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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谋发展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奋进开新局砥砺奋进开新局
———南昌县全国百强县排名—南昌县全国百强县排名““十二连升十二连升””的背后的背后

本报讯（记者 郝海霞□胡雪萍 李悭） 风

雨兼程，砥砺前行。“十三五”来，南昌县交出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这里是县域经济的排头兵，2020 年，在全

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百强评比中，南昌

县跃升至第 21 位，较 2016 年的第 38 位阔步前

移了 17位，百强县排名实现“十二连升”；

这里衍变成为千亿产业的孵化池，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医药医器等三大主导

产业持续壮大，建筑行业突破接力，智能装备

制造、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也向

着千亿产业蓄势发力；

这里打造成了“四最”营商环境的主战场，

以改革破除发展藩篱，以开放拓展发展空间，

以创新挖掘发展潜力，2020 年，南昌县获评

“中国营商环境百佳示范县市”第 17 位；小蓝

经开区入选全省首届“十佳营商环境工业园

区”。……

不靠海，不延边，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

断增加、疫情防控成为常态的大背景下，这座

建成区面积仅有 233.9平方公里的内陆城市南

昌县，连续多年领先领跑，稳居江西县域经济

发展的第一县；又持续发力一路赶超，在全国

县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强劲上升的态势仍

在一直延续。

“一区四园一中心”激发百强县发展内能

南昌县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江西海

力万欣建筑装配式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

在崭新的装配式建筑三一重工 PC生产线上进

行预制叠合板、预制外墙、预制内墙等预制构

件的钢筋捆扎和焊接，原本 20 多人作业的生

产线，只要 8名作业工人就完成整套流水线生

产。

“这条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台车

容量的生产效率是以前的 4 倍到 5 倍，可以做

以前地模线的 2--3条线的产能。”公司生产经

理李方良说。

江西海力万欣的发展，见证了武阳装配式

建筑产业园建筑产业的裂变扩张，产业园是全

省首个以装配式建筑为产业定位的工业园区，

从 2016 年成立以来，先后引进了 32 家装配式

建筑企业，在全县推出 500多万平方米的装配

式建筑市场。

数据显示，2020年完成装配式建筑 260多

亿的产值，产生税收将近 8000万元，预计今年

完成装配式建筑产值超过 300亿元，完成税收

1亿元以上。

一个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布局，

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十三五”期间，

南昌县集全县之智、举全县之力，构建了以小

蓝经开区、向塘物流园、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

园、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南新滨江工业园、滨

江商务科创中心为主战场的“一区四园一中

心”产业布局，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小蓝经开区 2020 年营业收入、工业总产

值分别完成 1220.4亿元和 1208.4亿元，稳居全

省开发区“前三甲”；向塘物流园加速崛起，落

户了 7家世界 500强企业、8家上市公司、20余

家物流领军企业，各类仓储面积超 50 万平方

米，成为全省物流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园区；武

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获评“中国建材园区 20
强”，并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园区类），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获此殊

荣的园区；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入驻各类建筑

企业 70余家。南新滨江工业园依托码头岸线

发展工业的态势良好……

数据是经济发展直接体现。在以“一区四

园一中心”为产业主战场的推动下，南昌县多项

主要经济指标始终保持“总量全省领跑、增幅持

续高于省市平均水平”的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

值由 2016 年的 73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48
亿元；财政总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

别由 105 亿元、59.2 亿元增长到 141.3 亿元、76
亿元，总量连续十一年稳居全省第一。

特色产业集群 凝聚产业发展势能

8 月 26 日下午，一趟满载 100 台（套）江铃

汽车轻卡 CKD成套散件、货值近 104万美元的

中远海运“江西制造”铁海联运专列从南昌向

塘国际陆港驶出，将在厦门港接转中远海运海

船至越南胡志明港。这是第 31批江铃制造出

口海外。据悉，今年上半年江铃出口整车 1.6

万余台，接近去年全年的整车出口量。

“今年，我们汽车出口业务明显增长，这得

益于向塘国际陆港和中远海运公司优质、高效

的出口服务，保障了江铃汽车海外订单的及时

交付，从而提升了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今年

1-8 月，我公司出口额突破了 3.1 亿美元。”江

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物流部经理马军

说。

江铃进出口公司贸易增长的背后，是南昌

县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期间，南昌县发挥比较优势，持

续强化产业支撑，着力打造优势明显、布局合

理、配套完备的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

展凝聚起快速发展的势能。

江铃富山新能源整车基地、济民可信生物

医药产业园、上海沪工装备制造基地等一批引

爆性项目竣工投产，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绿色

食品、医药医器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壮大，智

能装备制造、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等三大新

兴产业蓄势发力。

小蓝·泰豪VR产业园、江西移动小蓝数据

中心、中国联通全国唯一VR/AR研究基地等一

批数字经济领军项目先后启动推进，小蓝数字

经济产业园加快建设，1086 个 5G 基站投入使

用，飞尚科技入选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

示范项目，在全省率先构建制造业和数字经济

“双轮驱动”新格局，工业在向高端化、精细化、

数字化迈进。

建筑产业也在迅速裂变扩张，2020年全县

建筑企业总数达 330 家、全省占比约 1/8，建筑

业总产值达到 1576亿元、全省占比近 1/6，特级

企业有 6家、全省占比近 1/3，“中国建筑之乡”

