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宏升旅馆、谢成修：本院受理的陈宏诉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1502 民初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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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贺锋果、张帅玲：本院受理原告罗广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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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7号、（2017）豫0482民初8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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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飞天传媒有限公司与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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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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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志儒：本院受理上诉人于淼与被上诉人崔承章及原审被
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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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民终 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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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敏：本院受理上诉人刘晶诉被上诉人洛阳市老城区行政
服务中心、马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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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终45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磊、河南驰恒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王本纲、祝
红与被上诉人焦琦及郑磊、河南驰恒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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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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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张道新诉你及张宝强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06民
初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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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遂彦：本院受理原告谷玉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27民初22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209 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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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素巧：本院受理原告沈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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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235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209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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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孝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玉涛、刘玉丹诉你与李向伟返还原
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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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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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重欣、韩雪勤：本院受理原告马石站、田百可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7民初2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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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红生：本院受理原告杨菜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27民初202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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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社会：本院受理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0311民初427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张社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
有限公司支付租金24354.59元。二、被告张社会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有限公司
支付违约金（以租赁费24354.59元为计算基数，按月利率2%
自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止）。三、被
告张社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洛阳众成建筑
物资租赁有限公司返还扣件3650个、丝杠69根，并按照合
同约定的扣件每个日租金 0.003 元、丝杠每根日租金 0.03
元，自2017年7月12日起计算租金至租赁物实际返还之日
止；如不能返还，被告张社会应按合同约定的扣件每个5元、
丝杠每根10元折价赔偿。四、驳回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
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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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卫龙飞：本院受理吴青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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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1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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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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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欠欠、史顺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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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小波、杜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长青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188万元
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份从2016年10月1日计算至实际该借
款全部偿还之日止）。暂算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计 90.24 万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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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行政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洛阳恒瑞祥建材有限公司、段
幸霞、朱利民、冯俊芳、朱为民、朱爱民、张兰君：洛阳金财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1426号民事判
决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
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125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江扬金属构件有限公司、洛阳永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河南瑞扬车身有限公司、洛阳一明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刘宇清、任海霞、范少龙、曹家珍、沈春荣：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
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
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1260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建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鑫石艺石材进出口商
贸有限公司、河南昌盛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尹开红、孟
庆鹏、谢晓燕：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
豫0311民初55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
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
法院（2017）豫0311执180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东森铸钢有限公司、洛阳广实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市瑞
龙商砼有限公司、张社卫、毕海丽、张群芳、毕卫强：洛阳金
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1732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
11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180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昌盛刚玉有限公司、伊川县兴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伊川县世业彩钢工程有限公司、王卫国、王志平：洛阳金财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4725号民事
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
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200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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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金堆城陶粒有限公司、伊
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
限公司、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曹文治、白灵云：洛阳金
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558号民事
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
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2187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洛阳
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
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曹文治、白灵云、吴文
安、白天森、范胜飞、范俊芳、李正辉：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342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
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执
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2188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洛阳市天帅工贸有限公司、洛阳
天霞实业有限公司、藏天奇、藏留蛟、宋玉若：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3437号民事判决
书申请执行你们委托贷款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
日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2189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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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
有限公司、洛阳远宁耐材科技有限公司、伊川县桉楠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洛阳群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白天森、陈延克、
毛利辉、白丹丹、张浩、毛阿利：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依据本院（2016）豫0311民初381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执行。因
你们未按生效的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洛
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7）豫0311执2281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越世商贸有限公司、陈国通、茹巧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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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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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泽治、刘灿辉：本院受理原告杜双林诉你们交通事故一
案，已审理终结。案号为（2017）豫0311民初4290号，判决你
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832.35元。限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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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文礼：本院受理李胜杰诉你房屋买卖合同一案，已审理终
结。案号为（2017）豫0311民初4599号，判决你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房款20000元，并赔偿20000元。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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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曹长伟、靳丰云：本院受理张兰竹与卫燕军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03民终
2928号民事判决书，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处理，同时向你们
送达（2017）豫03民终2928-1号裁定书，以补正（2017）豫03民
终2928号民事判决书中文字笔误。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月25日10时至2018年1月26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汝南县汝宁街
道新华街中段云路街往东第八，第九，第十三间门面房，具体
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
公告》、《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0396-2168068（王法官）。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璐：本院受理原告大互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信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第三人苏太保一案后，因你与本案存在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之规定，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状要求撤销被告信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信工商）登记内不予受理字
（2017）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准予原告大互电器有限公
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换发法人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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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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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河南振兴建设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李国虎、胡孝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被告河南振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诉期
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523民初1142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康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博天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你公司支
付电梯设备款45500元和质保金71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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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梦军：本院受理原告曹玉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523
民初593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你应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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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保民：本院受理原告王喜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523民初209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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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小凤、林州市安庆水箱有限公司、林州市西图商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市区信用社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581 民初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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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高伟、林州市兴华铝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市区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581民初4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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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振勇：原告林州市合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526民初54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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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罄惠、杨传杰：你们与刘献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
法对王罄惠名下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街道办事处文峰
大道北侧世纪名城21号楼2单元5层西户进行评估。现公
告送达通知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办理评估事
宜，逾期视为公告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
到本院第13审判庭随机选择评估机构；第五日上午10时到
房产所在地进行现场勘验；第十日上午10时到本院第13审
判庭领取评估报告初稿和听证通知；第十三日到本院第13
审判庭召开听证会；第十五日上午10时到本院第13审判庭
领取评估报告并在领取评估报告10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以
上节假日顺延），逾期未按以上所限定的期限办理相关手
续，视为放弃权利。联系电话：0372-3163330。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明：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
被告郭庆莲、张志明、任建民、李水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于2017 年11 月27 日做出（2017）豫0502 民初1393 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李水英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
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丽彬：本院受理原告耿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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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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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金燕、张文静：本院受理原告范亚琴诉你们、被告刘海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02民初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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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兆鹏：本院受理原告罗文秀诉被告郭兆鹏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503民初1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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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勇：本院受理原告张建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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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汇和石料厂、安阳市鑫江腾达商贸有限公司、樊章
文、樊江涛、樊洪涛：本院受理原告杨万坤诉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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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新杰、李永勤：本院受理李建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1003民初285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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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胜利：本院受理原告姜新文（又名姜文）诉你与杨雪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民初54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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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生：本院受理原告孙艳彬诉你、郭变玲执行异议之诉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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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锋、张保收：本院受理林志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2民初294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刘文锋偿还原告林志雷借
款本金10000元，利息5400元；二、被告张保收对上述借款本
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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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银凤：本院受理原告陆建文诉你与被告李锁娇、王凤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926民初1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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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28民初4246号

