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宁南：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希让、李艳芬诉你及贺
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 1726 民初 3910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已判决：被告刘宁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陈希让、李艳芬借款200000元，被告贺
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贺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刘宁南追偿。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
被告刘宁南、贺涛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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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宁南：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希让、李艳芬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 1726 民初 391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已判决：被告刘宁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
陈希让、李艳芬偿还借款 240000 元。案件受理费
4900元，由被告刘宁南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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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兰：本院受理原告马彦丽诉你、陈学重、陈三妮
等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原告马彦丽不服（2020）豫1702民初10521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你可于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河南省驻马店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及进行举证。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

效力的（2018）豫0811民初324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
将被执行人李国州所有的位于焦作市解放区工业路
中州机械厂家属院41号楼1单元11号房产予以拍
卖，具体事项请登录淘宝司法拍卖网。联系电话：
19839122770（苏法官）。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仓：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申清海因征迁补偿安置
协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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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2020）豫04行终234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
维持了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19）豫 0482行初
46号行政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效巍：本院受理原告盛东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702民初9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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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瑞博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永裕金具有限公司诉河南瑞博特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电力器材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 0105 民初 179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
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永裕金
具有限公司货款1361752.6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361752.68元为基数，自2020年
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3倍计算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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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复同意，依据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
告（郑公共资源产权（告）字[2020] 029-1号），特此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价格
标的一基本情况：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客文一街10号郑州图

书馆（郑房产权证字第1301035315号）主楼一楼大厅（原咖啡简
餐），出租面积35平方米，挂牌价为：年租金人民币2.05万元。

二、标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标的已经郑州图书馆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并经郑州市财政

局批复同意。
三、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备案情况
1. 资产评估
本标的经河南浩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评估，评估基

准日为2020年9月17日，评估价格为人民币2.05万元/年。
2.核准备案情况
评估报告已在郑州市财政局备案，备案号：郑财资评备

［2020］第29号。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1.本标的租赁期限：三年；
2.交款方式：按年交纳租金，第一年租金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

作日结清，以后租金按年收取，应提前一个月交纳；
3.标的交付期限：具体时间以《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4.租赁期限内，涉及水、电、暖、电话、燃气、物业、卫生、网络、

车位等费用以及生产经营许可、安全、环保、装修、改造、消防等问
题均由承租方负责；

5.出租方承诺该招租房屋有全部的处置权，如若出现因产权
问题发生的纠纷，全部由出租方负责；交易相关税费、合同履约、后
期监管、成交价款收缴、标的交付等事项均由出租方负责；不经出
租方同意，不得将标的转租给第三方；

6.意向承租方在参与报名之前，须详细阅读本公告和网站上
披露的《交易须知》，充分了解标的全部状况，一旦参与报名，即视
为接受标的的所有现状（包括瑕疵）；

7.其他事项：（1）本标的位于郑州图书馆大厅，按照图书馆场
馆功能规划和国家一级图书馆建设标准，本标的主要用途为读者
提供咖啡茶饮简餐服务，不能涉及其他行业；（2）本标的35平方米
出租区域仅为操作区，周边区域为公共区域，读者可自由使用，不
得以消费为由限制读者使用；（3）本区域原设计无配套水电设施，
需自行合理增设；本区域不能增设下水管道，需自行合理解决；本
区域不能增设排烟管道，不能现场热炒，不能有重油烟；（4）郑州
图书馆每周一闭馆，因闭馆对经营造成的影响，租金不予减免；

8.未尽事项，以《房屋租赁合同》具体约定为准。
五、公告期、竞价时间及交易方式
1.公告期：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2月3日；
2.标的展示期：2021年2月1日至2日,如需查看标的，请提前

预约，集中查看，过期不候；
3.竞价时间：2021年2月4日9点00分开始；
4.本次挂牌采取网上交易方式进行。
六、意向承租方报名、保证金交纳
1.有意参与的意向方，在充分了解标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

关信息后，在公告期内向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登录注册，
注册成功后方可通过网上产权交易系统提交报名资料。报名截止
时间：2021年2月3日上午11时00分；

2.报名核验通过后，意向方须在公告期内通过郑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上产权交易系统交纳交易保证金。标的一保证金为
人民币2.00万元。交纳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3日17时00分
（以网上交易系统显示到账为准）；

3.交易活动结束后，未成交方的交易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原
渠道无息退还；成交方的交易保证金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并结
清全部成交价款后，原渠道无息退还给受让方；

