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艳华：
你于2019年04月10日在我行贷款840000.00元，《个

人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中原银(总营)永续字 2019 第
19004637号；《个人循环借款合同》编号：中原银(总营)永续
（循）借字2019第19004637-1号，贷款期限自2019年04
月10日至2020年04月10日，现已逾期。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付森堂（以下简
称债权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上述借款合同项
下我行对你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与此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直接向债权受让方履行
清偿义务，并对债权转让中需要办理变更抵押或质押登记
等手续的工作予以配合。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22年8月5日

债权转让公告

禹州市龙腾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禹州市夏都陶瓷

有限公司、张会平、杨新敏、席国定、赵新慧、杨晓磊根据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张会军达成合同编号为

ZYXCZXSD202207002号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将对禹州市龙腾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拥有的2019年中原银行许昌分行签订的中原银（许昌）

流贷字2019第39005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所

享有的贷款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张会军，与此转让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向张会军履行相应的

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2022年8月5日

债权转让通知

男子盗卖工厂围墙被公诉

本报讯 为牟取私利，南乐县的赵
某深夜多次盗拆工厂围墙彩钢瓦。近
日，他被南乐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依
法提起公诉。经检察机关查明，今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3 日，赵某先后 5 次驾驶
电动三轮车到某厂厂区，将厂区北侧和
东侧的围墙彩钢瓦拆下盗走。随后，赵
某将盗走的彩钢瓦卖给了附近的废品
收购站。后经南乐县价格中心认定，被
盗彩钢瓦总价值 7273 元。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等待赵某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闫伟东 张军）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本报讯 7 月 23 日，体彩排列 5
第22194期开奖号码为78082，郑州
市购彩者邵先生（化名）凭借一张
单式倍投票，共投入6元，喜中当期
一等奖3注，奖金30万元。

据了解，邵先生是一名资深的
购彩者，每天都会买几注，7月23日
周六是体彩大乐透的开奖日，邵先生
投注完大乐透以后，又精心选了一注
体彩排列5，将剩余的6元进行了倍
投，当晚开奖后，邵先生购买的大乐
透虽然没有中得一等奖，但是自己购
买的体彩排列5中得了当期一等奖，
因为是倍投，奖金有30万元。

邵先生表示，平时自己和家人工
作比较忙，这次借中奖的机会犒劳一
下家人，会用这笔奖金带家人出去走
一走，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另
外自己还将继续为体彩公益事业作
出贡献。

（刘哲）

郑州购彩者喜中体彩
排列5大奖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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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体彩超级大乐
透第 22088 期前区开出号码“01、08、
10、20、35”，后区开出号码“06、11”。
当期全国销量为2.65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9567万余元。

一等奖开5注1596万余元+1注
887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其
中 5注为 1596万余元（含 709万余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江
苏南京、江苏苏州、上海青浦区（2
注）、上海长宁区。1注为887万余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落在上海浦东区。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当期来自南京、苏州、上海青浦

区、上海长宁区的幸运购彩者，在单
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709万余元追加
奖金，从而拿下单注1596万余元追加
投注一等奖。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
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 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 80%的浮
动奖奖金。

数据显示，当期上海青浦区2注
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一张经2倍追加
投注的单式票，单票总奖金高达3193
万余元。

奖池滚存至8.12亿元
二等奖开出 56 注，每注奖金

23.66 万余元；其中 20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18.92 万余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42.58 万余
元。

三等奖开出 182 注，单注奖金 1
万元。四等奖开出455注，单注奖金
3000元。五等奖开出12803注，单注
奖金 300 元。六等奖开出 17185 注，
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34458
注，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565640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等奖
开出6079980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8.12亿元滚存至8月6日（周六）开奖
的第22089期。

（王伟）

大乐透开出6注一等奖 单注最高1596万余元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联系电话：0371-86178087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圳：本院在受理董璐瑶、赵艳丽、娄艳华、王亚

玲、张红仙、董玲、戴嫦娥、王桂玲、苏亚楠、田

青、张成成赃款赃物追缴一案中。因董圳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拍卖通知书、评

估报告、拍卖、腾房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

为送达。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

在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登记在董圳名下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水岸庄园 728 号楼-1-2 层全部（不动产

权证号：京（2017）朝不动产第 0083284 号）房产

进行依法拍卖，上述房产建筑面积 637.22 平方

米，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

估价报告价格为7023.82万元，一拍起拍价格以

7023.82万元起拍, 如流拍，第二次拍起拍价再降

1%，为6953.5818万元起拍，直至变卖。有意者可

登录以上网址参加竞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本院责令

董圳及该房屋使用人在2022年8月20日前搬出

该房屋。到期仍不搬出的，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江：本院在受理董璐瑶、赵艳丽、娄艳华、王

亚玲、张红仙、董玲、戴嫦娥、王桂玲、苏亚楠、田

青、张成成赃款赃物追缴一案中。因刘振江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拍卖通知书、

评估报告、拍卖、腾房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视为送达。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淘宝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登记在刘振江名下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院 2 号楼 19 层

2-1901（不动产权证号：京（2017）朝不动产第

0018566 号）房产进行依法拍卖，上述房产建筑

面积 494.52 平方米，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价格为2376.66万元，

一拍起拍价格以 2376.66 万元起拍, 如流拍，第

二次拍起拍价再降 1%，为 2352.8934万元起拍，

直至变卖。有意者可登录以上网址参加竞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七条之规定，本院责令刘振江及该房屋使用人

