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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上海银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
道德、王莉诉被告上海银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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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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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凯：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雪诉孙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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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207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玲敏、王新亭：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黄河路支行诉邢玲敏、王新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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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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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富业：本院受理的原告于国望诉宋振华、刘富业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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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9:00在本院诉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小川、袁倩倩：本院受理的原告牛文斌诉被告魏小川、袁
倩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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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之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
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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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7号

袁志松：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郑州分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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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郑州分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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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永强：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郑州分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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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关于拍卖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59号21世纪广场左岸国际1

号楼三层31号商业用房的公告（第二次）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17年8月14日10时至2017
年8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59
号21世纪广场左岸国际1号楼三层31号商业服务用房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现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
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逾期不主张者
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有意竞买者缴纳拍
卖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拍卖成交后所产生的税费、
过户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由竞买人承担。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
系电话：0371-68325088 梁法官

河南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关于拍卖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59号21世纪广场左岸国际1
号楼西1号—西9号、二层西1号—西6号商业用房的公告

（第二次）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17年8月14日10时至2017
年8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59
号21世纪广场左岸国际1号楼西1号—西9号、二层西1号
—西6号商业用房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现公告通
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的合
法权利，逾期不主张者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有意竞买者缴纳拍卖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拍卖
成交后所产生的税费、过户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由竞买人
承担。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联系电话：0371-68325088 梁法官

河南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关于拍卖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21号13层1321号办公

用房的公告（第二次）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17年8月14日10时至2017年
8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21号
13层1321号办公用房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现公告
通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的合
法权利，逾期不主张者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有意竞买者缴纳拍卖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拍卖成
交后所产生的税费、过户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由竞买人承
担。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联系电话：0371-68325088 梁法官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丹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华信混
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丹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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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文秀：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4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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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晓磊：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汴路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4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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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连秀琴、娄卫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郑汴路支行诉你们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二被告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4
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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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世贸商城瑞云服饰商行、郑金凤、闫艳秋、韩裕菊、郑州
世贸商城豪祥服饰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金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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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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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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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雪粉、郑州鼎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齐自崇、徐雪粉、郑州鼎盛
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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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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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辉：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诉李小辉、河南和谐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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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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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英伟、宋秋萍、郭晓静、曹海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王英伟、宋秋萍、郭晓静、
曹海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两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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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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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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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国明、刘新霞、张鹏飞、熊景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文国明、刘新霞、张鹏飞、
熊景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两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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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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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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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2号

田杰华、李桂兰、田涛、河南大成陆陆捌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榜科诉被告田杰华、李桂兰、田涛、河南
大成陆陆捌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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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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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
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丽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
都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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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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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宋亚辉诉被告河
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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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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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速裁
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金雷、文林冲：本院受理原告李安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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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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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纪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玖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王纪
超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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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雪霞、王银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金水支行诉赵雪霞、王银旺、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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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3150号

高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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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105民初2315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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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7010号

朱海迎、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7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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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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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3号

杨超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7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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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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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号

刘丽娜、王建辉、河南大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民初7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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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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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俊成、河南魔飞同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市华美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明爱、
朱士兰、刘轩男、宋月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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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505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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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南浦化工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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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南楼208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九香、弓雪超、弓雪宇：本院受理原告张留军与被告张九
香、弓雪超、弓雪宇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2民初1128号民事
判决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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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固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和泉根诉
被告郑州固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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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北楼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敬海，申红玲；王文进：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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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
知书及开通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
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洋；王海峰；高志强：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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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
书及开通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之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
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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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3号

杨壮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
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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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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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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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4号

孟文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
水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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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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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快审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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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5410号

彭爱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申请执行
彭爱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
民初1853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彭爱国未履行
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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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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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峰、李孟可、李巧丽、平顶山市玖佳铸造材料销售有限
公司、吉红娜、河南天益汇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樊建辉诉你们与被告李伟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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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航东法庭20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民初7983号

梁铁军：本院受理原告谭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0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一鸣、刘莉君：本院受理原告沈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3民
初第8037号民事判决书、廉政监督卡。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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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慧青、胡改珍：本院受理原告王娜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3
民初第1202号民事判决书、廉政监督卡。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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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一鸣、刘莉君：本院受理原告张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3民
初第8036号民事判决书、廉政监督卡。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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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彦:本院受理原告申飞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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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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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侯寨法庭公开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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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10时起

至2017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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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1号6号楼1单元25层2502号（合同
号：J140016747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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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8月7日10时至
2017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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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二七区勤劳街5号3
号楼2单元19层1901号，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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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10时起
至2017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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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原区郑上路 219 号 2 号楼 3 单元 9 层东户（产权证号：
1301109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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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7月19日10时至2017年9月16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路40号19幢1
单元9层36号房产[产权证号：1301127030号]进行公开变卖
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AWywXW&user_id=2072461411，户
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东鑫彩板有限公司、夏子梁、白江涛、白洋洋、赵桂
琴、王书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马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104 民初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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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道天韵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苗东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0104民初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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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道天韵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敬辉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4民初1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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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传珍：本院受理宋长生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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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406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东方：本院受理李义诉被告王海军、马东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区40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民、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全生
诉被告张新民、张坤增、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上诉人张坤增就（2016）豫0104民初3818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威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瑞林建设有限
公司诉你与王现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地点在本院305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金祥：本院受理原告梁松云诉被告冯金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4民初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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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建功：我院已受理樊俊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韩村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海安、孙书生、韩性振:本院受理郑大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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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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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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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素芬：本院受理倪红明诉被告程素芬、曹现防、杜守理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0902民初10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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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倪红明在上诉期间内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本生：本院受理原告赵存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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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218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董本生偿还原告
赵存玉借款5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8日起至还清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
原告赵存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92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董本生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保林：本院受理原告高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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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成员及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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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城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付、刘浩辉：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洛龙区祥润租赁站诉
你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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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公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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