4.意向方网上注册、报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等要求，请认真
查阅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zzggzy.zhengzhou.
gov.cn-办事指南-产权交易-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意向方网上注
册、报名、竞价操作手册》；

5.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zzggzy.zhengzhou.gov.cn）产权网上交易大厅《郑州图书馆
房屋租赁二次挂牌交易须知》。

七、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0371-67188882；
报名地址：郑州市中原西路政务服务中心7016房间；
标的展示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0371-86555002；
标的展示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客文一街10号郑州图书馆；
注册、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371-67188807。

郑州图书馆 2021年1月20日

郑州图书馆房屋租赁交易二次公告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婵婵）
近日，鹤壁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开展了“警民零距离携手创
平安”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
牟山小学的师生和辖区群众
代表 60 余人走进警营，近距
离感受特警工作与生活。

活动在贯耳冲击、抓腕砸
肘的擒敌拳声中拉开序幕，特
警队员们声音铿锵、动作矫
健，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接着展示的是警犬基础科目
和搜爆表演，血迹搜索犬“国
际”和搜爆犬“来福”始终吸引
着小朋友们的眼球。在装备
展示台上，小学生们近距离参
观微型冲锋枪、95 步枪、拐弯
枪、瞄钩发射器、隔墙听、无人
机、排爆机器人等特种装备。
面对多种多样的装备，小朋友
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连

问道：“这些枪是真的吗？你
们是神枪手吗？”特警队员一
一解答并鼓励他们好好学
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长大后做对社
会有用的人。受邀群众代表
表示，看到这么先进的装备
和这么英勇善战的巡特警队
员，对鹤壁的治安安全充满
了信心。

演练结束后，受邀代表参
观了特警军事化标准内务，并
现场观看了特警队员展示的
叠“豆腐块”被子技能。

这次警营开放日活动，
不仅使各界群众提高了日常
安全防护意识，同时也拓宽
了警民沟通渠道、密切了警
民关系、展示了特警的风采，
对进一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
用。

本报讯“太感谢你们了，
帮助俺老母亲找回了丢失的
鸭子，解决了老人的心头病，
我这刚打工回来，特意来谢谢
你们。”1月 15日上午，确山县
石滚河镇陈冲村村民陈某将
一面写着“国家的忠诚卫士，
老百姓的守护神”字样的锦旗
送到确山县公安局石滚河派
出所民警手中，以表达他们对
民警的感激之情。

事情还得从 2020 年 12 月
29日下午说起，当天石滚河派
出所接到陈某母亲丁某的报
警，称其辛苦养大的鸭子被盗
了。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
达现场，经现场勘查发现鸭子
走失的可能更大一些，并立即
组织民警、辅警帮助老人沿河
寻找。经过一番仔细的寻找，
民警最终在河边找到了走丢

的鸭子，并帮助老人把失而复
得的鸭子送回家中。

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确山县公安局石滚
河派出所始终坚持践行新使
命，努力保平安的工作目标，
积极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组织民警、辅警开展不间
断巡逻盘查，达到“白天见警
车，晚上见警灯”要求；同时，
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开展
大走访、大排查，化解群众间
矛盾纠纷；并组织民警、辅警
深入辖区重点单位和公共场
所开展地毯式消防安全检查，
确保单位、场所“零隐患”。该
所通过专项行动的开展有效
净化了辖区社会治安环境，为
辖区群众营造了安全、有序的
社会治安氛围。

（刘威）

近日，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教育整顿工作精神，召开“坚持政
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暨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部署会
议。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王付荣摄影报道

为扎实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
严治警”教育整顿，新乡市公安局卫滨
分局结合“五零”创建纵深推进“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连日来，该局党委常态
化部署反诈宣传，逐渐形成“防范有我
平安共建”的良好局面。河南法制报记
者穆黎明通讯员关攀摄影报道

为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主动关
心关爱、积极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
人，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和教育整
顿工作，近日，长垣市公安局为结对帮
扶的15名贫困残疾人发放2020年度结
对帮扶资金共计3.6万元。河南法制报
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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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警民零距离 携手创平安

民警平安守护在身边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月28

日10时至12时（延时的除外）在中国工

商银行融 e 购资产交易平台（网址：

https://trade.icbc.com.cn）公开拍卖

旧机动车2辆。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实地踏勘标的，

向我公司指定账户交纳数额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交

全额无息退还），并持有效证件等材料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报名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8111

15939037783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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