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2月
11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阳光大
道36号德丰·麦卡18号楼2单元101[不动产权证号：
豫(2018)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21741号]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x4A，户名：郑
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7执232号

新蔡县京新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驿城区人民法
院(2015)驿民初字第4123号民事裁定书立案执行的
郑小丽与郑洪升、新蔡县京新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本院将你公司所有的位于
新蔡县今是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刘庄村工业集聚区
驻新路南侧(产权证号:1400001285号)房产及所占土
地使用权进行评估，驻马店振兴资产评估事务所于
2020年11月30日作出驻振评报字[2020]第217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人民币肆佰柒拾叁万玖
仟捌佰叁拾元整。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该资产评估
报告书，现公告向你公司送达驻振评报字（2020）第
217号资产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7执恢36号

驻马店市晟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5）
驻民一金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立案执行的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卢铁锦、卢明启、驻马店市晟
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
本院将你公司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金山路与淮河大
道交叉口西南角汇景新城D号楼101-104、201-204
房产进行评估，驻马店振兴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20
年10月10日作出驻振评报字（2020）第163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人民币柒佰零玫万陆仟捌佰
伍拾肆元整。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该资产评估报告
书，现公告向你公司送达驻振评报字（2020）第163号
资产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1年2月20日10时至2021年2月21

日10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5/04,户名：舞钢市
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赵文举名下的舞钢市
杨庄乡吴庄村褚庄湖西小区西单元301号的一处房
产进行拍卖。咨询方式：2021年1月19日8时至2021
年2月19日16时止接受咨询。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
网站查看本院公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需
求和说明。特别说明：本次拍卖过程中若发生拍卖
中止、拍卖暂停、撤销拍卖、撤回拍卖等情形，本院不
再另行公告。拍卖起止时间以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的
公告时间为准。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1年2月4日10时至2021年2月5日

10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5/04,户名：舞钢市人
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舞钢市力强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院内的一批资产进行拍卖。咨询方式：2021
年 1 月 19 日 8 时至 2021 年 2 月 3 日 16 时止接受咨
询。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公布的《拍
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说明。特别说明：本
次拍卖过程中若发生拍卖中止、拍卖暂停、撤销拍
卖、撤回拍卖等情形，本院不再另行公告。拍卖起止
时间以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的公告时间为准。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长葛市鑫涛金属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赤峰创源矿业有限公司、王海利、王雨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王雨所有的位于赤峰
市红山区东城办事处哈达街中段南侧、东旱河东侧
原纺织厂、地毯厂院内金田房地产4-1-01102号的
房产予以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
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王雨所有
的位于赤峰市红山区东城办事处哈达街中段南侧、
东旱河东侧原纺织厂、地毯厂院内金田房地产
4-1-01102 号房产一套。评估价格为 1070706 元，
经合议庭合议起拍价为 856545 元，保证金 80000
元，竞价增价幅度8000元。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艳芳：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鲁
河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851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濮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本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28 民初
6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本，上诉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金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本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
6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本，上诉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伦国强）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鹤壁市公安局鹤
山区分局通过举行奖励仪式，开展 110宣传活动，
并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

近日，鹤山区分局举行奖励仪式，部分民警家
属代表应邀参加。会上，全体民警、辅警重温了入
警誓词。民警葛葳、郭文杰的妻子分别为荣立个
人二等功的民警梁泽立，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民警
葛葳、郭文杰三名同志佩戴了奖章。该分局副局
长郑冬宣读2020年11月至12月“五优”民警、年度

“五优”辅警、冲刺战先进个人以及“最佳贤内助”
表彰通报。民警家属代表为获奖民警、辅警颁发
了证书和奖品。之后，该分局领导对鹤山公安在
2020年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肯定，对 2021年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求全警
在新的一年里，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围绕“平安+
满意”工作目标，以“争先晋位”和“严纪律、强担
当、练本领”行动为抓手，锻造一支“四铁”公安队
伍，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1月10日，在鹤山区鹤壁集镇文化广场，该分
局开展了以“一心为民110 砥砺奋进新征程”为主
题的 110宣传活动。民警现场向广大群众详细介
绍了如何正确拨打 110报警电话及拨打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该分局还安排派出所开展向基层党委
政府报告近期打击处理、“平安守护”集中清查、两
委换届、夜间巡逻防控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鼓励
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黑恶势力犯罪线索。

本报讯 偃师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副大队长王京伟，33 年如一
日坚守在工作岗位，近日，身体抱
恙仍连续对一起重大案件进行侦
查，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办案现场。

2020 年 12 月 4 日，在偃师市
公安局驻新安县某案件专案组，
连续高强度工作了 4 天的王京伟
正在进行涉案资产清查时，突然
右下腹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支
持不住晕倒在地。现场工作人员
当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将王京伟

送往新安县人民医院救治。
原来，王京伟有严重的肾结石，

4天前，他就已经感到腹部不断疼
痛，但他是专案组资产清查工作的
负责人，如果离开势必会影响工作
安排及专案进展。为早日破案，王
京伟强忍着病痛，白天同办案民警
一起奔波，晚上回到驻地分析案情、
伏案工作，直到身体极度透支。

入院后，王京伟虽然躺在病
床，心思却全在办案上，病情稍有
改 善 ，便 要 求 离 开 医 院 返 回 岗

位。连续高强度的工作对王京伟
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加上自身
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轻
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就是

“经侦硬汉”王京伟的真实写照。
说起王京伟这样的工作状态，他
的妻子韩郁红和家人早已见怪不
怪。“起早贪黑，休息基本上很少，
在班上有时候我把换洗的衣服给
他送过去，忙得没空回家，别说回
家吃顿饭了。”韩郁红说。

（姚红艳）

近日，由人民公安报社、广东省公
安厅主办，中国警察网承办，广州市公
安局协办的第九届公安政务新媒体伙
伴大会在广州举行。在大会评选出的

“公安政务新媒体年度新锐榜单”中，
“平安长垣”光荣上榜。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做好恶劣天气高速公路
除雪融冰工作，结合“平安守护”和教育
整顿工作，近日，长垣市公安局菏宝高
速交警大队联合山东菏泽高速交警大
队以及高速路政部门组织开展冬季除
雪融冰路警联合应急演练。河南法制
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举行升旗仪
式，进一步激励警心，鼓舞斗志，激发
民警爱国为民的忠诚情怀，推动“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进昌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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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侦硬汉”王京伟：

33年如一日坚守一线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区分局
砥砺奋进

锻造“四铁”公安队伍
西平县公安局出山派出所

成功劝投
网上在逃人员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
讯员 刘真）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西平县公安局出山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精准
防控，持续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于1月5日成功规劝一名涉嫌滥伐林木的网上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日前，出山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开展“平
安守护”专项行动中，获悉辖区群众吴某某因
滥伐林木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接
到线索后，出山派出所民警迅速对吴某某进行
摸排调查。随后，民警郭景奇、张志军多次与
吴某某的家属进行沟通，摆明利害关系，积极
宣传党的政策法规。

经过民警的耐心规劝，网上在逃人员吴某
某在家属的陪同下于1月5日主动到西平县公
安局出山派出所投案自首，并如实交代了作案
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已被西平县公
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西平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辖区治安
防控工作任重道远，该局将继续坚持底线思
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
著、防患未然，继续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
击力度，精准防控，进一步增强辖区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