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小英、夏远：本院受理原告白冰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
1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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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玉泉千家乐超市、柴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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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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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利堂：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赵刚与被上诉人宋世锋、原审被
告张利堂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3民辖终81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和祥建材有限公司、洛阳一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李
瑞、卜文强、洛阳蓝海实业有限公司、杨颀、杨宜民、曹庭：本
院受理上诉人曹辉诉被上诉人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花
坛支行、王红祥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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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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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德惠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冯丽君因与被
上诉人黄炜及原审被告王枫楠、河南德惠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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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终5226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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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豫03行初220号

新乡肉类联合加工厂：本院受理的原告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
朱召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新乡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新乡肉类
联合加工厂撤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豫03行初220号行政裁定书及上诉状。限你方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和上诉状，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彬（别名孙建强）：上诉人王建强就（2015）汝民初字第
0110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后第三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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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俊京、谷铁汉、安留战、宝素吓、王麦、宜阳县莲庄乡俊京超
市：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阳支行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7）豫03民终356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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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继鹏、庞景明、尤林军：洛阳发达彩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依
据本院（2012）老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书[估
价报告编号：深国房评字第07081852017110111号]，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报告书有异议，请在送
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交，逾期视为放弃。

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晟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泓磊建筑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及湖北衡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湖北衡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
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作出（2017）豫0327民初1861号之
一民事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湖北衡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0327民
初186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波飞、韦玲凡、姚桃粉、赵巧玲：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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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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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关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英晓：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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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富龙、毛宏伟：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
请人张建军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富龙、毛宏伟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毛宏伟名下车牌号
为豫C86K68的黑色奔驰牌小型汽车的市场价值及变卖价值
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010室现场随机选定鉴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本案现场勘验定于鉴定评估机构确
定后第五日在涉案标的物处进行，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组织现场勘验。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新睦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远宁耐材科技有限公
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金堆城陶粒有限
公司、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
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毛利辉、白丹丹、白天森、陶会平、白灵云、曹文治、张浩、毛阿
利、王为民、王素琴、白国政、白晓静：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
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依法判令被告伊川县新睦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
偿款5585384.06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399456.16元（该
数据暂计至2017年9月29日）及2017年9月30日之后的逾
期利息（自2017年9月30日起以5585384.06元为基数按照月
息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其他各被告对上述
第1项诉求中被告伊川县新睦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应当承担
的偿还、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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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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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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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美材建材有限公司、洛阳东鹏置业有限公司、洛阳香山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洛阳新思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精密机床
有限公司、洛阳天兴混凝土有限公司、唐长迎、黄晓粉、李书
生、司江龙、张丽娟、司桂英、司金龙、辛金英、罗庆和：本院受
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美材建材有限公司偿还
原 告 本 金 2000 万 元 、利 息 1348666.67 元 、逾 期 利 息
4406666.67元（该数据暂计算至2017年9月29日）及2017年

