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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隆鑫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伊川县金旭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洛阳雅木轩工艺品有限公司、洛阳市智伟磨料有限公
司、洛阳市吉牛塑业有限公司、洛阳瑞浩精铸有限公司、洛
阳奇宝矿产品有限公司、洛阳市源中铁合金有限公司、伊川
龙泉鑫磊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奥起建筑有限公司、曹
治伟、范玉芳、白爱国、李占稳、晋占霞、白建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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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0304执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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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禹通实业有限公司、洛阳云浩实业有限公司、张剑
新、韩少霞、李靓文、李穗征、张学伟、张龙伟、毛干娃、李凤
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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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
0304执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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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博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洛阳皇厨餐饮有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伊川
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范俊芳、王彩华、李洪涛、郭盼
盼、宋小立、范利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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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2017）豫0304执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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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森、洛阳市智伟磨料有限公司、陶会平、王巧平、伊川龙
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周孟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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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7）豫0304执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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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圣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洛阳圣君实业有限公司、洛阳
圣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洛阳市圣君涂料有限公司、洛阳百
圣彩钢工程有限公司、伊川县圣通化工有限公司、伊川县圣
泓涂料有限公司、伊川县圣澳金属有限公司、伊川县航龙塑
业有限公司、洛阳雅木轩工艺品有限公司、洛阳金英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郭鹏龙、郭鹏飞、王兆艺、郭武强、董利贤、郭圣
君、李金环、郭武军、柴幸娟、白建武、晋占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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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7）豫0304执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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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嵩县红太阳卫浴灯饰店、高学良：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
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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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众多合帮商贸有限公司、郭晓璐：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
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11 民初 3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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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北海康泰塑胶管经销部、李涛：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
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11 民初 35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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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超裕管材营销部、林丗卿：本院受理原告垫富
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11 民初 36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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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存金、陈少兰：本院受理原告司国永诉被告胡存金、陈少
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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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云，利息5.2万元（利息
按月息2%暂计算至2017年2月1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清偿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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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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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江鹏、朱晓红：本院受理原告魏晓广诉被告乔江鹏、朱晓
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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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偿还原告欠款213500元及自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偿还
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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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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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戎文选：本院受理原告张俊卫与戎文选、戎长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82民初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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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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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文选：本院受理原告张俊卫与戎文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82民
初3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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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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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红伟、仝国营：本院受理原告刘向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482
民初8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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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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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自合：本院受理原告樊颜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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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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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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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鹏涛（范晓鹏）：本院受理原告程朋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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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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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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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帅超：本院受理原告牛晓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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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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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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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召：本院受理原告杨雪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清偿借款124300元，截止到2017年
6月26日的利息48477元，从2017年6月26日起的利息按月
利率1.5%计算至给付之日。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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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宗贺：本院受理的原告舞钢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巧玲、张宗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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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81民初62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的要点：解除2011年6月10日原告舞钢恒大置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巧玲签订的编号为 410410201106100003 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陈巧玲、张宗贺配合原告舞钢恒大
置业有限公司办理合同备案解除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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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风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邢新立诉被告许风英离婚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决原、被告离
婚；2.依法判决婚生儿子邢志豪归原告抚养，自判决之日起
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直至18周岁。女儿邢文哲现已
年满25岁，不再支付抚养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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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欢：本院受理原告张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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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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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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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辉：本院受理原告周保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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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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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杰：本院已受理原告邢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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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政、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李
黄旗诉你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
依法撤销（2015）平龙执字第 106 号、106-1 号裁定书及
（2016）豫0404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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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25执669号

平顶山市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院受理的郏县广天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郏县广天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6）豫0425民初2936号民事判决，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豫0425执669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或不报告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25执651号

平顶山市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郏县广天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执行人郏县广天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16）豫0425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豫0425执651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或不报告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1501号

平顶山市纳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学
院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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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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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焦店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137号

