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鑫、王丽娟、王怡、高东凯：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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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卫东、张宝红、许昌怡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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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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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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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林瑞：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恒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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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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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之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速裁中心东楼北207
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聂占闯：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行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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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2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 0105 民初 14542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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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
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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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3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 0105 民初 14533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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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小其：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行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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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3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 0105 民初 14543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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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魁：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
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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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3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 0105 民初 14583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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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1月4日10时至2018年1月5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登封市中岳大街东段建筑面积为160.48平方米
的住宅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
taobao.com/0371/14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1月4日10时至2018年1月5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登封市少林路东段北侧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4 。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美雅园艺工程有限公司：你与徐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298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5执938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合、失信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责令你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按照（2016）豫0105民初
2988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执行
本案。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卫东：原告范军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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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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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连梦笛：本院受理原告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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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49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祭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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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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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银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司建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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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书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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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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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娜：本院立案执行孙文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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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民事判决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孙
文全于2017年6月6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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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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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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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两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克瑞诉你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5民初9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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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木、王静、冯翠玲：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华林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张新木、王静、冯翠玲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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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桂品：本院受理的原告姜文超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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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汪斌：本院受理原告吕良沛诉高峰、汪斌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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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成彬:本院受理原告夏维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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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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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楼、陈闯：本院受理原告孟保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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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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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瑞萍：本院受理原告金德怀与你及第三人王金伟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91民
初18814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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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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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涛：本院受理原告东方今典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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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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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欢：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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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月8日10时起
至2018年1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
七 区 祥 云 路 7 号 院 3 号 楼 1 单 元 22 层 2202 号 ( 证 号 ：
1601026402)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顶呱呱种业有限公司、贾笑冬、郭松花：本院受理原告
仇克然与被告河南顶呱呱种业有限公司、贾笑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仇克然申请追加郭松
花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或者邮寄送达本案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追加
被告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月7日10时至2018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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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位于新郑市人民路北侧康庄大道东侧9号楼2单元4层
402的房屋[合同号：12264083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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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明记：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拥君百货商行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81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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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晓忠：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拥君百货商行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811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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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解建亮、谷来娟：本院受理原告靳其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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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811
民初18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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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解建亮、谷来娟：本院受理原告蒋树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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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811
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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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平安、贾桂珍：本院受理原告范青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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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811
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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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卫、陈丽云：本院受理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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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虎群：本院受理原告刘风琴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11民初192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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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那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风景
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11民初40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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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琳、胡伟：本院受理原告蔡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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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811民
初3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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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处效力。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凯凯：本院受理原告程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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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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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三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五周、王利芬：本院受理原告张锡群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882民初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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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双利、张新灵：本院受理原告刘战军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882民初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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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五周、王利芬：本院受理原告宋启兰、李军香、李小静诉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882民初2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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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生、河南天盈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麦季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0823民初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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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0421民特17号

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中营申请宣告
赵中义失踪一案，申请人赵中营称，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系亲
兄弟关系，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病，于2012年农历1月18日离
家出走，申请人赵中营及亲属多方寻找一直无消息，至今将
近5年仍然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中义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中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赵中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中义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延奇：本院受理原告雷天生诉你与沈桂荣、师桂珍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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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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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晓利：本院受理原告吴阳阳诉被告吴晓利财产损害赔偿
责任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清偿拖欠车
款22000元及利息1261.33元，共计23261.33元。2.要求被告
自起诉之日按照月利率 2 分支付利息至被告实际还款之
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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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该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明祥
诉被告杜成、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君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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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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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峰：本院受理原告王文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娄延松：本院受理原告李世鹏诉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建设东路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22民初1775号
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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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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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国彬：本院受理原告余新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魏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张毅恒申请宣告孙晓鸽失踪一案，经查：孙晓鸽，
女，198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洪庄杨镇
（ 原 洪 庄 杨 乡 ）张 集 村 二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10426198110276023，于2010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望孙
晓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航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彦芳、田圆圆：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河南兴利和实业
有限公司、吴艳萍、耿晓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我院作
出了（2017）豫0411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书，现因河南兴利
和实业有限公司、吴艳萍、耿晓利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特此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霞、郭颖、朱俊祥、吴爱玲：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周丹、吴爱雷、许昌嘉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韩天才、张红霞、郭颖、朱俊祥、吴爱玲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03民初
197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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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丹丹、吴翠兰、李自民、吴翠萍、赵占民：本院受理河南许
昌许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林丹丹、吴翠兰、李自
民、吴翠萍、赵占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1003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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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同大置业有限公司、禹州蓝海置业有限公司、黄冉
柯：本院受理的李继萍诉你们及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司、
罗杰增、沈新建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李继萍不服本院作出
的（2016）豫10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并递交上诉
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同大置业有限公司、禹州蓝海置业有限公司、黄冉
柯：本院受理李继萍诉你们及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司、罗
杰增、沈新建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0民初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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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虎、胡孝友：本院受理原告马长河诉河南振兴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0523民初1142号案件的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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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杰、陈艳敏、郑红杰、陈亚东、邢国勇、徐秀丽、李贵民：
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桑村信用社诉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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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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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友军、常淑风、李云飞、辛军玲：本院受理原告滑县中银富
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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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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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建礼、卜怀芬：本院受理原告杜玉现、杨永丽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
（2017）豫0526民初6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杜建礼、
卜怀芬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杜玉现、杨永丽
借款人民币9万元及利息（其中2万元利息自2014年6月22
日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本判决限定履行期满之日止，另7万
元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限
定履行期满之日止）。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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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森：本院受理原告王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23民初302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50000元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特
此公告。

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森：本院受理原告郭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23民初301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原告60000元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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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中伟：本院受理原告高克义你为合伙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311民初1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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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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