9月3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自2017年9月30日起以2000万元
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并支付违约金400万元；2.其他各被告就第1项诉讼请求与被
告洛阳美材建材有限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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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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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3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华洋重大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洛阳瑞基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王会兰、宋光发、梁绚丽、梁木欣、裴喜群、梁晓辉、王莉
颖：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华洋重大型轴
承制造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 8429971.43元并向原告支
付逾期利息561998.1元（该数据暂计至2017年9月29日）及
2017年9月3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自2017年9月30日起以代
偿金额 8429971.43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2.其他各被告对上述第1项诉求中被告洛阳华
洋重大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偿还、支付义务承担
连带责任；3.原告对被告洛阳华洋重大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抵押给原告的机器设备等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的款项在上
述第1项诉求内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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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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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耀森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
鼎润实业有限公司、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要森、郑素
云、刘会卿、李小凤、李宏强、王艳霞、杨旭浩：本院受理的原
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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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新安县西沃乡下坂峪第二煤矿：本院受理李万才、班桂荣上
诉新安县北冶镇人民政府及你关于联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豫03民终4668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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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长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建业住宅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合同标号为YS0230065《商品房预售合同》；2.判令
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撤销手续；3.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605437.8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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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豫源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洛阳市洛龙区宏业建材
租赁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偿还拖欠原告的租金和进出场费283999元，并按照银
行存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4年3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期间
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时为1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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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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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在本院李楼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高新永杰钨钼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康搏特
钨钼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2894号民事判决
书及洛阳康搏特钨钼材料有限公司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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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倩：本院受理夏光星诉你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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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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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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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园林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胡宜斌、田文啟、叶继
云、李政、李东旭：本院受理张家斌诉你们生命健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信浉民初字第
2760号民事判决书，在此期间信阳市园林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不服本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现将上诉状一并公告送达
给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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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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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涂干忠、刘林、信阳市弘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
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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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国虎、黄英：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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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波：本院受理原告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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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王波偿还原告宗方借款
本金8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付清日，按月利
率3‰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宗
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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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兴东：本院受理的原告解希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927民初
2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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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濮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桥伟：本院受理谢启凯诉你与宋永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民初3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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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储宪光、王秋霞：本院受理原告陈淑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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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
初8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储宪光、王
秋霞偿还原告陈淑利借款本金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00元，由二被告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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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丙乾：本院受理原告吴现文诉你及韩丽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被告韩丽敏对本院（2017）豫0902民初3437
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德雨：本院受理原告崔小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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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谢德雨偿还原告崔小虹借
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其中20000元，自2015年8月11日起
至付清日，按月利率2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谢德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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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春阳：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郑州中
心支公司诉你与被上诉人刘磊、徐晓光及原审第三人张长林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因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民终3146号、（2017）豫
04民终3148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连耀灿：你与上诉人艾向光、被上诉人王国庭、原审被告宋珂
娟民间纠纷一案，禹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1081民初
677号民事判决书，艾向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
后依法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民终2490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内容为：“维持。”该判决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留明、徐军鸽：你们与上诉人赵平、被上诉人李庆喜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
1002 民初 5729 号民事判决书，赵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
民终256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内容为：“维持。”该判决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禹州市
安华投资有限公司、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10执第15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
知书、执行决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十
本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景莲：我院受理原告胡志超诉你及韩红凡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请求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00元及利息；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破产团队）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连方、黄德军：本院受理王玲玲诉新乡市易购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及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702民
初104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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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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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淮阳县绿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珂珂诉你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雯雯：本院受理原告吴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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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淮阳县绿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纪向锦诉你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双兰：本院受理原告张留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82 民初 8303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汝西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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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平均、朱怀：本院受理原告刘海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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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
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汝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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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赵会兰：本院受理原告李继周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82 民初 848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来本院汝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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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本院受理原告徐见华诉你及靳超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82民
初80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汝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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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本院受理原告徐见华诉你及陈朝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82民初
80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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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鑫达砖厂：本院受理原告约则吉夫、俄低莫扯牛、且沙
木牛各、约则杨齐、约则杨飞诉你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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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兴民：本院受理原告吴淑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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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东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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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道霞：本院受理原告张新保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法院（2017）豫1526民初17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准许原告张新保与被告王道霞；原、被告婚生
子张烁由原告抚养。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担。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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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新乡市欧丽凯家居有限公司、周继亮、周茂华、张旭、师文龙：
本院受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原
权利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阳支行）申请执行你们
借款担保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5）新仲裁字第22号裁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07执293号执行通知书、限
制消费令、债务人申报财产令、（2017）豫07执293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依
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周继亮、周茂华、张旭、师文龙抵押的
位于新乡市平原路52号新大新商厦5层1区、5层2区、5层3
区南户、5层3区北户房产，产权号为：新房权证新乡市字第
201010304 号 、第 201010303 号 、第 201010302 号 、第
201010301号房产。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露：本院受理赵士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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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民初2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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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伟（身份证号412924197602210356）：本院受理原告袁顺
蕊与被告何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03民初285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何伟支付袁顺蕊借
款1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2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640元、保全费1120元，由被告何伟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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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银丽、王彦平：本院受理原告永城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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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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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庭（民一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娟、王彦：本院受理原告赵彩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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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2017）豫1303民初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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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梅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金色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淅川县
淅德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7）豫1326民初3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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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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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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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9052号

商丘市丰盛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港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吕亚超、朱妍妍、来秀华、商丘市丰盛物流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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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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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诉讼服务大厅电子屏当日显示的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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