张勇、董淑娟：本院受理原告李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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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伟：原告张东耀、马磊、王凯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503民初4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勇：原告周海玲诉你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3民初87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修虎、戚晋源：原告聂保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3民初
19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博：原告韩雪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安瑞：本院受理李春子诉你及王自虎、汪龙武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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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你三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36000元及利息146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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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洋河法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锋、王杰：本院受理原告谈运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谈运华起诉要点为：“2014年12月2日被告李锋以
购房急需用钱为由向原告借款125000元，后原告按被告李
锋的要求将款汇入其妻子王杰的账户，2015年7月10 还款
20000元，余款105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无果”。因你外出，
通讯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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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军：本院受理吴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申请执行案，拟对你
名下的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奥山世纪城
K-1-2C2栋/单元5层1号的房产进行价值评估。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评估通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在本公告送达期满后3日内到本院参加选定
评估机构和现场勘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琦:本院受理原告陈爱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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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陈爱云请求判令你偿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并
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日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宗山：本院受理原告梁寿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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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偿还欠款 180000 元及利
息，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八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勇：本院受理原告陈亮诉你等申请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
341号民事判决书及董玲的上诉状。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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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从光钧、杨静、张和远、河南永泽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信阳市
鸿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欣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502民初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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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奇峰、姜芳、郭群来、郝利花、闫清：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以及黄科科、张普军、宋伟金融借
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一、黄科科偿还借款本
金190.65418万元及利息(含罚息）[利息从2010年5月31日
至2011年5月30日按月利率9.735‰计算，从2011年5月30
日起按月利率14.602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张普
军、宋伟、陈奇峰、姜芳、郭群来、郝利花、闫清对第一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润峰：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张广臣诉你及孟州市槐树乡
油坊头村村民委员会、孟州市槐树乡油坊头村第一村民小
组、周立光（又名周红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你们交回原告的口粮田5.74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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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虢中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金奇：本院受理原告杨万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适用直接、邮寄或委托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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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28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彬、张波（张猛）：本院受理原告杨国照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适用直接、邮寄或委托送达方式送达诉讼
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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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1
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振：本院受理原告李帛书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425民初181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支付原告李帛书车辆补偿款15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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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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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相玉、王风英：张迎卉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5）牧民一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已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向你送
达（2016）豫0711执149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
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7日内，自动履行（2015）牧民一初字第1409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则依法强制执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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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10时至
2017年9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王卫华位于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办事处望田路青竹苑23栋
东起 2 单元 2 层东户的房产及本栋南侧东起第一间地下
室。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
昌市-建安区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082民初3371号

郑博文：本院受理原告许昌花少网络传媒有限公司诉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郑博文返还原告财产
49500元及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一切涉诉费用。因本院向
你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无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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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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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生、王秀玲、张珂：本院受理原告范振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81 民初
250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其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非非、徐少龙、申世远、李有为：本院受理原告黄艳军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81民初1372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
监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其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唐弘毅：本院受理原告高焕枝诉你、宋石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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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本院受理原告田军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44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香山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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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交上诉费，上诉
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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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付安、罗金英：本院受理原告贺磊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702民初7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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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佩才、孙红卫：本案受理李建宇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执行
一案，因你们未履行本院（2014）济民一初字第721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9001执
606号执行通知书（10日内归还李建宇借款40万元和迟延履
行的债务利息，诉讼费7300元，申请执行费5900元）和报告
财产令（自收到此令3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
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调3692号

何海洋：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花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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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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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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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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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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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飞：关于申请执行人苑红举申请执行苑威、王飞合同纠纷
一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0713号
民事判决书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03
民初84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苑红
举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以（2016）豫
0103执3543号立案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你名下位
于中牟县商都大街南、经八路东、万胜路北 13 号楼 2 单元
1204号（合同号：15002050052）房屋已于2017年3月22日被
我院以（2016）豫0103执3543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因你
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我院以（2016）豫0103
执35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你名下的房产予以拍卖，因拍
卖需要，现需对上述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告送达后第
五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
评估机构及办理评估、拍卖的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则视为放
弃选择评估机构、你名下房产评估报告异议的权利，本院将
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送达评估报
告不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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