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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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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华东、
陈艳敏、
王信恒、
河南豫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1804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效力,因无法有效联系到你们,现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
执 8067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执行中查封
王华东名下梅赛德斯-奔驰豫 AA5F27 车辆一台,限被执行人
王华东、
陈艳敏、
王信恒、
河南豫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裁
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上述房屋。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
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
事宜的通知,自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
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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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峰：
本院受理原告王迎东与被告张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2 民初 5870 号案件起诉状
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民事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郑州市中原区
人民法院领取，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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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军:本院受理的朱双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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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延忠：
本院受理原告陈富强诉被告赵延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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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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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雯丽、
李明、
刘四杰：
本院受理原告吴百敏、
刘涛诉被告张雯
丽、
李明、
刘四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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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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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静：
本院受理原告申豪诉被告张文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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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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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
本院受理原告申豪诉被告魏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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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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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健人工环境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郑州新润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天健人工环境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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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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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天健空调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郑州新润特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南阳天健空调系统服务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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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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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雨濛：
本院受理原告杨珂诉被告赵雨濛房屋买卖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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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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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诚智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龙朔实业有限
公司诉王科举、
张敏、
河南诚智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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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
票及(2017)豫 0105 民初 9227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电子屏当日显
示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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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猛:本院在审理原告邱玲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2016)
豫 0105 民初 28570 号民事裁定书、
(2017)豫 01 民辖终 826 号民
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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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祭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卫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牛为民诉被告夏卫东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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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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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兰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香港会展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合同、
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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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柳林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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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胜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华建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振华工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
南胜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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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民初 7237 号民事判决书
及河南振华工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诉状。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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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俊锋:本院受理的原告藏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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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东北楼202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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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平山: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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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高银成、
李彦格: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路支行诉郑州中鼎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高银成、
李彦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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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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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普、
徐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
河路支行诉你们、
马会珍、
孔兰英、
苏宇萍、
黄阿莲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民初 14492 号民事判决书及被告孔兰英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 212 领取该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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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融通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焕焕诉你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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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合美家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艳龙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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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祭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宇红、
闫秋芬：
河南金威化工有限公司诉王宇红、
河南新桃
花源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审理期间，
本院作出（2015）金民二初字第4045号民事
裁定书，
保全了被执行人王宇红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煤仓
北 路 16 号 50 号 楼 1 单 元 6 层 12 号（ 产 权 证 号 ：
1301065854-1）。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执字第3614号执行裁定书。现本院将对王宇红与闫
秋芬共有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煤仓北路16号50号楼1单元
6 层 12 号（产权证号：
1301065854-1）房产进行评估、
拍卖。同
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
评估报告
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
本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
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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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成祥：
本院受理原告王颖诉被告赵成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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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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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中宏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河南群鑫实业有限公司、
李苗
云、
孙怀显、
杨丛敏: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
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1278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
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
院于同日立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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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执保 3625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限制消费
令、
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在审理过程中,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依法查封了
杨丛敏名下位于巩义市新兴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1 号楼 1 单元
16 层 1603A(合同号:GYGF11877)的房产一套;位于巩义市新
兴 路 与 建 设 路 交 叉 口 1 号 楼 1 单 元 16 层 1605( 合 同 号:
GYGF1l1875)的房产一套;位于巩义市新兴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1号楼1单元16层1602(合同号：
GYGF111873）；
位于巩义市新
兴 路 与 建 设 路 交 叉 口 1 号 楼 1 单 元 16 层 1603（合 同 号 ：
GYGF111874)的房产一套；
位于巩义市新兴路与建设路交叉
口 1 号楼 1 单元 16 层 1606（合同号：GYGF111876）的房产一
套。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查封了杨丛敏名下位于巩义市
陇海路南、滨河路东 6 号楼 3 单元 11 层 1106 号（合同号：
GYGFO80247 号）的房产一套。责令被执行人巩义市中宏电
力物资有限公司、
河南群鑫实业有限公司、
李苗云、
孙怀显、
杨
丛敏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
拍卖上述查封房产。同
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
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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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曾氏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鑫荣原广告有限公司、
岳保平、
鲍黎明、
王志毅、
殷培哲、
鲍娜、
曾永红、
曾景云：
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博东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
的（2015）金民二初字第 552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
权利人向
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执 798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和执行裁定
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
后5日内，
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
估、
拍卖执行人王志毅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北 17 号
院1号楼3单元29号（产权证号9901824313）、
位于金水区建业
路 建 业 城 市 花 园 99 号 楼 6 单 元 1 层 26 号（产 权 证 号
0901025588）二套房产用于清偿本次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
期满之日 15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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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
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众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富德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众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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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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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俊锋：
本院受理的李建果诉马俊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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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国俊：
本院受理原告李莎莎诉被告梅国俊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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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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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嘉润置业有限公司、
严峰：
本院受理原告刘素梅诉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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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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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民事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立明: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天昶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赵立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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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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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振斌：
朱喜燕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1782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朱
