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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里娃，从小爱喝茶，红黄
青白绿，最爱是黑茶，山里娃呀山里
娃，朋友遍天下，请你来做客，一起品
黑茶……”这一首朗朗上口的童谣，来
自黑茶之乡——湖南安化。

安化，因黑茶而名；黑茶，因安化
而生。这里，有漫山遍野的茶海，有世
人称颂的世界茶王——千两茶。黑茶
是小镇的灵魂，镇里的人，人人爱茶，
爱到骨子里。

黑茶小镇：
百亿资金打造世界“黑茶之都”

“来恰茶呀。”这是安化人特有的
打招呼方式。“恰茶”，本意为“喝茶”。

人们日出喝茶、日落喝茶。可以说，茶
与人，人与茶，早已深深地互相融入，
为黑茶产业发展奔波发力，也早已成
为这个小镇每一个爱茶人士的责任和
使命。

自 2007年以来，安化举全县之力，
把黑茶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来打造，至 2020 年已发展茶园基地面
积 36 万亩，茶叶加工量 8.5 万吨，综合

产值 230 亿元，从事茶产业人员达 36
万人。截至目前，安化已成为中国生
态产茶第一县、黑茶产量第一县、科技
创新第一县、茶叶税收第一县。

为将安化黑茶产业做大做强，打
造安化成为世界黑茶之都，2017 年 9
月，安化县政府与黑茶产业龙头企业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安化黑茶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合作协
议》，计划用 5 年左右的时间，投入 100
亿元资金，以资江水域及两岸 10 个行
政村规划布局“一江四区，十里画廊”，
发展一个茶产业链完整、文化体验独
特、茶旅文康深度融合的特色小镇。

签约仪式上，华莱董事长陈社强

郑重表态：“我们将全力以赴，把安化
黑茶特色小镇建设成为黑茶研发创
新的示范区、茶园风光的观赏区、黑
茶 交 易 的 集 散 区 、黑 茶 文 化 的 体 验
区、水上运动的休闲区、养生健身的
度假区、全域旅游的黄金区。让安化
黑茶特色小镇成为以茶的全产业链
为主线，特色生态农业为基础，休闲
度假生态观光为补充的茶乡小镇和

旅游观光的目的地，让安化真正成为
‘世界黑茶中心’。”

2019 年，安化黑茶特色小镇被列
入省级重点项目，并被省人民政府确
定 为 全 省 十 大 农 业 特 色 小 镇 之 一 。
2020 年，安化县的做法被列为省政府
2020 年重点工作综合大督查发现的全
省 23 项典型经验做法之一，获得省政
府办公厅通报表扬。

黑茶小镇项目于 2017 年启动，目
前已实施子项目 25 个，累计完成投资
52 亿多元，逐渐发展成一个茶产业链
完整、文化体验独特、茶旅文康深度融
合的特色小镇。2019 年，域内旅游人
数达 45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39
亿元。

至此，一座百亿资金打造的黑茶
之都已拉开神秘的帷幕，闪亮登场。

文化小镇：
好歌大剧看安化 尽享“天下茶道”

“你来的正是时候，当黑茶飘香的
时候，我在梅山煮茶等你，静看资江悠
悠。你来的正是时候，当千两月光晾
满楼，缘分，融在山水里，茶已经浓了，
人儿已经醉了……”在第三届中国湖
南·安化黑茶文化节开幕式上，著名歌
手徐千雅的一曲《你来得正是时候》，
唱红了安化黑茶文化节，为安化黑茶
的传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
此，安化的大街小巷，每个人都可以哼
唱这首《你来得正是时候》。

《你来得正是时候》这是著名音乐
人、安化老乡何沐阳的高超水准和家乡
情结，这也是黑茶小镇无数人爱茶爱家
乡的缩影。可以说，多年来，安化人用各
种形式诠释黑茶之美、安化之美。

黑茶小镇建设伊始，如何将茶文
化的推广落到实处，是一道充满挑战
的必答题。如何高标准定位、高起点
谋划、高效率运作、高水平建设，这既
是标准，也是答案。六年后，在即将到
来的第五届黑茶文化节上，《天下茶
道 》的点映就是这道题最好的答案。

《天下茶道》是中国第一部讲述黑
茶文化故事的大剧，由湖南黑茶印象
文化有限公司与国内顶级实景演出团
队山水盛典文化公司共同携手打造。
该剧以万里茶道为背景，以一捆捆驮
在马背上的安化黑茶为主题，以一段
牵系着儿女情长的浪漫故事为主线。

它们从安化的资水出发，一路北上，纵
贯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莫斯科、
圣彼得堡，进而通往欧洲和中亚各国；
将广阔洞庭湖、壮美大西北、大漠黄
沙、驼铃声声、雪域高原、异域风情一
路串联起来，在这条长约 1.3 万公里的

“万里茶路”旅途中，它们完成了自己
的升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湖南安化
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和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深沉的家国情怀，亦由此
成就了一段千年传诵的传奇佳话。

