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院 公 告 2016年11月16日
电话：0371-86178087 邮箱：hnfzbggb@126.com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7322号

河南云同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焦作市百盛
牧业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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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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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金执字287号

张丽萍、武超群：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请执行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执28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
（2014）金民二初学第559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张丽萍名下位于二七区合作路1号院
15号楼1单元2层3号房产（产权证号：1001077910）予以评估、
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
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们应于公
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执
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10879号

张坤：本院受理原告陈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02800元，利息158184元，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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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埋，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红:本院受理原告王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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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1702民初205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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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超:本院受理刑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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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按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至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维钊与被告河南至
翔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8 民初
2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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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韩国桥、王艳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义诉你们借款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1122执26-1号拍卖
裁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逾期后本院将依法拍卖你们所有的两台医疗器械
（超声颈颅多普勒血流分析仪一台、超声彩色多普勒诊断仪
一台）。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 10 时至

2016年12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豫KPF877轿车一辆，详情
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喜涛：本院受理原告何恭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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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725民初113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原告何恭珂
借款1633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太平镇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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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建涛：本院受理原告孙振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725民初155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原告孙振江借
款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太平镇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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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新爱：本院受理原告许新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726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
书，内容为：一、准予原告许新朋与被告陈新爱离婚。二、原被
告的婚生女儿许伟红由原告许新朋抚养，抚养费自理（待孩子
年满十八周岁后，随父随母由其自择）。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别良涛：本院受理原告刘淑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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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725民初155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原告刘淑颖借
款1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太平镇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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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锴：本院受理原告李建设诉你（2016）豫0725民初2381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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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桥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纪在军、王举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亿嘉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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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原民初字第1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原阳县人民法院桥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 2007年 5月 31日以（2001）陕破字第 3号民事裁

定书宣告三门峡印染厂破产还债。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
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2016年10
月 17 日作出（2007）陕破字第 3-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天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康
乐家园建设管理处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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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杜金奎诉你及
胡德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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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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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炎富：本院受理原告李龙春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502民初811号民事
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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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有胜：本院受理朱传斌诉你借款担保纠纷一案，依法对已查
封的豫 SAG613 号轿车一辆进行价值评估（市场价值、变现
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到本院第一审判庭摇号选择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该车
辆的价值评估。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宏：本院受理原告黄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503民初267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欠原告黄旭款18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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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井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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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1502民初209号民事
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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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勇：本院受理原告刘功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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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1502民初2144号民事
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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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晨曦：本院受理原告姜艳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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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
日上午0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长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湘能燃料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管民二初字第12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届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娟：本院受理原告康柯璟诉被告刘娟、王赵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4民初201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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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寇保勋：本院受理原告李亚宾诉王利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4民初2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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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左斌：本院受理原告朱毅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4民初3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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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伏莲：本院受理原告姜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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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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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31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振朝诉你及张瑞霞、袁松波、王娜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4民初
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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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盼盼：本院受理原告杨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4民初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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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卓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俊霞诉你方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豫0104民初2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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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茂森：本院受理原告唐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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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管民初字第2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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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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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民初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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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晓刚：本院受理原告杨春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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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403民初1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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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辉:本院在审理原告丁彦涛诉你、尚彦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现已依法作出（2016）豫0482民初7106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王俊辉、尚彦晓所有的位于汝州市风穴路
办事处张鲁庄村二组张广欣宅院西、刘全才宅院东的房产拆
迁补偿款，限额5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辉:本院受理原告丁彦涛诉你、尚彦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2民初2953号

孟祥东：本院受理原告曹臣付与被告孟祥东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限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金佳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卓达建筑工程机械设备
租赁有限公司、河南盛仕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东鹤、辛欣、杨同
建、张巧娥、董东超、周慧、董东晓、张淑静、温矿正、孙红丽、郭
俊良：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山县金佑利皮具有限公司、河南奔宝皮件有限公司、鲁山县
长城新型墙材有限公司、曹紫云、王佳莹、曹志高、孙金花、王
海军、段发、胡东洋、秦玉杏、胡江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本院6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双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嘉利实业有限公
司、郑州市二七区嘉欣鞋业商行、郑州市二七区德庄餐饮长江
路店、郑州市二七区双腾体育用品商行、卢俊甫、舒慧、舒果、
王离淮：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三生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大腾以德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省博奥联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王永生、李继平、王忠正、熊弥、
王永昌、刘转、王忠洋：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
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彬、王端丽：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隆丰山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建华、李

彬、堵秋英、李会超、李娟娟、陈建功、李巧丽：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
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罡义：本院受理原告胡永敏诉你与申敬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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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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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12月5日上午10时

起至2016年12月6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栾川县
原东河机械厂枫苑乐居1号楼、2号楼部分住宅共计33套。优
先权申报、竞买报名、保证金交纳、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及咨
询电话等详见栾川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同上）拍卖公告、拍卖须知等，或致电 0379-66810343
（侯法官）进行联系。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坚强：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何战民、被上诉人陈金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圣辉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闰巧诉你与
尚正、河南尚正食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洛民三初字第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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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冰、柴朋续、田万峰、田洪超：本院受理原告刘秀玲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302民初 891、892、89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帝都电影院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
河南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孙永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3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汉山：原告张红晓诉你、王战芳健康权纠纷一案，因被告王
战芳不服我院（2015）吉民初字第760号民事判决，向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华之翼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洛阳昶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6豫03民终字3684号案件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向后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二十七号庭公开审理本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亚辉：本院受理原告陈法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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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329民初151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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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宏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峰霞、陈嘉昶、
陈佳妮、陈红灿、王欠诉你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329民初299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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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迪尼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中馨
艺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市集美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洛阳集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开元店及你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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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楼15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袁业奇：本院审理上诉人田守义、南凤芝与被上诉人睢县教育
服装厂、尹淑华、睢县西门里回族小学、袁业奇、田恪社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田守义、南凤芝未依
法交纳上诉费，本案已按撤回上诉处理，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豫14民终356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恒世奇服饰有限公司、袁业奇、袁鹏：本院审理上诉
人田守义、南凤芝与被上诉人河南省恒世奇服饰有限公司、
袁业奇、尹淑华、袁鹏、田恪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审
理过程中，上诉人田守义、南凤芝未依法交纳上诉费，本案
已按撤回上诉处理，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豫 14民终 3570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旭光：本院受理原告史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1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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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六份，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雪梅、李新民：本院受理原告李胜利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6）豫
9001 民初 10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二人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李胜利18万元借款。限你二人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春雷、张祥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源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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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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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平、姚永军、王桂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源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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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
午 8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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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俊敏、魏广武、涂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源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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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
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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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小霞、程撵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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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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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小红、王吉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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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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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6年12月 1日 10时至 2016 年 12 月2日10时止
在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
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名：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平顶山华丰园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郏城郏宝路口西北角（华丰国际）D座10
层东户D-1001号商品房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的时
间与方式：2016年11月20日9时至2016年11月24日17时止
接受咨询和看样。报名截止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18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
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75-2862796，13137526789（田），监督电话：0375-2862230，
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与清风路交叉口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特此公告。

公 告
HENAN LEGAL DAILY 1313责任编辑 李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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