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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雅琳:本院受理原告万震与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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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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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金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建材金三角广告
材料市场浩瑞建材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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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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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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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益学商贸有限公司、新乡市卫滨区超凡食品有限公
司、封丘县博源商贸有限公司、王庆收、张慧娟、陈颖、杨钊、
任长根、陈春梅、朱家康、王向军、杨静、杨志广、郭自合、张
保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诺德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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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风险义务告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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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桂芳、周芳、河南兴隆化工有限公司、郑州三力建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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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燕、郭利辉:本院受理原告郑州联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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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风险义务告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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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李辉、王晓丽:本院受理原告郑州联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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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风险义务告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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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4789号

河南新建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瑛诉被告韩
霞,杜志刚、河南新建化妆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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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4789号民事判决
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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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9号

潘多、蔡瑜：本院受理原告甘宜彬诉你们与万子明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
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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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高潮：本院受理原告李新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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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雅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万林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胡雅琳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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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调4151号

孙琳：本院受理的原告郅祯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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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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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彩：本院受理原告胡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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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楼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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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调1660号

徐鹏、张振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九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们、楚帅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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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英、陈涛：本院受理原告赵泓博诉被告李爱英、陈涛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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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超:木院受理原告高文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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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程铭：本院受理原告陈代保诉被告梁程铭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豫0104民
初2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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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小华：本院受理原告焦显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4民初303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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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培源、王永梅：关于申请人何春英申请执行赵培源、王永
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执行书、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杰、王娟：本院受理原告王怡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4民初
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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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新巧、刘运杰:本院受理原告马花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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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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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红军：本院受理黄盟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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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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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清华农业研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梦玢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91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郑州高新区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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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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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奥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石浩、河南通方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金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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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鹏、宋香玲、刘颐欣、马少敏、赵静、张春风、王光辉、杨
阳、王保垒、王雪敏、许昌市玉满堂珠宝商贸有限公司、河南
绿东置业有限公司、刘新亭、贾英爽、刘金明、袁卫星、王丰
丽、刘胜、高洁、罗喜常、孟宪荣、王保明、叶巧丽、俞鸿祥、江
旺大、黄秀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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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留军：本院受理原告罗文元诉被告杨留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91民初57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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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四清、张银：本院受理原告罗文元诉被告徐四清、张银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91民初57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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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军、张娟、凌端立、冷兵: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耀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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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风险
义务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文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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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屠鑫、张超：本院受理原告孙艳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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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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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建川:本院受理原告韩光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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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海乾、陈建东、河南省新宛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新
宛商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香菊与你们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91 民初 8530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风险义务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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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调4937号

李小三、贺伟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鼎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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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琛：本院受理的原告丁子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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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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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乃超（又名赵大超）：本院受理原告张书珍（曾用名张淑
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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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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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景胜利、王青竹、登封市香天下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刘银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85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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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雪霞诉张国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于
2017年9月23日上午10时至2017年9月24日上午10时依
法对被执行人张国军所有的宝马牌BMW X5，牌照号码为：
豫DWU968汽车一辆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登录淘
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5/07)。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
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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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价、拍卖时间、地点、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
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杨小勇，联系电
话：0375-2863683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郁红海、许顺星：本院受理原告姜军诉你方和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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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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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中华、高亚丽：本院受理原告殷风岭诉你方和阳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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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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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风珍：本院受理原告刘英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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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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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风珍、王瑞超：本院受理原告李振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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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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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利永：本院受理的原告罗维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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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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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中扩赠品玩具（洛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向群律师事
务所诉你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30分，在
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11执1784号

朱晓静、马千里、符彼得、洛阳千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
洛阳锦贵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0311执178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玉丹、胡鲜霞、黄建超、洛阳万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
英德机械有限公司、姚太奇：申请执行人河南汝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已经发生效力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4）洛民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陈
玉丹、胡鲜霞、黄建超、洛阳万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英
德机械有限公司、姚太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执31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附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恒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省煊德置业
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王新宇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期顺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牛建中、董玲枝、冯有栓、解鲜平：本院受理上诉人姚瑞印诉
被上诉人殷光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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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民终 1512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留杰、杜彦鹤、洛阳昆旺商贸有限公司、郭社军、昌灿红：
保军、张传明依据本院已生效的（2014）老民初字第1430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计有限公司汴方迪（2017）估
字第FJU07032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法
院书面形式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双芹：本院受理刘香莲诉你、张永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2017）豫0328民初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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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双芹：本院受理原告孙利苹诉你、张永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2017）豫0328民初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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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森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洛阳金财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4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2017）豫0304执543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民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洛阳埃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洛阳琪米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伊川县鹤鸣峡风景区有限
公司、李伊民、赵秀娟、彭孝正、郭恩玲、蔡慧丽、白改民、李
云立:本院受理申请人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304执54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
0304执544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绿洲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洛阳稻香米业有限公司、李长
春、常海杰、王明辰：本院受理申请人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4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2017）豫0304执545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瀍河钰鲜冷库、孟津豫灵农化有限公司、牛家猛、杜
菲菲：院受理申请人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304执5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
0304执55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宏发建材有限公司、伊川县顺达新型墙体建材有限
公司、何进立、何花梅、张治锋、何杏娟：院受理申请人洛阳
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57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0304执557号执行裁定书、执
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泉中泉饮品有限公司、洛阳德润实业有限公司、郑州
港骊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永祺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河南永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维浩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高飞、常丹丹、刘金林、张涛、高文萍、潘大
鹏、洛阳鹏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洛阳
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58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0304执558号执行裁定书、执
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兴旺实业有限公司、洛阳奥巴车辆科技有限公司、李
民权、郭留枝、郭兴旺、蔡秀英、郭社星、黄润霞、郭社涛、郭
彩锋、郭社功:本院受理申请人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5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7）豫0304执55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育蓓、伊川县凯晨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川龙泉玉洋磨料
磨具有限公司、王利武、刘伟峰、粘春朝:本院受理申请人洛
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担保追偿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04执560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0304执560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路朋、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金阁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德民诉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请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16)豫 0105 民初
276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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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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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调796号

庞理、虞城县豫盛文具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张改凤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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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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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797号

张彦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韩亚楠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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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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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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