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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刊登热线 ： 0371-56568143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次日上午 10 时止 （延时除

外）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拍卖活动，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现公告如下：
变卖标的为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28 号（融丰花苑）A �座 9 层 21 号及 24 号房产。 21 号

房产房权证号： 0301085996 号， 评估价值为 2197400 元， 起拍价 1977660 元； 24 号房产房权证
号： 0401024061 号，评估价值 2162600 元，起拍价 1946340 元。 以上房产建筑面积均为 173 . 98 平
方米，保证金均为 20 万元，增价幅度均为 5000 元。

变卖方式： 1 、网络司法变卖期为 60 天，如有竞买人在 60 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
则变卖自动进入到 24 小时竞价倒计时； 24 小时竞价周期内， 其他变卖报名用户可加价参与竞
买，竞价结束前 5 分钟内如有人出价，则系统自动向后延时 5 分钟（循环往复至最后 5 分钟内
无人出价）。 2 、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才能取得
变卖参与资格；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变卖须知、标的物情况介绍摘录自宛清
评报字（2018）第 47 号、 第 48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详情咨询电话： 16637728666 �� 0377-61661036 蒋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 0377-61661169

�������联系地址： 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二 O 一九年三月七日

为加快铁炉村安置房建设进程，根据中原区委、区政府、常西湖管委
会和西流湖办事处整体工作部署 ， 已于 2017 年初启动铁炉村城中村改
造一期安置地块内的坟墓迁移工作 ，截至目前，该区域内坟墓已基本迁
移完毕 。 就目前剩余少量未迁移坟墓问题 ，经研究决定 ，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之前全部迁移完毕 。请该区域内的坟主及时和中原区铁炉村拆迁安
置领导小组对接办理坟墓迁移相关手续 ，逾期将视为“无主坟” ，统一安
排进行清理 。

特此公告。
中原区铁炉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铁炉村民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

公 告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大都会和悦苑”项目位于百尚路南、合

展路西。项目总占地面积 91916.88m2，总建
筑面积 361967.60m2。 现公开招标选聘前期
物业管理公司。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资信良
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投
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 -3月 22 日。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
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
业大厦 716室。 联系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郑州万科大都会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6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名门悦橙苑”小区项目位于郑州市二七

区大学南路东、张魏寨路南。 项目总占地面积
33258.73m2，总建筑面积 243999.4m2。 现公开
招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良好；2、必须通
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3、无欺诈、违
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
领取时间：2019年 3月 18日 -3月 22日。招标
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
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业大厦 716房间 联系
电话：0371-67889677� 招标人：15638833557

招标人：郑州市名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6日

郑州今年重点打造
老人健步走精品赛事

本报讯 2019年郑州市老年体育工
作会暨成立郑州市参加河南省第十三
届老健会代表团会议 15日上午在龙翔
宾馆会议室举行，会议在回顾 2018年
工作的同时，对 2019年我市老年人体
育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9年，郑州市老体协拟承办国家
级赛事活动1项，组队参加全国活动10
项，承办省级赛事活动 1~2项，组队参
加省级各项交流活动 25项。河南省第
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将于今年
5月~10月举行，设有老年门球、乒乓
球、柔力球等 16个大项的健身展示交
流活动。郑州市将积极组队参加全部
16个大项的交流展示活动，充分展示我
市老年人的风采。

今年，郑州市将重点建设一批便
民利民的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推动
郑州黄河逸园、郑西高铁运动公园和
中牟、荥阳老年健身示范园、二七馨悦
园的建设。

此外，郑州市还将重点打造数万人
参与的郑州市老年人健步走大会这项
单项精品赛事。同时，在我市各县（市、
区）打造“一县（市、区）一品”战略，“打
造特色品牌”，将当地自然、人文资源优
势与老年体育运动结合，突出特色，打
造品牌。 记者 郭韬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郭韬略）昨
天,记者从河南棋牌院获悉，河南楚河汉
界天伦象棋俱乐部2019年棋手签约仪式
日前在天伦旅游集团举行。即将开战的
2019全国象棋甲级联赛，将有6名棋手代
表河南出战，其中，享誉中国棋坛的象棋
特级大师柳大华重磅加盟，他将带领队
伍向着跻身季后赛的目标发起冲击。

2019年象甲联赛将在5月份开战，全
国将有 14支队伍参赛，每队要求 6名棋
手报名。3月14日，河南楚河汉界天伦象
棋队正式与柳大华、党斐、曹岩磊、武俊强、
何文哲、赵子雨6名棋手签约。

