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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民初145号

李建忠、河南政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小君诉你们及被告何万顺、李卫俊、史政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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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50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昌、赵捷：本院受理原告王文义诉你们及被告陈得权、
杨景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豫0103民初103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507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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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效
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8948号

河南富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于晓
惠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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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在本院东南楼20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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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10

时起至2017年5月21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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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二七区
二七路200号1号楼19层6号、8号房产和管城回族区商城
东路9号院商业裙房3层3083号房产共三套房产进行公开
拍卖。并于2017年5月25日10时起至2017年5月26日10
时止对登封市颖河路与菜园路交叉口东南角嵩基鸿润城8
号楼 1 单元 5 层 502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http://sf.taobao.
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
市二十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2828号

冯泽治、李春可：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商城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民初 228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212领取该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
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
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
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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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853号

吴礼宏、谭俊华：本院受理原告金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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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时三十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宏亮、代丽娟：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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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被告郝
宏亮和代丽娟共同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422820.23 元和利息
13809.06元（含罚息和复利）（暂计至 2016年7月21日），并
支付罚息和复利从2016年7月2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
判令被告郝宏亮以抵押房产洛阳市廛河区中州东路东段69
号恒大绿洲25幢1-802号对上述债务及诉讼费等实现债权
的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告对处置抵押物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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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本院古城庭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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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98号

郑州市奉贤纸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紫龙
包装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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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19384号

李长征：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诉被告李
长征、河南绿地新城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已审理终结。依法判令：一、被告李长征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贷款本
金825443.63元，利息（含罚息、复利）25111.70元（利息暂计
至2016年12月12日，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本息清偿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二、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省分行对被告李长征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锦绣街13号
1号楼10层1006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5民初19384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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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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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淇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燕红：本院执行孟庆忠申请执行陈宏伟、付燕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付燕红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付燕红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622 执 185 号执行通知书、履行裁判文书告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划
拨），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2016）豫 0622 民初
90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处置已划拨的付燕红的存款。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7年5月11日10时至2017年5月1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上新郑市郭店镇芦家桥南、107国道东侧的土地
使用权（土地证号：新土国用（2012）第084号）及地上附着物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变卖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
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7年5月22日10时至2017年5月23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河南省汝南县广森电动车科技有
限公司位于汝南县南关产业聚集区的房产（汝房权证汝南县字
第00092208、00085634、00085632、00085633、00086033）及土地
使用权【汝国用（2016）第028、029号】。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13839931639，监管电话：0396-2168020，联系地址：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予陵、中龙辉腾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黄振堂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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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案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宋勃逸申请宣告蒋宇娇失踪一案，经查：蒋宇娇，女，
199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郏县白庙乡团西村10号，
身份证号码41042519900713202X，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希望蒋宇娇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的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蒋宇娇失踪。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自洋、冀亚琦：本院受理原告董福洋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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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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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丹：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龙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411民初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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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豪、宁秀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汝州市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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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监督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轻、杨明池：本院受理原告郝利侠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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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轻、杨明、李建欣：本院受理原告郝利侠与你三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三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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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
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苏亚涛：本院受理原告曹雪鹏与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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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盛跃锋（曾用名盛跃峰）、赵翠红：本院受理原告刘向伟与你二
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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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
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超、高小利：本院受理原告陈奕衡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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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又名靳夫有）：本院受理原告宋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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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曾用名靳夫有）：本院受理原告李现军诉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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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曾用名靳夫有）、赵会兰（曾用名赵金兰）：本院受理
原告汝州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等11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二人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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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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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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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鑫彪：本院受理原告王少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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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跃新：本院受理原告韩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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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廉村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战伟：本院受理原告高利想诉被告卢战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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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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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常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超：本院受理原告邵环诉被告王海超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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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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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钦堂：本院受理原告陶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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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洪义：本院受理原告谢爱红诉被告刘洪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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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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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金贺、李秋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陇西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曹金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03民初219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搬迁公
告和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你逾期未自动履行义务，本院定于
逾期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机构，对你名下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2号55号楼7层48号的房产进
行委托评估，逾期不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本院将
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在另
行公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民初1787号

郑莉严：本院受理原告尹丙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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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
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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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2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贝龙液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你公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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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2017）豫0103民初1411号民事裁
定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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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41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召：本院受理原告白天军诉你房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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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峰：本院受理原告邓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等为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并定于2017年6月1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金焕：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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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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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荆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慧勇：本院受理原告张付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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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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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金焕：本院受理原告高付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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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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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荆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晓诉被告南阳
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启元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302民初
36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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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柳诉被告南阳
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302民初366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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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军诉被告南
阳中润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启元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302民初
3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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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国献：本院受理原告陆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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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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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建芳：本院受理原告黄保元诉袁小荣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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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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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联营、成领芹：本院受理原告王进军诉你们排除妨害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630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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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艳青：本院受理原告赵文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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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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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玲玲：本院受理原告赵文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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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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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战海：本院受理原告赵文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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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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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薛映龙诉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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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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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秋玉、闫贵珠、闫远征：本院受理原告赵文军诉你三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三人公告送达（2016）
豫9001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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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社、吕连英：本院受理原告刘健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60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小社、吕连英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
告刘健123240元。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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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君：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373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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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东亮：本院受理济源市天坛诚信建筑用品经销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
初47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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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安：关于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郭小平与河南迪益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曹小能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自愿以豫
U83966号牌轿车为二被执行人提供担保，逾期被执行人河南
迪益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曹小能未履行（2015）济民一初字第
0448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将依法对你所有的豫
U83966车辆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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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鉴定摇号室选择评估
机构，逾期未到，将视为放弃该项权利，本院将依法确定评估机
构，拍卖上述财产。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原菁丰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杜心来与你劳
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民终429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秀培：本院受理的原告商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武汉
丰达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武汉丰达置业有限公司商城县分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被告武汉丰达置业有限公司商城县
分公司申请，本院已依法追加你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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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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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诚和置业有限公司、王飞：本院受理孙玉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702民
初60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你自公告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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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711民初2510号

陈学文：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市宏达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与刘文
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0711民初2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王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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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咸志新：本院执行的刘保玉诉你确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711执383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通知
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1、协助刘保玉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案件执行费50元。逾期将依法强制执
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既视为送达。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评估摇号通知
（2017）新牧法鉴字第29号

李静敏、宋红卫：李慧敏申请执行你们借款纠纷一案中，该案涉
及你们位于新乡市和平路北段白小屯技工学校院内3号楼西3
单元5层东户房屋一套。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同时在第3个工作日来院司法技术科（509房间）参加选鉴
定机构，第5个工作日10时到标的物现场进行勘验，第45日到本
院领取（讨论稿），领取后如有异议在10日内提出，逾期视为送
达，不影响评估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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