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多、赵清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5309号、25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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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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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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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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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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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4534号

郭金良: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花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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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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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
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4532号

李小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花园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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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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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
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汉保：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领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吴萍、周口市跨世纪运输有限公司、高汉保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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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昌：本院受理原告原国现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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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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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鸿飞、王洋洋：本院受理原告王红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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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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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立：本院受理原告秦艳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
终结，判决你偿还秦艳军 10 万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581 民初 4950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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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尚魁、薛文涛、侯军、郭瑞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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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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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豫星车桥有限公司、安阳市力元汽车制动器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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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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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志义：本院受理原告董云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81 民初 3843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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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黄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内黄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月17日10时至2018年

1 月 1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内黄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法 拍 网 络 平 台 http;//3r,taobao.com/law-court.htm?
3por-5262.7189077.0.0.tC9unakuser-id=2046234119 ) 进 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所有权为郑建英名下的
位于内黄县南大街与朝阳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博大商场房
屋及土地和商场三楼 104.41 平方米的一处住宅。咨询电
话：0372-7768072 。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玉祥：本院受理原告郭学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豫 0526 民初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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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东、刘贵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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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503 民初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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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勇亮、司丽君：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分行诉你们金融信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503 民初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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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苏：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勤与被告李晓苏、刘西安、王

鹏、张彬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502民初33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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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华宇广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清泉诉被告
赵新江、华宇广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广泰
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7) 豫 0502 民初 2414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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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建波、李冲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邢庆发申请执行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
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0502民初198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震：本院受理原告袁劲光诉你、付自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上诉人付自红就(2017)豫0502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恒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玉林、梁子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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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502 民初 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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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亭元、刘桂云：本院受理原告张明立诉被告张海臣及你
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原告张明立
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702民初6603号

陶怀霖：本院受理原告迟杰诉被告陶怀霖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 1702 民初 66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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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702民初6604号

王建升、刘梅荣：本院受理原告迟杰诉被告王建升、刘梅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702 民初 660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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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保民：上诉人张新梅就（2017）豫 1702 民初 5390 号判决
书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娄红敏、胡建华、禹州市慧豪发制品有限公司、禹州盛祥发
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张红旭因与被上诉人马
榕，原审被告牛巧凡、靳东东、靳会杰、娄红敏、胡建华、禹
州市慧豪发制品有限公司、禹州盛祥发制品有限公司、禹
州市晋源隆发制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葛
市人民法院（2016）豫 1082 民初 2075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7）豫10民终338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 一、维持长葛市人民法院（2016）豫1082民初2075号
民事判决的第二、三项；二、变更第一项中的“自 2016 年 2
月18日起按照月利率2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为“自2016
年2月18日起按照月利率2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扣除已
支付利息 7 万元”。现公告向你送达该判决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不领取的，
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丰之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杨荣辉、杨宗亭、王军辉、河
南允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本院受理原告赵耀诉被告河南
丰之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杨荣辉、杨宗亭、王军辉、河南
允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 1081 民初 5729 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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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武剑诉你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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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民初 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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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香丽、郭国林、郭长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凯隆汽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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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 民初 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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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尚书彬：本院受理河南省神州典当有限公司诉你和尚书瑞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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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秀竹、刘建波：本院受理滑县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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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新蔡县利信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张皓诚、李亚兰、王丹丹、
王雪：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合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河南亿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张建及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张建不服（2015）长民初字
第 02373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长民初字第 02373-4 号民事裁定书和（2015）长
民初字第 02373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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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 2018 年 2 月 3 日 10 时至 2018 年 2 月 4 日 10 时

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张磊名下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61号院9号楼9层901、912号的房
产两处进行公开拍卖。咨询方式：2018 年 1 月 3 日 8 时至
2018年2月2日16时止接受咨询。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
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说明。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2 月 6 日 10 时至 2018 年 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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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镇泰山路北侧、李垌村西侧
富田·兴龙郡 56 号楼 2 单元 2803 室房屋【所有权证号：豫
(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0011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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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于2018年1月21日10时至2018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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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豫 AX8B55 利亚纳牌小型轿车进行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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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绪朝、周琪：本院受理原告唐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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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民初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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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井立伟：本院已受理原告陆佩银诉你与徐玉兵（又名徐玉
斌）、肖明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甘岸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晁卫东、濮阳市钱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
李素姣与被上诉人晁卫东、濮阳市钱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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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民终 29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艾延海、聂春景：本院审理的丁敬荣诉艾延海、聂春景、
艾广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 0927 民初 24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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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学金：本院受理的原告闫敬芝诉鹿邑县人民政府为你颁
发0021350号房屋所有权证一案，本院已经于2017年12月
25日作出（2017）豫16行初4号裁定书，裁定驳回了闫敬芝
的起诉。闫敬芝在上诉期内已经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16行初4号行政裁定、上诉状。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李寿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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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李寿强 100 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从 2013 年 11 月 11 日支付至本息还清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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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吉第、刘天军、洛阳龙鑫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洛阳
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裴前进：原告祝杰诉被告杨晓
晓及第三人秦吉第、刘天军、洛阳龙鑫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洛阳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裴前进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302 民初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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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改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吉海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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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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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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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辛灿杰：本院受理张小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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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乐：本院受理的原告韦利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8 民初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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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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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应涛、内乡黄金集团公司、南阳鑫源黄金有限公司、河南
省内乡银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中基实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卫优民诉你们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28 民初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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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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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华盖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洛阳一海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吴海锋、赵苗知、杨宜民、赵桃利、常趁心、张巧环：本
院受理上诉人洛阳科威钨钼有限公司、张灵杰诉被上诉
人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担保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 民
终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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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少波：上诉人刘参有就（2017）豫 0327 民初 1520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翰达实业有限公司、陕西长久吉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洛阳翰昌服饰有限公司、曹慧芳、魏志乐、晋爵：本院
受理上诉人洛阳长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路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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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民终
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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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石头：上诉人张兆博就（2017）豫 0327 民初 1826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及王大京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留现、符红峰：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磐石混凝土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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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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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男、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院受理
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5）涧民一初字第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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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小平、杨红斌、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5）涧民一
初字第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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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源、杨晓晶、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
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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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涧
民一初字第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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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镭、王红梅、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
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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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
涧民一初字第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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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新明、闫春红、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的
（2015）涧民一初字第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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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红世、贾新巧、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的
（2015）涧民一初字第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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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亢敏、史要红、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
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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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
涧民一初字第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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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晓、孙小萍、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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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
涧民一初字第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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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阳峰、史改丽、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的
（2015）涧民一初字第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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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文卫、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院受理
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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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涧民一初字
第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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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小平、刘毛毛、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
本院受理一拖（洛阳）神通工程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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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2015）涧民
一初字第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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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峻工贸有限公司、李留洋、刘爱霞：本院受理一拖（洛
阳）神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5）涧民一初字第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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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凌晨：本院受理原告陈诚诉你及孙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05 民
初 3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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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市鑫生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淇县动力源粮油贸易有
限公司、淇县动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红泉、赵臻、高
军然：本院受理原告刘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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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305 民初 69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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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司娜娜：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05 民初
4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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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1212 责任编辑 丁 欣

E-mail:hnfzbggb@126.com 电话：0371-86178087HENAN LEGAL DAILY
法院公告

2018/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