内面积132.35㎡，四层套内面积99.53㎡)，地下车库面积20.36

㎡，中等装修，户型：五室两厅四卫，客厅挑高5.8米，建筑结构混

合，实勘用途：复式住宅，总层数5层，含地下一层，位于第3-4

层。评估价格179.59万元，起拍价格1436720元，保证金280000

元，加价幅度7000元。该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有人、租赁

人等)请至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联系，逾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

及相关债权债务。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2

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

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

0377-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38、联系地

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5日10时

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一拍)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田庄

(店)村辽河路中南小区第6幢4楼3单元401室(房权证号为：宛

市房权证油字第910001351号)，房屋建筑面积115.09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104.15平方米，共有分摊面积10.94平方米)，位

于第4层，共6层，简装，用途住宅，闲置未使用。评估价格

177000 元，起拍价格 141600 元，保证金 28000 元，加价幅度

1400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可移动家具、家

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该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有

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联系，逾期即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4日

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

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

0377-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38、联系

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致：于春堂、洛阳春之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作为甲方，于春堂先生作为乙方，于

（2011年9月20日）就位于【洛阳宝龙城市广场
DE区（期）号楼第三层整层的商铺】的房屋（以下
简称“租赁场所”，该租赁场所建筑面积共63067
平方米）签订了《宝龙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及
《宝龙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租赁合同”）；后洛阳春之龙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加入合同，成为租赁合同的
承租方即乙方之一。

自2016年第三季度起至今的14个租赁季度
的14期应付正常租金,贵方全部逾期支付，且全
部逾期支付超过15天，且至今未付。据此，我司
正式通知贵方：1.解除贵我双方于2011 年 9月
20日签署的《宝龙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及《宝
龙城市广场商铺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2.要求贵
方自收到本《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7日内将租赁
场所返还给我司；3.我司保留根据租赁合同、补充
协议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贵方主张其他违
约赔偿的权利。
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解除合同通知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