喜燕于 2017 年 04 月 12 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4750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
令、
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松林、
宋文生、
杨希牛：
本院受理原告王闪闪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朱松林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0万
元、
违约金30万元及利息，
请求判令被告宋文生、
杨希牛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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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小兵、
姚莉青：
魏双成诉你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
的（2016）豫 0105 民初 267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权利人魏双成于2017年02月22日申请执行，
本院于同日
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2717 号执行
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
自动履
行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娄文龙，
娄金成，
马延良，
刘焕英，
马岩霖，
马宝华、
聂文超、
聂
四民、
丁凯凯，
丁国正：
本院受理原告米佳辉诉被告娄文龙，
娄
金成，
马延良，
刘焕英，
马岩霖，
马宝华、
聂文超、
聂四民、
丁凯
凯、丁国正，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5 民初 4696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南楼祭城法庭 208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式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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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昊澜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党如英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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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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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民：
本院受理原告吴延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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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 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祭城法庭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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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威磷化有限公司、
河南茂森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
告王凤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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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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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伊国伟诉你侵权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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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钰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本院受理伊国伟诉
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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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尊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伊国伟诉你侵权责任
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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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煦坤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伊国伟诉你侵权责任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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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七禾香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伊国伟诉你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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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润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高大中、
张文明诉
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豫 0105 民初 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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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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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
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爱芹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3557 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高爱芹于 2017 年 06 月 16 日
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0105 执 7458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和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玉、
张秀珍、
河南中财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
原告张桂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民初 15634 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
答辩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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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永登:符爱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6)豫 0105 民初 36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权利人符爱勤于 2017 年 04 月 07 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4536 号执行通知
书、
财产报告令、
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广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徐百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122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权利人徐百昌于2017年06月16日申请执行，
本院
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7459 号
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
自
动履行义务，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洪伟、
张巧琴、
周国良、
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建玲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1070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王建玲于
2017 年 04 月 01 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4395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执
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秋敏、
陈静：
本院受理原告裴海生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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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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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钧、
郑雷、
党浩: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张钧、
郑雷、
党浩民间借
贷纠纷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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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白涛诉被告河南天运置
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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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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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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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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磊:本院受理原告栗传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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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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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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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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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磊:本院受理原告张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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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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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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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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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海风:本院受理原告王成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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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 民初 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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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沈灏:本院受理原告麦磊诉你们与
被告兰智强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开
民初字第 11623 号开庭传票及(2017)豫 01 民辖终 1224 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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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本院受理原告杨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91 民初 125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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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美邦医药有限公司诉你及河南省康
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 01 民辖终 1362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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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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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武松：
本院受理原告海学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海学义
要求你偿还借款 31500 元及利息。因你外出，
具体地址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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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指定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逾期不答辩将承担相应的后果。本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 时在杞县人民法院柿园法庭开庭。
逾期则依法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东清：
本院受理原告江建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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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悦心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锦锋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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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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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35号
郑州悦心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于长伟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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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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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 9：
00 在本院立案大厅二楼 207 室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玉保、
李小侠、
李伟、
张理想、
曹鹏、
永城市永建混凝土有限
公司、
永城市福瑞达运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豫凯汽
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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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被告申请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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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
午 10 时依法对位于平顶山市神马大道与新华路交叉口东南 3
号楼东 1 单元 7 楼西户的住宅（ 砖混结构、
建筑面积 148.836
㎡，
无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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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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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逢雨，
联系电话：
0375-2863656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二次）
我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
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秋水路南、
上海路东侧东方今典 1
号楼 3 单元 1001 室住宅房地产，
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
韩法官
联系电话：
13223909006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执保4682号
王翔：
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
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金水法院作出(2016)豫 0105 民
初 2031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权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于
同日立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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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豫 0105 执保 4682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限制消费令、
执
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对王翔名下
位 于 金 水 区 农 科 路 33 号 1 单 元 8 层 817 号 ( 产 权 证 号 ：
1201032367)的房产一套予以查封、
评估、
拍卖。同时向你公告
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
中的有关事宜通知，
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
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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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执2639号
吴世博：
本院立案执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2028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你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权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立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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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5 执
2639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
裁定将吴世博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159
号 7 号楼 1 单元 31 层 185 号(产权证号：
1301131997)的房屋一
套予以评估、
拍卖。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
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
公告自公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