在2022年8月20日前搬出该房屋。到期仍不搬

出的，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公告

广东金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在受理董璐

瑶、赵艳丽、娄艳华、王亚玲、张红仙、董玲、戴嫦

娥、王桂玲、苏亚楠、田青、张成成赃款赃物追缴

一案中。因广东金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拍卖通知

书、评估报告、拍卖、腾房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本院将于 2022年 9月 7日上午 10

时，在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淘宝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登记在广东金迈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13
号院 1 号楼 23 层—2301（房屋面积 262.12 平方

米 ，不 动 产 权 号 ：京（2019）朝 不 动 产 权 第

0004355号，评估价格为1259.75万元）、2302（房

屋面积247.22平方米，不动产权号：京（2019）朝

不动产权第 0004292 号，评估价格为 1188.14 万

元）、2303（房屋面积 253.29 平方米，不动产权

号：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4334 号，评估价

格为 11217.31 万元）、2304（房屋面积 354.86 平

方米，不动产权号：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4359号，评估价格为1705.46万元）、2305（房

屋面积 239.1 平方米，不动产权号：京（2019）朝

不动产权第 0004322 号，评估价格为 1149.11 万

元）、2306（房屋面积 234.42 平方米，不动产权

号：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4331 号，评估价

格为 1126.62万元）、2307（房屋面积 249.33平方

米 ，不 动 产 权 号 ：京（2019）朝 不 动 产 权 第

0004316号，评估价格为1198.28万元）、2308（房

屋面积408.13平方米，不动产权号：京（2019）朝

不动产权第 0004337 号，评估价格为 1961.47 万

元）房产进行依法拍卖，上述八套房产建筑面积

共计2248.47平方米，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价格共计为 10806.14
万元，一拍起拍价格 10806.14 万元起拍, 如流

拍，第二次拍起拍价再降 1%，为 10698.0786 万

元起拍，直至变卖。有意者可登录以上网址参

加竞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本院责令广东金迈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及该房屋使用人在2022年8月20
日前搬出该房屋。到期仍不搬出的，依法强制

执行。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江：本院在受理董璐瑶、赵艳丽、娄艳华、王

亚玲、张红仙、董玲、戴嫦娥、王桂玲、苏亚楠、田

青、张成成赃款赃物追缴一案中。因刘振江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拍卖通知书、

评估报告、拍卖、腾房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视为送达。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淘宝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登记在刘振江名下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水岸庄园217号楼1-2层06（不动

产权证号：京（2017）朝不动产第 0033542 号）房

产进行依法拍卖，上述房产建筑面积 277.99 平

方米，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

的估价报告价格为 2733.2 万元，一拍起拍价格

以2733.2万元起拍, 如流拍，第二次拍起拍价再

降 1%，为 2705.868 万元起拍，直至变卖。有意

者可登录以上网址参加竞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本

院责令刘振江及该房屋使用人在2022年8月20
日前搬出该房屋。到期仍不搬出的，依法强制

执行。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健：本院在受理董璐瑶、赵艳丽、娄艳华、王亚

玲、张红仙、董玲、戴嫦娥、王桂玲、苏亚楠、田

青、张成成赃款赃物追缴一案中。因崔健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拍卖通知书、评

估报告、拍卖、腾房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

为送达。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

在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人民法院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登记在崔健名下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金盏北路 8 号院 119 幢-1 至 2 层 119（不

动产权证号：京（2018）朝不动产第 0072043 号）

房产进行依法拍卖，上述房产建筑面积 518.32
平方米，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

出的估价报告价格为5219.79万元，一拍起拍价

格以 5219.79 万元起拍, 如流拍，第二次拍起拍

价再降 1%，为 5167.5921 万元起拍，直至变卖。

有意者可登录以上网址参加竞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之规

定，本院责令崔健及该房屋使用人在 2022 年 8
月 20日前搬出该房屋。到期仍不搬出的，依法

强制执行。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奇、郭云梦：本院受理原告张延朋诉被告王

克奇、郭云梦、杨培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 年 8 月 3 日作出的

（2022）豫0423民初3517-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

原告张延朋撤回对被告郭云梦的起诉。并同时

向被告王克奇送达被告杨培龙的上诉状。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奇、王超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卫东区

皓文副食商店诉被告王克奇、王超辉、杨培龙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 年 8 月 3 日 作 出 的（2022）豫 0423 民 初

3519-1 号民事裁定书（补正）和（2022）豫 0423
民初3519-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平顶山市

卫东区皓文副食商店撤回对被告王超辉的起

诉。并同时向被告王克奇、被告王超辉 送达被

告杨培龙的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谢秋梅与被执行人

刘顺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对刘顺喜名下

豫FLK000号比亚迪车辆（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

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前往

鹤壁市山城区法院执行局大院亲自实地看样，

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

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

告期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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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辆的评估价 7100元，

起拍价 6000 元，保证金 1200 元，增价幅度 200
元。（该车辆是否需缴纳罚款、处理违章等，请竞

买人向相关部门咨询，相关费用由竞买人自行

负担。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及办理过户手续的时

间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

确认，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

栏。联系人：贾警官（1983923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