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新年、郑州宏合车厢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磷
肥厂诉被告袁新年、郑州宏合车厢制造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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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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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古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年 4月 2日 10

时至2018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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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水区东明路北 269 号 7 号楼 1 层东 1 户（产权证号：
0901107521）、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北 269 号 7 号楼 1 层东 3
户（产权证号：0901107516）、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北 260 号
院 6 号楼 2 层 0201 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1301148997
号）住宅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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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光正能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王双超、马培培、郑州昌
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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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2017）豫0105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
书第 1 页第 13 行中“河南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补正为

“郑州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第 8 页第 2 行中“河南昌泰
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补正为“郑州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第8页第5行中“河南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补正为“郑州
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第 8 页第 13 行中“三被告负担
84171.36 元”补正为“四被告负担 84171.36 元”；第 8 页第 15
行中“河南昌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补正为“郑州昌泰煤炭
运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
领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鹏涛、李会娟、马战峰、韩小丽：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商鼎路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民初 9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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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向峰、李巧丽：本院受理原告袁建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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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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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月、朱金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黄埔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民初 170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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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份，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发扬：本院受理原告常运晓诉被告刘发扬抚养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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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松勇：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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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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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森：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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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2674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刘悦借款 13.7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13.7 万元为基数自
2016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3696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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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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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隆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占木、常文荣：本院在执
行文平申请执行河南隆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文平向本院提出书面追加被申请
人任占木、常文荣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人
申请书、本院（2017）豫0105执异38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诺富特饲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秋玲诉你、寇学
田、王国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30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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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建林、河南蓬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弓盛
舟诉被告崔建林、河南蓬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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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红：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卫红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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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大展货运有限公司、河南省亚通物流有限公司、郑州
华洋物流有限公司、河南藏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风彬、
李艳霞、李凤忠、李姣、汤开、李纪周、曹继刚、郑瑞霞、王森、
李焕红：关于郑州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16247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郑州
银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 月 11日申请执行，本院
于同日立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李姣名下位于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五大街45号6号楼1单元1层1号
（产权证号：1001088035）、王森、李焕红名下共有的位于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二路 29 号 30 号楼 4 单元 6 号（产权证
号：0901017728-1），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执 6191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清
偿债务。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
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

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淮州：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华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3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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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新顺、周文胜、穆春水、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齐慧丽与宋新顺、周文胜、穆春水、郑州海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执 3699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
内履行（2016）豫 0105 民初 1661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周文胜名下位于鹤壁市山
城区山城路胜利一巷路东房产、宋新顺名下位于鹤壁市山
城区牟山大道鹤电小区 33 楼东单元 6 层西户房产、穆春水
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汤河街南侧重型机械厂小区 6号楼
东三单元1层东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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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新顺、周文胜、穆春水、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樊广生与宋新顺、周文胜、穆春水、郑州海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执 370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
内履行（2016）豫 0105民初 654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周文胜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
山城路胜利一巷路东房产、宋新顺名下位于鹤壁市山城区
牟山大道鹤电小区 33 楼东单元 6 层西户房产、穆春水名下
位于鹤壁市山城区汤河街南侧重型机械厂小区 6号楼东三
单元1层东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
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0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
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九环科贸有限公司、李福寿、李红丽、李爱卿：本院受理
的原告河南兴业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九环科贸有限公
司、郑州程鹏矿山设备有限公司、李福寿、李红丽、李爱卿追
偿权纠纷一案，郑州程鹏矿山设备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
的（2017）豫 0105民初 2175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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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1750号民事上
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瑞：本院受理原告杨汉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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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105民初2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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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佳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章玉诉你公
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8）豫 0105民初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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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志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存周、王雷诉你、霍冰机动车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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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东升：本院受理原告王喜娣诉被告司东升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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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高东凯：本院受理的原告鲁笑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7）豫0105财保1360
号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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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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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云、杨齐望：原告程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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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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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松严：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保田诉被告刘松严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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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松严：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黎诉被告刘松严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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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辰杰：本院受理原告李喜玲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 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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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韩音歌：本院受理原告武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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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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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7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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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延钢：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4915、24914、2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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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自阳诉被告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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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炎炎、赖振宇：谢秋菊申请执行李炎炎、赖振宇追偿权纠
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 0105执 15090号，因你二人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15090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执行过
程中本院已依法查封李炎炎名下分别位于金水区金水路
305号3号楼3单元6层西户（产权证号1601076925）、金水区
金 水 路 305 号 1 号 楼 1 单 元 30-31 层 西 户（产 权 证 号
1001034571）的房屋二套，现责令你二人于本裁定生效后 3
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
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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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光明、张艳梅、张有明、宋新梅、邢新有、张明利、张二妮：
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畜牧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武陟县巴维金养羊专业合作社、武陟县荣泰养殖专业合
作社、张光明、张艳梅、张有明、宋新梅、邢新有、张明利、张
二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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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453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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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云：本院受理朱孟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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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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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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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林:本院受理郭金霞诉窦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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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 民初
19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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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宁: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星江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08民初3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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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民调7486号

