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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栾川县鑫牛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保仓
与被上诉人栾川县鑫牛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齐高登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3 民终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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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金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红星与你公
司及河南天泽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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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和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时 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培元：本院受理原告刘庭权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482 民初 6464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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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涛：本院受理原告曹雪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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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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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权权：本院受理原告曹雪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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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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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格：本院受理原告曹雪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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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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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武超、范鹏涛（又名范晓鹏）：本院受理原告曹雪鹏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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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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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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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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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周、赵尊:本院受理原告张云山诉被告王振周、被告赵
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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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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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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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周、赵尊:本院受理原告张超峰诉被告王振周、被告赵
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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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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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禾源奶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亿鑫钢结构工
程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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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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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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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彦涛:本院受理原告王鹏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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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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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彦涛:本院受理原告宋玲侠诉被告李彦涛、被告郭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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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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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豪亮:本院受理原告芦瑶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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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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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豪、宁秀月:本院受理原告刘红洋诉被告郭志豪、被告
宁秀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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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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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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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中海:本院受理原告郭延委诉被告雪文学、被告雪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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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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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豪、宁秀月:本院受理原告常延峰诉被告郭志豪、被告
宁秀月、被告田增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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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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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汝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辉:本院受理任沛诉你及尚彦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送达(2016)豫 0482民初 69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限王俊辉、尚彦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任沛
借款 25万元及利息（自 2016年 10月 19日起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按年利率 6%计算）。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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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阮小伟：本院受理上诉人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上
诉人阮小伟、雷建国、赵路、沙留长、郑花蕾、王松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4民终 1433号案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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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窦三：本院受理原告胡天三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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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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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秋莲：本院受理原告陈亚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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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曹镇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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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402民初1129号

张军亮、王免：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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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人腾聪杰要求宣告被申请人吴秀梅失踪

一案，我院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已届
满，并于 2017年 4月 21日依法作出（2017）豫 0422民特 1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吴秀梅为失踪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豪：本院受理朱慧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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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6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7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时在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杨广财名下位于禹
州市滨河大道城上城花园住宅小区 3 幢 2 单元 2-202 房
不 动 产（产 权 证 号 060104）依 法 予 以 拍 卖 ，起 拍 价 为
588544 元。优先购买权人应于拍卖 5 日前向本院书面申
报优先购买权并提交相关手续，并可于拍卖当日参与竞
买，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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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的 调 查 情 况 表 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0374-2929309（王法官）。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娇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县支行
诉你、李长德、张丽丽、黄晓伟、时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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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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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治明、张改枝：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
县支行诉你们、王红甫、霍环妞、李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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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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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

10 时至 2017 年 5 月 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
昌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豫
KJZ961起亚牌车一辆。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
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旭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玉梅申请执行河南旭
达置业有限公司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
人河南旭达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许昌市八一西路与八
一路南巷交叉口向西 150 米的鑫光家园房产及车牌号为
豫 KAQ555 的奥迪 A6 一辆。依法将对河南旭达置业有限
公司所拥有的以上资产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
程序中摇号选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送达、正
式评估报告送达等有关事宜通知，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本案评估程序中的相关事宜，逾期不
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大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许昌大成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干甫、原审被告河南省
大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许民终字第 506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你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巡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送达裁定书）

王春绍、倘丽丽：本院受理上诉人王卫涛、倘天祥诉被上诉
人张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10 民终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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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7年 5月 22日 10时
至 2017年 5月 23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县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许昌
市东城区前进路金石东方明珠花园棕榈名廷 9幢 1至 4层
房产一处（房产证号为：许房权证市字第 0801004512 号）。
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
市-建安区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辉：本院受理上诉人王蒙与被上诉人李晓辉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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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 2017年 6月 26日上午九点
在本院第 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5民初892号

闫飞：本院受理原告曾祥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判令原被告离婚，女儿由原
告抚养，抚养费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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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师寨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俊芝：本院受理原告原阳县鑫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原阳县鑫垚机械有限公司及你与包传玉、张宝贵、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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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新乡市原阳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至 2017年 5月 21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乡
市原阳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位于原
阳县天成相苑小区 10#-1-4东户，室内 3室 2厅 2卫、房产
建筑面积为 130.77 平方米，2008年建成。起拍价：33.77万
元，保证金：2万元，增价幅度：500元。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原阳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5 月 9 日 10 时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原阳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位于原阳县鑫源花园 78号楼 3单元
1 层东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原阳县字第 200810722 号，
建筑面积 98.24 平方米，住宅用途，另有一间约 20 平方米
地下室。起拍价：251500 元，保证金：3 万元，增价幅度：
200元。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11民初843号

王建、李大杰：本院受理原告新乡市红旗区中州钢模租赁
部诉被告河南省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和你们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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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委托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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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11民初747号

聂红星、王克萍：本院受理原告马兴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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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的期限为公告到期之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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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志刚：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吴昌桂与你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进入司法评估程序。申请人吴昌桂申请对你名下
所有的位于新乡市平原路与新中大道交叉口东南角世纪
村 1 座 3 单元 3802 室（房产证号 201121834）房产予以评
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们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效证件
自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到本
院 509室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
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后三日内
来我院确定现场勘察事宜，逾期本院将组织现场勘察，届
时评估机构将作出初稿，你们应在作出初稿后三日内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后十日内以书
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
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三日后视为送达。

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霞：本院受理原告焦发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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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等，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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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雪萍：本院受理原告贺小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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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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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贵超：本院受理原告张兴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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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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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贵超：本院受理原告黄麦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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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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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双立、郑红强：本院受理原告郭俊峡诉你们与张丽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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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润龙（身份证号码411222195207150030）、苏鹏强（身
份证号码411202198211140511）：本院受理原告王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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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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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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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 8:30 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则锋（赵锋）：本院受理原告张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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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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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明秀荣、刘静：本院受理原告何银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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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德杰、代少荣：本院受理原告代恩兵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豫 1526民初 22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告
程德杰、代少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代恩兵借
款 40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 6%计算，从 2016年 9月
1 日起计算至款还清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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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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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鹤壁市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商三会、聂运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商三会位于鹤壁市淇滨
区淇滨大道西段路南市万商隆工贸公司 5#楼 1-2 层东户
房屋。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言振：本院受理刘卫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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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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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小华：本院受理原告许宁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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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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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8277号

康兰军：本院受理的杨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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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诉讼服务大厅电子屏当日显示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磊：本院受理原告姜喜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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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送达后的 15 日之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 20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新顺、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国良、王湘海、魏
合践：本院受理原告孙丽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民初 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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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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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单县永顺置业有限公司、河南三六九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三六九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月定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民初
1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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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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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张刚申请执行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华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少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对被执行
人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平顶山市建设
路东段难侧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面附属物（土地使用权证
号为平国用（2008）字第 SK-007号）进行评估、拍卖。已选
定拍卖机构，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平
顶山市建设路东段难侧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面附属物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平国用（2008）字第SK-007号，证载宗地面积
7241.2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地面附属物为汽车销售店、车
间、宿舍、食堂等，均未办理房权证。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
人：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拍卖机构名称：平顶
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
他优先权人参与购买，未参与购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的拍
卖底价、拍卖时间、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
接与承办人联系。联系电话：159375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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