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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02月27日

10时起至2021年02月2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周口市川汇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虎敏名下位于深圳

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大道东南侧深业*新岸线23

栋B座3B住宅房产，建筑面积为104.64㎡。该房屋

能否办理过户手续，竞买人在竞拍之前务必到当地

房屋管理部门咨询，否则一切责任自负。详情请关

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景胜利：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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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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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16385号

张万友：陈晓芳、侯香兰、陈笑乐、陈晓娜申请执行

张万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20)豫0105执16385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责

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20)豫0105民初1943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02月23日10时至2021年02

月2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金城路

东段南侧金法胡同66号房一套【不动产权证号：豫

（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10770号】进行首次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

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02月08日10时至2021年02

月0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

湖滨路西侧、泰山路东侧鸿鹄嘉苑8号楼1单元4层

402号房产（合同号：16001380653）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

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1年2月27日10时至2021年2月

2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0.0.0.0.gaU-

Ak8&userId=2021261174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

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人民路东段北侧商业服务房地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

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9837091655。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自讲、胡尚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与你们及滑县正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6098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霆星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益

通安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02 民初

7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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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开封宏建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

规定，以及我公司与郜新奇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司持有的

对贵公司所有债权转让给郜新

奇。请贵公司尽快向郜新奇履行

付款义务。

本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

同意不得撤销。

通知人：开封庆鑫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 时整在 我公司拍卖
厅 ，依法定程序对前营村腾瑞建材有限公
司地面附属物及构筑物进行公开拍卖，保
证金：100万元。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有
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金，
到我公司办理拍卖会报名手续，参加竞
买。竞买不成功或拍卖会因故延期或取
消，保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2月 1 日下午
4时止（以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期
到达的，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0375-2912939

15738170001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司网址：www.baocaiauction.com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根据河南壹柒置业西平顺远非法案件处置
进展情况，现对该案集资人员进行第二次兑付，
现将有关兑付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对象：已经过债权登记，并确认集资
余额的人员。

二、集中确认：1、集中确认时间：2021年1月
25日至2月2日。2、集中确认地点：西平县人民
政府（西平大道176号）三楼东金融工作办公室。
3、需集资参与人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农商行银
行卡办理；如集资参与人本人因其他原因无法现
场办理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受托人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集资参与人已去世的，继承
人需提供继承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四、兑付比例：第二次兑付比例为5%。
五、兑付方式：集资参与人确认无误后，集资

款清退以银行转账集中兑付形式发放。
六、其他事项：请自觉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如有问题，兑付期后可拨打咨询电话
0396-6270097。
西平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26日

关于对河南壹柒置业西平顺
远非法集资案涉案资金
第二次集中兑付的公告

河南优佳贝家政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品芳（内劳人仲案字

【2020】96 号）、冯眉瑞（内劳人仲案字

【2020】97号）、薛雨（内劳人仲案字【2020】

98号）与你单位工资待遇争议案件，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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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内乡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内乡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26日

公 告

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刘真）为有效遏制电信诈
骗案件高发态势，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
范意识，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案件，连
日来，西平县公安局出山派出所精心筹
划、用心落实，组织民警、辅警向辖区群
众普及法律知识及安全防范常识。

该所召开专门会议，精心印制防电
信诈骗宣传资料，采取多种形式，全方
位立体化开展宣传，不断增强宣传效
果。该所民警、辅警按照分工，逐村开
展宣传，深入辖区村庄、超市等人员集
中场所发放防诈骗宣传材料，同时向群
众详细讲解电信诈骗的手段和预防方
法，提高群众识别诈骗、防范诈骗的能
力。重点对学校深化宣传。民警、辅警
针对部分群众家中无人的现状，到辖区
各学校向在校学生集中发放宣传材料，
要求学生将宣传材料交给家长，由家长
阅读签字后带回，有效扩大宣传面，确
保宣传效果。充分利用集市，增强宣传
效果。该所民警、辅警走上街头，在人
口密集的集市等地，通过散发宣传单、
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如
何预防、识别电信诈骗。同时，该所民
警、辅警在银行金融单位张贴宣传彩
页。针对当下一些新型诈骗手段，民
警、辅警利用社区警务工作微信群等新
媒体方式，进行持续宣传，提醒辖区群
众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及防范意识，
避免上当受骗。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吕灿涛）“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宝丰县
公安局按照省公安厅部署要求，全
警动员、全力以赴，聚焦各项公安
工作“谋于前、重于防、专于打、行
于深、抓于实”，持续推动“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向纵深开展。

该局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局长
张小辉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抽调警力，组成专项行动办公
室，成立一个指挥部、12个工作专

班，强力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
动。

该局组织治安、交警、“一村一
警”办公室等多部门警种，加强人
员管控工作，开展大清查、大排查
活动，共计排查安全隐患 769 处，
全部予以整改，实现了各类隐患动
态清零；由控申科牵头组织大接访
活动，局长每周开门接访，为群众
化解难题、解决问题，严格落实“四
定四包”措施；结合“千警进万家”
活动，深入摸排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严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组织
开展应急演练 7次，排查矛盾纠纷
137起，调解、化解率100%。

该局还组织成立打击黑加油
站点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查获黑加
油车辆28台，行政拘留10人，查获
油品 19.74 吨；组织开展打击食品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打掉制假窝点
7 处，侦破刑事案件 65 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 9人；组织开展出租
房屋专项清查活动，有效清除安全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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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显实效

安阳市

慰问见义勇为英雄家属
弘扬社会正能量

宝丰县公安局

西平县公安局出山派出所

向群众普及
防电信诈骗知识

本报讯 为进一步倡导
见义勇为精神，弘扬社会
正能量，以实际行动传递
和表达对见义勇为英雄的
崇敬与关爱，努力营造“见
义勇为高尚，舍己为人光
荣”的和谐社会新风尚，1
月 21 日，安阳市见义勇为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牛国
旗，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
任张如国，市公安局政治
部直工处处长、市见义勇
为协会秘书长海冰，市公
安局殷都分局党委委员、
政治处主任赵庆刚，殷都
区见义勇为协会副理事长
赵建国等人到为救落水儿
童牺牲的殷都区小学生张
佳辉的家中进行慰问。

2008年 7月 25日 15时
许，张佳辉在殷都区北蒙街
道杜小屯西地南水北调工
程工地的水坑中勇救落水
儿童，献出了年仅11岁的生

命。2011 年，张佳辉荣获
“河南省第九届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在张佳辉家中，大家
详细询问了张佳辉家属的
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叮嘱
他们注意身体，并送上慰
问金和慰问品，对张佳辉
在危险时刻展现出来的临
危不惧、挺身而出的高尚
道德品质表示衷心敬佩。

牛国旗说，英烈的精
神值得每个人学习，党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事迹。牛国旗鼓励英烈家
属减轻思想压力，树立生
活信心。牛国旗还要求殷
都区见义勇为协会成员关
心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的
生活情况，给予他们更多
体贴和关爱，并大力宣传
见义勇为事迹，传递社会
正能量。 （曲如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