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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司文科：本院受理原告时小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84民初1504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湖中心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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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9月10日10时至2017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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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郑汴路138号英协花园园中苑4号
楼 西 2 单 元 5 层 501 号 房 屋 [ 产 权 证 号 ：1101021061-1,
1101021061-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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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9月10日10时至2017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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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92P2、豫 AM10G2、豫 AJ69P7、豫 AJ72P7、豫
AJ90P1、豫 AJ96P6、豫 AJ63P6、豫 AJ61P7、豫 AJ66P9、豫
AJ93P0、豫A8B05M、豫A8B01M、豫A6B90M、豫A8B38M、豫
A8B02M、豫A0B62M、豫AOB65M、豫A0B61M、豫A0B63M
共计19两小型轿车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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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9月10日10时至2017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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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于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文化路南段东侧房屋（所有权
证号：080102091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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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7年9月10日10时至2017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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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对位于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文化路西侧文化公寓2
号楼1单元1302室（所有权证号：0501014784号）进行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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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素花（曾用名吴素华）：本院受理原告高志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02民
初3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吴素花偿还
原告高志军借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10日起
至还清日，按月利率2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145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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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实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印肖诉你、孟进
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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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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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和平、河南实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邵景山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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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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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春杰：本院受理上诉人耿北娃、焦金榜与被上诉人林州市二
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翟自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公司及你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民终3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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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
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岗荣、向志红：本院受理上诉人温小琼、张宜乐与被上诉人
王朝卫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03民终2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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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东、郑景霞：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天雄商贸有限公司诉张
广成与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旭昌、马学云、范文、洛阳福海茶业有限公司太康路分公司：
本院受理宋永慧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03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
审判决第二项，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马旭昌、马学云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宋永慧偿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自
2014年10月6日至2014年11月12日期间利息为7627元；自
2015年12月28日起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以
40万元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 的给付之日止），
驳回宋永慧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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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巨人商贸有限公司、李小丽：本院受理常颖丽与洛阳圣阳
工贸有限公司、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豫03民终
2923号民事裁定书，按常颖丽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胡国政：本院受理原告王松立诉被告胡国政、林烁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洛民环初
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峰波：本院受理原告余聊敏诉被告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王永波、刘宇国、智骞及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03民初29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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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范文来：本院审理上诉人范鑫与被上诉人范文来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本公告届满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法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利红、洛阳钱宝典当有限公司、杨立新、张立超：本院于2017
年8月9日受理河南晨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豫0306民初87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6执359号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风险
提示、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社伟：原告王明霞诉姚晓清、王社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我院审理后作出（2017）豫0322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后，被告姚晓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奎：本院受理王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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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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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28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祁春波、李连杰：本院受理王付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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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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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
行。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利锋：本院受理杨俊红申请执行你婚姻家庭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28执392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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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宁民初字第401号民事调解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松柯：本院受理孟旭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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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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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28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伟：本院受理赵新峰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28执31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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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28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中原康城集团新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洛阳龙源水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利息378750
元（大写：叁百柒拾捌万柒仟伍佰元整）。二、依法判令本案
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均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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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民二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令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州市
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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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行政审判第
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满仓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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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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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营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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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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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朱国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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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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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朝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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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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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浩：本院受理原告陶杰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9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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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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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冰冰：本院受理原告高清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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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7）豫 0411 民初
1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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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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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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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7）豫0411民初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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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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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恒福祥门窗玻璃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中州实业
有限公司、宁志英、孙国兴、马巧梅：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平顶山市利多来实业有限公司、
齐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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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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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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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7号

王亚楠：本院受理原告杨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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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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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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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475号

盛红勋：本院受理原告翟广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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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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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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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175号

吴立凤、林秋妹：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温商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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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照滨、闫湘滨：本院已受理原告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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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恒鑫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海晶型材有限公司、李红
卫：本院已受理原告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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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照滨：本院已受理原告平顶山市石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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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梁：本院受理原告蒋燕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给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淅川县人民法院九重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故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伟：本院受理原告宋改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举证通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14日上午8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秀芹：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西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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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9日上午10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会彬、别小英：本院受理原告黄俊伍诉你等执行异议之诉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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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有超：本院受理原告庞柳云诉马有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3民初77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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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杨：本院受理原告张彦华诉刘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3民初394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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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凯、范芳芳：本院受理原告庞柳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3民初
15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凯、范芳芳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庞柳云3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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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基：本院受理原告贾红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323 民初 1581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准予贾红侠与闫基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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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松、徐之惠：本院受理原告庞柳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3民初
15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袁松、徐之惠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庞柳云17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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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晓东：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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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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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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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硕：河南西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2017)豫1323民初2036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
理。因无法用其他法定方式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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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则视为你对相关诉
讼权利的放弃。请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八点三十分到本院第六法庭开庭，逾期不出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召：本院受理李雪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2017豫1323民
初150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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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如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新合作万客来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西峡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诉你单位合同纠纷一案【（2017）豫1323民
初228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毋曼丽、宋信雪：你们与杨梅英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商
丘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本院提出抗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14民抗6号、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2017年9月25日10时至
2017年9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
房屋建（构）筑物类、机器设备类和土地使用权等资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水利：本院受理原告王保民与被告刘水利、被告王永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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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626民特16号

本院受理杜宇昊、杜树青申请宣告林伟丽失踪一案，经审查：
林伟丽，女，汉族，1977年1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淮阳县齐
老乡大杜村，于2012年3月其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林伟丽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日起三个月，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宝力：本院受理尚美霞申请执行潘宝力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一案，申请人尚美霞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0211民初77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0211执
733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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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2民终1567号

高凯、卫玉波：本院受理上诉人成娜与被上诉人高金苗、高
凯、原审被告卫玉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2民终1568号

高凯、卫玉波：本院受理上诉人成娜与被上诉人卫长忍、高
凯、原审被告卫玉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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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12民终725号

三门峡三键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李振晨：本院受理的上诉
人三门峡市东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三门峡三键炭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李振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 12 民终
72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丽：本院受理原告孟宪军与被告赵红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202民初
1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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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毋世芳、闫串丽：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
峡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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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民初1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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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庆武：本院受理原告张越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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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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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东霞：本院受理原告景军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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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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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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