王雪云、周拥军：本院审理原告杨敏、裴建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
民初4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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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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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0

时起至2018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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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市西区富华道下闸路33号东座2103房（粤房地权证中府字
第C0388259）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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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0

时起至2018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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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市 东 京 国 际 商 住 小 区 第 六 幢 1-2 层 01 号 房（合 同 号
0010437）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
bao.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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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0

时起至2018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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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市西区中山一路103号德顺苑1幢307（粤房地权证中府字
第0211092128）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 taobao.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钢、杨彩虹：本院受理的原告袁春洋与被告黄钢、杨彩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481民初2241号文书，民
事判决书内容如下：一、黄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袁春洋支付代为清偿的借款本息40096.67元（其中借款
本金40000元、利息96.67元）；二、驳回袁春洋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25
元，由袁春洋负担18元，黄钢负担807元。民事裁定书内容
如下：准许袁春洋撤回对杨彩虹的起诉。现将上述内容作
为文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春舟、平顶山市君翰商贸有限公司、马辉、岳盟林：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平顶山市英发商
贸有限公司、赵英梅、张二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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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民初834号
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0411民初834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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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3民初1015号

史太龙：本院受理原告马草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做出（2017）豫0403民
初10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史太龙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马草原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
按本金200000元，年利率6%，自2017年4月5日起计算至清
偿完毕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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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403民初1011号

段超：本院受理原告马草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做出（2017）豫0403民初
1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段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马草原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本
金150000元，年利率6%，自2017年4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完
毕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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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王伟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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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韩锦玉及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一、本院（2017）豫0403民初73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河南林
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杜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王伟支付751431元。2.被告河南君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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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二、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
限公司及河南君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上诉状，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递交上诉答辩状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孟成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82民
初9732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于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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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庆伟：原告孟宪洲诉被告孟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2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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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贺保才：本院受理原告董文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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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民初39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十份，上诉于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立武、韩海阔：本院受理原告谢国令诉被告郭立武、韩海
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702 民初 1270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 0702 民
初1270-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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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萍：本院受理原告刘云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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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河南正程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张
柳、刘亚明、王伟庆、王茜茜：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与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河南正程特种
装备有限公司、张柳、刘亚明、王伟庆、王茜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191执1159号，本案于2017年2
月 16 日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豫郑方正评字
（2017）11001A号评估报告、（2017）豫0191执1159号异议通
知书及（2017）豫0191执1159号拍卖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王
伟庆名下位于开封市龙亭北路九鼎颂园北侧九鼎八十院88
号楼东2宅（房产证号：汴房地产权证第3368472号）房产一
套、被执行人王茜茜名下位于开封市龙亭北路九鼎颂园北侧
九鼎八十院 88 号楼西 2 宅（房产证号：汴房地产权证第
3368471号）房产一套，共两套。责令你们于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履行（2015）开民初字第1013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若逾期履行，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未履行
又未到庭，本院依法选定拍卖机构对查封的房屋进行处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好嘉利食品有限公司、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王伟
庆、刘育涵：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与郑州好嘉利食品有限公司、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王伟
庆、刘育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191执
1160号，本案于2017年2月16日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豫郑方正评字[2017]11002A号评估报告、（2017）豫
0191执1160号异议通知书及（2017）豫0191执1160号拍卖
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王伟庆名下位于开封市龙亭北路九鼎
颂园北侧九鼎八十院88号楼东一宅（房产证号：汴房地产权
证第3374572号）房产一套、被执行人王伟庆名下位于开封
市龙亭北路九鼎颂园北侧九鼎八十院66号楼1-2层东一宅
（房产证号：汴房地产权证第3377857号）房产一套、被执行
人郑州法森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开封市龙亭北路九鼎颂
园北侧九鼎八十院88号楼西1宅（房产证号：汴房地产权证
第236289号）房产一套，共三套。责令你们于公告期满之日
起3日内履行（2015）开民初字第1013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若逾期履行，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
期未履行又未到庭，本院依法选定拍卖机构对查封的房屋
进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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