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梁宁诉你与河南龙安置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7)豫 0105 民初 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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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永亮、张春令：本院受理原告张金燕与被告范永亮、张
春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本院(2017)豫 0102 民初 55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办公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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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车德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赵亭诉
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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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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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金建：本院受理原告吕二林诉被告买金建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36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南楼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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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民初 10456 号

张翠芹：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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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民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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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民初 3704 号

买金建：本院受理原告温家富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3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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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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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案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忠、李卫俊：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李建忠、李卫俊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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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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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平、陈玉霞：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陈朝平、陈玉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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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钦要恒、晋梦琴、徐明、王果、赵良飞、许昌天创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商都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91 民初 11230 号民事裁定书、民
事上诉状、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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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艳秋、高鼎：本院受理原告鲁鸿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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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民初 17955 号

郑州黄牛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河南华泰特种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市养生宝典酒店管理责任公司、郑州牛
悦客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王明欲、胡潇: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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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民初 1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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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105 民初 17868 号

许昌太平洋铝材有限公司、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周新庆、黄丽: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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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民初 1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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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瑞娟:本院受理原告朱小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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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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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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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8 日

10 时起至 201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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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郑州市二七区勤劳街 5 号 5 号楼 17 层 1706 号（产权证
号：1401138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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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酷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凤云诉
被告河南酷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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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金华诉被告河
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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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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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恒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董晓华申请执行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13398 号执行通知书、（2017）豫 0105 执 13398 号财产报
告令、（2017）豫 0105 执 13398 号执行裁定书、（2017）豫
0105 执 13398 号执行决定书及（2017）豫 0105 执 13398 号
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6）豫 0105 民初 2998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涛、王子信：原告张伟诉你们、河南鑫诺置业有限公司
（2017）豫 0105 民初 16922 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
告河南鑫诺置业有限公司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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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华、黄元林、河南聚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彭波申请
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向你们送达（2017）豫 0105 执 5772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及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
的（2016）豫 0105 民初 1144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们名下财产予以评估、
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
们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
评估、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安厦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裴红林诉你、
郑州万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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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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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利军：本院受理赵宏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6）豫 0105 民初 2173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权利人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
过程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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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3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
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
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保臣：本院受理原告魏改凤诉你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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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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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沙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玮：本院受理原告陈桂玲诉被告张晓玮、郑州银田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张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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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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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司、罗杰增：本院受理的李继萍
诉你们及河南省同大置业有限公司、禹州蓝海置业有限
公司、黄冉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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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丝：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李金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 10 民终 7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永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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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 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钢集团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阙卫刚、袁小
红: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与
驻马店联顺食品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天一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驻马店市中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驻马店南方
中天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安钢集团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阙卫刚、袁小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 (2017)豫 17 民初 146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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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晓瑜：本院受理原告霍燕敏诉你房屋租赁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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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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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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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西二楼第四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孝、葛秀凤：本院受理凌素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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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211 执 125 号

仝立栋：本院受理郑振生申请执行仝立栋与公司有关的
纠纷一案，申请人郑振生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 0211 民
初 208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执 12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纳
入失信名单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定于本公告
期满次日起第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到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对你持有的河南开利锌业有限公
司 70%股权予以评估、拍卖；在本公告期满次日起第七十
五日（遇节假日顺延）到本院领取鉴定结论报告。逾期
视为放弃权利。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士银、孟运府：本院受理彭义江、刘保荣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彭义江、刘保荣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
告劳务款（15568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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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403 民初 1517 号