韩新顺:本院受理了原告董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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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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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409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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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91民初13171号

河南联盟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柴有志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91
民初 13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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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月15日10时

至2018年3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河南省中天食品有
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及车牌号为豫G88073宇通车一辆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
er_id=1991614219，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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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海军、河南昊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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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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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10

时起至2018年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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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惠济区英才街 4 号 10 号楼 3 单元 6 层56 号（产权证号：
1501069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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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根喜：本院受理原告李玲诉被告宋根喜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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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豪：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105 民初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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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上诉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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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海生、高松江、高学江：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李家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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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依据（2015）文法执字第326-1号执行裁

定书和基于永信评报字（2017）第 4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定
于 2018年 3月 16日 10时至 17日 10时在文峰区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玉生名下位于
安阳市北关区金公街2号院3号房产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
产监私字第020045号，建筑面积200.07m2；土地使用权证号：
安国用（32）第3106号，使用面积147.15m2）。依据永信评报

字（2017）第 4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法确定起拍价为
614534.9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拍卖标的物
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过程中应交纳或补交
的有关税费及明确或不明确的一切费用（含买受人、原产权人
应承担的综合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权证费、
测绘费及物业、水电等欠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有关税费等
问题由买受人向税务、房管、国土、不动产登记、电力、税务、物
业等部门了解确认。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可到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2月13日
至3月15日16时（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2-2097345监督电话0372-2097433。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依据（2015）文法执字第1848号执行裁定

书将于2018年2月27日10时至2018年2月28日10时在安阳
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王
玉英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甜水井街道办事处二果园1号楼
1 单 元 6 层 南 户（所 有 权 证 号 ：安 阳 市 文 峰 区 字 第 私
1131026113号，建筑面积82.43平方米，无土地信息）房产一
套。依据永信评报字（2017）第8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法确
定起拍价为180027.4，保证金为20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
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过程中应交纳
或补交的有关税费及明确或不明确的一切费用（含买受人、原
产权人应承担的综合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
权证费、测绘费及物业、水电等欠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有
关税费、水电暖配套设施等问题由买受人向税务、房管、国土、
不动产登记、电力、税务、物业等相关部门了解确认。中国境
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
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3月26日（工作时
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7
监督电话0372-2097433。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驿城区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邓美英、
马全德、马威、马芳：我院受理的黄蕾申请强制执行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几案中有关对你方所有的分别位于汝南县鼎盛
华府小区等地的房产十套以及位于汝南县汝宁镇建设街等
地的门面房共计十八间进行评估拍卖事宜，因无法联系到
你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
发出后 60日内来驿城区法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并在机
构选定后的第三个工作日进行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
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二次）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3月1日10时至2018

年3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310国道东段北侧
房地产和冷库房及制冷设备，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王
法官，联系电话：17603708587。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铭洛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彪牌商贸有限公司、牛永
念、陈贞贞、牛清明、傅石磊、李灿标、李俊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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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第一被告洛阳市铭洛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2000000元、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7年5月20日为701050.00元，从2017年5月21日起至本
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9%计算利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7年5月20日为78652.11元，从2017年5月21日起至本息
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12.6%计算复利）；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
彪牌商贸有限公司、牛永念、陈贞贞、牛清明、傅石磊、李灿标、
李俊标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洛阳市铭洛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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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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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时在本院2005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林：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陈刘玉诉你离婚纠纷—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离
婚；2.婚生子女原、被告各抚养一个，互不支付抚养费；3.婚前
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共同财产平均分割）、应诉通知书、举证
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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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
年5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检（俭）：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万春超诉你离婚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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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
告离婚；2.婚生一男一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各自
财产归各自所有）、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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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年5月21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敏东：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张明诉你离婚纠纷—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离
婚；2.婚生一男一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各自财产
归各自所有）、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年5月20日上午11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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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10

时至2018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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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翠
花路7号26号楼东2单元24 号房产（产权证号:1401101740）
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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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伟立（410105198301106635）：本院已受理原告赵阳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21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赵阳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自
2016 年 11 月 5 日起至该款结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
算）。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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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的（2016）豫0205民初370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向本
院申请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5执51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被执行人执行风险告
知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执行费用和因
执行引起的其他经济损失均由被执行人承担。本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亿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吕连营、吕本平诉你
单位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负责人吕怀修去向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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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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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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