的品牌越来越响。

在将产业转型升级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攻

方向的推动下，南昌县工业向高端化迈进，农业

向品牌化发展，服务业向多元化拓展，全县三次

产业协调并进、转型发展，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6 年的 7.2:61.5:31.3 调整优化为 2020 年的

6.8：53.3：39.9，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培育长远发展潜能

近日，南昌市路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童鸿建来到在南昌县行政审批局政务

服务大厅，办理企业变更业务。让他没想到的

是，两天后他就可以拿到新的营业执照。

“我是过来办理公司的变更，按照以往经

验，至少需要一周时间。现在工作人员告诉我

只需两天，这让我有些意外，办事效率真高。”

童鸿建说。

童鸿建所感受到的贴心服务，在南昌县

处处可见。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工作，南

昌县针对企业登记相继出台了《企业注册登

记“审核合一、一人通办实施办法”》，进一步

优化了审批环节，由之前的“一审一核”优化

为“审核合一”，企业登记的材料只需“一人通

办”即可办理，减少了审批环节，缩短了审批

时限。

如果说，群众和市场主体是种子，营商环

境和执政管理水平便是土壤和水。只有土肥

水活，才能让种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南昌

县 (小蓝经开区)党政班子深知，“营商环境就

是竞争力。”“十三五”期间，南昌县持续聚焦

“项目推进、政策落实、服务企业、企业感受”四

条主线，以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为导向，持

续优化服务，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进百家门，办百件事”到“进一家门，

办 百 件 事 ”，从“ 线 下 办 理 ”到“ 一 网 通

办”……五年来，南昌县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服务体系

上探索实施了一批突破性、引领性改革，不

断提升政务服务办事能力和服务水平，真正

实现便民利企。

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南昌县行政审批局成

立以来，共办结各类行政审批 14万余件，按期

办结率 100%，其中 85%的日办件量都能当场

受理、当场办结，马上办好。

在服务不断提效的作用下，2019年南昌县

新开设企业数量达 4802 家，同比增长 39.5%，

2020 年新开设企业数量达 5694 家，受疫情影

响的情况下仍同比增长 11.8%，2021 年 1-7 月

新开设企业数量达 3769家，再创历史新高；设

立企业的时间由改革前的 21个工作日减少为

1个工作日，减少了 95%；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平

均减少 72%。

扛起赣鄱首县使命 擘画未来五年美好蓝图

过去五年，南昌县交上了一份满意的发展

答卷。未来五年，南昌县将为提升南昌发展首

位度挑重担扛大梁。

今年 9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南昌县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召开。“进军两千亿、阔步现代化”，

这是南昌县委书记陈翔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

出的未来五年奋斗目标。

为全力以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再攀新高，

南昌县将大力实施“八大争先行动”：争产业转

型升级之先，全力以赴做大经济总量；争全面

深化改革之先，全力以赴激发制度活力；争扩

大内陆开放之先，全力以赴构筑重要支点；争

创新驱动发展之先，全力以赴蓄足发展动能；

争功能品质提升之先，全力以赴提升城市能

级；争全面乡村振兴之先，全力以赴打造三农

样板；争保障改善民生之先，全力以赴创造幸

福生活；争提升生态优势之先，全力以赴推进

绿色发展。

未来五年，南昌县将全力实施产业集群发

展战略，重点打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食品医

药、建筑、商贸、陆港经济等五大千亿产业集

群。着力构建南昌县和小蓝经开区“县区一

体”，小蓝经开区和向塘国际陆港新城“两翼联

动”，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武阳装配式建筑产

业园、南新滨江工业园和滨江商务科创中心

“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布局。

今后五年，南昌县将聚焦向塘国际陆港新

城及创新平台建设，以高标准建设向塘国际陆

港新城，深入推进“三同”试点和口岸建设，大力

发展跨境电商、离岸结算、智慧物流等新业态，

积极申报陆港型国家综合物流枢纽，加快形成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以高标准推进金湖科创谷、小蓝·泰豪 VR 基

地、富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创新平台建设，推动

“七大科研平台”提能升级，引进一批“中字头”