魏江伟、任红卫：本院受理原告张丽丽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作
出（2017）豫 0403 民初 15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魏江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张丽丽
偿还借款本金 60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 600000 元为
基数，自 2013 年 12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月息
2%计算）。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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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三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三博文化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张香与被上
诉人刘敏及你二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 民终 502 号民事案件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德凤：本院受理上诉人杨红军与被上诉人闫玲、原审
第三人刘德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4 民终 272 号案件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本公告期满
后第四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楼第十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德凤：本院受理上诉人马德坡与被上诉人龚保泰、原
审第三人赵明山、刘德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 民终 418 号案件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本公告期满后第四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自动顺
延）在本院五楼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卓士英：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行叶县支行与被上诉人
河南省绿韵建材有限公司、吕耀民、卓士英、吕耀武、董
红霞、平顶山市绿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献军、平顶山
市恒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衡晓晓、河南红旗常升
集团有限公司、闫长生、宋亚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 民终
26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莹：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董梅、被上诉人王裴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 03 民终 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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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绍(少)武：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周素霞与被上诉人陈宗
献、原审被告王绍武（王少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 03 民辖终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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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晋成国：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
李克锋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晋成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封的被执行人晋成国的位于洛阳
市涧西区长江东路零号院 8 幢 2-501 号房产（证号：洛市
房权证 2005 字第 X29818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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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已发公告并期满）依法组织现场抽签选定的的鉴
定机构为河南远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二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10 时在涉案标的物
处进行。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组织现场勘验。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顺九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孟跃辉与被上
诉人张会强及原审被告你公司、洛阳五建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在本院 3 楼 18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进行
缺席审理。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卫峰：本院受理原告薛建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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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国峰、郭冬梅、藏天奇、张成楠、藏留蛟、洛阳市天帅工
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吕
国峰、郭冬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83750.92 元、利息及
复利（利息暂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7 日为 49409.45 元，从
2017 年 8 月 8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2.68 %
计算利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7 日为 1788.69 元，
从 2017 年 8 月 8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 15.12 %
计算复利。）2、依法判令被告臧天奇、张成楠、藏留蛟、洛
阳市天帅工贸有限公司对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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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在本院 2005 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天霞实业有限公司、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偃
师市金璐鞋业有限公司、魏希朝、许子谦、藏留蛟、藏天
奇、苏俊红、王璐璐：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
被 告 洛 阳 天 霞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3999999.99 元、利息及复利合计为 1238749.55 元（利息从
2015 年 3 月 21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8.9%
计算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
偃师市金璐鞋业有限公司、魏希朝、许子谦、藏留蛟、藏
天奇、苏俊红、王璐璐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洛阳

天霞实业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九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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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公告之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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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公判庭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市亿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你与魏小玲、南阳市德
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南阳市卧龙
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 1303 民初 5693 号民事裁定，判
令：驳回原告魏少玲的起诉。魏小玲不服此判，上诉至本
院，本院作出（2017）豫 13 民终 5931 号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裁定。因你下落不明，特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希你
按期履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303 民初 5008 号

河南龙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九州龙腾货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阳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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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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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高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韦江、韩玉周、河南省州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南阳永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勇梅、王晓红诉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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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华涛：本院受理李红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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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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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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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保强：本院受理原告郑张诉你和河南龙腾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吴明许、吴明桂、郭德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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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白河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春东：本院受理原告郭秋喜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711 民初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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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224 号

新乡市新马电机有限公司、延津县永安纺织有限公司、
马林波、魏斌、田川、杜丽华、周建玉：本院受理原告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被告新乡市新马电
机有限公司、延津县永安纺织有限公司、马林波、魏斌、
田川、杜丽华、周建玉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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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222 号

延津县精彩纺织有限公司、河南省国瑞防腐工程有限公
司、杨国伟、李艳娜、刘二嫚：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被告延津县精彩纺织有限
公司、河南省国瑞防腐工程有限公司、杨国伟、李艳娜、
刘二嫚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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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221 号

新乡市新马电机有限公司、河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马林波、魏斌、王威、李绍庆、魏新来：本院受理原
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被告新乡市
新马电机有限公司、河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马林波、魏斌、王威、李绍庆、魏新来金融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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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5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220 号

河南港口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豫通泵业有限公
司、新乡市晨曦化工有限公司、付国强、张国霞、李涛、院
春霞、朱济宾、云建华、王金玲、云法军、王自清、温治霞、
温仁：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金利支
行诉河南港口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豫通泵业有限
公司、新乡市晨曦化工有限公司、付国强、张国霞、李涛、
院春霞、朱济宾、云建华、王金玲、云法军、王自清、温治
霞、温仁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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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6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0724 民初 2289-1 号

师纪荣：本院受理原告获嘉县天元木业有限公司诉你以
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归还木材款
114239 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自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5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参加，逾期缺席审理。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茂：本院受理原告李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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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5 民初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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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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