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
13日 10 时至 2016年 7月 14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
com/sf_item/534370821726.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5.zqBuO3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雪峰
路、东方大道南房产一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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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
联系电话:18738062567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
13日10时至2016年7月14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sf.taobao.
com/sf_item/531614793483.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8.zsyYlt户名：永城市人
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合肥凯程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所有的位于合肥市包河区香港商业街房
产1幢104、105、106、107、108、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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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法官
联系电话:13592385333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

19日10 时至2016年7月20日10 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
com/sf_item/530712226177.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0.5AF1te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中原路

东电业局8号楼住宅房产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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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

19日10 时至2016年7月20日10 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
com/sf_item/53065813926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0.iSIqtY 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永城市西城区中山东

街172号住宅房产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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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BvEOOf&user_id=
2021124430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位于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南
段西侧建业联盟新城 16号楼A户房地产，建
筑面积为 306.47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

联系人：朱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6423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11日10时至2016年7月12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
BvEOOf&user_id=2021124430 户名：商丘市睢
阳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位于商丘市睢阳区
神火大道西侧上海城市花园 18号楼 2单元 17层
02号房地产，建筑面积为 143.95平方米，详细
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乔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96163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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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恒大地产发布公告，公司名
称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

“中国恒大集团”，该决议已获股东大会
通过。恒大在 5月 17日公告中曾表示，
公司的业务于近年来已变得更为多元
化，现时业务包括地产、金融、互联
网、文化旅游、健康、农牧等。

多元化产业发展 未来前景可期
据资料显示，恒大去年房地产销售

已突破 2000 亿元，今年前 5 个月就达
1104亿元，稳居龙头地位。2016年前 5
个月，销售额 1104.4 亿元，销售面积
1241.2万平方米；金融、互联网等其他产
业亦发展迅速，已在各自行业市场中占
据重要地位。随着各大产业纷纷壮大，
原有名称已无法覆盖恒大所有的业务表
现，更名早在业界的预料之中。

国际9A精装 品质为王
恒大绿洲坚持以品质改变城市生

活，秉持恒大豪宅精装修经验，坚持国
际 9A精装标准，经过 6000余条精工标

准把控，为峰层置业者定制最具品质的
豪宅生活。为完美匹配城市峰层生活格
调，恒大名都以极致苛求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精装选材，700 余家长期合作品
牌，经得起广大业主的考究。

恒大名都为升级城市品质生活所做
的努力岂止于此！自亮相以来，它便专
注研究奢适户型设计与布局，根据人对
空间的敏感度，精确计算空间里的空气
流通度、采光度以及含氧量，最大限度
增加室内空间的延伸，兑现置业者采
光、通风、观景等需求。

欧陆皇家园林 道法自然
树无行次石无定位，山无定势水无

定向。每走一步，映入眼帘的是不一样
的风景，风景背后是不一样的心情！恒
大名都在“道法自然”思想下规划出来
的园林景观，能让人享受到美的生活意
境，实现步移景异的乐趣。

恒大名都在楼宇之间规划近7万平
方米欧陆皇家园林，充分利用原始地貌

自然地势的高低差，将珍稀林木、花
卉、山石、溪流等自然景观引入园林之
中，使建筑与环境巧妙融合，打造商丘
新区最宜居的豪宅项目。此外园林中央
内设有 1800平方米罕见内湖，晨曦湖
岸烟雾缭绕，缕缕微风拂面，醉人之处
无需言语。

年中业绩大冲刺 购房大让利
谁能在楼市的“年中大考”中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最后一个月显得尤为
重要。为此全国各大楼盘争先恐后地开
启年中攻坚模式。作为中国精品地产标
准化运营商，恒大地产重磅出拳“全国楼
盘年中大优惠”，这是继“81折钜惠”抢
房大战之后，千亿恒大为在全国范围内
抄底抢房提供的又一契机。

作为恒大商丘的首个项目，恒大名
都以“年中冲刺大优惠”为宗旨，在售
80-136㎡湖景华宅，优惠最高可达 20
万元，享1500元/㎡9A精装。

（屠良冀）

恒大加入“中字头”
年中业绩冲刺 购房大让利

5月份营运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5月 31日，中国移动 4G客户数达
到4.09亿户。

