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张书立与河南智达置业有限公司、吴尧、孙

兴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河南智达置业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葛市溢水路东侧智达幸福港湾

小区3号楼0001001号房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被执行

人河南智达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葛市溢水路

东侧智达幸福港湾小区 3 号楼 0001001 号房产一

套。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及拍卖价格：该房产评

估市场价值价为965200元，该房产建筑面积为132.3

平方米，以评估价 965200 元的基础上降价 20%即

772200元为起拍价进行拍卖，保证金为77000元，增

加幅度每次为400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

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

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

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王丙军申请执行张付民、魏姣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张付民、魏姣所有位于长葛

市长社路盛世家园17号楼2单元0206002号房产（房

产证号：20190001500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物：张付民、魏姣所有位于长葛市长社

路盛世家园17号楼2单元0206002号房产（房产证

号：20190001500号）。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张付民、魏

姣，房屋面积143.11平方米。议价价格为670041元，

经合议起拍价为670041元、保证金50000元、竞拍增

价幅度为每次500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

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

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

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http://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本院执行的周峰申请执行薛洁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薛洁珍名下的位于长葛市南

环路葛韵华府1号楼1单元8层0108004号房屋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被执行人薛洁珍名下的位于长葛市南

环路葛韵华府1号楼1单元8层0108004号房屋一套。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及拍卖价格：对被执行人薛

洁珍名下的位于长葛市南环路葛韵华府1号楼1单

元8层0108004号房屋进行司法网络拍卖一事，本院

于 2018年11月13日对该房产进行了查封，2020年

11月10日，我院委托河南凯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

公司对该房产进行评估，2020年12月16日，河南凯

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了豫凯估字（2020）

111268039A号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书，该房地产市场

价值为人民币711100元为起拍价对该房屋进行拍

卖，保证金为71110元，增加幅度每次为4000元。与

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

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

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

有关拍卖信息。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小得并刘三妮：关于我院受理的董珂申请强制执

行秦小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

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天中山大道中段西侧六里

庄的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

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

等事项，并在机构选定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

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苗丕强、张改云、苗芳芳、付喜全、鹤壁市新

石林茶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苗丕强名下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自由贸易区8幢1单元1号的房产及自

建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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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成交后买受人

需自行来法院提取并办理有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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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

2931862.25元。保证金290000元，增价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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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拍卖公告请详见淘宝

网司法拍卖专栏）联系人：李彤杰（1663925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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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转让方）于
2020年12月31日与周保红（以下简称债权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债权转让方现通知如下：

债权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合同（协议）及担保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债权
受让方。在上述债权到期或付款条件成熟时，请各主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当事人立即直接向债权受让方履行债务。（若主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附：转让公告清单

20159504
9G027-1

20160817 20170713
张凤枝的房产：
新房他证字第
1503004610号

各位债权人：
经管理人提议并经债权人会议主席同

意，管理人将通过阿里巴巴钉钉办公平台
“河南贝迪新能源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债权
人会议群”召开河南贝迪新能源汽车空调
有限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现将会议主
要情况公告如下：

会议时间：2021年2月7日9时开始。
会议内容：债权人对管理人拟定的《河

南贝迪新能源汽车空调有限公司财产分配
方案》进行表决。

望各位债权人提前入群，准时参加会议。
河南贝迪新能源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22日
联系人：石律师，15236778488
联系地址：济源市公安局西邻河南艳

阳天律师事务所

公 告 无主物品处理公告
2020年11月19日我局接举报称在洛阳

市洛龙区丁海欣(奕王卫浴厨电批发)销售涉

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九牧王”牌坐便器。

24日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对丁海欣（奕王卫浴

厨电批发）销售的侵权商品共计5台坐便器

实施扣押。现物品扣押已期满，案件当事人

无法联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

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请上

述物品的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

主动与我局执法人员取得联系，接受调查处

理。逾期我局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联系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解放北路13号，联系电

话:0379-62981887，特此公告。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月22日

近日，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和教育整顿工作，长垣市公安局
武邱派出所破获一起网络赌博
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尹
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化玮摄影报道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组织召开
了全局“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会，太山派出所积极响应县局部
署，维护群众利益。图为民警在商
场进行反诈宣传。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马妍 摄影报道

按照打击跨境网络赌博专项行
动要求，近日，新乡县公安局民警深
入社区，广泛宣传跨境网络赌博的危
害性，动员群众参与到打击跨境网络
赌博专项行动中。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刘延玲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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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易馨）“要不是你们民警、医护人员和救援
队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1 月 19
日，受伤人员家属给民警打来感谢电话。

1月12日深夜，灵宝市公安局阳平派
出所民警接到110指令，阳平镇阳村西公路
旁，一辆私家车侧翻在沟里，车上人员被
困，其中有两名孕妇。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因沟渠坡陡，为防止受伤人员从担
架上再次滚落，民警用绳子将受伤人员
轻微约束，把伤情最严重的一名孕妇从
沟底慢慢往上抬，将孕妇成功送医。随
后，119救援队抵达，伤员被全部救出。

民警忙完这场紧急救援，已是凌晨 1
点多。医院传来了好消息，因抢救及
时，两名孕妇及其家属均无
大碍。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
讯员 连永亮）1月2日，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
村民刘老汉来到石桥派出所向民警赠旗致谢，
感谢民警为他找回走失的20余只山羊。

2020 年 12 月 30 日 13 时许，刘老汉与老
伴儿像往常一样到羊圈喂羊，刚一开门，20余
只山羊蜂拥而出。老两口没有追上，眼瞅着
山羊没了踪影，便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正
在该村附近巡逻的民警立即驱车前往。

经询问得知，走失的羊价值数万元。民
警一方面安抚刘老汉夫妇的情绪，一方面调

取公共视频逐一排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查找，

民警找到了走失的羊群。看
着失而复得的山羊，刘老

汉夫妇激动地向民警致
谢。

本报许昌
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胡斌通讯员张汇涛）
1月16日下午 2时许，禹州市
公安局范坡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范坡镇蜜蜂王村附近
有人跳井，要求民警迅速前往救援。

接警后，该所指导员甄龑昊带领民警
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消防救援力量暂
未到达现场，考虑到跳井者刘某的身体状
况，民警一边俯在井边探身询问情况，一边
安抚他的情绪，等待救援。

深井下的刘某声音越来越低，甄龑昊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考虑到救援已刻不容
缓，当即决定展开救援。最终，在民警和
热心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投井少年
被成功救出。

本报信阳讯
（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杨占伟）“ 救 人
啊，快救人啊，有人跳

河了……”1 月 17 日 23 时
许，新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巡逻民警在璜河路彩虹桥附近听
到呼救，便紧急赶到事发地点。

到达现场后，民警看到一名女子在
河中间，双手不停地扑打着水面。正值
寒冬腊月，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如果不
能被及时救出，女子肯定会有生命危险。

民警从车上取下救生圈跳入河中，将
救生圈套在女子身上，成功将该女子拖到
岸上。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女
子送往医院。经诊断，跳河女子谢某全身

多处骨折，目前无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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