《天下茶道》将永久落户于湖南安
化天下黑茶大剧院。该剧融合了安化
的山水、人文、历史，是安化文化的集
中展示与传承，是黑茶小镇最闪亮的
一张名片。

旅游小镇：
品千年黑茶 泡冰碛岩温泉

顶着薄雾去茶园吸氧，迎着朝阳
去古道骑马，走过风雨廊桥，触摸千年
遗迹，在冰碛岩温泉泡去一生疲惫，在
一 片 黑 茶 面 膜 的 亲 吻 中 酣 然 入 睡 。
这 ，就 是 安 化 黑 茶 特 色 小 镇 的 惬 意
生活。

安化黑茶特色小镇作为引领茶旅
文康融合发展的核心龙头，全力推动

“安化黑茶+旅游”“安化黑茶+文化”
“安化黑茶+康养”融合发展。为此，
安化聘请了全国一流规划设计团队
同济大学相关专家进行规划设计，将
安化黑茶小镇打造成全国一流特色
小镇。

自 2017 年 8 月启动至目前，黑茶
特色小镇已完成了万隆产业园、万隆
广场、安化黑茶成果展示馆、恒太商业
城、黑茶大市场、御水天赐温泉等项目
的建设。其中，独具安化特色的冰碛
岩温泉项目更是为黑茶小镇的旅游带
来了独具特色的暖流。

冰碛岩温泉全称安化御水·天赐
温泉，是由湖南禹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投巨资兴建，集温泉养生、足浴按
摩、棋牌娱乐、营养美食、休闲度假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高端温泉养生圣地。
温 泉 日 出 水 量 达 800 方 ，出 水 温 度
59℃，水中富含钾、钠、钙、镁、氟、锶等
10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温泉园区设有原汤温泉、水疗
温泉、茶汤温泉、情侣温泉、鱼疗温泉、
儿童水上乐园、私享汤院及面朝一线
资江美景的跌水式无边际中心景观温
泉大泳池等 40余个温泉泡池。

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茶旅文康
融合、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对厚重的

“安化黑茶”文化资源和“绿水青山”生
态资源进行整合,着力将黑茶特色小
镇打造成旅游景区、生态茶城，这是安
化黑茶特色小镇的建设方向，也是其
坚定迈出的每一步。

科技小镇：
科研赋能产品 科技赋能产业

目前，安化稳居中国产茶百强县
第一，是中国生态产茶第一县，获得了

黑茶产量、茶叶税收、科技创新 3 个
“全国第一”。小镇现有黑茶加工企业
71 家，通过关联产业带动 6 万多人就
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5646户 10290
人脱贫。

当你走进黑茶小镇核心片区的万
隆广场，走进国家农业现代产业园展
示馆，人工智能机器人将端着安化黑
茶，向你徐徐走来。你品一口黑茶，深
入走进展馆，感受现代科技赋予茶产
业的魅力所在。

安化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系黑茶
特色小镇重点工程之一，该展馆内全
面展示了安化黑茶小镇的特色所在
和小镇的茶产业发展故事。馆内有
黑茶资源管理平台、安化黑茶大数据
可视化平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

等全产业链大数据 6 大平台，形成“企
业知天而作，政府知数而管”的现代
智慧农业模式。

在展示馆的对面，是安化茶企的
领头羊——理想华莱生物科技集团，

该集团是致力于推广“茶生活方式”
的高科技产业化集团，集茶业种植、
加工、销售、科研、康养文旅、教育推
广 为 一 体 。 集 团 始 终 坚 持 以“ 茶 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运营的发展
战略，“以制药的经验制茶”“86 道质
量把关”贯穿生产全过程，构建科学
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体系。集
团相继建成了“产品研发中心（质量
检测中心）”和“万隆 GMP 深加工生产
车间”，设立了“国家教育部茶学重点
实验室技术示范基地”“湖南农业大
学茶叶博士工作站”和“刘仲华院士
工作站”等，在生产加工、科研开发、
人 才 培 养 、成 果 转 化 等 方 面 积 极 作
为，既能够生产传统的黑茶，又有新
型 的 速 溶 袋 泡 茶 ，还 有 茶 元 素 护 肤
品 、茶 牙 膏 、黑 茶 洗 发 水 等 衍 生 产
品。2021 年 3 月 18 日，国家工程院刘
仲华院士工作站在此揭牌成立，刘仲
华院士认为，茶叶科技在推动茶业发
展上成效显著、前景广阔。

“湖南正全力打造‘五彩湘茶’，推进
千亿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化黑茶将
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安化县委书记刘
勇会表示，安化坚持茶旅文康融合发展
的路径不改变，将力争用 5年到 10年时
间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努力成为中国茶
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李小芳）

