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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艾成财：本院受理原告于如权诉被告艾成财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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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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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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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古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6658号

许建立：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本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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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05民初2665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建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周本谊配件款3.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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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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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晨、郑州企茂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侯长伟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
796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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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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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山、张瑞祥、王利：本院受理的原告姜广军诉被告濮阳国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盛安民及你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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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祖波：原告李磊磊诉你与吉小芳民间借贷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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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监督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可明、刘春桂、张助民、张助国：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忠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0902民初777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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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震源、赵改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分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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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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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穆晓宇、郑彦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分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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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继福、任继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分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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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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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军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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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辉、张孟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
阳分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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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宋光:本院受理原告张俊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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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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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9日9时在范县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卫民：本院受理（2017）豫0902民初第1058号原告李永秋
诉被告赵卫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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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允强、朱合青：本院受理原告于现军、马德坡诉刘允强、朱
合青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豫0922民初30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六塔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28民初3652号

河南省富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濮阳县支行诉被告濮阳市全力食业有限公司、王朝甫、
荣淑玲、林少军、王朝军、郝彦民、河南省富国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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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3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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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硕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上海
厚龙电子有限公司、胡流凯、孟祥茂、刘自茹、卓尚明、蒋桂香、
杨莉、马法隆、卓东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分行诉被告濮阳市华翔光源材料有限公司、濮阳
硕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厚
龙电子有限公司、胡流凯、孟祥茂、刘自茹、卓尚明、蒋桂香、
杨莉、马法隆、卓东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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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明勇：原告庸艳玲（曾用名春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4297民初
43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
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艾德富：原告夏文江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4297 民初 306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河南省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博：原告胡善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4297 民初 3589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河南省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前永：原告胡修军、胡修文诉你及杜明成追偿权纠纷一案，
本院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3763民初
35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
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银平、信阳宏兴润滑油有限公司：原告魏刚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3763民初32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培海：本院受理原告孙正友、孙伟诉信阳市第一建筑工
程公司、黄燕、郑直及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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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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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全林、张芳：本院受理张哉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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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洪涛、吴刚：本院受理张哉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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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山：原告蔡家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1503 民初 4309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河南省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业斌、强文荣：原告王泓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3民初3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南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胜成：原告胡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1503 民初 4080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河南省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明、周小燕：本院已受理原告孙军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邵玉玲申请杜欣雨宣告失踪一案，经查，杜欣雨
（女，1991 年 3 月 1 日出生，汉族，原籍河南省确山县），于

2012年11月20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杜欣雨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祖群：本院已受理原告姜国付（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邵玉玲申请杜欣雨宣告失踪一案，经查，杜欣雨
（女，1991年3月1日出生，汉族，原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平桥办事处两庙居委会，身份证号 412821199103016064），
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杜欣雨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聂巍（魏）：本院受理原告侯青香诉被告刘强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9001民初2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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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如意、郭琳：本院受理原告郭瑞强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
初14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周如意、郭琳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郭瑞强20000元及利息（按
年利率6%从2014年4月21日计算到本判决确定的履行届
满之日止）；二、被告周如意、郭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郭瑞强违约金4000元；三、驳回原告郭瑞强其他诉讼
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三中心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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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鲁平：本院受理原告郭瑞强诉你及张东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9001 民初
1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郭瑞强4万元本金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4年7月2
日计算到本判决确定的履行届满之日止）；被告张东桥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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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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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华宇矿业电器有限公司、张富国、张爱荣、樊东成、赵小
密、田孝荣、翟海涛、侯玉刚、张亚伟、孔丽华、张亚丽：本院受
理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与张莹莹、河
南中原天宏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济民一初字第
054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
同归还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代偿本息
5289571.33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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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金晟锻压有限责任公司、赵新胜、李瑾芳：本院受理原
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与罗斌、赵兴华、济
源市中原精锻件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9001民初73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济源
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代偿本息2980227.59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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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普中怀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王普中、孔伟山：本
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9001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归还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代偿本息
1521841.88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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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卫、苗小霞、刘红军、崔云霞、苗宇峰、曹玲、薛根波、李程
燕、济源市盈佳生物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投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与河南天昱光伏玻璃有限公
司、济源市钜峰特殊铸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济民一初字第
05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
同归还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代偿本息
5302500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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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王屋山矿业有限公司：本案立案执行的张爱红与你公司
其他民事纠纷一案，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2013）济民一初
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在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后，仍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公司在济源鹤济
王屋山煤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到本院办理有关确定评估机
构、现场勘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
宜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
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15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
四楼鉴定摇号室参与选择确定拍卖机构，并联系办理现场
勘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
不到则视为自愿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梅、马媛媛：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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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强：本院受理原告黄文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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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佐顿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汇川服饰有限公司、平
顶山市华纳电器有限公司、张干营、李蕾、丁新叶、张站君、夏
海英：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
与平顶山市正佳贸易有限公司、高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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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民初
25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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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梁霞与被执行人孙青海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孙青海持有的漯河市福全食
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1.5%股权。有意竞买者，请登陆本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文选：本院受理宋相中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在公告期满30日内为向法庭提供证据的期限。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五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望你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静：本院受理原告沈洪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离家外
出，去向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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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丹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辉德、陈美美：本院受理原告王军瑞诉你们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限届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登豪：本院受理原告罗书斌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329民初280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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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丽：本院受理原告李春海诉你与周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求：1.
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自2015年5月
22日起按20万元月息2分计付利息至还清为止。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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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丽：本院受理原告张超诉你与周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求：1.依
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5年7月23
日起按10万元月息1分计付利息至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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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贺明祥、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渑池县惠民苑小区项
目部：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苏俊兴，原审被告河南省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渑池
县惠民苑小区项目部、贺明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2民终2034号民事
裁定书。该裁定书主文内容为：一、撤销渑池县人民法院
（2016）豫1221民初19号民事判决；二、准许苏俊兴撤回原审
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7年4月15日上午10时至2017
年4月16日上午10时，在西平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西平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96/10）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
位于西平高中南侧1单元6层东户，建筑面积104.5平方米，
评估价229900元，起拍价:229900元，保证金: 1万元，增价幅
度：0.5 万元。有意竞买者请按照淘宝网的司法拍卖要求
参加竞买，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息可
在西平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6/10）”上查询。标的咨询时间：自2017年3
月 10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工作时间）咨询电话：
0396--2163045 监督电话：0396--2163009 联系地址：河南
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209房间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7年4月15日上午10时至2017
年4月16日上午10时，在西平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西平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96/10）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
位于西平县新洪路中段西平腾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的门面
房10间。实际测量建筑面积506.64平方米，评估价：506.64
万元，起拍价506.64万元，保证金1万元，增价幅度：0.5 万
元。有意竞买者请按照淘宝网的司法拍卖要求参加竞买，
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息可在西平县
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
0396/10）”上查询。标的咨询时间：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
2017年4月14日（工作时间）咨询电话：0396--2163045监督
电话：0396--2163009联系地址：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209房间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桂玲、吕茜茜：关于平顶山市帮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杨桂玲、吕茜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5)新民初
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你们没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平顶山市帮达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受理。因一
直找不到你们，电话通知你们来领取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
书，你们拒不来领取。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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