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民初182号

河南海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亚鹏、刘明新：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锦东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3民初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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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6814号

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刘春然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681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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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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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诚而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谭俊华、吴礼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金辉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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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四海、铁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红生诉李四海、安阳建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李四海、铁
芳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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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诉讼通知书、上诉状、民事裁定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后
第一日）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2楼205室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爱国、王亚平、宗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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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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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寇学田、王国旗、王少华：本院受理原告袁梦星诉你们及薛
红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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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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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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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5795号

李书香、魏囡囡、魏继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诉被告魏小全、岳海军、李海军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
系，原告申请追加你们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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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变更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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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雪、杨小超：本院受理原告陈亚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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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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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310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金印雅高美爵酒店有限公司、郑州威思迈商贸有限公
司、河南吉茂商贸有限公司、王岚、娄龑：本院受理原告雒龙
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91民初1053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310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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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应超：本院受理原告闫玉莹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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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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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侯寨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天然：本院受理原告范志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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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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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天然：本院受理原告王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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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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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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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10时起至2018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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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玉前路东侧庆都花园 21 号楼
1 单元10 层1001 室（产权证号：1201001546）的房产进行公
开 拍 卖 活 动 ，详 情 请 关 注 网 址 http://.taobao.com//
11?=.306516900MO3x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鹏旭：本院受理原告王广伟诉被告王鹏旭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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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景雪亮、弋俊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花园路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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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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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盛德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许昌森源发制品有限公司、
贾维强、梁彩玲、张居耀、赵同鑫：本院受理原告吴秋菊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
更诉请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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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财
保43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

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浩：本院立案执行李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做出
的（2017）豫 0105 民初 355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李慧于2017
年10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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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1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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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富业、宋振华：本院受理的原告于国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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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
民初215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山：本院受理原告王天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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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
审速裁中心2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中富：本院受理原告李景仙诉被告李中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
178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
5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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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文胜、郑州晨旭科技有限公司、邓
国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河南盛世民航大酒店有限公司、邓国君、李慧玲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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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送达后的第三日（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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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鑫境：本院受理原告周丽红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
初22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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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戚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国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21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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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长华、王娟：本院受理原告余庭强诉被告谢长华、王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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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薛景勋、薛亚萍、刘瑞红、河南省乔木建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立案执行郑州光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本院做出的（2016）豫0105民初14057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权利人郑州光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本院
于2017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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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恢1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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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尊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伊国伟诉被告河南
尊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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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22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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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煦坤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伊国伟诉被告河南煦坤
贸易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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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22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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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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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伊国伟诉被告河
南永之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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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5 民初 22216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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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光：本院受理原告郭国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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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快审速裁中心2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占芳、郑州永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庚
鑫诉被告周占芳、郑州永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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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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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开勋：原告河南百汇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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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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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涛：张洁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
做出的（2107）豫105民初2075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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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
执1165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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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内按照（2107）豫105民初20759号
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宋治国诉被告王新杰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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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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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东楼北207室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晓利：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秀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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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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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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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辛梓：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红柏诉被告辛梓房屋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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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众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樊丽、刘新兰
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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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华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振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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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杨玉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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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16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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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阳（刘忠阳）：本院受理原告黄华伟、黄国强诉你与被告郝
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0422民初25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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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风雷：原告苗刚诉被告宋风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405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常路中心
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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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3民初105号

杜正辉：本院受理原告王崭诉你、宋永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做出（2017）豫
0403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杜正辉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崭偿还借款144000元，利
息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宋永昌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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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穗凤：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03
民初6441号民事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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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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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明彦：本院受理原告刘同岭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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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立即偿还借款3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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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９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晓琴：本院受理原告潘金强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82民初7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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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保成、王博、王巧霞：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昌诉你们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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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则顺延）在本院
B3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琦（公民身份号码：413024196605090035）：本院受理原
告陈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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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民初字第199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限被告郝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陈建
明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从
2016年8月1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
被告郝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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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金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彪与
河南金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豫15民再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
销光山县人民法院（2013）光民初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本
案发回光山县人民法院重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8民初4582号

谢世垒、夏仲广：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谢世垒、夏仲
广、夏西峰等四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2月18日做
出（2017）豫0928民初458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上述判决，自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8民初4578号

谢世垒：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谢世垒、夏西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做出（2017）豫 0928 民初
457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判决，自本公
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8民初4577号

谢世垒：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谢世垒、夏西峰等三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2月18日做出（2017）豫0928
民初457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判决，自
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8民初4576号

谢世垒、夏仲广：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谢世垒、夏仲
广、夏西峰等四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2月18日做
出（2017）豫0928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上述判决。自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设：本院受理曹存银、宋二果分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926 民初 3057
号、（2017）豫0926民初3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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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小明诉你与赵小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
50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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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向东、李毛桃：本院受理原告王小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常向东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
初 5074、5075、5076 号民事判决书，向李毛桃送达（2017）豫
9001民初5075、5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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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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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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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北分军岭（站北街十一巷11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1201007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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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永军：本院受理原告苏海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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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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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解建亮、谷来娟：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们与张根生等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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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811民初1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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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雨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崔先林：本院已受理原告焦
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与管园园等3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811
民初17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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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俊萍、白保山、买中平、买俊芳、马俊、白义南、孟州市大山
皮业有限责任公司、孟州市裕华皮毛制品有限公司、孟州市
优格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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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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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豫0811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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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雁、周红升：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811民初2315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二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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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强、王黑旦：本院受理原告邹福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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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美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根据（2014）焦民二初字第
00041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刘献忠申请执行焦作市美地置
业有限公司、雷玉国。张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并对焦作市美地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焦作市迎宾大道马村段东侧的土地进行
评估拍卖，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本院执行
局703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
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9时，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公楼309室参加
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
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
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后，本
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春花：本院受理原告吴胜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23民初269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南中心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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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晓忠：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吉安达特种电缆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823民初29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沁南中心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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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玉战：本院受理原告樊景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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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民初294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南中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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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群方：本院受理原告田小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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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民初235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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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亮亮：本院受理原告张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882民初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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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道富：本院受理上诉人卢光敏诉被上诉人周道富、康文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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