“国字号”科研机构的区域总部，支持领军企业

组建创新联合体，努力打造创新策源地。

在城市管建方面，南昌县将进一步优化完

善城市功能板块定位，构筑“一核三轴四带”的

空间发展格局；力争在全省率先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推动南昌县从“文明高地”迈向“文

明高峰”；延伸建立贯通县乡村的现代流通体

系，推动消费提档升级扩面。

为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上抓重心、见成效。南昌县将积极

探索村集体经济壮大新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民宿经济、农村电商、网络直播、康养等新

业态，吸引社会资本下乡、现代技术进村、高端

人才回流，创新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确保 5年过渡期内政策总体平稳。

陈翔表示，南昌县将保持“归零”心态、“冲

刺”姿态、“赶考”状态，扛起首县使命。力争到

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700亿元，财政

总收入实现2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

现100亿元，全省县域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更加凸

显，为地区生产总值进军两千亿打下坚实基础。

南昌县城航拍南昌县城航拍

小蓝经开区航拍小蓝经开区航拍

江铃汽车全自动焊装生产线江铃汽车全自动焊装生产线

南昌向塘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南昌向塘国际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

法院公告栏
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新华村 7组 1号秦乐
富：本院受理原告户月忠与被告秦乐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渝0154民初33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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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小江村5组46号刘
从明、吴春芳：本院受理原告孙养桃与被告
刘从明、吴春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渝0154民初329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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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重
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仁和村8组47号简圣
明：本院受理原告谭阳与被告简圣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渝
0154民初 31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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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
纳上诉费，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子坪村 2组 105号彭
昌华：本院受理原告冯平与被告彭昌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渝0154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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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费，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宋国领：本院受理朱爱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 1602 民初 3998 号民事判决书；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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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宋国领：本院受理张三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豫 1602 民初 4230 号民事判决书；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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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岳秀莲：本院受理许丹丹周口市开发区丹丹
副食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豫
1602 民初 3694 号民事判决书；如你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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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此公告。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郑林友：本院受理刘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豫 1602 民初 4064 号民事判决书；如
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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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于伟卫、余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行与你们(2021)陕 0102 执 7307
号之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省西安市公
证处作出的(2021)西证执字第 85 号执行证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按期履行，权
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己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
拍卖被执行人于伟卫名下位于西安市新城
区金花北路169号1幢10602室(不动产权证
号：1150108024-21-1-1-10602~1)房屋一
套，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拍卖裁定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殷琪：本院受理原告冯治平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281民初192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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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高学军：本院受理原告吴广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0428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牛家营子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吴年才：本院受理原告喀喇沁旗京隆装饰材
料经销处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428 民
初 19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牛家营子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
张天明：本院受理的（2021）川 1603民初 991
号原告胡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张天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胡川返还 5000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或四川省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开州区南门镇东阳村1组29号金广
兵 (公民身份号码 512222197312188851)
廖 仕 英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22219731218886X)：本院于 2021 年 4
月 7日受理原告雷海涛与被告金广兵、廖仕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渝 0154民
初 3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一、由被告廖仕英、金广兵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雷海涛返还借款本金
200000元；二、由被告金广兵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雷海涛返还借款本金
20000元。案件受理费 4600元，由被告廖仕
英、金广兵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期内不上
诉的，或者期内上诉又撤回上诉的，或者期
内上诉但未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缴纳上诉
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云阳县盘龙镇巴山路 148号王健刚
(公民身份号码500235198311251575）：本
院于 2021年 1月 20日受理原告范艮万与被
告贺六英、王健刚、刘明生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渝0154民初82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一、解除原告范艮
万与被告王健刚、刘明生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签订的《集资建房合同》；二、由被告王健
刚、刘明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范
艮万返还购房款100000元，并从2017年3月
16日起以 1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
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返还完毕购房款
100000元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范艮万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99 元，由原告
范艮万负担 599 元，由被告王健刚、刘明生
负担 25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期内不上诉
的，或者期内上诉又撤回上诉的，或者期内
上诉但未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缴纳上诉费
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陈耀聪：本院受理刘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王跃：本院受理王声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须
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孙万海：本院受理原告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12 民初 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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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鹏斌：本院受理原告江苏梦缘酒业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3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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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朱青：本院受理原告熊天山诉你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 0812 民初 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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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杜学诚：本院受理的原告殷付国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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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吴七十三：本院受理原告扎鲁特旗嘎亥图镇
人民政府诉你毛建友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 2021年 12月 2日 8时 30分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
刘金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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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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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定于 2021年 11月 21日 10时至 2021年
11 月 22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对王富贤名
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号世纪金源
国际公寓西区3层二单元3D房屋(不动产权
证号：京房权证海私字第 0100193 号)(包含
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家具)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详情请登录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http：//sf.taobao.com/
0395/01进行查看。如有异议，请于拍卖前
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特此公告。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