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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 10 时至

2017年3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郑爱英所有的位于郑州
市管城区航海东路万科美景龙堂小区 8 号楼 1 单元 23 层
2305 号房产（产权证号：1601080130）。详情请参看尉氏县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
网址：http://sf.taobao.com/0378/07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励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帝都交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余祖刚、林志平、余家辉、陈长善：本院受理原告
袁景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庞四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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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24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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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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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程耀：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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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2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盛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红生、宋新林：本院受理原
告田庆志诉你们和田德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2016）豫 0184 民初 3912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辖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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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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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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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3日10

时起至2017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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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惠济区英才街11号附2号1号楼2层商业5号（产权证号：
1101134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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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卫：本院受理原告曾建武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503民初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
内赔偿原告曾建武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
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14824.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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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肖健：本院受理（2016）豫15民终2439号上诉人甘华、信阳瑞
泰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长保、原审第三人肖
健因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民终2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
丰秋生、马玲玲：申请执行人何树国诉你们借款纠纷一案，
执行局要求对已查封的位于信阳市浉河区建设路幸运小区
16号楼9层901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市场价值、变现价）。
现通知你们于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10时之前到我院
第一审判庭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十
四、十七条之规定，视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并依法
在司法鉴定名册中摇号选择鉴定机构进行该房屋的价值评
估 。（联系电话：0376-6362182）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建功：原告汝州市宏达五交化公司诉被告汝州市宏建安
装公司、汝州市劳动就业局清算小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因被告汝州市宏建安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建
功外出且地址不明，现本院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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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斌：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鹰康药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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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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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圣达实业有限公司、汝州市恒源选煤有限公司、李
红彬、曹金莲、文晓亮：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平顶山市圣达实业有限公司、汝州
市恒源选煤有限公司、李红彬、曹金莲、文晓亮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482民初46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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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3民初67号

李文涛、孙海荣：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会民诉被告李文涛、孙
海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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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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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冬冬：本院受理原告杨会英诉你与孙贝贝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
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荣大勤：本院受理原告李延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红卫：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明鑫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0411民初2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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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本院受理原告何宏伟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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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开庭传票及追加被告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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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兴让：本院受理原告闵银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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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民初2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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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公告
毕海超：本院受理原告中金嵩县嵩原黄金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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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松青：本院受理原告张利民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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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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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康达药业有限公司、河
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洛阳民昌药用辅料有限公司、马
宇、马青利、马松利、郭晓霞、崔伊丽、史洛银、马育民、宋新、
吕颖辉、张爱玲：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判
令被告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主债务本金800
万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合同计算至
实际清偿日止) ；二、请求其余被告对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
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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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2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下午三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洛阳本草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康达药业有限公司、洛阳市普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洛
阳市汇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马育民、宋新、吕颖辉、张爱
玲、马宇、马青利、史洛银、李珂、田静、马伟锋、郝丰乐：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河南省恩鼎医
药有限公司偿还主债务本金7998995.82元、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 ；二、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余被告均对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
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等各项费用。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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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爱华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吉
氏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熙铭服饰有限公司、河南德旷实业有限
公司、孟红光、牛亚楠、王红伟、吉学斌、姚爱英、杨爱华：本院
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洛阳市龙
聚源商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主债务本金4428360.63元、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止)；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余被告对洛阳市龙聚源商贸有限
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爱华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洛阳
熙铭服饰有限公司、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德旷实业
有限公司、杨爱华、孟红光、牛亚楠、王红伟、吉学斌、姚爱
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被 告 洛 阳 爱 华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偿 还 原 告 主 债 务 本 金
4383049.84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余被告
对洛阳爱华商贸有限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判令各个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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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3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洛阳
熙铭服饰有限公司、洛阳爱华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德旷实业
有限公司、吉学斌、姚爱英、孟红光、牛亚楠、王红伟、杨爱
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被 告 洛 阳 吉 氏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偿 还 原 告 主 债 务 本 金
4406330.22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余被告
对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判令各个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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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10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博浩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奥吉特菌业股份有限
公司、耿翼翔、黄爱丽、常利霞、李政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平
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洛阳市博浩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偿还原告主债务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判令其余
被告对洛阳市博浩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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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红星、洛阳天知元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陈鲜武、刘喜辉、
张雁朋：本院受理原告贾英爵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送达之日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楼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冉家、李孔兴、马明明、李乃倩、李利峰：本院受理原告李
国辉、李建晓、李林林、梁跃欣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洛龙民重
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李楼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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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守勇、王宝信、付邵启、呼延红：本院受理原告鲁顺利诉你
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楼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伊川县双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
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
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曹文治、白灵云、白天
森：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311民初3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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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双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
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曹文治、白灵云：本院受理原告
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311民初361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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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桉楠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
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伊川县新睦荣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洛阳远宁耐材科技有限公司、洛阳亿兆福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白天森、陈延克、张浩、毛阿利、毛利辉、白丹丹、
范俊芳、王彩华、赵洪梁、范利平：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金财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311民初361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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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双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
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
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
曹文治、白灵云、刘利娟、范武军、钟俊卫、苏凤智、李正辉、
范胜飞、白国政、白晓静：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豫0311民初3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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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新睦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曹文治、白灵云、毛利辉、白丹丹：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金
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311 民初 361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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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孟庆健：上诉人王露露就（2016）豫0305民初字651号民事判
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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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四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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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明杰：本院受理上诉人李亚吉与被上诉人李克俊、赵育斌
及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洛民终字第3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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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桂平：上诉人宋友民就本院（2016）豫0328民初718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静静：上诉人曲学军就本院（2016）豫0328民初717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朋雨：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新阁诉你及被告重庆市环发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做出（2015）洛龙伊民初字第67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重庆
市环发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就该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留杰、杜彦鹤、洛阳昆旺商贸有限公司、郭社军、昌灿红：
徐保军、张传明依据本院已生效的（2014）老民初字第1430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2 执 655 号执行通知书、
（2016）豫0302执65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章阳：本院受理王跃进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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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洛行初字第203/209号

