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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郭建光诉你、刘艳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董玉亭诉你、刘艳丽、闫文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占相、王贝贝：

本院受理原告贺团伟诉被告肖红亮及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2016）豫 0482 民初 2601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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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二伟：

本院受理原告李海亚诉被告赵二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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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常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巴彦龙：

本院受理原告郝代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常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候向红：

本院受理原告宋献超诉被告候向红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请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离
婚；2、婚生女宋丹阳由原告抚养；3、共同财产归原
告所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3民初657号

姬鹏飞、付亚峰、付亚岚、史便、付长春、付国现、李巧：
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卫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姬鹏飞、付亚峰、付亚岚、史便、
付长春、付国现、李巧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4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志伟：

本院受理原告杨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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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
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县远航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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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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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会霞：

本院已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再就业小额贷款担
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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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鹏亮：

本院受理原告王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404民初 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预期不领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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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汇丰茶叶有限公司、张卫民：

本院受理原告明平富诉信阳汇丰茶叶有限公
司、张卫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502 民初 822 号民事
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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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继明：

原告李成明诉被告程继明、河南中科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依法作出判决，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判决书：一、被告程继明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工程款 66145.6 元。被告河南中科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对被告程继明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二、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
受理费 4649 元，由原告负担 3049 元，被告程继明
负担 1600 元，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程继明负担。
公告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国凯置业有限公司、陈阳：

本院受理的原告信阳市东方建筑有限公司、
张贤军、郑忠强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平民初
字第 0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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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中奎：

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农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诉你行政行为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宏伟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李义明与被上诉人河南宏伟
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豫
96民终 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白新民、济源市鑫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冬梅诉你们与黄福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
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兴明、张双玲：

本院受理原告张冬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头路
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巨丰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史红林诉你公司与黄小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
民法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邹德媛、杨君：

本院受理原告毛胜利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
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肖胜利、任贤妞：

本院受理原告李喜平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
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明：

本院受理原告翟治国诉你与贾书霖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永林、赵自安：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华亿科技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公司与赵建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
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体民、侯盼州：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济源市万瑞矿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黄河路 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薛保国、卢领刚、吴卫忠：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苏和平、济源市华龙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丰神种业有限公司、翟晓国、吴知芹：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6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孔毛军）、卢利：

本院受理原告王乐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孔毛军）、卢利：

本院受理原告郑延玲（郑艳玲）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
（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卢利：

本院受理原告王玉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

申请人王玉清诉你与卢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于 2016年 5月 30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
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2016）豫 9001 财保 165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孔小军名下的位于
济源市世纪花城 1 号楼 15A02 室房产一套予以查
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
变卖、变更、转让、过户、抵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
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明：

本院受理原告韩利梅诉你与王利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6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
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卢亚峰、徐标旗、杨赟：

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恒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6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维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薛保林（薛有根）诉你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
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

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华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葛兰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
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玉：

本院受理原告晋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 96号审判法
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亚联：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来本院第一法庭（王屋
愚公林场北 300 米路东）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 10 时起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中路
129 号 8 号 楼 2 单 元 9 层 195 号（产 权 证 号 ：
1001147854）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 10 时起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北、
站南路西 2 号楼 2 单元 10 层 1020 号（合同号：
D13001418681）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
关 注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 10 时起至 2016 年 9 月 2 日 10 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北、
站南路西 2 号楼 2 单元 10 层 1019 号（合同号：
D13001418687）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
注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金昊塑化有限公司、焦作市鑫渤特种线缆
有限公司（现工商变更为河南省渤特种线缆有限
公司）、河南宏亚管业有限公司、焦作市富享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王德富、史建明、李小芳、王文杰、
廉玉兰、贾小翠、李长洲、张有良：

本院受理原告刘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被告你们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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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本案。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6 年 9 月 5 日 10 时起至 2016 年 9
月 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未来路 888号 2号楼 1单元
22 层 84 号（房产证号：1001126007 号）的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6 年 9 月 5 日 10 时起至 2016 年 9
月 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 76 号 9 号楼 1
单元 7 层 720 号（产权证号：1401254646）、704 号
（产权证号：1401254647）的房产两套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
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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