赢得 4亿客户信赖的背后，是中
国移动飞速发展的优质精品网络，是
丰富多彩的智能终端选择，是对国家
战略、百姓生活提供的强而有力的服
务支撑。

自 2013 年 12 月 4 日 4G 发牌以
来，中国移动 4G用户发展速度屡超
业界预期：2014年 10月超过 5000万
户；2015年 1月突破 1亿户，7月突
破 2亿户，12月突破 3亿户。2016年
5月突破4亿户。

中国移动的网络建设与客户发展
同样有目共睹。截至 2016年 5月底，
中国移动已建成超过 128万个 4G基
站，覆盖人口超 12亿，实现了乡镇
以上的连续覆盖、行政村的热点覆
盖，以及高铁、地铁、重点景区的基

本全覆盖，并已与 114个国家和地区
实现 4G漫游，用短短两年多时间打
造了全球最大的 4G网络，提供与世
界水平同步的4G连接服务。

中国移动协同产业链共同发力，
提供更多终端品种，玩转数字化内
容。截至2016年5月底，中国移动已
联合合作终端厂家向客户提供 2022
款 4G 终端，千元 4G 手机占比已达
70%左右，为客户提供了高性价比、
丰富多彩的终端选择，大幅降低了客
户换机门槛。同时，推出“和娱
乐”、“和沟通”、“和生活”等产品和
应用，全面打造面向 4G客户的数字
化内容服务，加速推进融合通信业
务。

中国移动 4G的快速发展加快了
我国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
市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并为网络强
国、“互联网+”等国家战略提供更

可靠的网络支持。作为GTI发起成员
之一，中国移动全力推动 TD-LTE
发展。目前，TD-LTE在 43个国家
和地区部署了 77张商用网，带动了
国内芯片设计、封装、系统集成、仪
器仪表、手机制造等在内的全产业链
的创新和发展，已形成中国主导、全
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生态
圈，中国厂商占据全球 TD-LTE 系
统设备市场份额超四分之三，国产品
牌TD-LTE终端占国内市场超 75%。
未来，中国移动将充分发挥基础电信
企业优势，推进 5G 标准化进程发
展，努力成为数字化创新的全球领先
企业。

随着客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及网络
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客户将享受
到更加实惠的信息化服务，体验到更
加便捷的数字化生活。

(中国移动)

建成全球最大4G网络
中国移动4G客户突破4亿户

编者按

■蔡振启：夏邑县北岭镇人，19 岁南下重庆打拼，
现任重庆帆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市商丘商会
会长，成功后投资3000多万元助力家乡经济发展，并拿出
300万元支持老家公益事业。

人生感悟：做人不要有功利心，做生意要讲究诚信，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992年，蔡振启就从初中辍学了，13岁的他知晓家境

的困难。养家不可能，最起码要养活自己。这是蔡振启当
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执着。他开始跟随父母赶集上
会，做一些小生意。这也算是他涉足商海的第一步。第二
年，他就能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四处贩卖小孩子的衣服。
此后，他在家里开了一间磨房，磨面、磨饲料，这都是成
年人才能够干的繁重活，他却干得起劲。他认为，这也是
一门手艺。

1995年，是蔡振启最吃苦的一年。之所以说最苦，一

是他当时年龄小，二是从事的体力活儿重。那是在洛阳某
砖厂，每次运送砖坯，一来一回 2公里多，才挣 2角 6分
钱。一天下来，累个半死，也挣不了几个钱。干了几个
月，实在受不了，他回家跟着村里一位叔叔学修雨伞、笆
斗之类的小手艺，每天走街串巷，骑着自行车要走上 100
多公里。没有钱买饭，就讨要。晚上睡在小集镇上的大车
店，自带被褥，一晚上二三毛钱的住宿费。有时赶不巧，
错过集镇，就睡在地上，数着星星，进入梦乡。后来，他
还卖过白吉馍、修过摩托车、贩卖过水果，但他始终认为
这都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记着一句话：有智谋不在年老
少，无智谋空活一百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机会。

机会来了。乡友张永在重庆经营一家汽车配件公司，
请他过去帮忙。1998年4月份，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雄鹰放
出来了，蔡振启南下重庆，发现这里才是他想要的舞台。

