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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长伟：本院受理原告廉爱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巧乐：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
心子公司申请执行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 0328 执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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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328 民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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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友涛、卢春霞、洛阳喜洋洋农产品有限公司、洛阳尧皇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市一家人印刷有限公
司、
赵平诉被上诉人杨喜男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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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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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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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兴泰养殖有限公司、
贾铁锤、
常会平：
本院受理上诉人蒋
宛潮与被上诉人洛阳信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索
贇、
洛阳兴泰养殖有限公司、
贾铁锤、
常会平、
洛阳谷香谷色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 民辖终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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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骊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李争争与被上
诉人洛阳九亿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洛阳骊威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 民辖终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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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云外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徐战宾
与被上诉人葛文中及原审第三人洛阳云外楼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 03 民终 4063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
豫 03 民终 406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云外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徐战宾
与被上诉人董博、布爱全及原审第三人洛阳云外楼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 03 民终 4065 号民事判决书及
（2017）豫 03 民终 4065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瑞翔铝业有限公司、新安县恒基铝业有限公司、新安县
燃气热力公司、张治贤、张红霞、张瑞峰、张瑞霞：本院受理
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原告代偿
款 4540025.19 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其中以代偿金额
1661659.07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14 日起按照每月 2%利
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以代偿金额 2878366.12 元
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按照每月 2%利率的标准计算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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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本院行
政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小辉：本院受理原告刘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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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262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李楼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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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武：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融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005 公判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恩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杜中森：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
洛龙区洛龙租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11 民初 294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李楼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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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师锋卫：本院受理原告王亚歌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6 民初 167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三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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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时马娃：本院受理原告李凤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6 民初 167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三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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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425 民初 2486 号
河南宜居实业有限公司、李银长：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鼎鑫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425 民初
24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银长给付原告河南鼎鑫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350 万元，
被告河南宜居实业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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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425 民初 2778 号
刘永华：本院受理原告郭淑梅、朱鑫涛、朱家正诉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豫 1425 民初 27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偿还原告郭
淑梅、朱鑫涛、朱家正借款本金 54.4 万元及利息，不履行，依
法拍卖、变卖你提供抵押担保的 1100028454 号房产，所得价
款原告郭淑梅、朱鑫涛、朱家正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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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利芳：本院受理原告张辛友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17）豫 0702 民初 1763 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限期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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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小店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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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3 号
曹大军、谢倩倩、苏睿、许延平、王少华、吕帅军、平顶山市得
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得普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兴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尚
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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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焦店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襄城县宏达磁电科技有限公司、赵冰、孙秀枝：本院受理原
告平顶山市帮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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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7）豫 0402 民
初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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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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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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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2 民初 697 号
黄谦章：本院受理原告魏玉红诉你与平顶山新型耐材股份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02 民初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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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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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2 民初 1094 号
王国营、张秀娥：本院受理原告马群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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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民初 109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焦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
决不服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2 民初 617 号
袁雅莲：本院受理原告肖玉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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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民初 6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2 民初 616 号
袁雅莲：本院受理原告崔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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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民初 616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2 民初 615 号
袁雅莲：本院受理原告冯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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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民初 61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帅涛：本院受理原告宋向阳、宋向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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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候文周：
本院受理原告尹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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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风险
提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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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党巧会：本院受理原告赵伟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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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2 民初 618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汝南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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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盼盼：本院受理原告周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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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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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4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南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伟: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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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535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
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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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安民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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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2 民初 5013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河南省汝州市人
民法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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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康锁、酒敏红、赵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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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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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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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耿武彪、赵豪豪：本院受理原告裴曾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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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482
民初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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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社城：本院受理原告杜会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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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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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军、河南玖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
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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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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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戎洛德、河南玖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
投资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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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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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桂红：
