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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博凯印务有限公司、开封市合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徐
六营、王慧、孙鹏飞、刘庆萍：本院受理原告郑州中小企业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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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恒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董晓华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民初299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郑州恒久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董晓华借款本金152万元及利息40
万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被告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郑州恒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郭同义追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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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7号

朱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0105民初2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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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长岭、李红香：本院受理原告欧阳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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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亚南、卢钢、孙静静、王坤宇、杨俊卿、李新庆、刘新明：本院
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张亚南、卢钢、
孙静静、王坤宇、杨俊卿、李新庆、刘新明信用卡纠纷七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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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静雨、段晓培、荣卫东、王运鹏、丰菲、杨金英、王运锋、宁海
燕：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高静雨、
段晓培、荣卫东、王运鹏、丰菲、杨金英、王运锋、宁海燕信用卡纠
纷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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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16390号

安国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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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16392号

卢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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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岭星：本院受理原告张菲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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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卫梅：本院受理原告陈茜诉被告牛卫梅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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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次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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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10月13日10时起
至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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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
回族区华盛街65号2单元17层1703（产权证号：130108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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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新莲、郭建岭、谢春军、李妮、弓国庆、张瑞、裴永兵、刘沛、常
江涛、常付文、武荣宣、王艺博、王锦永、娄秀玲：本院受理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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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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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超富、张培党、韩学章、常中林、董延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
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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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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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众之鑫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夏梦诉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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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奎、熊莺莺：本院受理原告陶刘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91
民初7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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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拓威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晁月臣、郑玉
芝、张其英、晁梦恬、晁梦雯、晁梦双、晁祥喆诉你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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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310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纳川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瑞敏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0191民初5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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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宝林：本院受理原告陈林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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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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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小光：本院受理原告余欣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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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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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0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少臣、李艳苹：本院受理原告连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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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继甫、汪向甫：本院受理原告张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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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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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茂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金植泰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顺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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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林伟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金植泰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孙如义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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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茂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金植泰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虎建民诉你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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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斐：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正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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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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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金雷：本院受理原告李慧玲诉被告孙金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985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南楼412室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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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志敏:本院受理原告丰广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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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一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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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3409号

常家惠：本院受理原告赵文亚诉你与李春霞房屋买卖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3409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15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新田万豪置业有限公司、郑州市东城建筑工程配套有限
公司、河南强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聚峰诉你
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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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0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快审速裁中心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艳琴：本院受理原告万金枝诉被告刘艳琴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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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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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金源泉制麦有限公司、河南佳吉轮胎有限公司、马金
鹏、李磊、李胜军、毛金志、毛金全、鹤壁市贝尔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孔英姿诉被告鹤壁市金源泉制麦有限公司、
河南佳吉轮胎有限公司、马金鹏、李磊、李胜军,毛金志、毛金全、
鹤壁市贝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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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刘永美:本院受理的原告牛晓萌诉被
告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刘永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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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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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16450号

龚维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冬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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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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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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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清、河南江恒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晓红、谢淑
媛、张克虎分别诉张广清、河南江恒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共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
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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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淮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彩霞、张珂珂、张京春、吴秀兰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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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
速裁中心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9914号

南阳市新亚石油有限公司、南阳红都百货有限公司、朱晓阳、
屈小云：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诉南阳市新亚石油有限公司、南阳红都百货有限公司、朱
晓阳、屈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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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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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1号

安阳乾康医药有限公司、河南玉清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
兴亚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安丁生物(汤阴)药业有限公
司、张福有、李秀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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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管辖权异议裁定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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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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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00分在本院快审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澎、王倩:张睿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执1787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公告期满3日
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被执行人王倩名下房屋,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案件评估、评估送达
报告、拍卖等有关执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朋：本院受理原告刘良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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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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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侯寨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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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杞、王建锋、田军峰：本院受理原告刘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3民
初4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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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黎明、朱颖斌、吴建、郑州市三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郑州市欧瑞模板有限公司诉你们物权保护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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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合议庭成员。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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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8月17日10时至2017年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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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对豫A121EE马自达牌轿车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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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社榜：本院受理赵冬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何社榜偿还原告赵冬萍借款20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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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会波：本院受理原告张恩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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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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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锟：本院受理原告杨美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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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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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璞：本院受理原告张保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02民初198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为：被告王建璞偿还原告张保华借
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5月31日起按月利率2%
计算至还清之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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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元、保全申请费
10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建璞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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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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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嘉：本院在审理原告庞振华诉你、马巧生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阿兰：本院受理原告王任翔诉你与王赞通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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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柳丹、介进进：本院受理上诉人史武卫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民
终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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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华南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陆义渊、洛阳银博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吴红阳、王会营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豫03民终2129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见甫：本院受理洛阳市鼎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张希芳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豫
03民终264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305执986号

王肯：本院受理叶楠申请执行你为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现本
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28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因你现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期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春涛：本院受理原告吴铁纪诉你民间借贷财产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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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长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舰锋：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咏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第二次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纪新：本院受理宋便铃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28执318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逾期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6）豫0328民初993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剑坡、马宗怀：本院受理谭江锋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28执312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逾期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6）豫0328民初
79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
行。 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同池、王葱利、杜莺、洛阳市龙安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范玉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
法判令四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
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6年4月1日计算到借款本
金偿还完毕之日止）。二、由四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现
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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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在本院古城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民、河南新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诚通新新建设有限
公司洛阳分公司、北京诚通新新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朱会强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
请贵院依法判令被告赵红民、被告河南新朝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款427848元；二、被告：北京诚通新
新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北京诚通新新建设有限公司
在欠付被告河南新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被告赵红、被告河南新朝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承担。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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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古城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双平：本院受理原告李纪修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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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则顺延）在本院B3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翠花、周建章、周涛、左月月、李慧娜、长葛市开元锅炉有限
责任公司、岳根元、张俊花：本院受理原告岳战松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100万元，
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本案的一切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本院向你们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无果，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1082民初3016号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翠花、周建章、周涛、左月月、李慧娜、长葛市开元锅炉有限
责任公司、岳根元、张俊花：本院受理原告岳战松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100万元，
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本案的一切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本院向你们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无果，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1082民初3016号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兵、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黎妹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3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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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兵、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明敬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2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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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兵、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莉敏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2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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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兵、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鲁桂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2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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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兵、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卫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2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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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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