公司小，仅有20多平方米的门面。蔡振启白天坐在折
叠长椅上，晚上睡在上面。冬冷夏热，但他不在乎，他在
乎的是2000多个汽车配件，认识它、熟悉它、了解它。利
用中午午休的时间，他经常跑到汽车配件市场，不懂就
问，一个个汽车配件在他布满老茧的手里转动。他为了熟
悉一个配件，竟然用最笨的方法，每天抱着同一个配件，
从仓库里搬进搬出多达 50次。他每天工作 20个小时，但
他从来不把苦当作苦，而是当作进步的养料，多干了，就
赚到了。他学得很快，3个月的时间，他就熟悉了汽车配
件营销的整个流程。

2002年，随着公司的转型，蔡振启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他从公司拿了 14.8万元的货，租赁了 28平方米的门
面，自己当起了老板。他的努力与坚持，终于把事业一步

一步做起来了。他真诚对待员工，送给员工房子，甚至放
权让员工自己去做。从聘请一名员工到 30多名员工，从
20多平方米的门面到仓库加门面500多平方米，他仅用了
3年的时间。2011年 6月 30日，蔡振启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重庆帆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中国重
汽、陕汽及东风系列各种零部件，坚持把关任何供应商的
产品质量，并严格要求供应商按其质量标准执行。该公司
销售部门经营场所面积有130多平方米，库房1000多平方
米，长寿汽车配件门面也正在经营中。公司年销售收入
4800万元左右，创利600万元左右。

自己做好了，就希望家乡更好。蔡振启为了家乡夏邑
的发展，慷慨解囊，捐赠了价值 150多万元的古树园，为
开发区修路捐助 110万元。他心系夏邑县环卫工人，除送
给每位工人一套棉服之外，还宴请了全县所有的环卫工
人。慰问敬老院、资助贫困学生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他看到家乡的年轻人学习汽车驾驶技术不方便，就成
立了夏邑帆顺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第一期实际投资
就达 3000万元，今年准备第二期投资，决定再追加 3000
万元。让家乡的年轻人不出远门，就能学到驾驶技术。

2015年 7月 4日，重庆商丘商会成立，蔡振启当选为
会长，现在已有 300多家商丘籍在渝企业成为会员，商会
还在不停地发展壮大中。

蔡振启说，重庆商丘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商丘人在重
庆有了自己的家。我心甘情愿做商会的服务员，充分发挥
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努力推进重庆与商丘的经济合作，
使商会成为在渝商丘人增进交流、加深感情、沟通信息、
加强合作的“会员之家”。

蔡振启：甘愿做商会的服务员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
才流动加剧，千千万万的商丘儿女怀着志在四方的
豪迈情怀，在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奋力拼搏、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诠释着商丘人勤劳朴实、敢于拼
搏、团结协作、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演绎着商丘
人敢于追梦、勇于圆梦的生动故事，他们为自己赢
得了辉煌，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商丘增添了光
彩。为讲好他们的创业故事，让家乡人民感受、见
证在外拼搏商丘人的创业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绩，
激励更多的商丘人积极投身创业创新的大潮中。商
丘市委统战部、商丘市工商联、商丘日报报业集团联
合举办“出彩商丘人”大型采访宣传活动，欢迎广大
读者推荐“出彩”的采访对象，电话：0370—2623033，
手机：18238008916，13703425069。

重庆市商丘商会会长蔡振启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7月 11日 10时至 2016年 7月 12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 ，户名：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河南省商丘市袁庄乡曹
庄村前乔楼二组八十四号房产，房产证号为：
20169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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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人：鲍法官1378168805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一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7月 11日 10时至 2016年 7月 12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
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 ，户名：河南省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
凯旋路西胜利路南烟厂家属楼2号楼2单元8层
南，证号为：商丘市房权证 （2011） 字第
008130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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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官
电话：139389427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一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

7月11日10时至2016年7月12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 ，户名：河南省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
睢阳区南京路南侧睢阳大道东商住楼北数 29、
30 二间门面房，证号为：商丘市房权证
（2009）字第 005357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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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官
电话：139389427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三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6年

7月 11日 10时至 2016年 7月 12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 ，户名：河南省商
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南京
路南侧睢阳大道东商住楼北数1、2二间门面房，
证号为：商丘市房权证（2009）字第 0053574号，
商丘市南京路南侧睢阳大道东商住楼北数 27、
28二间门面房，证号为商丘市房权证（2009）字
第 005357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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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法官
电话：139389427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23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冠名：科迪乳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