本院受理原告吕海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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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雪、邢朝伟：本院受理原告郭仁山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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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422 民初 9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二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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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洪斌：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宗夏、韩素娟与被执行人王洪斌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25 执 887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印：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彩红与被告王海印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11
民初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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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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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臣利：本院已受理原告郭万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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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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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金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冠超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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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舞钢市振宇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农天薯业有限责任公
司、鲁秋香、鲁耀伦、朱辉琴、张建辉：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
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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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
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誉轩、刘明艳、詹晓、朱留柱、河南仟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刚创诉被告唐誉轩、刘明艳、詹晓、朱
留柱、河南仟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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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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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4 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昊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发志诉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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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3 民初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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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玉春、苑宣荣：本院受理原告王钱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王钱胜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郭玉春偿还原告借款 1700000 元及利
息 442000 元（2017 年 6 月 29 日以后按月利率 2%计算至还款
完毕之日），被告苑宣荣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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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苏宜岚：原告董理诉苏宜岚、苏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原告董理起诉要
求：
判令被告苏宜岚、
苏志强连带偿还原告借款 20 万元整；
由
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二十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宗贺：本院受理原告舞阳县永新五交化店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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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公开变卖位于新郑市龙湖镇郑新公路东、
郑老庄生产路
北河南 XX 服饰有限公司持有工业用途房地产。起拍价：
5440.5万元；
增价幅度：
50万元。联系电话：
0376-6360406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1 月 14 日 10 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淘 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网 址 ：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公开拍卖河南国瑞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信阳市浉
河 区 南 湖 路 6 号 国 瑞. 南 湖 花 园 8 号 楼 一 单 元 -102、二 单
元-105、三单元 208、四单元 210、211、910、912、1010、1011、
1012 共 10 套房屋。起拍价、保证金及加价幅度详见本院淘
宝司法拍卖平台。联系电话：
0376-6360405。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美龙：本院受理原告许玲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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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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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先明：本院受理原告谢玉飞、宋学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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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明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银富、江荣华、杨金开：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坚强诉被告湖
北盛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鄂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信阳福源置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案情需要，
需 追 加 杨 银 富 （420700196711055790） 、 江 荣 华
（420700195308231411）、杨金开（420704195803180055）你们
为被告，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告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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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宪华：本院审理原告王光义诉你、王保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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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豫 1503
民初 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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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向本院提起上诉，
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高：本院依法受理原告马晓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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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即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审判，
逾期将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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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广杰：本院受理原告林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为 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20 万元及利息；2、本案
因诉讼而支出的费用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通知
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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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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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传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开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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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2017）豫1522民初1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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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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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521 民初 2285 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罗山县莽张镇水泥制品厂、彭忠琴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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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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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521 民初 2270 号
顾恩莉：
本院受理原告范世申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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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岩：本院受理原告杜彦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
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528 民初 168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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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超锋：本院受理原告赵建诉你和冯玉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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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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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肖海涛、孙琴、云南弘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
人吴学忠与被上诉人肖海涛、孙琴、云南弘镛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6
民终 2137 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领取
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祖让：本院执行的你与张保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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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822 执 1642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立即履
行﹙2016﹚豫 0822 民初 60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报
告财产情况，你应给付张保民煤炭款 10.5 万元及利息。逾
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
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敏：刘荣德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你未依
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需对本院（2016）豫
0883 民初 1798 号协助通知执行书上查封的你名下的位于洛
阳市吉利区河阳西路西霞花园 23 号楼 2 单元 203 号房产予
以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选择评估机构、评估报
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的通知，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院办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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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文巧坤、司永乐、高维路、张昌博、张聂锋：本院受理原告滑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汇通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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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 民
初 34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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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东杰、韩东兴：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赵营
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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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 民初 6939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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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东：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526 民初
344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滑
县人民法院王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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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大川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腾鲁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 0526 民初 3045 号
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逾
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院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万新春、张玉勤：本院受理原告唐东甫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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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期顺
延）在本院劳保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祝良发:本院受理林州市华源建设有限公司诉田秀花及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8: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
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崔志强：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郭青与被上诉人河南鸿泰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崔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05 民终 23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
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希林环保有限公司、张现军：本院受理朱尤新诉你们
与李小红、
李新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 上午8：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第7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申龙龙：本院受理梁义根诉你与苗金州建筑工程合同、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7
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爱国：本院受理原告石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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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 民初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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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 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大琴：本院受理原告贺永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502 民初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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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