段红建：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利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栾川县人民政府、栾川县国土资源局、第三人段红建、张亚
利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洛行初字第203号行政判决书、上诉状及（2015）
洛行初字第209号行政判决书、上诉状。限你方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和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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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厚金：本院受理的原告内黄县恒生商砼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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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瑞敏：本院受理原告高云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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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濮阳县人民法院文
留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更华:本院受理原告王绍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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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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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海龙：上诉人濮阳市华龙区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就
（2016）豫0926民初1774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昝守帅：本院受理原告亢付山、张芳站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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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及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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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六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志民、黄改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段新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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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强：本院受理原告郭彦兵诉被告赵志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南民
初字第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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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占岺、李让先、吴进朝、马万玲：本院受理原审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乐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豫 0923 民初
2505、2509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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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3民初字116号

陈志刚、朱翠荣：本院受理原告南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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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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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战兵：本院受理王跃庆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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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清丰
县人民法院马庄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跃斐、董雪芬:本院受理原告何瑞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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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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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宾新军:原告何瑞平诉你与宾福臣、邢月兰民间借贷纠纷（发
回重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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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监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叶飞：本院受理骆雷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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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2017）豫0922民初394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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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马庄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时新建与孟联谊、刘茜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对被执行人孟联谊名下位于魏都区文峰办事处莲
城大道滨河花园 14 幢 4 层东户房产及车库进行拍卖。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位于魏都区文峰办事处
莲城大道滨河花园 14 幢 4 层东户房产及配套车库。该房
产在小区内编号为 A18 号楼，建筑面积 193.18 平方米，房
权证号为：许房权证市字第 10016979 号；该车库位于滨河
花园 14 幢北排东起第 7 间，建筑面积为 18.32 平方米。拍
卖时间为拍卖公告期满后第5日（具体拍卖日期以淘宝网
公布的日期为准）。拍卖机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
taobao.com/）。联系人：陈法官，联系电话：0374-2929311，
优先购买权人未向本院联系的则视为放弃优先权。其他
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
拍卖时间、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
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联系人电话联系。注：
若竞买人竞买成交，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后，需保证被执行
人居住到2020年9月1日。特此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尹灿程：本院受理上诉人尹灿程与被上诉人董伟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经审理本院做出（2016）豫 10 民终 2988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上诉人尹灿程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现公告向你送达该民事裁定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不领取的，该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博石矿业有限公司、王毅伟、匡德隆：本院受理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202民初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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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时，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敏：本院受理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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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民初3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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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时，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水焕、郑水玲：本院受理原告吴强诉你们，赵卫明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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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点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时浩然、王真：我院受理强制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驻马店解放路支行申请执行你方等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决定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创业大道
润升国际商贸建材城C1_2幢二层202号至214号、215号至
227号、三层321号至333号商用房（测量号：0102290001010）
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发出60日内来驿城区
法院第三调解室选定评估鉴定机构，并在机构选定后的第
三个工作日上午进行现场勘查，逾期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
依法进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6690号

刘娟、郑州市二七区和田幼儿园、河南两岸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郑州益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欣欣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民初26690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三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7657号

张平均：本院受理原告李军伟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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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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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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