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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公告

户福银：本院受理原告严思立、孙胜芝、陈国立、刘芳云、王
长生、杨怀坤、郝秀芝与被告户福银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 0192民初 3659号
民事判决书，(2019)豫0192 民初3660号民事判决书，(2019)
豫 0192 民初 3658 号民事判决书，(2019)豫 0192 民初 3664
号民事判决书，(2019)豫 0192 民初 3656 号民事判决书，
(2019)豫0192民初3661号民事判决书，(2019) 豫0192民初
3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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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转换程序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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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卫：本院受理原告冯运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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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及转换程序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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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15日内，
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巩义市人民法院二楼 2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聚民、周文昌、陈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与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豫 0823 民初
683号民事裁定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庭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如不服（2020）
豫0823民初683号民事裁定书，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商丘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陈光兴、王燕玲、任善龙、翟金玉、
商丘市吴良材眼镜有限公司: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1402执44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
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法律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留辉:本院受理原告张峻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 0404民初 5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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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云飞：本院受理原告牛钢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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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玲、杨道龙：原告黄静诉你二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0）豫 0481 民初 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杨道
龙、王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舞钢市寺坡16号楼
东单元 5楼东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26321，所有权人：
杨道龙，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坐落：舞钢市寺坡石漫滩大
道北侧<寺坡长途站楼>）过户给黄静。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杨道龙、王玲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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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帅彪、徐晶：本院受理原告毕阿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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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骑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民生：申请执行人王玲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3月12日作出（2019）豫1082执恢750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对孙民生名下所有的位于长葛市铁东路美墅府邸2号
楼1单元3层西户（预告登记号为：10009184）的房产一套进
行评估、拍卖。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限你在公告期满后第5日10时到本院立案庭随机选
择评估机构；第8日10时到评估现场进行评估；第20日到本
院立案庭领取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第30日到本院执行局领
取评估报告。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4737号

鹤壁市星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清英、邱
俊田与被告鹤壁市星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611
民初473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丽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西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彦周、李洪玲、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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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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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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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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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第二次)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被执行人名下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滨河路320
号风帆小区 6 幢 2 单元 601 室(产权证号:0901005139 号)和
楼下储藏室 106 室 (产权证号:0901005001 号)两处房产。
601 室建筑面积 149 平方米,位于第 6 层,总层数为 8 层;106
室建筑面积14.59平方米,位于第一层,总层数为8层。设计
用途:成套住宅,土地权属性质:国有,经济适用房,独有私产,
建筑结构:混合,建成年份:2004年。现父母在居住。议价价
格 131 万元，起拍价 94.32 万元，保证金 18 万元，加价幅度
9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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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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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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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7-68927777 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91 谢法
官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洋：本院受理原告冯桂云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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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雪英：本院受理原告胡舜丰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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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汤荣梅：本院受理原告樊焕菊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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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河万财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原告河南中牧联合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与被告河南红杞帮饮品有限公司、南阳百纳
商贸有限公司、河南麒丰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赵兴华、常玉
兰、张树方、黄丰强、陈士强、张雪红、连照全、肖娟、王少
礼、董峰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9）豫 1329民初 3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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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敏：本院受理原告徐荣明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329 民初
5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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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9342号

郑玉霞、张金亮：本院受理原告李凤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
授权委托书和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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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卧龙区法院卧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小娃、阮遂义：本院受理潘向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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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6798号

宋清泉、王玉姣：本院受理原告李广全与被告宋清泉、王玉
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303民初 6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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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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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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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瑞青、蓝军明、林州市万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家寨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兰
合金、宋长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581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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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梅、杨现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横水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李振勇、李世杰、刘勇、李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6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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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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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少东、杨少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横水信用社诉被告牛金霞、贾全顺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民初 632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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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俊、梁先苹、林州市简耀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诉你们及杨晓林、李
书和、李书全、贾勇、林州市恒安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一案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公告送达（2019）豫 0581 民初 208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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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春先、杨晓刚: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
水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李建军、常彩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581民初 6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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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国: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茶店信用
社诉你及被告胡海姣、桑晓辉、马洪旺、王素晓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81 民初 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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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甫、常庆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保松申请执行你
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中，本院对被执行人李红甫
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南组团302号楼东单元6层西户房
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9.99 万元。现依法向
你二人公告送达豫开源评字第 HKF2019007656 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和（2020）豫 0502 执恢 36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豫开源
评字第HKF201900765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公
告期满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该报告生效，本院将
依法对该房产进行司法拍卖。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剑（又名李峰）:本院受理张贵中诉董阁及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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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艳芹：本院受理臧丽磊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垫付款 50000 元及利
息。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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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高少强诉你、崔长征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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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年成：本院受理臧苗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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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菜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祁社强、苗书秀、祁同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26 民初 4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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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银娣、张红彦、任国凤：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26 民初 257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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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纪杰、陈守勤、司章良：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26 民初 405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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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华、王战伟、李合信、李芳红、苏会生、王荣彦、安阳
金冠贸易有限公司、安阳中原冶金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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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振平、岳红霞:本院已受理执行汤阴兴福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田振平、岳红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 0523 执 123 号执行裁定书、执
行通知书，传票，被执行人失信风险提示，报告财产令，限
制消费令，责令你在三日内履行 (2019) 豫 0523 民初 59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执行费，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易祖征：我院受理原告曹甫玉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邮寄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503 民
初 5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易祖征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曹甫玉支付装修款 10800元；
二、驳回原告曹甫玉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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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该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静：本院受理原告陈朝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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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你支付欠款
2036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
定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肖辉申请宣告韩小枝失踪一案，经查，韩小

枝，女，成年人。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韩小枝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韩小枝失踪。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左传国：本院受理原告廖怀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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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佳天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南阳佳天下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新野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你们为装饰装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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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睢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资产明细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睢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睢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睢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睢县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

公 告

公告资产明细表（本息计算至2018年8月7日，单位：万元）
借款人名称：河南泰美特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费用 合计

15000.00 8,854.12 0.00 23,854.12

担保方式：河南骏景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的88亩土地使用权

提供抵押担保；河南瑞和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我公司定于2020年5月8日上
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1.位于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街道办
事处迎宾路南段路东1幢4至5层、2
层(都市宾馆二、四、五层及地下室)2.
白酒一批（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及规定数额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
为准；不成交者竞买保证金于拍卖会
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5月7日
下午4时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3666

15836385555
报名地址:安阳市北关区韩陵路

7号
网址：www.yanhepm.com

河南省言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经郑州神舟重型设备有限公司和郑州力宏重型设备有限公司协

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依法进行合并，双方拟实行吸收合
并。甲方：郑州神舟重型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6795717573Q；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
文志；企业住所：郑州市上街区310国道（阀门产业园区）。乙方：郑州
力宏重型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6MA40QNKM
67；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铭岂；企业住所：郑州
市上街区金华与新310国道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现双方经平等
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甲乙双方同意实行吸
收合并，甲方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解散并注销;双方合并后，存
续公司甲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万元，即合并前甲乙双方的注册
资本之和;双方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合并及所有与本次合并
相关的工商变更。如果合并手续于该日前不能完成时，甲乙双方可以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办理时限。甲乙双方完成合并及完成所有与
本次合并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甲
方无条件承受，原乙方所有的债务由甲方承担，债权由甲方享有。请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郑州神舟重型设备有限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未在限定期限内提出的，公司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陈忠义；联系电话：
0371-68935238、13838043978。联系地址：郑州市上街区310国道
（阀门产业园区）。

郑州神舟重型设备有限公司、郑州力宏重型设备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21日

合 并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