其中，柳大华的加盟可谓河南棋坛
的重磅消息。年近七旬的柳大华是享誉
中国棋坛的象棋特级大师，有“东方电

脑”和“棋王”之称，此前在家乡武汉带队
征战象甲联赛。多年来，柳大华一直在
默默支持和推动河南象棋的发展，目前
河南队中的棋手几乎都是他的弟子。此
次正式加入河南楚河汉界天伦象棋队，
柳大华将担任名誉教练。

“河南这支队伍很年轻，很有活力，近
两年在联赛中表现越来越好，能够加入队
伍，与年轻棋手并肩作战，我希望能够发
挥老将应有的作用，对队伍的成长起到帮
助，虽然年纪大了，但我壮心仍在，希望今
年我们有更加好的表现。”柳大华说。

身为象棋大师的党斐，是河南楚河
汉界天伦象棋队的教练兼队员。去年，
党斐率队征战象甲联赛获得半程冠军，
成为一匹黑马。“我们的年轻队员们实力

毋庸置疑，但是在关键场次心理难免出
现波动，发挥不稳定，最终遗憾止步季后
赛。新赛季，柳大华老师不仅会带领指
导我们，还会作为棋队的坚强后盾，在关
键场次出战，今年我们有信心跻身前六
名，冲入季后赛。”

河南棋类协会秘书长、河南省棋牌
院副院长王聚群表示：2017年，河南队成
功保级，对全省象棋事业的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鼓舞作用。2018年，有武俊强的
顺利回归，河南队整体实力进一步得到
提升，最终获得第七名。今年实力更得
到提升，希望全体队员发扬勇于拼搏的
精神，团结、务实、刻苦训练，努力争取更
好的成绩，为打造河南象棋强省做出更
大的贡献。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CBA选秀大
会上，CBA中的吉林队通过交换从八一
队手中获得“状元签”，该队在本次选
秀大会首轮第一顺位选中来自NBL
河南赊店老酒男篮核心姜宇星，使其
成为 2018年CBA选秀状元！姜宇星
也成为河南篮球历史上首位将以“状

元秀”身份登陆CBA的球员！
1995年出生于郑州的姜宇星身高

1米 93，体重 90公斤，司职锋卫摇摆人。
2014赛季，首次参加NBL的姜宇星便一
鸣惊人，场均贡献 20分、4次助攻和 4.5

个篮板，荣获了该赛季NBL最佳新秀，并
于翌年入选了中国国奥男篮。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7年天津全运
会男篮预选赛中姜宇星表现突出，他在
对阵以CBA球员为班底的吉林队时，一
人狂砍 32分、4个篮板和 6次助攻，率领
河南男篮以 86∶78击败了吉林队。当时
的解说员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是本次
全运会男篮比赛，第一次出现NBL球队
击败CBA球队的情况！”这或许也是吉林
队在 2018年 CBA选秀大会上第一个就
选中姜宇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场均8分、4.4个篮板、2次助攻、1.9次抢断和0.4次盖帽

河南小伙儿姜宇星
勇夺CBA常规赛最佳新人奖

六名棋手签约河南象棋队

名将柳大华领衔豫军冲击季后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郭韬略 文/图）加盟CBA的“处子赛季”便迎来潜力大爆发，河南小伙儿姜宇星就是这么
棒！在昨天下午CBA联赛公司举行的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最佳新人评选中，本赛季CBA选秀“状
元”，现效力于吉林男篮的河南小伙儿姜宇星，以74票的成绩勇夺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最佳新人奖！

以“状元”身份加盟吉林队后，姜宇
星在 2018~2019赛季 CBA常规赛出战
46场，场均 8分、4.4个篮板、2次助攻、
1.9次抢断和 0.4次盖帽。2018年 11月
15日，吉林对阵同曦的比赛中，姜宇星
砍下 CBA生涯单场最高的 16分。值得
一提的是，入围 2018~2019赛季 CBA常
规赛最佳新人奖评选的共有 3位球员，

除了姜宇星外，还有程帅澎（浙江队）和
陈盈骏（广州队），作为CBA“二年级生”
的这两位球员分别得到 29票和 10票，
两人票数总和也仅仅刚过姜宇星得票
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姜宇星勇夺
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最佳新人奖
实至名归，他用实力和潜力诠释了自己
的价值所在。

用实力和潜力诠释了价值

曾是选秀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