喜欢黑茶，大概是从小时候外婆笑
着叫我喝黑茶的午后开始的，喜欢在清
晨陪着老人一起采茶，喜欢大家一起喝
茶闲聊的散漫时光，喜欢街道上似有若
无地蔓延着的缕缕茶香，喜欢这个城
市 ......对安化人来说，喝黑茶喝的是休
闲时光；对游客来说，在这里或许能够
真正读懂安化黑茶。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安化的茶从
一片叶子开始，就散发着属于安化的厚
重气息。有人说安化的茶好，是因为这
里的环境适宜茶树生长，雨水充沛、云
雾缭绕，处在世界公认的优质茶神秘纬

度带。也有人说，安化的茶好，是因为
有冰碛岩，这里是世界上冰碛岩最集中
的地区，约占整个地球含量的 85%，土
壤风化完全，石砾较多，通透性能好，富
含有机质和各种矿质营养元素，茶树早
在土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吸收了矿物的
灵气和精华。在我看来，这是必然要
素，但安化黑茶的神秘，其实还有更多
值得去探究。

在安化，黑茶和冰碛岩早已融入人
们的生活。这里有世界首家冰碛岩概
念锶温泉——御水·天赐温泉。在这
里，当你和最亲的人一起，品着醇厚的
黑茶，身体被温泉拥抱，感受明月当空，
感受繁星满天，处处皆是美好。

在安化黑茶特色小镇的万隆广场，
安化黑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果展
示馆有一种茶道天下的磅礴气势，暖暖

的阳光下，古典的建筑闪耀着高雅的气
质。清晨时分，这里有云雾缭绕的美
景；傍晚时分，这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晚
霞；夜幕，还有明月凌空照耀。可谁能
想到，曾经的这里，只有漫山遍野的荒
山和零零散散的菜地。作为今天安化
黑茶特色小镇项目的核心，万隆广场早
已成为旺地，周围的安置房成为了沿江
公路的风景线，群众居住环境和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借此发展起旅游业，茶行、酒店、餐饮、
体验店等琳琅满目。

万隆广场边上最引人瞩目的还有
天下黑茶大剧院，这个帆船形的建筑拔
地而起，象征着安化黑茶产业已经扬帆
远行。这里的演艺将为游客铺就走进
黑茶之路，打开了解安化之门。在这
里，城市变为剧场，建筑化为舞台，市民

则是节目中的演员。梅山文化精髓、蚩
尤神话传说、黑茶制作工艺、黑茶历史
人文故事……这些，都不再只是少数人
记忆中模糊的存在，自此它有了形状，
成为了一种深深的络印，铭记在所有想
要了解它的人的心中。

以前喜欢茶，是一份家的味道；现
在喜欢茶，是对茶文化的理解，对茶生
活的认可。思绪回转，茶路上的欢声笑
语就这样一丝一丝结住了我百转千回
的思绪。走在小镇的茶路之上，似有淡
淡的茶香随风飘来，芬芳馥郁，沁人心
脾。 （周 倩）

安化黑茶致力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一个平凡人的安化印象

法院公告栏
勾帮国：本院受理石鑫、谢永开与安龙县交
通局、陈万伦、勾帮国、钜才建设有限公司、
石胜朝、吴先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黔2328民初3974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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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蒋成文、岑金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杞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
李长征、刘雪玲、安更、许兰芝、李建新：本院
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1623民初 30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张先锋、省心爱：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豫1623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许长春、刘晓趁、袁前望、刘亚朋、许付彬：本
院受理原告河南商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 1623 民初
30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
玛希巴图、乌仁胡、额尔敦套格套、其木格：
本院受理原告宋立志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内 0523民初 1610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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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法院
耿润锋：本院受理原告常荣库诉被告耿润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781民初 242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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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
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
陈昭：本院受理胡仕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628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为“被告陈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胡仕彪借款本金 30，000元及
逾期利息 5，76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届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
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刘佳显：本院受理原告遵义恩卓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0304民初43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
(0851-27220736)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吴艳飞：本院受理杨平诉你、宋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 2328 民初 180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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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周贞吕：本院受理吴章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黔2328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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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
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张彪：本院受理游凯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黔 2328 民初 115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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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李朝军：本院受理原告高尚明诉被告李朝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31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田光鑫：本院受理原告石志豪诉被告田光鑫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31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黄喜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城区时尚
祥云宾馆诉被告黄喜兰旅店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2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蒋后祥：本院受理周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适用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1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纳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王刚：本院受理曾琴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适用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1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百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李厚梅：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适用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百纳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万星：本院受理原告张小琼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1年12月20日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刘海东：本院受理郑州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视为送达，举证和答辩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八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河集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王平印、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延)在西
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后树红：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西五路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延)在西安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燕欣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市钟楼支行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节假日顺延)
在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
年 9月 24日在消费日报刊登的一则被告为
王芳的公告中，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行应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西五路支行，特此更正。

拍 卖 公 告
通许县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1月2日10时
至2021年11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通
许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以南丰庆路以东 3
号楼1层2号、2层2号房地产进行第一次公
开拍卖活动。特此公告。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21年 10月 31日 10时（延时的除外）
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369号福安家园二期1
号楼1单元2号房产。标的物详情请登陆博
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
看。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本院将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卖。了解
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
陆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