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2月
23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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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tem.taobao.com/
sf_item/608039576624.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9.1b213662uS6yUl，户名：永城市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中原路东建设路北时代城
西湖春天 2#楼 25-1 单元D 户成套住宅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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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393703320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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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23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4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河南省
郑州市航空港区郑港三街西侧、祥顺路南侧19号
楼 3单元 7层 701住宅房，建筑面积为 90.03平方
米，用途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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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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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6日 10时至 2020年 2月 3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市
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变卖商丘
市睢阳区长江路南华夏路西帝和水上公园D区
一期 3#楼 1单元 5层 501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1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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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0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2月 6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7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市
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0/08），公 开 拍 卖 豫
N9X282大众牌小型轿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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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79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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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3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4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
北海路北侧、豫苑路东侧中裕金座一期10号楼1
单元 12层 1203号住宅房，建筑面积为 132.06平
方米，用途为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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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79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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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3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4日 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网址：www.gpai.
net），公开拍卖单春荣名下的位于商丘市睢阳区

凯旋路南段西侧非成套住房，建筑面积为4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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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77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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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6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7日 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丘市
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8），公开拍卖商丘市
睢阳区南京路中段北侧纺织厂家属院东单元 3
层东户，建筑面积为11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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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202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
12月 26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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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北
侧新建路东顺安苑1#营业房（权证号：商丘市房
权证 2007 字第 0015080，建筑面积：240.48 平方
米），设计用途：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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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5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12月 26日 10时至 2019年 12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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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河南豫酒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 51%股权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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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销）售管理，维护交易

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号）的规

定，我们对商丘市九洲置业有限公司提交的“九

融·蘭亭公馆”项目（坐落于虞城县仓颉大道北

段西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

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

勘察，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销售。

预售范围为：8#、15#楼。预售许可证号：2019
年第049号。

特此公告

虞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11月21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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